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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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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多元化的學教及評估模式，持續培育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建立自主學習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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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不同的教學資源(如各類工作紙及筆

記等)，指導學生應用不同的自學策略進

行學習活動，強化他們多角度的思考能

力。 

9/2021 

至 

6/2022 

 

13/7/2022  學生能透過預習工作紙的 Quizlet 網上平台自學詞語，並完成詞語解

釋，摘錄意思，加強理解及運用詞語的能力。 

 比較學生在上學期的表現，高年級學生在完成工作紙及筆記的評鑑或

分析等題目，漸有改善，逐步掌握答題技巧，有助提升解題的思維能

力。 

 三年級老師利用TSA歷屆考題，製作閱讀理解、聆聽及視訊工作紙。比

如老師透過閱讀理解工作紙在堂上講解一些閱讀方法及策略，並要求

學生在原文標示答案，學生在閱讀上有進步。有部分學生也能養成在

原文做筆記、記下段落、圈起關鍵字等習慣。 

1.2 善用電子學習平台和工具(如 GC、GF、

Quizlet、Nearpod等)，進行教學活動及

安排學生自學，提升學教效能。 

 老師在課堂上指導學生説話的技巧，低年級家長亦可協助子女完成錄

音。完成後，老師還可揀選一些優質説話示例與學生分享，透過同儕

觀摩，能提升學生說話的技巧及自評能力。 

 參考學生進評成績分析數據及全港TSA成績報告，學生在聆聽考試表現

理想，建議在長假期運用STAR佈置聆聽功課，取消在GC進行聆聽進評。 

1.3 善用寫作冊的範文，優化練習的內容，加

入適切的學習任務及寫作要求，強化學生

的自學能力。 

 學生能依指示完成閱讀寫作冊內的任務，如找出關鍵詞、標示語、中

心句、修辭手法、表達方式等，幫助他們掌握該單元的寫作技巧，加強

理解文章內容和結構，有助提升閱讀策略、寫作技巧及自學能力。 

 優化後的寫作冊加入了一些寫作要求，例如：學生在寫作時要運用四

字詞、指定佳詞、句式、修辭手法等豐富文章內容，大部分學生都能

做到以上要求，認為修訂後的寫作冊更具趣味性、啟發性或挑戰性。

但仍有一些學生未能做到，建議老師提示學生在作文時必須運用，並

於文章用符號顯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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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優化在課堂或課業(如工作紙、寫作等)的

自評及互評元素，增加學生反思和交流學

習心得的機會。 

9/20201 

至 

6/2022 

13/7/2022  在各級寫作冊加入自我檢視表，有助學生檢查自己在該次練習的表現，

培養他們自我反思的能力，惟有些學生馬虎了事或忘記完成，需要老

師提示。 

 在三至六年級寫作冊加入互評表，在老師指導下，學生互讀文章後完

成互評表，寫下同學創作的佳句，互相學習，效果不俗。 

1.5 善用評估分析，診斷及分析學生學習能

力，給予適切回饋及支援。 

 分析2021 TSA表現後，三年級科任老師利用TSA歷屆考題，製作閱理解、

聆聽及視訊工作紙，學生完成工作紙的成績表現良好。  

 於創意默寫加入TSA常用的好詞好句，大部分學生能默寫兩個以上的好

詞，亦有同學能默寫全部內容。在作文考試時，大部分學生能運用這

些好詞好句。 

 老師進行試後分析，除與學生講解表現稍遜的試題外，還會在假期工

作紙加入相關題目作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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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推廣正向價值教育，透過課程設計及課堂教學，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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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配合新時間表進行單元教學，滲入價值 

觀教育元素，開展課程學習計劃。 

 二年級：硬筆執筆及書法訓練 

 三至六年級：毛筆執筆及書法訓練 

 一至三年級：繪本圖書導讀 

 四年級：與書香校園組協作進行《西   

遊記》導讀 

 五年級：進行《三國演義》導讀 

 六年級：進行《小人國和大人國》導

讀 

 

9/2021 

至 

6/2022 

13/7/2022 因停課未能於指定日期進行中文閲讀：圖書教學，延至 7 月中進行，學生

表現及成效如下： 

 一年級：學生對《你會做什麼呢？》的故事感興趣，能自行閱讀讀書，

並與家長一起進行親子閱讀。在課堂上，教師引導學生觀察圖畫，從

中猜測故事內容的發展及結局，學生表現投入積極。此外，部分學生

把家裏自行製作的玩具帶回學校，在課堂中與同學分享製作的過程及

心得，表現不錯。 

 二年級：學生閲讀繪本圖書時十分認真，能運用聯想猜測故事的發展；

討論時，亦能踴躍地分享經驗。在角色扮演活動中的表現尤其投入，

但在記誦對話內容時感到困難。此外，從閲讀工作紙中可見學生能掌

握課堂的教學目標，改寫故事結局的部分，別具創意，表現理想。 

 三年級：學生對此故事感興趣，課堂上積極參與各項學習活動，反應

熱烈。此外，從閲讀工作紙中可見學生能掌握課堂的教學目標，表現

良好。 

 四年級：學生喜歡閲讀《西遊記》，一派發圖書已迫不及待閲讀。他們

投入課堂活動，透過討論能理解故事內容。此外，學生能完成工作紙，

創作對話及初步透過人物的行為，分析其性格，表現不錯。 

 五年級：《三國演義》這一本圖書很適合學生的程度，學生對故事內容

有興趣，尤其在聲演的環節，學生十分投入在討論角色扮演的安排，

每一組都落力製作道具，傾力演出。 

 六年級：學生閲讀故事時十分投入，能透過事例分析人物的性格特點，

設身處地討論主角遇到的困難，並想出解決方法。學生都能理解故事

的內容，完成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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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排中華文化周，透過進行各項活動，配

合相關主題教學，強化學生價值觀教育。 

 一至六年級分別以衣、食、住、行、科技及文化藝術作主題，各級設置

不同的學習任務讓學生完成，形式多樣化，如進行討論、分享個人經

驗、書寫揮春等。 

 教學內容有趣，學生投入活動，透過參與各項活動及學習內容，能加

強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知，提高他們對學習中華文化的興趣，惟課堂

時間不太充裕，未能深入教學。 

 原定安排四年級學生於 13/1進行，但因改為班主任課而取消課堂。 

 原定安排三、五年級學生於 24/1及 25/1/2022 參與活動，但由於進行

網課而取消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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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2022 1. 科任老師逢單周星期五安排學生完成教育出版社提供的

「快樂閲讀花園」。 

2. 於長假期安排學生完成一個 STAR 網上練習。 

3. 部分五年級學生未夠主動完成「快樂閲讀花園」，需要老師

經常提醒。各級學生於循環周 1-14網練完成率見下表： 

年級 快樂閲讀花園 STAR(聖誕節假期) 

一 91.3% / 

二 94.9% 79% 

三 89.8% 76% 

四 86.3% 73% 

五 79.4% 79% 

六 98.1% 70% 

4. 科主席已統計截止7/1/2022各級最高閱讀量及最高分數的

學生，並頒發獎狀予得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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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2022 1. 各級學生於 1/2-8/7/2022網練完成率見下表： 

年級 快樂閲讀花園 STAR 

一 70% / 

二 83% 74% 

三 80% 75% 

四 61% 68% 

五 67% 68% 

六 59% 65% 

2. 以上網練成績由 2月開始統計至 6月，相比循環周 1-14時

表現稍遜，因學生在特別假期(7/3-19/4)時沒有進行網練，

因此影響整體完成率。 

3. 老師已統計每級首三名最高分數的學生，並頒發下學期網

練龍虎榜證書予得獎學生。 

2 第一屆香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

法比賽 

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 

香港硬筆書法家協會 

科任老師 

18/1/2022 1. 全校學生於10月初份參加硬筆書法比賽，經科主席篩選後，

於各組別選出首三名學生，並獲發校內比賽獎狀。 

2. 2A伍志林獲得初級組(小一至小二)優異獎。 

3 第七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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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2022 共有 42 位學生參加粵語朗誦比賽(獨誦)，11 位學生獲得優良

成績，11位學生獲得良好成績。 

4 學生文章投稿 三至六年級科任老師 18/1/2022 科主席於 12月份共收集 35篇學生文章，並透過電郵向公教報 

之《喜樂少年》投稿。有一位學生的文章刊登於一月份《喜樂 

少年》，獲得書券作為獎勵。 

二至六年級科任老師 13/7/2022 科主席於 7月份共收集 56篇學生文章，並透過電郵向公教報 

之《喜樂少年》投稿。 

5 學校網頁文章 二至六年級科任老師 18/1/2022 科主席於 12月份共收集 48篇學生文章，經篩選後上載於學校

網站。 

13/7/2022 科主席於 7 月份共收集 57 篇學生文章，經篩選後會上載於學

校網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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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2022 梁主任於 7/1/2022(第七節)安排六年級學生參與升中面試講

座，由陳姑娘主講。根據問卷調查結果，100%學生認為是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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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可提升他們的説話技巧和表達能力，了解升中面試的形式

(個人面試及小組討論)，掌握回應別人的技巧及運用更多不同

的語句回應別人；96%掌握個人面試的技巧；97%掌握小組匯報

的方法。 

7 創意寫作班  葉綺雯老師、池淑貞老師 18/1/2022 因疫情影響，未能招募學生參加。 

8 自費活動――書法班 陳齊欣老師、科主席、 

機構導師 

18/1/2022 因疫情影響，未能招募學生參加。 

9 
自費活動――説話技巧提升班 

陳齊欣老師、科主席、 

機構導師 

18/1/2022 因疫情影響，未能招募學生參加。 

10 自費活動――基礎寫作班 陳齊欣老師、科主席、 

機構導師 

18/1/2022 因疫情影響未能招募學生參加。 

11 午息活動 中及普科主席、科任老師 18/1/2022 因疫情影響，暫未能安排活動。 

12 從桌遊訓練言語教師工作坊 言語治療師、梁蓓蓉主任、 

科任老師 

18/1/2022 梁主任邀請陳姑娘於 24/9/2021 主持是次工作坊，全體老師

(100%)認為透過桌遊可以提升學生的説話技巧和表達能力，亦

能增加學生學習中文的興趣。 

13 毛筆及硬筆書法教師工作坊 雷超榮老師、科任老師 18/1/2022 於 11/11/2021 進行，全體老師(100%)表示是次工作坊可以提

升毛筆及硬筆書法技巧，93.8%老師認為是次工作坊可以增加

他們教授學生毛筆和硬筆書法的信心。 

14 古詩文教學工作坊 出版社、科任老師 18/1/2022 科任老師自行報名參加出版社舉辦相關的線上工作坊。 

15 「我從香港奧運運動員身上學

習到……」徵文比賽 

香港新聞博覽館 18/1/2022 於 10 月初進行，共收到 47 份參賽作品，機構於 11 月公佈得

獎名單。是次比賽未有學生獲獎。 

16 飲食業安全口號創作比賽 勞工處、職業安全健康局、一

至六年級科任老師 

18/1/2022 於 10 月底進行，科任老師邀請每班 3 位學生參加是次比賽，

科主席收集所有作品後揀選 12 份佳作參加，4B 唐懿珩獲得優

異獎。 

17 「新世紀˙鄰里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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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2022 於 11 月初進行，四至六年級科任老師邀請每班 5 位學生參加

是次比賽，科主席收集所有作品後揀選 46份參加。是次比賽未

有學生獲獎。 

18 中華文化日 李慧玲副校長、中及普科主 18/1/2022 於 26/1/2022透過 Google Meet進行，活動包括閲讀繪本和討

論、觀看影片以認識中華美食及製作新年飾物，稍後檢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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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科任老師 13/7/2022 1. 透過 GF，共收到 621份學生問卷。93.5%學生從閱讀繪本可

認識中國文化小故事。91.6%學生透過觀看短片，認識「中

國非物質文化遺產」。91.7%學生透過老師的教學，讓他們學

會製作新春飾物。88.8%學生認為觀看「大掃除小點子」短

片可讓他們認識環保清潔的方法。 

2. 共收到 23份老師問卷，100%老師認同學生能透過是次活動

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識。他們認為學生投入活動，唯教學時

間不足，同一時段先進行「認識中華美食」，再觀看「大掃

除小點子」短片，不夠時間觀看，所以不宜有太多活動。而

且學生登入 Nearpod非常困難，尤其低年級學生，登入過程

已用了十分鐘，家長也未懂協助。 

19 古詩文教學 一至六年級科任老師 

 

 

 

 

 

 

 

 

 

 

 

 

 

 

13/7/2022 於 7月中進行，老師已預備相關教材進行教學。 

年級 學生表現/成效 

一 老師運用兒歌和影片輔助教學，令學生在學習的過

程中感到濃厚的興趣。學生能加入感情朗誦古詩，

也有部分學生能背誦出來。學生能完成工作紙，大

多能理解字詞的意思，並認真地完成譯寫部分，也

能跟據古詩內容繪畫圖畫，學習表現良好。 

二 學生學習古詩感到興趣，能透過討論和分享，理解

詩歌的意思。他們喜歡把詩歌以兒歌的方式誦唱出

來，有部分的學生能即場背誦詩歌。學生能認真完

成工作紙，難度亦合適，他們最喜歡當中的繪畫部

分。 

三 老師以兒歌和影片輔助教學，學生易於理解內容，

學習非常投入，具趣味。學生喜歡把詩歌以兒歌的

方式誦唱出來，甚至有部分的學生已經能背誦詩

句。而在古詩文工作紙中，學生能認真完成，也喜

歡當中的小任務。 

四 學生對古詩文學習饒有趣味，能掌握古詩的意思，

並完成工作紙。唯對文言文的內容及意思較難理

解，但學生仍努力嘗試猜想文意及故事的寓意，整

體表現十分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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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上表 

年級 學生表現/成效 

五 學生在古詩文教學中，表現感興趣，雖然未能完全

掌握文言文的詞句意思，仍愛嘗試朗讀古詩；透過

觀看網上古詩影片，學生較易理解詩文的內容。整

體表現投入。 

六 學生透過閱讀能初步明白詩文的意思，配合字詞

的講解和賞析，能初步理解詩文中帶出的道理或

感受，學生頗有興趣了解作者的生平和寫作的背

景。由於部分字詞現在較少使用，學生難以理解其

意思和粵語讀音，老師宜先進行講解。學生整體喜

歡古詩文的教學內容。 
 

20 「詩中情朗誦比賽」 書香校園組、科主席 13/7/2022 1. 於 7/7-17/7進行，學生能運用朗誦技巧，朗誦校方提供的

誦材，透過 GC 報名及上載短片。是次比賽有 56 位學生參

加，經決賽後會選出得獎者。 

2. 大部分參賽學生都能背誦詩歌，唯有些欠缺感情及朗誦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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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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 

作文紙印刷費 用於學生平日作文 $2000.00 $1,8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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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 

第二十五屆全港中小學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報名費---$80(由課程組支付) / / 

補購書商教材 補購科任老師缺漏的教材(由課程組支付) / / 

禮物 配合午息活動及科組活動 $1000.00 / 

Total: $5000.00 $1,890.00 

 

 

(四) 小組成員 

組長：張學雯老師 

組員：李慧玲副校長、梁蓓蓉主任、鄺偉茵主任、池淑貞老師、唐芝慧老師、譚靜瑩老師、何婷婷老師、夏慧明老師、譚美榕老師、文健雄老師、 

黃紫妍老師、伍美鳳老師、温美儀老師、麥素珠老師、李穎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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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English Year Plan Final Report 

 

(1) Implementation Plan 

1. Promote Reading across Curriculum (RaC) through STEM education in P4-P6(In response to the three-year School Development Plan Major Concern (1)) 

Strategies / Task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Effectiveness and Reflections 

-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Science, 

Mathematics and Technology 

- Design self-directed learning tasks during 

guided reading workshops  

- Develop reading workshops across different 

STEM disciplines 

- Strengthen teachers’ professional capacity in 

RaC through co-plan meetings 

9/2021-6/2022 13/7/2022 

 

 Some of the RaC programme objectives have been met and a 

school-based STEM reading programme was about 60% 

developed in terms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resources such as 

lesson plans, PowerPoints, Nearpod lessons and STEM Booklets. 

 Due to the pandemic of COVID 19, the reading materials could 

not deliver to the students successfully. Without the provision of 

the hard copies of the readers which hindered the progres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gramme. 

 Due to the new arrangement of the timetable, the allocation of the 

English lessons was rescheduled. The reading lessons were re-

scheduled to one lesson on alternate cycle for P.1-P.6. For those 

lessons which were scheduled two weeks before the exam weeks 

were cancelled to allow more time for the revision of the 

examinations.  

 The core team demonstrated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new 

curriculum requirements in lessons, co-planning meetings and 

material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core team shared the components of STEM Booklet and the 

ideation of the STEM lessons during co-planning meetings and all 

the members gave advice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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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 Task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Effectiveness and Reflections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the comprehension part in their tests and 

exams were closely examined in the test and examination 

evaluation meetings to keep track of progress. 

 Teachers who were not in the core team were feeling frustrated 

about the level of difficulty for some of the STEM non-fiction titles. 

 Teachers were unfamiliar with the reading strategies they needed to 

teach for expository texts. 

 Teachers needed to directly instruct how to navigate and extract 

information in a non-fiction title in shared reading sessions, the 

extracted information constantly consisted of difficult science 

vocabulary which obstruct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the 

extracted information.  

 High levels of teacher support were needed in teaching STEM 

informational texts. 

 Teachers agreed that the students enjoyed the STEM related 

experiment conducted after each reading module. However, some 

of the science knowledge and science vocabulary were too difficult 

for the students and thus obstructed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nt and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reading-to-learn 

skills through reading science titles.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report period, 

the core team will incorporate read aloud activity an annotation 

activity in the lesson. By reading information trade books a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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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will be exposed to the language of a discipline, thereby 

increasing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learning content. 

 A survey with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ill be done in the post-exam 

period: 

 Over 60% of P.4-6 students agree that they have improved their 

confidence and skills in reading non-fiction texts. 

 Over 50% of P.4-6 students demonstrate improvement in the post-

test.   

 Over 70% of the teachers involved agree that they have develope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eaching cross-curricular reading skills. 

 Over 70% of the teachers involved agree the programme has helped 

improve students’ skills and interest in reading non-reading texts. 

 

2. Nurture self-directed learning capabilities through cultivating effective revising and editing skills in writing 

(In response to the three-year School Development Plan Major Concern (1)) 

Strategies / Task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Effectiveness and Reflections 

- Revising skills (CARS) 

 Change  

 Add details 

 Read 

 Senses 

- Editing Skills (CUPS) 

 Capital letters 

 Use correct grammar 

 Punctuation 

 Spelling  

 

9/2021-6/2022 13/7/2022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the assessment performance collected from 

the examination evaluation and formative assessment 3 (Reading & 

Writing). 

 Teachers agreed that some students received help from the 

simplified revising and editing skills which help students raised 

their awareness on the grammar error corrections. 

 Teachers agreed that some students showed improvement in the 

tests especially on those tasks which were similar as the FAs. 

 The simplified revising and editing skills reminded students on 

their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each crite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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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chers suggested to add specific target under the item of ‘Add 

Details’ to provide clear guidelines on the details expected in 

writing. 

 Due to the practice of social and physical distancing, peer editing 

was found to be difficult.  

 It is suggested to recycle the strategy in the next year plan. 

 

3. Promote moral and civic education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uphold the positive values and attitudes 

(In response to the three-year School Development Plan Major Concern (1)) 

Strategies / Task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Effectiveness and Reflections 

- Incorporate moral and civic education in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I am a good citizen. 

 Promote thinking and judgement 

 Surfing the Net with Self-discipline. 

 

9/2021-6/2022 13/7/2022 

 

 Due to the practice of social and physical distancing, morning  

assemblies were cancelled. 

 Teachers made videos and uploaded to the GC. 

 Online videos were found to be less beneficial than face-to-face 

morning assemblies. 

 It is suggested to recycle the strategy in the next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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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nstant Work Plan 

Item Strategies / Task  Person / 

People in 

charge 

Date of 

Evaluation 

Effectiveness and Reflections 

Curriculum 

1 Solo Verse 

Speaking Training 

Annie, CA,  

P1-P3 English 

Teachers 

18/1/2022  Three big books are taught in this term.  

 Students continue to acquire and practice phonics, sight words, and reading skills.  

 In Term 3, students are going to read Classic stories. Classic stories reading will 

strengthen their reading skills and broaden their vocabulary. It enhances children’s 

interests and confidence in using English. There will be more discussions and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Competition & Activity 

1 Solo Verse 

Speaking Training 

All English 

Teachers 

18/1/2022  52 students joined HK Speech Festival and got merits. 

 They video-recorded their performance and upload the video to designated video 

platforms.  

2 Writing 

Competition 

All English 

Teachers 

18/1/2022  Due to the tight teaching schedule and time and space constraints during the situation 

of COVID 19, the English panel decided not to join any activities in the first term. 

3 Handwriting 

Competition 

All English 

teachers  

18/1/2022  All p.1-P.6 students joined the Inter-class English Calligraphy Competition. 

 There were three winners in each class. 

 School certificates will be given to the winners in February. 

4 SCOLAR All English 

teachers 

18/1/2022  Due to the tight teaching schedule and time and space constraints during the situation 

of COVID 19, the English panel decided not to join any activities in this school year. 

5 Lai Chi Kok Park 

Visit 

Iris, Karena & 

Jenny 

P.1 teachers 

June  Due to the tight teaching schedule and time and space constraints during the situation 

of COVID 19, the English panel decided not to join any activities in this school year. 

6 Mei Ho House Visit Iris, Karena & 

Jenny 

P.4 teachers 

June  Due to the tight teaching schedule and time and space constraints during the situation 

of COVID 19, the English panel decided not to join any activities in this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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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Rich Environment 

1 ECA – English 

Wonderland 

 Annie, Helen, 

Ravin 

Sep – Jun In the EAC- English Wonderland 

 The ambassadors have practiced self-introduction for icebreaking, which would be 

beneficial to interview practice when they are in P.6. 

 Some of the bright students from English Wonderland will be selected in the Puppetry 

Team and trained by Annie for the Puppetry Competition. 

 Four students were participated in the Puppetry Competition. The puppetry video will 

be uploaded to the NET section for competition. 

2 ECA – English 

Calligraphy 

Iris Sep – Jun  Inter-class calligraphy competition was conducted in December. Three winners were 

chosen from each class and certificates were given out in January. 

3 ECA – Fun English Eunice  

Kristi 

Sep – Jun  Students practiced initial sound and Action Alphabets. 

4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Day 4) 

All English 

Teachers 

 Sep – Jun  English teachers have made videos sharing and uploaded to the Google classroom in 

the first term to replace the face-to-face assembly due to the prevention measure of 

COVID 19.  

 Starting from semester 3, English Room was opened in the morning every Day 4 to 

invite students to watch English videos and interact with the NET. 

5 Story Angel (Day 4) Annie Sep – Jun  It was cancelled due to the current COVID-19 situation. 

6 Mobile Library 

(Day 4) 

CA Sep – Jun  It was cancelled due to the current COVID-19 situation. 

7 Reading Buddies 

(Day 4) 

P4-P6 English 

Teachers 

Sep – Jun  It was cancelled due to the current COVID-19 situation. 

8 Morning & Lunch 

Booth Games (Day 

4) 

Annie and CA Sep – Jun  It was cancelled due to the current COVID-19 situation. 

9 Post-exam 

Activities- 

All English 

Teachers 

Sep – Jun  It will be conducted on the 25/0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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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Festival 

 English Day was conducted on 25/07/2021.  Evaluation was done in the third 

English meeting. All P.1-6 joined th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They did craft and 

experienced multisensory activities. 

10 Post-exam 

Activities-Sky 100 

Bus Tour 

Jenny Sep – Jun  Due to the current COVID-19 situation, the Sky-100 Bus Tour was replaced with the 

Pizza Hut Kids Workshop. 

 One student with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English will be invited to join the 

workshop on 28/07/2022. 

 Four students from the puppetry competition will be invited to join a Stanford House 

Bookshelf Tour organized by the School Library in July. 

Enhancement and Enrichment Programme 

1 Leap Class  Eunice, 

 

Sep – Jul  Three Leap Classes in total this year from P.2-4. 

2 Pre-S1 Interview 

Training 

 P6 English 

Teachers 

Dec – Apr   P.6 completed the interview training booklet and students uploaded their self-

introduction to GC for speaking assessment. 

E-learning 

1 Longman Elect 

Website 

Iris & 

Catherine 

Sep – Jul  The website was linked to the school website to provide convenient access for 

students. 

2 Google Classroom Iris & 

Catherine 

Sep-Jul  Speaking and Listening Formative Assessments were conducted in GC. 

 Learning materials were distributed via GC.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1 Test and Exam 

Evaluation 

All English 

Teachers 

Sep – Jul  For first term exam evaluation, see the attachment of exam evaluation in the second 

minutes. 

 Evaluation was conducted after each test and exam.  

 All evaluations were filed in the co-plan f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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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udget 

Financial Team 

Item Description  Budget Approved 

Reference Books / Teaching Aids Teacher’s reference books / teaching aids $1,000.00                   $1612.80  

Language-rich Environment Materials Display materials & English Festival resources $3,000.00 $1080.97 

$9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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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gs) and stationery 

$5,000.00  $6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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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 school year (Pearson) (Paid by Curriculum team) 

$0.00  

Membership/ 

Subscription Fee 

English calligraphy competition (Paid by Curriculum team) $0.00 

 

 

Reading across Curriculum Materials 

(Classroom reading) 

STEM related or other reading materials  $10,000.00 $938.00 

$531.76 

$945.56 

$740.50 

Services Activities to be organized for recognizing student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English- Sky 100 Bus Tour (Paid by Life-wide Learning Grant) 

$0.00 

 

$2600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ternational Festival (Paid by Life-wide Learning Grant) $0.00  

 Drama Appreciation (Paid by Life-wide Learning Grant) $0.00  

Mei Ho House Visit (Paid by Life-wide Learning Grant) $0.00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raining workshops for teachers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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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ionery Stationery for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and daily teaching 

(e.g., box files for filing and writing portfolios, markers) 

$1,000.00  

 Grand Total: $21,500.00 $6,50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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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eam members 

Panel Chairperson : Mrs Iris Wong, Ms Karena Li, Ms Jenny Chong 

Core Member : Ms Divian Wong, Mrs Joei Chan, Ms Catherine Ho, Ms Kimi Fan, Ms Helen Kwong, Ms Miranda Yuen, Ms Tess Hung,  

 Mr Philip Wai, Ms Melody Lo, Ms Annie Feng, Ms Elaine Chan, Ms Fanny Lo, Mr Ravin Chu, Ms Kristi Cheng, Ms Eunice 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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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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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學教評，培養自主學習文化，提升學生獨立學習及主動探索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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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指導學生應用不同的自學策略，如進行預

習工作紙、閱讀數學圖書、搜集資料、瀏覽

youtube 教學影片等，促進學生自律、自我管

理及獨立學習的能力，提升學習效能。   

9/2021 

至 

6/2022 

15/7/2022  科任老師按課題的需要給予學生多元化的自學任務，包括觀

看預習影片、完成預習工作紙、搜集資料、搜集日常生活中

的物品圖片、閱讀數學圖書等，並善用出版社網上平台的資

源 和 其 他 教 學 軟 件 如 Google Classroom, Padlet, 

GeoGebra, Wordwall, Quizizz等進行數學遊戲和學習分享，

促進學生自律、自我管理及獨立學習的能力，提升學習效能。

全部老師表示有指導學生完成相關的自學任務。 

 老師在課堂鼓勵學生摘錄筆記，提升自我管理和自主學習的

能力，學生普遍能在課文中標示重點或圈出關鍵字和完成老

師印備的筆記，惟在自行摘錄筆記方面，主動性較弱，仍需

老師多作提點。 

 已於20/9/2022下午進行數學科教師工作坊，主題為「使用e-

Smart2.0網站數學科教師工作坊」，讓教師熟習教育出版社

的網站教學材料、預習影片、互動軟件、學生自學材料和其

他網站新功能。此外，科主任亦會適時傳閱數學科教師工作

坊資料，給科任老師自行報名參加，提升教師運用不同教學

策略的能力。 

1.2 透過電子學習平台，如樂思 4D自學診斷系

統、教育出版社 eSmart2.0、Google 

Classroom等，按需要給予學生於課前及課後

學習活動，靈活運用課堂時間，提升學生自

我管理、閱讀及自主學習的能力。 

 老師安排學生使用「樂思4D自學診斷平台」進行上半年10次

和下半年8-10次網練，另按需要使用教育出版社

eSmart2.0、Google Classroom等電子學習平台進行學習或

自學，給予學生課前及課後學習活動，並給予回饋，提升學

生自我管理、閱讀及自主學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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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份老師會運用GeoGebra, Nearpod, Padlet, Quizizz, 

Kahoot等電子學習工具與學生進行互動學習活動，提升學生

學習數學的興趣。 

 各級於長假期(聖誕假期、農曆新年、復活節假期)完成STAR

練習，鞏固已有知識。 

 大部份學生認為透過電子學習平台能提升他們的自學能力及

學習效能。 

1.3 優化校本學習材料，提升學習效能。 

- 優化單元總結工作紙設計，教授學生

運用多元化的摘錄筆記方法，如高階

思維十三式、腦圖、思維策略等，強

化學生多角度思考能力。 

- 進行速算訓練，提升學生的運算能

力。  

- 建立縱向校本解難課程 

  

 82%教師表示已教授學生使用高階思維十三式、腦圖、思維

策略等內容，全年最少兩次，提升學習成效。 

 重新製作按課程編訂有系統的速算訓練，上半年已完成速算

訓練4次，下半年因疫情影響，恢復面授課後優先教授數學

基礎課程內容，各級於試後完成TSA分類練習後會繼續進行

下半年速算訓練4次，提升學生的數字感和計算能力。 

 因受疫情影響令課時不足，因此要取消校本解難課程。 

 

目標二：運用多元評估，善用評估數據，強化學習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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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優化評估 

- 增加實作評估數量，全年進行6次紙筆評

估和2次實作評估，讓學生以不同方式展

示學習成果。 

9/2021 

至 

6/2022 

15/7/2022  各級已按進度完成紙筆評估和實作評估，學生能以不同方式

展示學習成果。 

2.2 透過自評互評，強化學習效能。 

- 透過在進展性評估的紙筆評估進行自

評，培養自主檢視學習成效的習慣，強

化學習效能。 

 各級已按進度完成紙筆評估和實作評估，大部份學生能在紙

筆評估進行自評，惟教師因考慮到各項因素，認為較難在實

作評估進行互評。 

 由於疫情關係，部份教師表示較難進行實作評估，實作評估

和互評方式會按實際情況作出修改，例如利用Padlet拍照上

載相片到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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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在實作評估加入互評，促進學生間

積極交流和檢視學習成效的習慣，強化

學習效能。 

 建議下年度自評在單元工作紙小冊子中進行，互評在課堂活

動中進行。 

2.3 善用評估數據回饋教學 

- 透過進行考試分析和TSA弱項分析，讓教

師了解學生弱項，回饋學與教。 

- 善用網上學習平台的數據，在課堂中加

強教學。 

9/2021 

至 

6/2022 

15/7/2022  科任在集體備課會議完成試卷分析，並在教學時進行回饋及

鞏固練習。 

 科主席檢視在第一學段考試試卷分析和去年TSA成績，在數學

科第二次會議中與科任老師分享學生在考試和TSA的表現，讓

科任了解學生的弱項，在課堂加強相關內容的教學。此外，

科主席按各級程度製作小一至小六TSA分類練習，於第三學段

考試後給學生進行TSA分類練習，鞏固已有知識。 

 科主席統計下學期電子學習平台的評估數據，讓科任能了解

學生在電子學習平台的表現，並在教學時加強講解學生的弱

項。 

 已於 5月 16日下午進行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 2021-2022

年度教區 IV區中小學聯繫及交流 Zoom視像交流，內容為中

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的應試技巧和學生表現，教師在日常

教學時加入講解學生應試技巧和解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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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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2022 因疫情關係，取消活動。 

2 數學自費班及課後解難班 外聘導師 15/7/2022 因疫情關係，取消活動。 

3 校內活動︰ 

1. 數學閱讀 

2. STEM Day 

3. 午間活動 

4. 速算訓練 

5. 中華文化周 

6. 網練 

數學科老師 15/7/2022 1. 數學科任在課堂上鼓勵學生多借閱數學圖書。 

2. STEM Day將於第三學段試後進行。 

3. 間活動因疫情關係未能進行。 

4. 全年共進行8次速算訓練，提升學生的快速計算的能力。 

5. 一至六年級依次以衣、食、住、行、科技、藝術文化為主題進行

與中華文化相關的課堂教學，於1月Day2/3進行。 

6. 科任老師於長假期安排學生完成一個STAR網上練習，及全年安排

學生完成樂思4D自學診斷平台網練共18-20次，成績詳見附件。 

4 校內比賽︰ 

1.速算比賽 

2.網練 

數學科老師 15/7/2022 1. 已於6月完成速算比賽，科主席已統計各級和各班成績，詳見附件。

各級成績首3名學生將於7月28日到禮堂由校長頒發獎狀，各班成

績首3名學生將由科任隨堂頒發獎狀，獲獎學生可獲得Power-up獎

印。 

2. 科主席統計下半年各級4D網練最高分數的首3名學生，李副校長安

排頒發獎狀予得獎學生，科任老師會為獲獎學生在Power-up蓋印

2個。 

5 校外比賽 數學科老師 15/7/2022 1. 12位五、六年級學生已於2021年11月8日順利完成「葉紀南盃數學

挑戰賽」，6A班黃婉珊同學榮獲二等獎，5B班蔡俊智和5D班李世

聰榮獲三等獎。 

2. 8位五、六年級學生已於2021年12月4日順利完成第八屆「全港小

學數學挑戰賽」決賽，5D班李心謙同學和6B班陳進賢同學分別榮

獲小五組和小六組個人賽優異獎。 

3. 8位四、五年級學生已於2022年7月16日順利完成「香港天主教教

區學校聯會(小學組)第七屆數學比賽」，得到寶貴的參賽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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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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參考材料 $500.00 $0.00 

教具 按需要添置教具 $3000.00 $0.00 

各級教材費 各級消耗性教材，每級$500 $3000.00 $384.00 

活動支出 數學日 

數學比賽報名費 

$2000.00 

$400.00 

$0.00 

$0.00 

專業發展 工作坊教材 $500.00 $0.00 

文具 投影機膠片、過膠片等  $1000.00 $158.00 

午間活動 教材 $1000.00 $0.00 

Total: $11,400.00 $542.00 

 

 

 

(四) 小組成員 

組長：王倩儀老師 

組員：林匯森老師、陳耀明老師、魏曉瑩老師、區永剛老師、黃敏怡老師、陳啟邦主任、孔繁斐老師、白臻誠老師、葉曉豐老師、黃港徽老師、 

黎文燦老師、黃家輝老師、林芷瑩老師、鍾兆權老師、李健文老師、陳齊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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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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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多元化學與教策略，全面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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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設計校本自學資源冊，讓學生在課堂

內外的時間延展學習，並鞏固課堂

所學，加強對課題的理解，建構知

識，以及發展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09/2021 

至 

 07/2022 

 

 

18/7/2022 校本自學資源冊能更有系統地展示學生的學習，由預習至課堂學習，再由

延伸至新聞時事及自學內容。從學生評估測驗上的表現，各級成績均有所

提升。低年級反映部分自學冊份量過多亦過深，宜簡化。高年級反映部分

自學冊內容過深，沒有老師的指導難以自行完成。來年需要繼續優化自學

資源冊，以照顧個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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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021 

至 

 07/2022 

 

 

 

 

 

 

 

 

 

 

 

 

 

18/7/2022 

 

 

 

 

 

 

 

 

 

 

 

 

 

 

 

 

透過檢視共同備課紀錄，以及觀察學生課業表現，部分級別因要配合教學

單元，故在第二學段才開始進行 STEM活動。各級內容如下： 

年級 主題 相關課題 

一年級 紙杯傳聲筒 五官感覺 

二年級 紙環飛機 自製玩具 

三年級 風向儀 天氣的預測 

四年級 自製過濾器 水 

五年級 滅聲裝置 光、聲、電 

六年級 羅馬砲台 簡單機械 

 

 

 

 

 

 

 

 

 

一年級：學生在課堂中製作傳聲筒，並進行測試及改良。大部份同學能掌

握製作傳聲筒的方法，但穿繩及貼膠紙的環節，需老師協助。同

學設計紙杯圖案比較馬虎，可提醒他們用木顏色美化。同學完成

傳聲筒後，亦能積極作測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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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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021 

至 

07/2022 

15/8/2022 二年級：學生投入活動，並積極嘗試進行改良測試。比賽投升了學生的學

習興趣。 

三年級：學生在特別假期時完成，回校後可見學生表現投入，亦會嘗試進

行測試及改良。 

四年級：學生投入活動的過程，但過濾器效果不太顯著。 

五年級：活動效果不俗，學生能透過簡單實驗了解如何控制影響實驗的變

項，及作適當的控制及對照。 

六年級：學生在紮砲架時進行了實作評估，大部分學生也能按時完成砲架。

至於實驗操作方面，準備紀錄實驗結果仍有待改良。 

第二次 STEM單元活動內容如下： 

年級 主題 相關課題 

一年級 設計公園設施 遊公園 

二年級 指南針 中國四大發明 

三年級 設計保溫瓶 冷和熱 

四年級 屏風樓與空氣的流動 香港的環境 

五年級 自製望遠鏡 光 

六年級 迷你升國旗枱 簡單機械 

 

 

 

 

 

 

 

 

一年級：大部分學生對製作遊樂設施很有興趣，並能完成測試。 

二年級：大部分學生能成功完成測試，並能準確地找出課室內不同方向的

物品。 

三年級：學生對製作保温瓶很有興趣，大部分能完成測試。 

四年級：由於風速計只有一部，故改以觀察紙碎的吹拂情況探究屏風樓與 

空氣流動的關係。有時手提電風扇太靠近紙碎，會導致紙碎一 

下子四散，宜把電風扇放遠、準備遮擋盒子，且把電風扇的強度

設定為最低。 

五年級：由於製作簡單，測試亦容易進行，對學生挑戰性不大。 

六年級：學生學習及實踐滑輪原理，大部分學生掌握滑輪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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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優化專題研習課程，以提升學生的學習 

興趣及效能 

9/2021 

至 

6/2022 

15/8/2022 在 18/7-26/7安排一至五年級外出參觀。各級實地考察地點及專題研習主

題詳情如下： 

年級 日期 主題 外出考察地點 

一年級 7月 19 日 遊公園 香港動植物公園 

二年級 7月 18日 香港動植物 香港動植物公園 

三年級 7月 20日 旅遊好去處 香港濕地公園 

四年級 7月 21日 舊香港情懷 
香港歷史博物館及

聖德肋撒堂 

五年級 7月 26日 香港歷史及文化考察 

1. 九龍寨城 

2. 油麻地 

3. 灣仔 

一年級：學生對參觀動植物公園很有興趣，亦能配合課題。學生能親眼目 

睹各種動物及植物，既富趣味亦大開眼界。 

二年級：大部分學生首次參觀動植物公園，能近距離觀看不同類型的動植 

物感到新奇及興奮。 

三年級：大部分學生首次參觀天水圍濕地公園，能近距離觀看不同類型的 

動植物感到新奇及興奮，唯時間太趕急（大約只有 1小時 15分 

鐘），同學只能走馬看花。如果來年度仍以天水圍濕地公園為考 

察目的地，建議延長考察時間。或考慮更改考察目的地，因為花 

了長時間車程，只考察 1小時。 

四年級：聖德肋撒堂的導賞時間冗長 (1小時 30分鐘)，趣味性不高。香

港歷史博物館的參觀時間過短 (只有 30分鐘)，學生只能走馬看

花，無法深入了解。（註:香港歷史博物館現正為常設展進行全

面的更新工程，所以縮短了參觀時間。） 

五年級：交通時間頗長，導賞的趣味性不高，天氣酷熱，戶外考察感到難

受。活動屬外判，成本高昂，亦未能緊緊配合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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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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中華文化日設計以價值教育為主的

活動，培養學生國民身分認同感的正面

價值觀 

9/2021 

至 

6/2022 

18/7/2022 活動因停課而取消。 

2.2 小一至小六各級設計生活技能單元課

程，培養學生自我照顧的能力及加強學

生社區適應的能力 

9/2021 

至 

6/2022 

18/7/2022 小一及小三已於第一學段完成生活技能學習及評估。 

 一年級教學及活動流程順暢，同學亦能掌握基本技能。但放學時間會

較急趕，宜預留時間讓同學收拾書包。 

 三年級時間比較急趕，派完物資後未能完成整個課題。有少部分學生

需老師協助；建議提前觀看影片，上課時直接實踐。 

 生活技能學習及評估 

一年級 扣鈕、拉鏈、穿校服:男生（扣皮帶），女生（扣內鈕） 

摺衫 

二年級 因復課後時間表改動而取消。 

三年級 紮頭髮(女)、打呔(男)、消毒傷口、貼膠布 

四年級 因復課後時間表改動而取消。 

五年級 因復課後時間表改動而取消。 

六年級 因復課後時間表改動而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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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評估 

項目 計劃/活動名稱 檢討日期 參與人數/獎項/反思(如適用) 

1. 專題研習 18/7/2022 

整體活動順利進行。學生透過參觀學習搜集一手資料，亦透過課堂，學習搜集、整理

二手資料，以及掌握訪問、匯報等技巧。惟安排七月中酷熱天氣警告下外出參觀，老

師及學生也有身體不適的情況。 

2. 常識時事分享 18/7/2022 

已編排三至六年級各科任負責一次時事分享早會，透過 Google Classroom 向學生發佈

時事或環保的短片及問答遊戲問題，利用學習平台提高學生對時事的觸覺。每次大約有

70-80位學生繳交時事問答遊戲 Google form，當中低年級學生較為踴躍。 

3. 環保活動 18/7/2022 

常識科暨環保校園小組成員負責在早會分享環保訊息，第一學段曾經分享綠色校園資

訊、校園太陽能板、綠色中秋，時事新聞如垃圾徵費、保護行山徑等，讓學生全面地

了解環保議題。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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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齊惜福 4年級 

2 一人一花比賽 1-6年級 

3 糧船灣考察活動 環保小組 

透過以上活動，師生對於環保校園有初步認識，亦有身體力行，節約使用課室能源。 

4. 常識日 18/7/2022 因三、四月提早放暑假，試後活動安排專題研習，未有空間進行而取消活動。 

5. 生活技能學習及評估 18/7/2022 
以往只在小一、小二推行生活技能學習及評估，今年開始擴展到一至六年級均需學生

生活技能。成效見上表。 

6 參觀立法會綜合大樓 18/7/2022 
本年度改為網上活動。講者講解清晰，互動活動令學生更投入;角色扮演活動比較沉

悶, 如能在現場體驗會更佳。 

7 參觀香港太空館及天象廳 18/7/2022 因疫情關係取消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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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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參考書籍 

2.教具 

3.書商教材(由課程組支付)($300.00) 

$1,000.00 

$40,000.00 

- 

- 

$26,630.20 

- 

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2,000.00 - 

活動支出 

1. 常識時事分享 

2. 專題研習及 

P1:香港動植物公園（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4000.00) 

P2:香港動植物公園（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18000.00)  

P3:香港濕地公園（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4500.00) 

P4:香港歷史博物館及聖德肋撒堂（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4500.00) 

P5:九龍城寨、油麻地、灣仔（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4500.00) 

P6:生涯規劃（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40000.00) 

3. 外出考察 

P6:參觀立法會綜合大樓（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4500.00) 

P5:小五參觀香港太空館及天象廳（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5000.00) 

4. STEM 教育學習活動 

5. 校外比賽物資 

6. 常識日（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500.00) 

7. 訂閲雜誌 

$1,000.00 

 

- 

- 

- 

- 

- 

- 

 

- 

- 

$10,000.00 

$2,000.00 

- 

$2,000.00 

- 

 

 

 

 

 

 

 

 

 

 

 $2,659.69 

- 

- 

$1,830.00 

 Total: $58,000.00 31,1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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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組成員 

組   長：麥素珠老師 

組   員：陳啟邦主任、鄺淑玲老師、池淑貞老師、唐芝慧老師、阮玉娟老師、溫美儀老師、黃港徽老師、黎文燦老師、區永剛老師、 

          黃家輝老師、孔繁斐老師、白臻誠老師、鍾兆權老師、陳耀明老師、葉曉豐老師、朱子軒老師、伍美鳳老師、魏曉瑩老師、 

          鄭穎彤老師、劉穎琦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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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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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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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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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 設計全新課室祈禱閣，在課室中建構一個包含

代禱、閱讀及靜觀元素的宗教角落。 

- 每個課室內將設置代禱牆(Prayers 

wall)，提供機會讓學生於祈禱卡寫上祈

禱意向及在班中分享感恩事情。 

- 於祈禱閣添置展示架，可展示聖物以增加

課室宗 教氛圍，添置沙漏輔助學生在課

室自行靜觀，架 內亦會擺放宗教雜誌及

老師推介讀物，讓學生小 休時閱讀，老

師亦可於宗教堂作分享和推介。 

9/2021 

至 

6/2022 

11/7/2022  所有課室已安上十字架，讓學生時刻感受到與耶穌的臨在。 

 各班課室已放置宗教月刊(一至三年級:良友之聲、四至六年

級:樂鋒報)於課室閱讀閣，以培養學生閱讀宗教刊物的習慣。 

 活動會於宗教角落完成佈置後進行。 

1.2 網上延伸聖詠學習 

- 邀請公教音樂老師指導學生錄製聖詠詠唱

示 範 短 片 ， 並 上 載 至 各 班 Google 

Classroom，讓學生可在家練習。同時，短

片亦能讓家長認識聖詠，達致家庭福傳的

效果。 

- 宗教組於本年度編製一本長天聖詠集，以

供練習聖詠用。 

9/2021 

至 

6/2022 

 透過觀察，學生使用 GC練習聖詠後，大部份都能於祈禱禮及

早會祈禱時純熟地詠唱歌曲。 

 長天聖詠集正在編製中，聖詠集選曲配合學生於不同節令及

禮儀時詠唱的歌曲為主，聖詠包括廣東話、普通話及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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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 透過多元化宗教活動進行靈修性培養，推展生命教育，共建愉快關愛校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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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1 善用代禱卡撰寫禱文 

3.1 第一學段初派發學生每人一張祈禱卡，老師教

導學生禱文格式及禱文內容，內容可包括感恩

或為他人代禱。期望透過活動，可培養學生關

心別人需要，養成為他人代禱的習慣。培養學

生正向的代禱文化，啟導學生正向成長及互相

關心，建設關愛校園。 

9/2021 

至 

6/2022 

 

11/7/2022 

 

 所有學生均有撰寫祈禱咭，從學生撰寫的禱文內容可見，學

生普遍懂得為同學及家人代禱，透過撰寫祈禱咭他們亦更留

意身邊的人的需要。 

2.2 老師靈修聚會 

全年進行 3次公教老師靈修聚會，包括：全港

天主教學校教師發展日、於考試日下午舉行公

教老師靈修聚會及第三學段進行朝聖活動。期

望透過這些活動，照顧老師的身心靈健康。 

 29/4進行全體公教老師靈修聚會，主題為「常懷信心 重拾希

望」Zoom研討會。 

 12/5全港天主教學校教師發展日因疫情延至下年度進行。 

 家校朝聖活動原定由公教老師陪同小先鋒及小勇兵一同參

與，但因疫情關係小先鋒及小勇兵一直未能恢復，故本年度

未有安排全體公教老師朝聖活動。 

2.3 公教老師小團體  

舉辦公教老師團體聚會，由科主席及牧民帶領

信仰分享。期望透過小團體，以提升公教老師

靈修培育。並於每次聚會，鼓勵非公教老師參

與活動。 

 29/10進行了第一學段小聚，以學校宗教氛圍為主，就宗教室

設計進行交流。 

 9/3原定進行以「共議同行」為題的公教老師聚會，由於疫情

特別假期，未能進行第二學段聚會。 

 29/7進行第三學段聚會，主題為耶穌治好聾啞人。 

2.4 親子宗教活動 

與家教會合作每學期舉辦一次親子宗教活動或

工作坊，提升家長對宗教靈修的培育，增加參與

學校活動的機會，並提供平台讓家長們互相交

流，如於家長日加入電影欣賞會或親子福傳工

作坊。 

 宗教組準備了宗教歌曲合輯及一段露德聖母簡介片段，由黃

敏怡老師於家教會工作坊開始前播放，希望加強家教會內家

長的宗教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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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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日期 參與人數/獎項/反思(如適用) 

1 宗教日 宗教組、牧民助理 14/2/2022 

地點：網上進行 

11/7/2022  因暫停面授課堂，活動改為於14/2在網上進行。主題為「細

心聆聽 積極回應」。當天活動包括主題簡介、宗教小手工

製作及好書導讀。 

 本年度繼續於宗教日進行天社倫主題課，讓學生回應天主召

叫，成為世界好管家。 

 超過96%教師認為宗教日日期合適，100%教師認為活動切合

主題。 

 100%教師認為宗教日活動工作安排合適。 

2 周一宗教早會 

宗教分享 

及 

金句講解 

校長、牧民助理 9/2021 

至 

6/2022 

由校長及牧民助理

隔週一於早會時段

進行宗教分享及講

解金句 

11/7/2022  校長及牧民助理圍繞教會節慶、主日福音、金句及聖人故事

為學生作分享，讓學生從分享學習天主教知識及聖人的事蹟

與德行。 

 按照現行早會安排，分享以短片形式存放在早會分享的

Google Classroom內，學生可於班主任節觀看短片，並在家

中可以重溫。 

 牧民助理以六個美德中的「智慧與知識及公義」為主題，向

同學講解了八句相關聖經金句及如何於生活中把這項美德實

踐出來的方法。 

 透過觀察，大部分學生都有利用Google Classroom觀看影

片，能適時給予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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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早會祈禱 牧民助理 9/2021 

至 

6/2022 

 

11/7/2022  恢復面授期間，宗教組每天進行早會祈禱，讓同學向天主禱

告，把學習生活奉獻給天主，提高學校宗教氣氛，藉此並培

養領禱生的自律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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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選及播放聖歌 

(包括選定一首以

遷校作主題的歌

曲) 

校長、 

宗教科科主席、 

牧民助理 

9/2021 

至 

6/2022 

 

放於校網直播位置 

11/7/2022  恢復面授期間，宗教組揀選數首禮儀中會使用的聖詠，上傳

到校網直播位置，讓班主任在早會前播放，亦能讓學生在家

中練習，以提高學校整體宗教氣氛。 

 透過觀察，學生比較喜歡唱一些節奏較為明快的聖詠，本年

度更揀選了三首英文聖詠《Give Thanks》、《In the 

Lord》及《Tell the World of His Love》，活動普遍能夠

帶動宗教氣氛。 

5 科本閱讀計劃 宗教科科任 9/2021 

至 

6/2022 

 

11/7/2022  上學期得圖書科主任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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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學期宗教日亦已加入閱讀元素，由區永剛老師、黃家輝老

師、李穎芬老師及林芷瑩老師每人介紹一本宗教書藉，錄製

成好書推介影片，存放到GC讓學生在家中閱讀。 

6 校際朗誦節 陳伊鈴老師、 

黃敏怡老師 

9-12/2021 11/7/2022  本年度有7位同學參加「第七十三屆香港校際朗誦比賽」

（宗教經文朗誦），讓學生透過朗誦天主教經文，認識聖

經、認識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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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疫情關係，主辦單位將比賽改為錄影進行，共有5位同

學取得優良證書及1位同學取得良好證書，餘下一位同學因

格式問題，未獲評分。 

7 基督小先鋒 

A組: 

小三至小四 

B組: 

小五至小六 

陳伊鈴老師、 

衛鎮國老師、 

牧民助理 

10/2021-5/2022 

(星期五) 

時間:下午 3:30-4:30 

11/7/2022 本年度因疫情關係，課後活動需要暫停，故基督小先鋒未能展開

活動。但初步已有多於十位學生表示有意參與活動，故最近兩次

祈禱禮及早會祈禱亦有邀請他們服務，有待小先鋒聚會恢復後正

式錄取。 

8 耶穌小勇兵 李翠珊老師、 

牧民助理 

10/2021-5/2022 

(全方位活動時段) 

11/7/2022  因疫情導致全方位活動未能恢復關係，耶穌小勇兵只能完成

第一學段的聚會。透過小勇兵聚會，讓同學認識基督，並在

生活中效法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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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課前已完成兩班（2D，2E)。內容包括禱文創作、穿玫瑰

唸珠、學習利用唸珠祈禱、介紹聖母煉靈月介紹、煉靈月影

片欣賞等。 

9 長 TEEN 穌 GOOD 宗教科科主席、 

牧民助理 

10/2021-5/2022 

(全方位活動時段) 

11/7/2022  因疫情導致全方位活動未能恢復關係，長TEEN 穌GOOD只能

完成第一學段的聚會。透過長TEEN 穌GOOD聚會，能讓六年

級同學認識基督，並在生活中效法基督。 

 透過觀察，同學投入活動，懂得天主關愛我們，賜與我們一

個美好的學習環境，而耶穌是善牧，我們都是他的羊。 

 停課前完成第一次循環。10月份玫瑰月活動內容包括認識自

己是主的羊、做羊仔書簽及製作名字膠匙扣，讓學生透過活

動認識名字背後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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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宗教 Action Song 李健文老師、 

衛鎮國老師 

10/2021-5/2022 

(全方位活動時段) 

11/7/2022  因疫情導致全方位活動未能恢復關係，宗教Action Song只

能完成第一學段的聚會。 

 透過宗教Action Song聚會，讓小一同學認識天父愛我們，

創造美好的世界給我們。 

 透過觀察，同學十分喜歡參與活動，亦明白天主給予我們美

好的世界，我們應該好好珍惜資源。 

 停課前已完成1D及1E兩班課堂。兩班分別均完成《Give 

thanks》、《Jesus loves me》、《願我的禱聲》及《獻

上》四首歌曲。 

11 校慶感恩祭 宗教科科主席、 

牧民助理 

14/2/2022 

時間: 午 9:30-11:00 

地點：網上進行 

11/7/2022  由於疫情關係，祈禱禮改為以網上轉播方式，學生留在家中

參與。是次祈禱禮邀請譚永明神父為主禮，並於2月10日下

午錄影，於2月14日當天在網上轉播。 

 超過80%學生專心參與校慶祈禱禮，接近80%學生認為祈禱禮

中，神父的分享讓他們效法聖母的服從與聽命。 

12 學生靈修講座 宗教科科主席、 

牧民助理 

31/3/2022 

時間: 下午 2:10-

3:10 

地點：內操場 

11/7/2022  學生靈修講座原定邀請靈火文化到校作主題分享，配合本年

度四旬期運動主題，活動對象為三至五年級學生。 

 由於特別假期與四旬期重疊關係，本年度未能進行學生靈修

講座，改為由牧民錄製四旬期簡介影片，上載到GC供學生自

行觀看。 

13 愛心午餐活動 宗教科科主席、 

范金環老師、 

牧民助理 

1/4/2022 

午膳時段內進行 

11/7/2022 由於特別假期與四旬期重疊關係，本年度未能進行愛心午餐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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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巴斯卦羊捐款 天主教四旬期運動

籌備委員會、 

宗教科科主席、 

李穎芬老師、 

牧民助理 

四旬期 2022 

班主任課及/或午膳

時段內進行 

11/7/2022 由於特別假期與四旬期重疊關係，本年度未能進行巴斯卦羊捐款

活動。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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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科科主席、 

何潔瑩主任、 

牧民助理 

四旬期 

 

11/7/2022 由於特別假期與四旬期重疊關係，本年度未能進行四旬期活動。 

16 聖母月結束祈禱禮 宗教科科主席、 

牧民助理 

31/5/2022 

地點:學校禮堂 

及課室轉播 

11/7/2022  為遵守防疫措施而保持社交距離，是次祈禱禮分為一、三年

級一埸；二、四年級為另一場，五、六年級則於課室內觀看

直播。一、三年級邀請到譚永明神父主禮，二、四年級邀請

到陳男享神父主禮。當天神父分享讓學生明白，每人也應效

法聖母有服務他人之心。 

 100%教師認為是次祈禱禮能讓學生學習聖母的體察之心，並

能為他們營造代禱氣氛。惟六年級同學觀看轉播時未算投

入。 

17 天主教香港教區宗

教教育獎 

六年級宗教科任 5/2022 11/7/2022 本年度有 4位得獎同學，分別是 6A賀梓軒、6B賴釗皙、6B羅嘉

興及 6D陳欣璐同學。 

18 教師信仰小團體聚

會 

宗教科科主席、 

牧民助理 

日期:15/7/2022 

下午時段 

 

11/7/2022  10月29日進行了第一學段小聚，以學校宗教氛圍為主，就宗

教室設計進行交流。 

 3月9日原定進行以「共議同行」為題的公教老師聚會，由於疫

情特別假期，未能進行第二學段聚會。 

 29/7進行第三學段聚會，主題為耶穌治好聾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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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朝聖 宗教科科主席、 

牧民助理、 

范金環主任、 

李穎芬老師、 

李翠珊老師 

21/7/2022 

時間:9:00-12:00 

地點：聖德肋撒堂 

11/7/2022 本年度因受疫情影響，限聚令仍然生效，故只安排四年級學生參

觀聖德肋撒堂，讓學生認識聖堂的設計與歷史，由 4位常識科老

師和 4位宗教科老師一同帶領學生朝聖。 

 

 

(三) 財政報告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開支 Expenses 

參考書籍 宗教科課程發展參考書及光碟 

RME網站資源年費【由課程組支付】($700.00) 

$800.00 

$0.00 

$150.00 

靈修及公教老師進修 學生靈修(神師車馬費) 

全校教師靈修(神師車馬費) 

公教老師進修 

2021-2022天主教學校宗教教育支援同行計劃—範疇 1 

$500.00 

$500.00 

$1,000.00 

$4,600.00 

 

 

 

$4,600.00 

基督小先鋒及耶穌小

勇兵 

基督小先鋒活動費用 

1.1 活動材料費 

1.2基督小先鋒Ⅱ區聯校活動費用【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1,000.00) 

1.3報佳音禮物(約 300 位幼稚園學生) 

1.4基督小先鋒暑期福音營導師費用 

耶穌小勇兵活動材料費 

  

$500.00 

$0.00 

$3,000.00 

$1,500.00 

$500.00 

 

$759.80 

 

 

 

$566.00 

活動支出 

 

1. 玫瑰月祈禱禮獻花 

2. 校慶祈禱禮 

2.1車費(全校學生) 【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10,000.00) 

    2.2 獻花 

    2.3 獻金 

3. 朝聖活動 

$300.00 

 

$0.00 

$5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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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車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1,600.00) 

   3.2朝聖活動捐獻 

3.3朝聖活動紀念品【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500.00) 

4. 神父禮物 

$0.00 

$1,000.00 

$0.00 

$500.00 

講座 公教婚姻輔導會《愛與生命》教育課程費用【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2,000.00) $0.00  

宗教日活動 宗教日活動用品（宗教書籍、手工用品）【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3,000.00) $0.00  

福傳活動 宗教室福傳活動 

課室十字架二十五個 

$500.00 $120.00 

$3,600.00 

公教報及喜樂少年 1. 全年訂閱 2份公教報 

2. 全年訂閱 16份喜樂少年（小三至小六課室讀物） 

$480.00 

$7,000.00 

$480.00 

$6,860.00 

文具 文具 $150.00  

其他 宗教科活動、用品及福傳物資 $6,000.00 $3,102.00 

     Total: $30,330.00 $20,037.00 

  (66%) 

 

 

(四) 小組成員 

組長： 陳伊鈴老師 

 組員： 衛鎮國老師、王敏儀副校長、何潔瑩主任、梁蓓蓉主任、范金環主任、區永剛老師、黃敏怡老師、李穎芬老師、李翠珊老師、 

  黃家輝老師、李健文老師、林芷瑩老師、周曉晴牧民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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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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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建立自主學習風氣，提升學生的獨立學習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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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1.1 確立使用自學紀錄卡及修訂相關設計，

讓學生更樂於使用。 
10/2021 

至 

7/2022 

8/7/2022 經修訂後，學生更容易紀錄曾經瀏覽的網站，老師亦更容易數算學生的瀏

覽量而給予獎勵，令學生更投入活動。 

  

目標二：配合學教新政策，為一至六年級增設校本課程，鞏固學生的普通話聽說能力及培養對中華文化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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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2.1 配合課文語音主題，一至六年級每課增

添語音知識工作紙。 
10/2021 

至 

7/2022 

8/7/2022 超過 70%老師認同此計劃是學習的延伸，幫助學生延伸學習語音知識，鞏

固課堂學習。且且學生在段考時，語音知識考核部份成績亦稍有進步，情

況較未有工作紙時稍有進步。 

6.1 2.2 一及二年級每個月於課堂欣賞一首古詩

或蘊含中華傳統文化的兒歌，並上載於

Google Classroom，以鞏固學生聆聽普通

話的能力及培養對中華文化的興趣。 

10/2021 

至 

7/2022 

8/7/2022 就課堂觀察，學生十分投入此學習活動，對老師播放的影片反應十分雀

躍，超過 70%老師認同此活動能鞏固學生聆聽普通話的能力及培養學生對

中華 

文化的興趣，亦有超過 70%學生表示喜歡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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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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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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話早會活動 本校普通話老師 8/7/2022 

 

於 Day 4 早會，由科任老師訓練學生進行主題分享，活動以錄影形式進

行。 雖然不是現場分享，但學生仍十分有興趣收看影片，會隨着影片題

目自行口頭回答問題，而學生亦可於 Google Classroom 自行收看影片。                          

2. 中華文化日 

 

中普科任老師 已於 26/1 進行。因疫情暫停了實體課，全校學生改於網上參與活動。 

原先邀請專業劇團表演傳統本偶劇及課室大掃除等實體活動因此取消。

保留了「閱讀樂趣多」、「賀年飾品製作」、「大掃除小點子」、「認

識中華美食」再配合網上互動遊戲，科組盡力安排令學生在網上參與活

動時仍能好好認識中國傳統文化，但礙於是網上活動，師生互動始終較

實體課困難，幸學生仍積極參與，活動仍可順利進行。 

3. 第七十三屆香港校際朗誦

比賽（普通話） 

本校普通話老師 本年度共有 87 位學生參加獨誦比賽。因應疫情，主辦機構取消了現場比

賽，改為上載朗誦片段到大會指定網站。共有 43 位同學取得優良成績，

23 位取得良好成績。 

4. 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 夏慧明老師、文健雄老

師 

原定參加理工大學「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因相關機構至十月分仍未

公佈參賽消息，於是改為參加由中文大學主辦的同類型考試。共有 51 位

5-6 年級同學參加。考試已於 2021 年 11 月 27 日舉行，共有 11 位學生

取得金獎，26 位取得銀獎。根據中大測試員評語，朗讀詞語部分輕聲掌

握得不錯，「朗讀短文」只有小部分同學朗讀文章時，出現跳行漏讀、增

減字詞，因而影響此部分的得分，但整體表現突出，能看出老師在平日

上課時著重朗讀訓練。另於「命題說話」部分，大部分學生能按題目要

求闡述內容，語調自然流暢。學生整體表現甚佳，超過兩成考生取得金

章級成績，反映學生的普通話學習頗有成效。 

5. 全港青年普通話朗誦比賽 全港青學藝比賽大會 有關活動向於三月份舉行，但直至二月中仍未發佈參賽通知，於是改為

參加由「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主辦的「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

演講比賽」，由溫美儀老師負責訓練四位同學參賽，皆獲得「良好

獎」，成績達 B級。 

6. 普通話大使訓練 中文及普通話科任老師 8/7/2022 由於仍然進行半日上課，未能進行午息活動，所以暫緩於多元智能課訓

練普通話大使，並把活動改為「普通話樂滿 fun」，由夏慧明老師及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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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開支 Expenses 

普通話活動物資 獎勵物資(文具等小禮物) 

活動制作物資 

$1800.00 $0 

教具及參考資料 影音資料 

參考書籍 

消耗品 

$300.00 $0 

印刷本及網上教學資源 

 

教學資源(由課程發展支付) $0.00 $0 

Total: $2100.00 $0 

 

 

(四) 小組成員 

組 長：夏慧明老師   

組 員：唐芝慧老師、伍美鳳老師、文健雄老師、葉綺雯老師、劉穎琦老師、譚美榕老師、溫美儀老師、梁蓓蓉主任 

芝慧師於三年級多元智能課設計普通話活動或遊戲，以加強學生學習普

通話的興趣及增加聽說普通話的機會。在課堂中，學生積極投入活動，

踴躍參與活動，課堂氣氛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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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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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完善校本視藝課程，培養學生建立自主學習文化，從而提升學生的視藝知識和創作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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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因應校本視藝科的視藝知識能力導向

表，完善二、三、五、六年級校本單元

課程，重整全年單元的連貫性，透過不

同媒介的創作，提升學生的視藝知識。 

9/2021 

至 

6/2022 

7/7/2022 完善了二、三、五、六年級全年的校本單元課程，每個學年有兩至三個單元

教學，每個單元均設有兩個課題及不同的媒介創作，讓學生透過不同的創

作學習不同的視藝知識、創作技巧。建議來年檢視和修訂六個年級的校本

課程，並加入版畫、水墨畫的課題。 

1.2 每個教學單元加入預習或延伸學習，善用

電子學習平台和電子學習工具，有助學生

提升創作和評賞能力，建立自主學習的文

化。 

 25 %教師非常同意及 75 %教師同意在每個教學單元都加入了預習、延

伸學習或善用電子學習平台/工具，有助提升學生的創作和評賞能力，

建立自主學習的文化。 

 50.93 %學生非常同意及 43.8 %學生同意認為在每個教學課題都加入了

預習、延伸學習或善用電子學習平台/工具，能夠有助自己提升創作和

評賞能力，建立自主學習的文化。 

 五、六年級在每個教學單元均有電子學習平台或自學網站，讓學生參

與評賞、探究活動或資料搜集，而其他年級在合適的課題都加入資料

搜集、延伸的網站閱讀或短片欣賞，並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有助

學生提升藝術評賞的能力和啓發學生創作。建議下學年可以善用更多

電子學習平台，讓各級的學生因應不同的課題做延伸的閱讀和創作，

多在學習平台上交流，建立自主學習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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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透過多元化學與教的策略，培養學生主動的探究能力、創意思維和評賞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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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各級每個教學單元加入相關的探究活動、

創意思維策略，從而引發學生對創作的意

念發展，提升學生主動的探究能力、創意

思維和創作技巧。 

9/2021 

至 

6/2022 

 

7/7/2022 

 

 

 

因應各級的教學單元設計了合適的探究活動、意念圖、草圖，從而啓發學

生的創作，唯部分同學的創意需要提升，建議來年可以以小組形式作討論

匯報或以全班性形式去創作腦圖的活動，刺激學生按主題作多方面的思考。 

2.2 根據每個教學單元加入適當的藝術評賞

工作紙部份，按學生的能力訓練學生的評

賞技巧。 

 50 %教師非常同意及 50 %教師同意每個教學單元加入適當的藝術評賞

工作紙部分，能訓練學生的評賞技巧，並將評賞所學轉化成創作。 

 51.97 %學生非常同意及 40.99 %學生同意認為每個教學單元加入適當

的藝術評賞工作紙部分，能訓練自己的評賞技巧，並將評賞所學轉化

成創作。 

 各教學單元的工作紙都加入相關的藝術評賞，並以評賞四步曲帶領學

生評賞，從評賞中學習更多視藝詞彙。以五年級作試點，加入網上虛

擬網站，讓學生評賞的過程中先欣賞和閱讀資料，再進行討論，讓學

生更完整了解作品的內容。建議其他年級也可增加評賞的討論或預習，

從而提升他們的評賞技巧。 

2.3 優化學生自評及互評作品的形式，讓學生

能因應自評或同儕回饋而檢視和修訂自

己的作品，加強學生的反思及評賞能力。 

9/2021 

至 

6/2022 

7/7/2022  部份工作紙加入自評部份，讓學生完成草圖或整件作品後作自評，透

過檢視和欣賞自己的作品。 

 佳作除了上載校網外，於 Padlet 舉行長小網上視藝展覽，並於下學期

初步擬定了《培養視覺藝術的評賞能力準則表》，讓學生於網上平台欣

賞作品時，可以應用適當的視藝詞彙評賞同學的作品。 

 下學期末科任教授如何應用《培養視覺藝術的評賞能力準則表》來自

評/互評作品，並進行一次自評/互評的活動。 

 建議下學年邀請學生以拍短片形式介紹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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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透過多元化的藝術體驗，配合體藝校園推動正向教育，讓學生發展藝術潛能，提升個人成就感及自信，從而提升校園的藝術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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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展藝術場區（創藝墟/展示廊/開放視

藝室），培養學生對藝術的興趣，提升學

生的成就感，培養學生互相欣賞的態

度。 

9/2021 

至 

6/2022 

7/7/2022  於校網更新及展示學生的佳作，上下學期各一次。 

 於 Padlet 舉行網上視藝展覽，上下學期各一次，學生能透過網上平台

欣賞自己的作品和評賞同學的作品，部分同學能運用視藝詞彙作評

賞。 

 課室壁報第一及二學段分別更新了兩次學生作品，走廊的柱位和大玻

璃窗則展示學生聖誕集體創作；學校正門則展示了視藝拔尖班和五年

級學生的大型聖誕裝飾，透過不同的方式展示作品能提升學生的自信

和成就感，也能培養學生互相欣賞的態度。 

 建議日後可於樓梯間、視藝室內外展示學生的創作。 

 因疫情的關係，暫停早會前或小息視藝室的開放活動。 

3.2 培訓藝術大使，從而發展他們的藝術潛

能，提升自信。 

 因疫情的關係，藝術大使培訓暫停。 

 為了鼓勵學生創作和培養自主學習的文化，視藝科於特別假期舉辦了

《長小視藝之星自學計劃》，三月初於Parents app和《長小藝圓》宣

傳計劃，同學可觀看計劃短片和瀏覽藝術活動或比賽資訊，並於3月

至5月期間自行創作、參與校外的視藝活動或比賽，從中發展藝術潛

能。 
 是次計劃共收到23個學生參與，P.1-3有9個、P.4-6有14個。他們的創

作多元化，有平面和立體作品，部分學生繳交了約二十份的作品，非

常積極創作，從中也發掘了對藝術有興趣的學生，讓他們發展藝術潛

能，培養他們的自信。日後可甄選他們參與其他的藝術活動或比賽。

每個組別最多10名學生將會獲頒發《最踴躍參與獎》，獲PowerUp 20

個、獎狀和獎品，部分作品將於長小視藝作品展中展出，並會安排視

藝作品展期間頒發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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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視藝尖子培訓，透過參與不同的藝術活

動和比賽，培養學生對藝術的興趣，讓

學生發展藝術潛能，提升學生的成就

感。 

 上學期於星期六開設視藝拔尖班，培訓學生參與藝術比賽、美化校園

活動等，從而提升學生的創作技巧和創意。下學期抽了六年級同學訓

練製作畢業的項目。 

 多元智能課：透過參與 EDB 協作研究及發展「種籽」計劃 2021/22

視覺藝術科的電子學習社群，三位科任從中學習不同的電子教學軟件

和與友校討論電子創作教學，並以多元智能課《電子藝術創作》作教

學試點，安排了四至六年級 25 位學生參與，科任會教授學生攝影、

故事創作和製作動畫的技巧。由於特別假期後暫停多元智能，挑選了

9 位同學於試後進行培訓，最後會創作一套宣傳長小的動畫。 

 壁畫活動：參加了由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主辦的「賽馬會油牆作樂校

園藝術計劃」，於十一月期間，由藝術家李香蘭舉辦 3 節的壁畫技巧

工作坊，共 20 位四至六年級同學參與，共同創作以「從長小出發，

活出正向人生」為題的壁畫創作。並於 23/12、 28/12 進行了兩天的

畫壁畫活動，20 位非常投入創作，參加的同學反映計劃可讓他們從

藝術家的創作分享啓發他們創作，也可以學習塑膠彩和畫壁畫的技

巧，透過集體的壁畫創作提升自己對長小的歸屬感，創作過程中感到

興奮和能培養團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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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透過博物館展覽教育從而提升學生的評

賞能力，學習欣賞和分享藝術。 
9/2021 

至 

6/2022 

7/7/2022  建立連繫:視覺藝術教師策展教學方法」計劃虛擬網上展覽、藝術館（五

年級）：按五年級的教學設計《終身學習》和《我的機械動物》製作了

「長小」虛擬網上展覽，同學在課堂和課餘可以透過瀏覽虛擬網上展

覽作評賞，從而提升學生的藝術評賞能力。12月及 6月教大譚祥安博

士已到校觀課及評課，由陳齊欣老師任教的 5C班，其他班別則因應檢

討及修訂後作出教學調整，作品完成後，將會揀選佳作上載至虛擬網

上展覽供全校同學欣賞。因疫情，暫未能帶學生到藝術館參觀。 

 原定學生優先免費到 M+博物館參觀及參與工作坊，因應疫情和半天上

課的關係而未能帶學生到 M+博物館參與導賞，三年級四班於 3月期間

於進行了網上 M+學校「訪館」活動，了解 M+博物館是一個視覺文化博

物館，透過網上活動了解 M+博物館和欣賞一些展品。 

 建議下學年疫情許可，可以安排帶學生親身參觀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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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四綜合藝術課程 小四科任 7/7/2022 《蕩子的比喻》：因停面授，由服飾設計改為帽子設計，每班同學創作

帽子草圖後，選取佳作作為動畫角色的頭飾。 

2 家長日作品展覽 視藝科老師 20/7/2022 23/7-10/8 期間於英文室舉行長小視藝作品展，歡迎家長於 10/8 家長日

前往參觀。 

3 視藝展 視藝科老師 20/7/2022 活動將於英文室進行，於 23/7-10/8 期間安排各班參觀，家長也可於畢

業禮和家長日參觀。 

4 聖誕飾物設計裝置 視藝科老師 12/1/2022 於兩天體藝日進行了全校的聖誕佈置，主要集體創作聖誕玻璃畫和聖誕

彩球，大部分的同學都投入參與創作。 

此外，由視藝拔尖班學生創作聖誕的場景裝飾，並由視藝科任、家長義

工協助佈置學校正門、禮堂，使學校充滿聖誕氣氛。 

5 運動會場刊封面設計 鄺淑玲老師 7/7/2022 因疫情關係，更改為體藝日。 

6 畢業禮場刊封面設計 何麗妮老師 20/7/2022 活動已於 7 月進行，6D 陳欣璐獲得冠軍，將會印製成畢業場刊，並於

畢業典禮頒發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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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輕黏土創作班 陳齊欣老師 12/1/2022 本學年周六自費活動取消。 

8 水墨畫班 陳齊欣老師 12/1/2022 本學年周六自費活動取消。 

9 漫畫班/陶瓷班 陳齊欣老師 12/1/2022 本學年周六自費活動取消。 

10 視藝拔尖班 (三至六年級) 陳齊欣老師 20/7/2022 上學期於星期六上午進行了三次的視藝拔尖培訓，包括創作聖誕裝飾場

景、參與繪畫比賽，因停面授課程，拔尖班暫停。 

特別暑期後，進行了兩次六年級的視藝拔尖培訓，籌備畢業禮。 

11 藝術大使培訓 陳齊欣老師、 

盧楚銳老師、 

何婷婷老師 

7/7/2022 因疫情關係，上學期沒有藝術大使培訓。 

12 多元智能課 陳齊欣老師、 

黃紫妍老師、 

盧楚銳老師 

7/7/2022 藝術樂油油（四年級循環）： 

由盧楚銳老師教授「藝術樂油油」活動，教授學生禪繞畫和油粉彩的

技巧，同學對創作感興趣。 

電子藝術創作（四至六年級）： 

25 位學生參與，由陳齊欣老師和黃紫妍老師教授「電子藝術創作」活

動，內容包括攝影、故事創作和製作動畫的技巧，最後會創作一套宣

傳長小的動畫。 

特別假期後暫停了多元智能課，陳齊欣老師和黃紫妍老師已選出 9 位

學生於試後下午參與 3 節的《電子藝術創作》課程，最後會創作一套

宣傳長小的動畫。 

13 拔尖指導及賽前培訓 視藝科老師 7/7/2022 上學期揀選了比賽推薦學生參與，並作個別指導。 

下學期以 parents apps 及長小藝圓 Google classroom 宣傳，部分比賽則

由科任推薦學生參與。 

14 喜樂少年投稿 盧楚銳老師 7/7/2022 盧楚銳老師會揀選作品，並於暑假時投稿。 

15 嘉賓禮物製作 

 

陳齊欣老師、 

盧楚銳老師、 

黃紫妍老師、 

黃港徽老師、 

何婷婷老師、 

20/7/2022 上學期已完成的嘉賓禮物： 

聖母玫瑰月（齊）：輕黏土聖母像 

創作學生：5B 伍子欣、5D 陳凱晴 

聖誕祈禱禮（齊、銳）：馬槽的耶穌立體相架兩份 

創作學生：3A 林祐俊、4A 高懿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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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淑玲老師 局長訪校（齊）：長小校舍 Fotomo 

下學期已完成的嘉賓禮物： 

聖母月（妍）：聖母玻璃畫相框 

創作學生：6A 盧漫琳、6D 陳欣璐 

畢業禮（齊、港）：輕黏土花（百合花、太陽花）畫板擺設兩份 

                 創作學生：6A 陳嘉珍、6B 黃心雨、6C 黃子婷、 

6D 陳以晴、6D 陳琳、6D 陳欣璐 

結業禮（銳、婷）：將會教授同學製作「我是主的羊」的相框。 

                 創作學生：1A 連凱澄、5B 譚家喬 

16 訂購佈置物資 陳齊欣老師、 

盧楚銳老師 

20/7/2022 上學期主要佈置了聖誕佈置和課室壁報。主要訂購聖誕裝飾的物資。 

下學期主要佈置了畢業禮和結業禮的物資。 

17 整理視藝科剩餘物資 視藝科老師 20/7/2022 上學期已於 9 月完成物資訂購，並整理好課室的物資。 

下學期會於二月至四月期間訂購下學年的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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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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具 視藝室設置、視藝課教師用具、裝置用品及教具 $10,000.00 $1,999.00 

參加比賽 / 培訓尖子 車費及物資（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5,000.00） - / 

恆常美化校園環境用品 佈置用品 $4,000.00 $1,901.80 

視藝展 設展物資 $4,000.00 $1,715.63 

視藝活動 多元智能課 （電子藝術創作及藝術樂油油） 

（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5,000.00） 

- / 

藝術大使（初小及高小） 

（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10,000.00） 

 / 

聯校視藝日 藝術體驗活動（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5,000.00） - / 

新校藝術創作活動 藝術學習活動（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6,000.00） - / 

畢業藝術創作活動 藝術學習活動（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5,000.00） - / 

Total: $18,000.00 $5,616.43 

 

 

(四) 小組成員 

組 長：陳齊欣老師 

組 員：盧楚銳老師、黃紫妍老師、何婷婷老師、何麗妮老師、鄺淑玲老師、黃港徽老師、阮玉娟老師、韓穎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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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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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多元學習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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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優質教育基金計劃「管樂妙韻美校

園」，製作校本課程，培養學生對表演藝術

的興趣和能力。 

9/2021 

至 

6/2022 

8/7/2022 優質教育基金計劃原意於本年度開展，然而擔心疫情反覆及網課的質

素，因此繼續暫緩本年度的推行，並將於 2022 年 3 月向優質教育基金

秘書處提出延期的申請，而管樂樂器已於 2022 年 6 月送抵學校。預計

於 2022 年 9 月成立管樂班。 

此外，為推廣推廣西洋樂器藝術，使學生認識管樂樂器，並培養學生對

表演藝術的興趣。於 2022 年 7 月尾或 8 月初舉行管樂體驗音樂會。 

1.1 1.2 於四年級製作校本樂理課程，配合課程，並

有系統地提升學生及鞏固學生樂理知識。 

於四年級製作校本樂理課程，配合原有課程，有系統地提升學生及鞏固

學生樂理知識。四年級科任於每一單元設計樂理工作紙，並統整介紹音

樂課本中的音樂記號。據教師觀察，學生樂理水平均較以往有所提升。 
 

單元 樂理知識 月份 負責老師 

一 時值、音樂記號 十 白臻誠老師 

二 小節、強弱記號 十一 李健文老師 

三 音名、唱名 十二 林芷瑩老師 

四 全音、半音 一 白臻誠老師 

五 臨時記號 四 白臻誠老師 

六 休止符 五 李健文老師 

七 音名、唱名 六 林芷瑩老師 

八 作曲手法 七 白臻誠老師 

2.1 1.3 3.1 於五、六年級加入電子學習單元，增加學生

學習趣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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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21 

至 

6/2022 

 六年級同學利用「小小作曲家」電腦程式進行變奏曲音樂創作。六

同學首先於六下單元一學習變奏曲作曲手法，期後利用平板電腦創

作變奏曲，以歌曲「小星星」作主題，創作一段不小於八個小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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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奏曲，並為變奏曲配上新歌名。五年級同學則以模進句方式創作

音樂。首先於五下單元一溫習模仿、重覆及模進作曲手法，其後以

歌曲‘熱烈跳舞'作主題，創作模進句樂句。期後每班選三份佳作於

校網內展示。 

 從老師觀察當中，70%學生能完成音樂創作。部分同學表演理想，能

善用不同的作曲技巧，如重複、模彷、模進、增值、減值等，也有

同學甚至為歌曲譜詞，發揮創意。惟有部分同學對變奏曲手法未能

掌握，只隨意增添節奏或旋律，經老師指示後，情況略有改善。 

4.1 1.4 5.1 優化四年級綜合藝術活動，培養學生的創造

力。 

1/2022 8/7/2022 受疫情關係，本年度的綜合藝術活動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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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音樂日，為學生提供演出機會，增強學

生的信心。 

1/2022 8/7/2022 ｢長天好聲音｣歌唱比賽因疫情影響改為網上進行，共有 43 人報名初賽。

從教師觀察所見，學生投入活動，享受其中。歌唱比賽能提升學生專注

度，亦令學生自信心增強。根據學生問卷調查，學生普遍認同參加歌唱

比賽能訓練其音樂技巧及自信心，而同學們亦普遍欣賞同學的演出。 

2.2 鼓勵學生參與校外音樂活動，培養積極正向

思維態度。 

9/2021 

至 

6/2022 

20/1/2022 參與「校園音樂大使展關懷」計劃，原定於5月份到明愛麗閣長者中心

表演，惟因疫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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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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樂妙韻美校園 
優質教育基金、外聘導師、

白臻誠老師 
8/7/2022 因應疫情，管樂班延至 2021 年 9 月開展。 

2 初小合唱團 
白臻誠老師、林芷瑩老師、

外聘導師 

8/7/2022 參與人數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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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高小合唱團 
莊婉珍老師、李健文老師、 

外聘導師 

8/7/2022 
參與人數 20 人；學生投入訓練，為宗教組錄音聖歌，作祈禱禮之用。  

4 手鈴隊 李健文老師、外聘導師 8/7/2022 參與人數 13 人 

5 手鐘隊 李慧玲主任、外聘導師 8/7/2022 參與人數 13 人 

6 中國鼓隊 莊婉珍老師、外聘導師 
8/7/2022 共開兩班，初班及校隊。參與人數 20 人；學生投入訓練，出席率理

想。  

7 鼓勵學生參加學校音樂節 音樂科科任 

8/7/2022 有 19 位同學參加。因應疫情，香港學校音樂節將會取消所有現場演

奏或演唱的項目及活動，比賽模式由現場表演改為以「錄影模式」進

行。 

8 參加坊間團體舉辦音樂會 音樂科科任 8/7/2022 受疫情影響，所有音樂會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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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四) 小組成員 

組長：白臻誠老師 

組員：林芷瑩老師、李健文老師、莊婉珍老師、張學雯老師、李慧玲副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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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5 

樂器 樂器(非洲鼓)  $20000.00  

鋼琴調音 305 及 607 室共 2 部鋼琴   $1400.00 $720.00 

文具 音樂科文具    $100.00  

禮物 音樂日禮物    $1000.00              

音樂比賽 車費及報名費 $5000.00 $1880 

抽濕機 抽濕機 $5000.00 $1824 

培生教材費 印刷本及網上教學資源(由課程組支付)$650 - - 

 Total:          $30000.00 $4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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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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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電子平台(Google Classroom)，加強學生體育知識，同時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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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 Google Classroom 教師每月體育常識分

享，讓學生多方面接觸不同的體育資訊。 

10/2021 

至 

6/2022 

8/7/2022 學生有收看教師每月體育常識分享，使他們多方面接觸不同的體

育資訊。也有學生留言發問，可見他們對這些資訊深感興趣。 

1.2 由教師或體育大使每月上載網上體能任務影

片，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網上體育活動教學影片由11月開始按月進行。 

 可能因全面面授關係，有關Google Classroom的網上活動踴

躍程度比上年減弱不少。 

 跟往年情況相似，低年級的參與情況比高年級較踴躍，因宣

傳不足及未有足夠誘因，以致整體上載率欠理想。來年有關

居家運動將發通告並以親子形式進行，藉以希望家長鼓勵學

生一同參與。 

 

目標二：為各級提供班際比賽，以推動正向價值教育，配合學校三大校園發展，建立學生自律、自愛及自信之愉快關愛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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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競技活動」時段舉行班際競技比賽，培

養學生的自信、團結精神及毅力。 

11/2021 

至 

6/2022 

8/7/2022 二年級已進行「松鼠搬家」競技活動，四年級已進行「閃避球」

班際比賽。同學反應熱烈，比賽時十分投入。比賽過程中能培養

學生的自信、團結精神及毅力。建議來年可以繼續舉行，若能增

設小禮物，定能加添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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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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隊訓練 

1. 乒乓球 

2. 足球 

3. 羽毛球 

4. 籃球 

5. 標準舞 

6. 田徑 

7. 花式跳繩 

8. 小型網球 

9. 網球 

10. HipHop街舞 

11. 單輪車 

12. 舞獅隊 

13. 中國舞 

體育科老師及 

外聘導師 

10/2021 

至 

6/2022 

 上學期羽毛球校隊及田徑校隊隊員分別參加了九西區校際羽毛球

比賽及田徑比賽 

 原定於1月下中旬進行的九西區校際乒乓球比賽因疫情關係取

消。 

 3月的九西區校際籃球比賽亦因疫情關係取消。 

 預計於4月舉行的主教盃籃球比賽及6月舉行的主教盃足球比賽，

因疫情關係取消。 

 

 

 

2 親子運動日 體育科老師 10/2021 因疫情關係，活動取消。 

3 班際球類比賽 

1. 乒乓球 

2. 羽毛球 

3. 足球 

體育科老師 10/2021 

至 

6/2022 

因疫情關係，乒乓球及足球比賽取消。 

4 第二十一屆學校運動會 體育科老師 12/2021  原訂於14/12於深水涉運動場舉行，但因疫情關係，活動取消。 

 初小及高小體藝日分別於12月9日及12月14日順利進行。各級同學

們反應都非常投入。若來年亦未能順利舉行運動會，可考慮於體藝

日增設男、女子組以增強競爭性及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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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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校本體格及體適能測量優

化計劃 

體育科老師 10/2021 

至 

6/2022 

優化計劃已完成數據收集、四至六年級數據會用於考試成績。 

7 動感校園 體育科老師 10/2021 

至 

6/2022 

 動感校園於十月份疫情稍為緩和時正式開始。 

 新校舍地方大，學生活動範圍寬敞了不少，所以跳繩和呼拉圈的數

目比舊校多。此外，本年度增設了運球、投籃、速度梯、小跨欄等

活動。 

 參與人數眾多，反應熱烈，學生每參加一次，會獲得Power-Up印章

一個。 

 六月中旬因疫情影響，故取消動感校園活動。 

 配合學校特色，來年早上動感校園將加入新興運動，同時希望善用

環型天橋作晨跑活動之用。 

 來年將參加「動感校園」計劃，將不同的新興運動加入體育課中。 

8 護脊操 全體老師 10/2021 

至 

6/2022 

復課後預計於動感校園活動後進行。但基於疫情日趨嚴重，為避免人

群聚集活動取消，護脊操亦未能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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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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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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5,500.00) 

4. 場地租賃費 

5. 羽毛球教練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9,900.00) 

6. 乒乓球教練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12,000.00) 

7. 跳繩教練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18,000.00) 

8. HipHop 舞 A 教練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25,000.00) 

9. HipHop 舞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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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0.00) 

11. 國際標準舞教練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15,000.00) 

12. 單輪車教練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10,000.00) 

13. 中國舞教練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15,000.00) 

14. 足球教練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12,000.00) 

$1,200.00 

$5,500.00 

 

$1,500.00 

- 

- 

- 

- 

- 

- 

- 

- 

- 

- 

 

$560.00 

$2,700.00 

$1,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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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 $3,145.00 

消耗品 1. 購買消耗性體育用品 

2. 購買體育用品 

3. 訂購球衣或隊服 

$10,000.00 

$10,000.00 

$3,500.00 

 

$5,800.00 

 

比賽日支出 1. 田徑比賽租車費 （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2,000.00) 

2. 其他校外比賽車費 

3. 比賽日學生午膳支出 

- 

$500.00 

$2,000.00 

$1,400.00 

Total:    $47,700.00 $14,6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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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繁斐老師、魏曉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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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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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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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影片教授學生如何善用電腦科電子學習

平台-軟件練習室，學以致用。 

9/2021 

至 

6/2022 

11/7/2022 

 

 已拍攝相關影片，請科任將影片連結放置於Google 

Classroom內讓學生參考。科任須於課堂示範如何登入，提

醒學生善用農曆新年假期及復活節假期完成自學課程，稍後

檢查學生完成狀況並於Power Up Scheme蓋印一個以示鼓

勵。 

 農曆新年假期前亦透過Parents App請家長跟進。假期過後，

數據顯示各級曾使用自學課程百分比為38至57%，科任可給

予自學課程作為日常功課，繼續鼓勵學生於停課期間在家完

成自學課程。 

1.2 透過 Google Classroom 發放學生課前學習活

動，靈活運用課堂時間，提升學生獨立學習

的能力提升學習效能。 

科任一般透過家課冊提示學生預習，科任可多嘗試 Google 

Classroom 佈置進展性評估及發布練習檔案，集中教授軟件操作

及提供學生實作時間，以提升習效能。科任可善用 Power Up 

Scheme 蓋印鼓勵學生定時登入 Google Classroom，完成教師發

放的課前學習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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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提供多元課程，照顧學生多樣性，提升學生自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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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新時間表學習模式推展創意編程學習計

劃，讓編程與生活聯繫，展示學習成果，豐

富學生學習經歷。 

9/2021 

至 

6/2022 

11/7/2022 由於復課後科技課被取消，科技課課程將於 22-23 年度作出修訂

再推展相關課程。 

2.2 於人材庫選拔尖子，利用課後時段設置 IT 達

人小組，推展 micro:bit 智能家居編程拔尖課

程，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透過編程比

賽讓學生應用所學知識。 

由於本年度未能提供原定於課後時段設置 IT 達人小組提拔尖

子，課程將於 2022-23 年度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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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1 為教師提供 Dash & Dot 編程培訓工作坊，以

協助教學。 

17/11/2021 15/2/2022 全體教師已完成相關培訓工作坊， 科任認為工作坊教學深淺適

中，此類型的機械人校適合低年級用以學習編程，此機械人將於

科技課使用。 

 

(二) 恆常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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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推展網上學習平台 Google Classroom 

 

何麗妮老師 

各科任 

11/7/2022 各科任透過 Google Classroom 佈置進展性評估及發布練習

檔案，靈活運用課堂時間，提升學習效能，部分同學需要

老師提醒應準時完成進評，建議科任以 Power Up Scheme

蓋印獎勵按時繳交功課的學生，培養學生自律。 

2 週六自費班- 

Dash ＆ Dot 智慧機械人編程控制 

Tinkercad 3D 繪圖與製作入門課程 

Scratch 與人工智能編程應用 

何麗妮老師 

 

11/7/2022 自費活動因學校裝修工程而未能開展，由校方資助的

STEM 編程班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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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期更新校網的電腦科學生作品頁面 李健文老師、各科任 11/7/2022 待收集學生佳作後上載。 

4 參加公開編程設計比賽 何麗妮老師 

李健文老師 

11/7/2022 於 12/2021 參加 2021-2022 年度深水埗區中小學機械人設

計比賽，本校隊伍榮獲垃圾清理賽冠軍。 

5 高小級際編程比賽 何麗妮老師 

李健文老師 

各科任 

11/7/2022 將改以 STEM Day 形式於試後期間舉行活動。 

 

(三) 財政報告 

 

 

 

 

 

 

 

 

 

 

 

 

 

 

 

 

(四) 小組成員 

組 長：何麗妮老師 

組 員：黎文燦老師、陳思穎主任、孔繁斐老師、李健文老師、李翠珊老師、王倩儀老師、鄭穎彤老師、林芷瑩老師、朱子軒老師、黃港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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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500.00 

教師專業培訓支出 舉辦教師專業培訓工作坊 $1000 X 1 $1000.00 / 

編程工具 micro:bit 四年級下學期跨學科專題研習編程工具 

$150 X 150 套(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 

- / 

活動支出 1. 課後拔尖班 – IT 達人小組(micro:bit 傳感器) $2000.00  

2. 參加比賽報名及器材費用 $5000.00 $443 

3. 高小級際編程比賽費用 $1000.00  

參考書籍 有關普通電腦科教學內容或相關知識的書籍 $300.00 / 

平台帳號 教師電子學習一站式平台(由課程組支出)($ 300) - / 

文具 文件夾、電池等 $500.00 / 

Total: $10,300.00 $9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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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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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綜合藝術課程，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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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生展現自主學

習的成果。 

9/2021 

至 

6/2022 

11/7/2022  本年度以宗教音樂劇《蕩回家》作為綜合藝術課成果展示的

表演劇目，故事改編自《蕩子的比喻》。劇中加入原創歌曲、

改編歌曲、饒舌音樂及街舞元素。 

 因疫情關係只能以動畫及聲音演繹原創音樂劇《蕩回家》，

現階段已完成圍讀劇本及選角工作，雖然只能以聲音演繹，

獲選學生仍然十分雀躍，經常在課前及小息到戲劇室排練。 

 在音樂科配合下，大部分原創音樂已完成編曲，而在四年級

音樂課程中浸入饒舌音樂課程也順利完成。學生對饒舌音樂

甚有興趣，部分學生在排練過程中更自動自覺加入形體動作

以增添視覺效果，達致自主學習的目的。 

 視藝科也有配合綜藝表演，視藝課程中著學生為角色設計服

飾，製作動畫時會把學生的創作加到角色上。 

 由於綜藝表演改以動畫呈現成果，是次表演體育科未能在課

程上配合，因此沒有加入舞蹈元素。 

 錄音及製作動畫工作將於 7 月尾進行。 

 

目標二：發展宗教戲劇課程，建立學生自律、自愛及自信之愉快關愛的校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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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戲劇課滲入宗教元素，配合多元化的戲劇

教學策略，建立學生自律、自愛及自信之愉

快關愛的校園。 

9/2021 

至 

6/2022 

    11/7/2022  過去多年已建立一、二年級校本宗教戲劇課程，並透過協作

教學形式進行師資培訓。 

 原定本年度會把宗教戲劇課延展至三至六年級，各級設計至

少一個宗教戲劇課程，由於第七節單元課取消關係，暫時只

能夠完成五年級《迷失的奧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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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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馬會中國詩人別傳教育劇場計劃》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鍾兆權老師 

葉曉豐老師 

 

 

11/7/2022  葉曉豐老師及鍾兆權老師已於 2021 年 11 月 2 日(星期

二)晚上出席線上行政會議，當日討論藝團造訪日期及行

政安排。 

 何潔瑩主任及魏曉瑩老師已於 2021 年 11 月 13 日(星期

六)完成合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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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潔瑩主任分享感受：經歷過兩次的課堂，看到學生認

真投入的神情，開懷的笑容，使我有莫大的觀滿足感。

課後由專業演教員與我們一起檢討課程更令我獲益良

多，演教員提醒我們一旦進入戲劇課就要把自己投入在

角色裏，把戲劇元素帶進課堂，用戲劇的魅力去控制課

堂的節奏，這點極具參考價值亦是一個好好的提醒。 

 魏曉瑩老師分享感受：課堂十分充實，導師們能夠令學

生進入劇情，有導師以學生角度發問，可以加強掌握戲

劇技巧。前置課程，時間十分之緊迫，因為要追趕進度，

很多時候都來不及回饋學生。同學未必能掌握當中戲劇

技巧。 

 於 12/7/2022(二)Day 5 及 13/7/2022(三)Day 6 進行 4 場

藝團造訪活動，並於戲劇課完成後置課程。 

 計劃分享會將於 2022 年 7 月 28 日（星期四）晚上 7:30-

9:30 舉行，屆時何潔瑩主任及魏曉瑩老師會代表學校出

席，並分享學生參與計劃情況。 

2 長天小劇團訓練 鍾兆權老師 

黃紫妍老師 

盧楚銳老師 

11/7/2022  本年度繼續受新冠狀病毒病影響，戲劇節沿用 Zoom「讀

劇演出」形式進行。由於讀劇形式減少了戲劇元素，學

生積極投入度也大大降低，而學生慣常使用 Google 

Meet，須重新學習 Zoom 的各項功能，訓練及比賽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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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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進行，學生網速問題也會影響表演流暢度，基於不

同考慮及不利因素，今年不會參加香港學校戲劇節。 

3. 

古樹下的說書人 

 

鍾兆權老師 

 

11/7/2022  原定下學期於午息時段舉辦「古樹下的說書人」活動，

三至六年級學生憑「古樹」名牌，可以到古樹旁的有蓋

操場位置聽故事，初期由老師帶領說故事，後期可由學

生自願報名參加成為說書人。學生聆聽故事後需完成評

賞表格，藉此訓練學生評賞藝術的能力。 

 初步構思以諸子百家故事為題材，培養學生正向思維。 

 由於一直未有回復全日制上課，而動感校園時段亦因疫

情嚴重而取消，故活動未能安排合適時段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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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 $1810.00 

長天小說KOL 購買拍攝效果燈及道具 $1000.00 / 

比賽物資 

 

購買佈景、服裝及道具 $1000.00 / 

車費 $1500.00 / 

Total: $5000.00 $1810.00 

 

 

(四) 小組成員 

組長：鍾兆權老師 

組員：黃紫姸老師、何婷婷老師、盧楚銳老師、衛鎮國老師、葉曉豐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