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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田天主教小學 

2018/2019 年度    校務 組周年工作計劃期終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期終評估 

目標一：靈活調動學校資源，為老師創造空間，照顧學生的多樣性，亦為不同學習能力的同學營造展現能力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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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18 

至 

8/2019 

 

 

 

 

 

 

 

 

25/6/2019 

本年度之「學校發展津貼」資源分配在人力資源及多元智能的培育兩大 

範籌。本年度聘用兩名名全職教學助理為老師創造空間，其中一位為牧

民助理，並聘請導師開辦數學奧數班、乒乓球校隊訓練、網球訓練、國

際標準舞、羽毛球校隊訓練、籃球校隊訓練、花式跳繩班、Hip Hop 舞

班、藝術家到校活動及英語音樂劇訓練以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所有活

動及訓練已順利開班。  

 

整體上，外聘導師及本校老師能善用學校有限的學習空間和資源，為學 

生進行訓練，學生積極投入活動，享受學習的過程，學生的自信心及成 

功感亦有所提昇。另外，導師具經驗，持續發掘學生的藝術潛能，在培 

養學生藝術才能方面，成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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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提升家長、學生及老師身心靈健康，培養正向的價值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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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家長、教師及學生舉辦生命教育及 

健康生活習慣講座 

 

 

 

9/2018 

至 

8/2019 
25/6/2018 

 

 

 

為配合學校正向教育的推展，也讓家長合力加強學童的抗逆力，家教會

已成功申請參加「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 明愛家長教育及支援計劃」，

邀請資深社工到校為家長講解及分享「正向子女管教策略」(29/10/2018)

及「如何培育子女的抗逆力」(5/11/2018)。約 98%家長認同他們對課程

範疇的知識有所提升及能藉所學更有效地教養我的孩子，100%家長對

是次講座感到滿意。家長最大的得著是找到如何進行正向子女管教策略

的方法及正確與孩子溝通的方法。 

2. 舉辦「正向心理學」教師發展日 已於 2019 年 2 月 13 日教師發展日安排 PERMA正向情緒及認識靜觀和 

「感知自我」講座。老師只透過此講座初步認識正向教育的理念，未

能掌握於課堂中運用的技巧。來年度會繼續邀請專業人員到校進行

講座/工作坊，讓全校教師進一步認識正向教育的理念及應用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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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訂學校自評工作時間表 

 

王敏儀副校長 

 

全年 全體老師已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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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須於 6 月份內完成「教師自我

評鑑表」，並與相關評核主任進行晤談。 

2 完善考評機制 王敏儀副校長、王志明主任 

范金環主任 

全年 於 10月向全體老師收集考績制度之意見， 

法團校董會已審視及通過新修訂考績文件， 

並於本年度正式實行。所有考績工作已按時 

進行，網上教職員考績評核已於 19/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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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019完成，數據經統計及整理後會交校 

長於 7月與教職員進行考績晤談。 
 

3 新入職教師啟導 王敏儀副校長、陳思穎主任 

陳靜儀主任、鄺偉茵主任、 

張學雯主任、林匯森主任 

全年 已於8月安排新入職教師啟導會議，啟導老師 

亦於11月進行觀課及給予新入職教師有關觀 

課回饋。啟導老師會於一月份與新老師進行 

中期面談。啟導老師會於6月與新入職老師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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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的成效，以完 

善有關制度及作下學年計劃的參考依據。 
 

 

(三) 財政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文具 

 

 

 

文具 

 

學校獎狀及證書紙 

 

  

$1000.00 

 

$.00 

 

 

$338.70 

 

$1515.00 

 

 

total: $1000.00 $1853.70 

備註: 由於學校要重新設計及印製獎狀，購買證書紙費用由校務組支付，實際支出較預算多出$853.70。 

 

(四) 小組成員 

      組長：王敏儀副校長 

      組員：何潔瑩主任、區永剛主任、范金環主任、譚美榕老師、鄺淑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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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田天主教小學 

2018-2019 年度總務組工作計劃期終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期終評估 

目標一：跟進校舍維修、完善校舍各項設備，提供安全、衞生及舒適的環境給師生員工學習及工作，使師生得到身心靈健康。   

(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2 ) 

 

發展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校舍維修及增善工程計劃 

9/2018 

至 

8/2019 

 

 

 

 

 

 

21/6/2019 

1. 2018 年 9 月 14 日更換 G03、G06 室各 1 部冷氣機及 11 月 4 日 

更換 104 室 server 房 2 部冷氣機。 

2. 2018 年 10 月 4 日已完成消防系統週年檢查，教育局校舍維修

組已完成更換失效的消防設備。 

3. 2018 年 10 月已完成升降機系統週年檢試工程。 

4. 2018 年 10 月 20 日、2019 年 1 月 12 日及 4 月 26 日分別完成 3

次清洗咸淡水水箱，7月 13 日會再安排清洗一次。 

5. 2018 年 11 月 19 日為全校更換智能電話系統及安裝分機 16

部。 

6. 2018 年 11 月 21 日為全校添置覆蓋全校範圍的微電子生物場驅

蚊器。 

7. 2018 年 11 月在操場添置四面流動鏡。 

8. 2018 年 12 月聖誕假期教育局校舍保養管理組已完成新翼校舍

地下至七樓走廊、一樓至七樓電梯入口更換光管及加裝地下操

場光管照明。 

9. 2019 年 1 月完成安裝閉路電視工程，共安裝 23 支鏡頭以支援

本校保安。 

10. 2019 年 5 月更換 202、205、305、405 及 402 課室投影機。 

11. 截至 6 月 23 日，全年校舍維修項目共 242項，主要是維修櫃

鎖、洗手間喉管及水渠、水龍頭掣、冷氣機水盆淤塞及更換光

管電壓器等。經維修後，損壞的項目能重新使用。經觀察所

得，教師感到滿意。 

12. 2019年 7-8月已獲教育局校舍保養管理組批准修葺以下工程

項目： 



 7 

○1 在舊翼校舍地下、二至五樓男、女廁天花加裝 2 把風扇設

備，提供多角度送風。 

○2 一樓校務處內之醫療室內加裝洗手盆設備，但由於來水去水

裝置不可行而擱置。 

2. 管理學校資源 9/2018 

至 

8/2019 

 

 

21/6/2019 

1. 因破損而需註銷的項目，包括 4 部冷氣機、4 部乾手機、10 張

學生椅及 1 張辦公椅。 

2. 全年添置的固定資產已登錄 eClass 資產系統。 

3. 本年度已入賬新購置的校產已貼上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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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18 

至 

8/2019 

 

21/6/2019 

1. 透過《職工工作表現評鑑問卷》，超過 90%老師滿意職工的

工作表現及效率。 

2. 本年度下學期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校舍清潔巡查，由全體老師

負責巡查校舍清潔情況及作評分，全校共 71 處巡查地點，其

中只有 1 處地點分值低於 3 分以下，其餘地點分值介乎 3 分

至 5 分不等（5 分優異 ; 4 分良好 ; 3 分普通 ; 2 分有待改

善 ; 1分惡劣） 
 

 

總結： 

1. 本年度雖然日常維修項目數量頗多，但是現職職工有對水電維修十分熟悉，許多維修工程都即時跟進完成。 

2. 為加強校舍環境之衛生及清潔，增加工作問責性，全體老師進行校舍清潔評分，巡查地點包括課室、特別室及洗手間，是次巡查清潔的結

果大致滿意。由於這次校舍清潔巡查剛在復活假期後進行，而且預早知會職工巡查日期，因此未能反映平日校舍清潔狀況。建議下年

度校舍清潔檢查計劃增加為上下學期各一次；此外總務組亦會作不定期抽查以提升工友工作的質量及問責性。 

 

 

(二)  恆常工作報告 

     與上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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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消耗品 a. 雜項：如螺絲、維修工具等 

b. 電池 10 排 

c. 工友冬季制服 6 件 

d. 工友夏季制服 24 件 

e. 裁紙刀配件 

f. 清潔用品 

$20,000.00 

$400.00 

$800.00 

$2400.00 

$150.00 

$8000.00 

詳見附頁 

學校家具及設備 

 

a. 冷氣機 9 部($5000×9) 

b. 油壓椅 30 張 

c. 吹風機 

d. 滅蚊燈 10 盞 

e. 辦公室電話系統 

f. 演講台 

g. 移動式曬畫架 14 個($1650×14) 

h. 地下大堂正門玻璃趟門連冷氣機 

i. 內操場校訓(亞加力膠) 

j. 流動鏡(舞蹈訓練使用) 

$45,000.00 

$12,000.00 

$1200.00 

$1600.00 

$30,000.00 

$5000.00 

$21,000.00 

$30,000.00 

$8000.00 

$15,000.00 

詳見附頁 

維修及保養 

 

校舍維修： 

a. 電梯維修費$5,000×12 個月 

b. 電梯准用証 

c. 消防系統周年檢查及更換滅火筒 

d. 洗手間設備(如水龍頭、坐厠板、水箱、波
曲、水箱手柄) 

e.  清潔洗手間衛生外判服務(全年) 

f.  清洗咸淡水水箱、水管、水泵房 

g. 更換飲水機濾芯 6 套 

h. 電力、電掣、光管 

i.  門、閘、門鎖 

j.  維修長檯木板 

k. 雜項 

 

$60,000.00 

$500.00 

$4200.00 

$8000.00 

$40,000.00 

$8000.00 

$4500.00 

$8000.00 

$4500.00 

$3000.00 

$10,000.00 

 

 

詳見附頁 

 

 

total: $351,250.00 $227,3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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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組成員 

      組 長：陳靜儀主任 

      組 員：區永剛主任、陳啟邦主任、譚美榕老師、李翠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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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田天主教小學 

2018-2019 年度資訊科技教育及網上校管系統組周年工作計劃期終評估表 

 

(一)工作計劃期終評估 

 

目標一：以多元的措施及策略，加強照顧學生多樣性。 (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1 ) 

發展策略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構建流動電腦室，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9/2018 

至 

6/2019 

9/7/2019 

流動電腦室於八月底完成，經過一整學期的使用，同工已熟悉借

用程序。學生操作亦見暢順。至下學期，運作暢順，惟遇上升降

機維修時，需要更多人手協助處理。期望下年度有更多資源增添

多一套流動電腦室。 

2. 舉辦資訊科技工作坊，提升同工運用資訊科技的技

巧。 

9/2018 

至 

6/2019 

本組於學期初及學期中舉辦了兩次工作坊，讓同工體驗使用

GOOGLE 套件。同工亦樂意使用。展望下學期，同工可以利用

Google Classroom 作教學的用途。 

 

目標二：為教師創造空間，提升師生健康身心靈健康。 (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2 ) 

 發展策略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運用資訊科技提升行政效率，為同工創造空間 9/2018 

至 

6/2019 

9/7/2019 

本年度開始已 Google Calendar 取代以往的雙週備忘。而部份

組別亦會利用 Google Drive 存放文件和相片。提升工作效率。

同工樂意使用 Google suite 進行行政工作。期望來年可引入更

多不同的套件以提升工作效率。 

2 整合及優化學校的硬件資源，優化同工工作環境 9/2018 

至 

6/2019 

上學期更換了容量更大的伺服器供同工存放檔案及作備份之

用。此外亦購入 30 部 IPAD 於英文課時使用。同工樂以借用平

板電腦進行課堂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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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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WebSAMS 系統管理 林 全年 

全年兩次測驗和兩次考試，均使用WEBSAMS進

行成績資料輸入；提取積分、操行、評語和課

外活動等資料，供老師核對；製作成績分析報

告，供課程主任及科主任使用。本年度開始由

科任老師自行輸入分數。 

2 eClass系統管理 何 全年 
由TSS發佈電子通告，並跟進簽署記錄。另由

TSS負責Parent app的消息發佈。 

3 Parent App 推行及使用 何、林 全年 
現有超過百分之七十的家長安裝，亦由本年度

起推展簽署電子通告。 

4 各項資訊科技設備及軟件採購 何、林 全年 上學期添置了30部平板電腦及備份系統。 

5 各平台戶口管理 何 全年 
上下學期均印列各平台帳戶予學生，插班生開

戶由TSS處理。 

6 校園電視台 揭、輝 全年 本年度開始實行直播早會。 

7 平板電腦管理 林、文 全年 
老師可向TSS查詢使用情況然借用。由林滙森

主任協調各班使用。 

8 e-Services 何、輝 全年 由何麗妮主任於10月統籌各老師更新情況。 

9 TSS及 ITA工作安排 林 全年 
由何主任負責更新及維護網頁內容。目前運作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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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政預算 

項目 (Items) 內容 (Descriptions) 
 預算金額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Budget  

消耗品 

Consumable Stores CD, DVD, LAN線, 耳筒, 滑鼠, 鍵盤等 $20,000.00 $15244 

服務合約 寬頻上網 200M $1400X12 $16,800.00  $4200 

Services EES 軟件授權合約 $17,000.00  $0 

  
  

 標準家具及設備 更換課室投影機 10部 $4000 x10 $40,000.00  $29900 

F & E - Standard 更換課室實物投影機 10部 $4000x10 $40,000.00  $0 

 

數碼攝錄機 及 攝影器材 $15,000.00 $11,720 

 

Wifi900租用費(由 2016年度起，分 3年支付) $78,012.00 $61,104.00 

 

平板電腦 15部 3500 x15 $52,500.00 $90,050.00 

 

伺服器儲存系統 $20,000.00 $47,850.00 

防盜監察系統( CCTV) $50,000.00 $0 

點名系統 $50,000.00 $0 

直播系統器材 $  4,500.00 $1,607.00 

伺服器備份系統 $28,000.00 $23,390.00 

維修及保養 

Repair & 

Maintenance 

  

  

SAMS電腦保養(教育局支付$5580) 
 

 防盜系統保養及保安台費 $6,600.00  $6,600.00 

IT器材保養及維修費 $16,000.00  $10,420.00 

2019-2020Aero Drive 年費 $5,000.00  $5,000.00 

紅外線探熱系統 $6,000.00 $5,440.00 

 

                            Total : $ 465,412.00 $312,525.00 

 

(四)小組成員 

組   長： 林滙森主任 

組   員： 何麗妮主任、揭冠凌主任、黎文燦老師、黃家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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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田天主教小學 

2018-2019 年度課程發展組周年工作計劃期終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期終評估 

 

目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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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策略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3. 加強預習制度，設計以學生為本、多元及能引起學

習動機的「預習家課」。 

9/2018 

至 

6/2019 

20/6/2019 

各科均衡地引進課前預習及電子學習，學生透過參與課前預習及

課內電子互動學習，提升了學習的興趣和匯報技巧，並促進學生

生生互動及自主學習。 

4. 透過多元化學習活動，提升學生多角度思考的能

力，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素質。 

9/2018 

至 

6/2019 

就課堂觀察及學生課業所見，中文、英文、常識科都已逐步於不

同的學習活動中，滲入各種自學工具，如腦圖、高階思維十五

式、摘錄筆記等，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來年度課程組將訂

出學生的自主學習架構表，配合中、英、數、常四科，整合及統

一學習所學，令教師能進一步善用課前預習、課中小組學習及課

後延伸學習等策略，除照顧學習差異外，同時亦促進學生的自主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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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策略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2. 提升教師在課堂上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能力。 9/2018 

至 

6/2019 

20/6/2019 

就觀課所見，老師在教學上均適時採用多元化的學習材料及策

略，例如聲音、影片、照片、 圖像及文字資料等，並加入有趣

的角色扮演和分組活動，提升學生學習動機，有助照顧學生學

習差異及促進學生有效學習。惟部份教師仍未能完全掌握照顧

學生學習差異的教學技巧，課堂設計與教學上未能充份照顧學

生學習差異，來年將優化共同備課流程，使教師有效的聚焦分

享教學和協作教學，針對培養學生生生互動與分享等多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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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策略。 

3 建立人才庫，有系統地篩選及栽培不同範疇的資優

學生。 

9/2018 

至 

6/2019 

已建立音樂、視藝、體育人材庫，並設置項目選項，方便老師

輸入相關學生資料。來年將推展至戲劇、電腦、宗教三科。 

4 推動 STEM 教育，以發展學生創意、解難及邏輯

思維的能力，邁向 STREAM 教育發展。 

9/2018 

至 

6/2019 

校內 STEM 學與教發展理想，已制定校本 STEM 課程架構，派

發全體教師，並透過工作坊向全體教師介紹本校 STEM 發展計

劃。學生於電腦科編程學習、常識科 STEM 課題學習上，以及

全校性 STEM DAY 活動，成效顯著，進一步提升學生溝通、協

作、創意及自主學習等共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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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策略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發展促進學習的評估，讓學生調節學習方法及步

伐，以提昇學習效能。 

9/2018 

至 

6/2019 

20/6/2019 

於小一的中、英、數、常四科，推行三次不同範疇的進展性評

估，讓教師更能掌握學生的學習表現。小一科任均認為此安排

有助給予學生具體適切的回饋，幫助學生掌握學習重點，以進

一步促進學與教效能。來年將落實應用於其他級別，全面優化

進展性評估。 

2 善用 AQP 作持續性評估工具，診斷學生學習能

力，給予適切回饋及支援。 

9/2018 

至 

6/2019 

已利用 AQP 作小三及小六 TSA 預試成績分析，以分析學生學

習表現、檢視學生的強與弱，並訂定改善及提升教學的策略。

報告亦已分給各科任作教學跟進。惟 AQP 數據輸入需時較長，

影響回饋。故來年將提前進行前測，以便教師盡早掌握學生的

強與弱項，並有足夠時間訂定改善及提升教學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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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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與反思 

1 教師發展日 全體老師 

2019 年 2 月 13 日、 

2019 年 4 月 30 日及

2019 年 5 月 

日期 主題 時數 

13/2/2019 正向教育 6 

18/4/2019 示範課堂分享及科本工作坊 6 

16/5/2019 教區教師發展日 2 

就老師反映，有關正向教育主題的教師發展未夠深入，故來年將就此主題

再作探討。 

2 課程統整活動 全體老師 2019 年 1 月 

已於1月進行有關「真理」課程統整活動，全校學生參與，並以收取學生

佳 

作存檔。是次課程統整之宗教科為主線，利用宗教日帶出活動主題，再與 

不同科目配合，令學生更深入了解五大核心價值中「真理」的意思及其重 

要性。 

3 
白天超級智多星

資優課程 

李慧玲主任及英文科、

常識科有關同工 

2018 年 11 月及 12

月、 

2019 年 3 月至 4 月 

上學期已進行小一科探課程及小二英語課程，各班分別有 20 位學生參

加。學生均積極學習，並能按指示完成課堂習作。惟少部份學生曾出現秩

序問題，但經負責老師勸導後，情況已有改善。 

下學期已進行小一英語課程及小二科探課程，各班分別有 20 位學生參

加。學生秩序及學習態度均見良好。 

4 小一百日宴 

李慧玲主任、全體小一

宗教、中文科任及小一

班主任 

2018 年 12 月 10 日 

本年度共有 53 位家長到校參與小一百日宴活動，100%家長均表示活動時

間及內容合適，家長、學生都樂在其中。惟少數家長認為當日活動範圍較

少，以致取用食物時出現混亂。明年再舉行活動時，將與各科組協調活動

場地，以免再出現同類情況。 

5 
國際聯校學科評

估及比賽 
李慧玲主任 2019 年 3 月 

經報名後共 126 位學生參加數學科評估、40 位學生參加科學科評估。評估

日期定於 3 月 16 日，數、常科主席亦會安排於試前舉行預試班，為參加評

估的學生進行補課。成績見附件二。 

6 推展電子學習 
全體中、英、數科任老

師 
全年 

本校老師積極於日常教學中使用資訊科技，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促進自

主學習。本校就網絡工程、電腦器材、軟件教材及學習平台各方面提供支

援，相關安排如下： 

電腦器材 2018 年 12 月增添 30 部 iPad。 

2018 年 12 月更新 MDM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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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件教材 Scratch、Makeblock、Tinkercad 

電子學習平台 G Suite for Education、Quizlet、Reading Town 1-

3、i-Learners、My Pearson、今日常識教育網 
 

7 小班教學 全體老師 全年 

本年度中文科參加由香港教育大學舉辦的小班教學協作計劃，透過與支援

人員及配對學校共同備課，以說話教學為主題，輔以資訊科技協助，並配

合小班的優勢，訓練小二學生看圖說故事的技巧及能力。 

就觀課及共備文件所見，接近 80%課堂已加入小組討論及合作學習元素，

提升師生及生生互動，以助學生學習。 

8 同儕及考績觀課 
全體中、英、數、常科

任老師 
全年 

同儕觀課：宗教科、小二、小五視藝科、小二中文科、外籍老師的家長觀

課配合各訪校或支援計劃一併作同儕觀課安排。其餘老師已於下學期五月

期間進行術科同儕觀課。惟同事反映下學期剛進行考績觀課後則進行同儕

觀課，時間較緊迫，且接近學期終結，可教的課題不多，故建議明年同儕

觀課改於上學期進行。 

考績觀課：全體於 11/3/2019 至 16/4/2019 進行考績觀課，由校長、課程主

任、科主席進行現場觀課。本學年的觀課重點為以多元的學、教、評措施

及策略，以加強照顧學生多樣性。 

9 中華文化日 全體老師 2019 年 1 月 31 日 

活動分為兩部分，分別為操場的攤位遊戲及課室的認識中華文化活動，並

加入閱讀元素，使學生從多方面認識中華文化。活動順利完成。惟小五、

小六學生對攤位遊戲興趣不大，建議來年嘗試邀請小六學生參與攤位遊戲

設計，並增設投選我最喜愛的攤位，以提升高小學生對活動的投入感。 

10 開放日 全體老師 2019 年 1 月 改由學校形象推廣組負責 

11 境外交流 李慧玲主任及有關同工 2019 年 4 月 

經兩輪面試後，共 30 位學生入選是次北京境外交流活動。活動日期為

20/04/2019 至 23/04/2019。活動過程順利，學生非常投入。惟領隊老師指

出參與升國旗儀式場地人流眾多，易生意外，故提出日後若再舉辦相同活

動時，宜考慮取消此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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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內容  預算金額 實際支出 

活動 主題學習日 $3,000.00 $1907.36 

 資優課程用品 $1,500.00 $0 

 消耗品 $5,000.00 $3396.80 

 小班物資及文具 $10,000.00 $6094.70 

 Assessment Quality-assurance Platform (AQP) 平台 $4,000.00 $4000.00 

 教師發展日 $10,000.00 $6837.00 

 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中文科 

英文科 

$80.00 

$40.00 

$40.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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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00 

$500.00 

$400.00 

$600.00 

$400.00 

$400.00 

$600.00 

$300.00 

$400.00 

$1200.00 

 Total:     $37,180.00 $23,515.86 

 

小組成員 

組   長： 李慧玲主任 

組   員： 何潔瑩主任、王敏儀副校長、張學雯主任、林匯森主任、陳啟邦主任、梁穎訢主任、潘燕愉老師、白臻誠主任、何麗妮主任、 

揭冠凌主任、陳伊鈴老師、唐芝慧老師、葉曉豐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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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田天主教小學 

2018/2019 年度    教務  組周年工作計劃期終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期終評估 

目標一: 監察各科落實指導學生自學策略和技巧，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素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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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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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 

 

 

 

 

 

 

 

 

 

 

 

 

 

 

21/6/2019 

中文科上學期各級備課次數為 7-9 次，小一至小六均利用預習工作紙、 

網練及 STAR 作自學。英文科上學期各級備課次數為 7-9 次，自學元素 

方面，除網練及 STAR 外，校本課業內亦設有 vocabulary building，鼓 

勵學生自學。  數學科上學期各級備課時數約為 7 小時，各級多以網上 

練習作為自學元素。常識科上學期各級備課次數為 4 次、小五 5 次，各 

級備課紀錄均有顯示就教學難點而設計的教學策略，惟沒有突顯自學的 

元素，科主席須於下學期提示科任老師。 

中文科下學期備課時數約為 8 小時；除網上練習外，各級亦加入預習工 

作紙及資料搜集(筆記簿)。英文科各級下學期備課時數約為 12 小時，自 

學元素除網上練習外，科任在設計校本練習時，滲入各類網上資源，如 

短片、音樂活動等，希望能提升學生學習興趣，鼓勵學生自學。數學科 

各級下學期備課時數約為 6 小時，自學元素除網上練習外，下學期各級 

亦加入預習工作紙及資料搜集。從教學反思所見，老師的自省能力漸 

高，能檢視教學過程及學習材料的效能，並作出調適。來年度課程組將 

於中、英、數、常各科訂立自主學習架構，以進一步有系統地進行自學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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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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2019 

從考績觀課所見，普遍有運用課前預習工作紙作為「預習家課」，惟需 

加強預習工作紙與課堂活動的緊扣性。學生運用自學工具的技巧及能力 

方面亦有待提升。來年度課程組將訂出學生的自主學習架構表，配合 

中、英、數、常四科，整合及統一學習所學，令教師能進一步善用課前 

預習、課堂學習活動及課後延伸學習等策略，以促進學生的自主學習。 

 

目標二：監察各科組落實多元學習模式，照顧學生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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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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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 

 

 

21/6/2019 

 

中文科在照顧個別差異方面，本年度於作業內作調適，同級科任於備課 

會中商議挑戰題的項目。英文科校本課業設計均能由淺入深，照顧不同 

的學生學習需要。數學低年級教學策略多以實作活動為主，高年級亦有 

進行探究活動、分組活動及利用 IT 教具等策略，但老師在設計教案時 

多忘記加入照顧個別差異元素，科主席會於下學期提示老師多加注意。 

常識科各級亦已設計高階思維工作紙及 STEM 課堂活動工作紙，惟工作 

紙欠缺照顧個別差異的題目，科主席亦須於下學期提示各同事。 

各科在下學期亦多加關注照顧學生多樣性的策略，如中文科於寫作前利 

用腦圖建構文章內容，科任老師均認為此策略有助學生組織資料，有利 

寫作，亦能照顧能力稍遜的學生。數學科下學期增加單元總結性評估及 

實作評估工作紙，在評估工作紙內亦加入挑戰性題目以評估高能力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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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監察課堂運用同質及異質分組之情況以

加強對班內不同學習能力學生的照顧 

 

 

 

 

     21/6/2019 

 

從考績觀課所見，整體上，老師教學準備充足及教學認真，表達及步驟 

清晰，已建立課堂常規。老師能使用合作學習形式作小組討論，以帶動 

課堂學習，課堂師生互動氣氛良好。惟學生於小組內角色未夠清晰，以 

致能力稍遜學生未能積極投入活動。建立老師設計學習活動時須加強學 

生「平等參與」及「個人承責」任務以照顧差異。另外，亦須善用 

提問、轉問、追問、一題多問等，以培養學生多角度思考。同時，亦可 

善用黑板記錄學習重點，好能有效地支援學生學習多樣性。 

3. 安排校內專業發展及鼓勵教師參與專業 

培訓，加強對照顧學習差異的教學技 

巧。 

 

 

 

 

21/6/2019 

譚美榕老師於 22/11/2018-14/12/2018 完成「照顧不同學習需要」高級課

程，從課程中，老師認識到特別需要學生的類別，尤其是腦部缺損引致

行為問題的學生，教師應學習包容、更有耐性地引導他們學習。在課堂

中要照顧個別差異，教學內容除了要顧及能力高的學生，教師可透過不

同的支援幫助特別需要的學生。例如：座位安排、提示錦囊、大字條、

顏色字提示、身體語言等等，教師能運用以上方法，幫助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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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鄺偉茵主任 2018 年 8 月 25 日 
100%出席小一新生家長同意座談會能加深他 

們對子女適應小一生活的認識，家長亦欣賞 

老師細心的講解，態度親切令家長清楚明 

白座談會內容，每個老師都很細心幫助解答 

問題，本校亦重視家校合作。建議學校能講 

關於小一家長如何處理小朋友情緒及舉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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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自身情緒的講座。100%出席的插班生家長 

同意座談會能加深他們對學校的認識，學校 

能從各方面支援小朋友。 

2 分級家長會 鄺偉茵主任 2018 年 9 月-10 月 一年級: 

100%家長同意家長會能加深我對學校發展方 

向的認識及有助我了解學校課程發展計劃及 

評估制度，老師講解用心。班主任面見時間 

不足，建議在星期六舉行，因家長要上班。 

 

二、三年級: 

整體上安排暢順，家長出席率亦理想。 

 

四、五年級: 

100%家長同意家長會能加深我對學校發展方 

向的認識及有助我了解學校課程發展計劃及 

評估制度，建議加長班主任面談時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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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編排上學期測驗及考試工作日程 王志明主任 2018 年 9 月及 11 月 已於測考前將備忘派發給老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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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14 日 共有101位家長出席，100%家長同意講座能加 

深他們對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的認識，99% 

家長同意講座有助他們掌握選校策略，整體 

上，家長認為講座資料詳盡清楚，安排恰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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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排上學期課業檢視 王敏儀副校長 2019 年 1 月 23 日至 

1 月 31 日 
評核者已於21/2/2019-22/2/2019將上學期課業 

檢視表交相關老師簽閱及進行晤談。 

 

6 編排下學期測驗及考試工作日程 王志明主任 2019 年 1 月及 5 月 已於測考前將備忘派發給老師。 

 

7 編排考績觀課時間表 王敏儀副校長 2019 年 2 月 已於 27/2/2019 將備忘派發給老師，考績觀課 

日期為 11/3/2019-16/4/2019，已完成所有數據 

統計。 
8 六年級升中選校講座 何潔瑩主任 2019 年 4 月 10 日 共有 125 位家長出席。98%家長認同講座能加

深他們對升中選校申請的認識及 100%家長認

同講座有助他們掌握選校策略。 

9 小五升中報分家長會 何潔瑩主任 2019 年 5 月 14 日 98%家長認為講座能加深他們對升中報分的認 

識及 97% 家長有助他們瞭解升中報分方法及 

校內成績關注事項。家長亦能多瞭解小朋友 

升上中學的安排和重點，認為講座程序安排 

恰當，各項目講解清楚，家長亦清楚明瞭各 

科溫習範圍重點。 

 

10 安排下學期課業檢視 王敏儀副校長 2019 年 5 月 11 日至 

5 月 18 日 
評核者已於5/6/2019或之前將下學期課業檢視 

表交相關老師簽閱及進行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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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總結 

1. 大部份家長積極參與升中家長講座及關注子女升中問題，同時亦欣賞學校在家長會之安排，並能透過家長講座促進家校合作。 

2. 在測考擬卷方面，仍有進步空間，因部分試卷未能對焦教學重點，以致未能有效顯示學、教、評的關係。建議科主席需於學期初召開新老師會

議，詳細指導新入職同事有關科務要求，其中包括課堂教學內容、批改簿冊要求、擬卷、批改試卷、試後回饋的注意事項等，以確保全體老師

均能達到科本要求，從而協助各老師的專業發展。同時，老師未能掌握 SEN 擬卷的調適標準，以致調適後試卷過於簡單。建議科主席需給予

相關指引及擬題方向，協助同事掌握調適標準。 

3. 在教學上，課堂內須加強師生互動及生生活動元素，避免老師講述部分過多。另外，為照顧能力較高的學生，可多設計富挑戰性或高難度的拔

尖活動。 

 

 

 (四)財政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文具 文件夾，原子筆，文件保護套 800 607.00 

total: 800 607.00 

 (四)小組成員 

組成: 王敏儀副校長 

組員：王志明主任、何潔瑩主任、李慧玲主任、梁蓓蓉主任、張美儀老師、麥素珠老師、洪雅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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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田天主教小學 

2018/2019 年度 訓輔組周年工作計劃期終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期終評估 

目標一：推動生命教育，培養學生正向思維，提升學生品德修養。(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發展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以「白天之星，擁抱生命」為主題，透過「白天

智多星獎勵計劃」，將 PERMAH 理論的理念

及元素，滲入日常校園生活，培養正向思維習

慣。 

全年 22/1/2019 

9/7/2019 

1. 訓輔組配合學校 2018-2021 年度三年發展計劃及關注項

目，重新設計白天智多星小冊子，加入 PERMAH 理論的

理念及元素，培養學生正面積極態度，提升品德素養。 

2. 推行日期如下： 

第一期：2/10/2018-25/1/2019 

第二期：18/2/2019-31/5/2019 

3. 為提升活動成效，訓輔組於 9月份加強宣傳活動，讓學生

及教師清晰計劃目標，另特別出通告及於家長日介紹計

劃， 讓家長清楚自己的角色。 

4. 以「白天之星，擁抱生命」為主題，週會分三級(小一至小

二、小三至小四、小五至小六)進行，老師因應不同級別的

學生需要，準備合適的教材，加深學生對正向教育如 24品

格強項的認識。 

5. 十月開始推行白天智多星校本獎勵計劃，學生自定目標及

訂定成功的策略，家長於小冊子寫上父母心聲及見證孩子

參與本計劃的承諾。 

6. 為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每月表揚全班之冠，上學期特頒全

班之冠及全校之冠。 

7. 30/5/2019統計全年紀錄，570位學生(87.7%)獲獎，數據

反映學生能積極參與，8/7/2019 進行頒獎及智多星獎勵計

劃嘉許禮，獲獎詳情如下：  

銅獎 175 

銀獎 227 

金獎 111 

白金獎 57 

  



 25 

獲獎總人次 570 

8. 一月及六月家長完成學生「在家表現」評估，學生完成

「自我評估」。 

9. 活動達標，87.7%的學生獲獎。級訓主任反映，學生在自定

目標方面有待改善。 

2 以禮儀、紀律及清潔為主題，透過月訓分享及班

際比賽等活動，提升禮貌及自律精神。 
全年 22/1/2019 

9/7/2019 

1. 訓輔組成立小組，專責推行班際比賽活動，拍攝及製作簡
報短片，訓練學生於開學首三天、早會及午息加強宣傳活
動，提升學生對禮儀、紀律及清潔之認識。班際比賽計分
方法設基本分、加分及扣分制，並於翌日早會公佈，於第
一周勝出班級可獲頒獎狀一張，整個比賽的總冠軍可獲頒
總冠軍獎狀一張及五個智多星。根據觀察，班際活動能増
加學生之投入感，下學期禮貌有待加強，有關良好行為有
待內化。 

2. 透過月訓，加強學生對公眾地方禮儀、在家禮儀、在校禮
儀、餐桌禮儀的認識，學習如何自愛，於 9 月初時，每班
安排禮儀大使於早上 7：45 至 8：10 於學校正門當值，向
各同學打招呼，讓同學間養成習慣。建議來年月會設延續
活動，讓學生實踐所學。 

3 推行「寬恕五部曲」，營造和諧校園。 
全年 22/1/2019 

9/7/2019 

1. 白天智多星小冊子內附「寬恕五部曲」，讓學生明白寬恕
之方法。 

2. 下學期之月訓包含寬恕，加深學生對寬恕及和諧校園之認
識。 

3. 根據級訓主任匯報，處理學生之間的衝突時，學生能做到
包容及寬恕別人。 

4 引入外間資源，成立小組，為學生提供有系統的

情緒健康課程及活動，提升學生對情緒的認知及

抗逆力。 

全年 22/1/2019 

9/7/2019 

透過以下小組、計劃，提升學生的覺察情緒的能力、社交能

力、解決問題能力、情緒管理能力及樂觀感，使他們在逆境中

能積極面對及解決困難，並建立正向情緒。 

1. 樂建情 Teen小組 

為協助學生建立正向情緒，學校與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深東樂

Teen 會合作，於下學期舉辦小組，對象為三至五年級學生，

共 8位同學參加，出席率為 90.6%。 

學生問卷結果顯示，100%的組員認為小組能提升其面對情緒

的技巧。老師問卷結果顯示，62.5%老師認為學生在控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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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方面有進步。 

2. 「喜伴小跳豆」小組 

學校與香港明愛合作，於下學期舉辦小組，對象為 6 位懷疑

或確診自閉症譜系障礙的一至三年級學生，目標為提升學生

的社交技巧、情緒管理。 

學生問卷結果顯示，100%學生喜歡參與小組活動，83.3%學

生認為小組活動很有趣，66.7%學生會運用小組所學到的技

巧應用在生活中，83.3%學生認為參加小組後，與同學相處

更融洽，83.3%學生認為參加小組後，與老師關係更好，

83.3%學生認為參加小組後，覺得校園生活更愉快。 

3. 「喜伴社交樂」小組 

學校與香港明愛合作，於下學期舉辦小組，對象為 6 位懷疑

或確診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四至六年級學生，目標為提升學生

的社交技巧、情緒管理。 

學生問卷結果顯示，83.3%學生喜歡參與小組活動，66.7%學

生覺得小組活動很有趣，66.7%學生會運用小組所學到的技

巧應用在生活中，83.3%學生認為參加小組後，與同學相處

更融洽，66.7%學生認為參加小組後，與老師關係更好。

66.7%學生認為參加小組後，覺得校園生活更愉快。 

5 培養學生正向思維，舉辦生命教育及健康生活習

慣講座/工作坊， 促進師生、家長身心靈健康。 
全年 22/1/2019 

9/7/2019 

1. 小二、小三校園親子歷奇活動 
學校參加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家‧「歷」量計劃，由機構於
2019 年 1 月 26 日舉辦是次活動。共 20 對親子報名參加，當
日 12 對親子出席。根據家長問卷調查結果，100%家長同意
活動能幫助他們發現小朋友的優點，活動能增進親子的關係
及有助體驗親子溝通。家長從活動中學習到尊重小朋友的意
見、互相合作，放手讓小朋友做、多鼓勵、多溝通、欣賞小
朋友的優點、認同子女等促進親子關係的要素。根據學生問
卷調查結果，100%學生同意爸爸/媽媽多了聆聽他們的說
話。 

2. 13/2/2019 為教師發展日，是日學校安排「性格強項、PERMA
正向情緒」和「靜觀」教師工作坊。 

3. 「心靈綠洲」家長工作坊 
學生輔導員於 2019 年 2-3 月為小一至小三家長舉辦「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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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洲」家長工作坊，為家長提供一個輕鬆的環境及正面交流

的平台，除了加強家長管教技巧外，還透過小組主題活動及

分享，提昇家長對身、心、靈的關顧，為生命注入更多正能

量。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100%家長認為小組能夠讓家長學

習正向處理個人情緒，提升家長對身、心、靈的關顧。 

4. 「愛家‧同行」升中壓力家長講座 
講座於 19/3/2019 進行，由明愛賽馬會「家‧友‧導航」社
區伙伴計劃社工主講，共 17 位五年級及六年級家長出席。
根據家長問卷顯示，講座讓家長了解子女在青春期面對的挑
戰、困難，家長學會了成長型思維的溝通模式(93.3%)，將會
嘗試實踐講座所學到的知識與技巧(93.3%)，以關愛、體諒陪
伴子女健康成長。 

5. 好「品」有型小組 
學生輔導員於 2019 年 5 月為小二、小三的學生提供好
「品」有型小組，運用桌上遊戲為介入手法，讓學生之間的
互動過程中，發掘自己的品格強項，並在小組中善用個人品
格強項，提升其社交的能力，培養正向品格強特質。 問卷
調查結果顯示，100%參加者滿意活動安排， 83.3%參加者認
為小組有助培育他們說「好」話、做「好」事、存「好」
心，83.3%參加者認為小組能夠讓他們認識社交智慧、仁慈
及好奇心的品格強項。老師問卷結果顯示，71.4%老師認為
學生的社交能力有所提升，71.4%老師認為學生的品格有進
步。 

6. PASS IT ON活動(愛‧傳送) 
學校於下學期與德望中學合辦，對象為一至三年級學生，目
標是讓學生學習感恩，接受別人的給予，再學習為他人付
出。 
根據輔導員觀察，學生對於大姐姐為自己送上心願的禮物及
看到心意卡的鼓勵，都非常喜悅，能即時表達感恩及感謝之
情，及後每班學生合力製作大心意咭給予德望中學大姐姐。 

7. 家長教育工作坊 
學生輔導員於 15/5、22/5/2019 與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
生命教育中心合辦，為小一至小六學生家長提供生命教育工
作坊。共 15 個名額，分 2 節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100%家長認同工作坊有助家長反思自己教育子女的模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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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如何鼓勵自己的子女及識別學童自殺的徵兆。 
6 推行關愛活動及設立感恩點唱站，提升正能量。                                                                                                                                                                                     

全年 22/1/2019 

9/7/2019 

1. 9-2月推行小一午膳服務大使，安排小四至小五學生於午膳
期間，協助小一弟妹開飯及於飯後協助學生檢查手冊，學
生大致上能準時到達崗位，提供服務，因個別班別座位不
足，暫停服務，服務學生將獲智多星及禮物乙份，以茲鼓
勵。 

2. 訓輔組與英文、普通話及音樂科合作，感恩點唱站於午息
播放，會強調感謝/欣賞的事項，以提升正能量。 

3. 訓輔組與中文科合作，購買執筆膠，教導小一學生執筆之
正確方法及書寫技巧。 

4. 訓輔組與中文科合作，因應高低年級，設計兩款格式，學
生於 1月份撰寫家書，將於 2/3/2019家長日送給家長。 

5. 敬師活動、母親節及父親節感恩活動將於 3至 6月進行。 
7 加強領袖訓練，提升學生之領導才能及團隊精

神。 
全年 22/1/2019 

9/7/2019 

1. 伴你同行領袖訓練計劃推薦 19位目標學生參加，學生參與

開展禮、八鄉少年警訊訓練營、和平教育體驗日、戰區 90

及團體挑戰訓練營，結業禮因警署撥款問題而取消，活動

能提升學生自信心、領導才能及團隊精神，學生獲機構頒

發證書，部分學生表現傑出，特頒傑出表現獎。 

2. 上、下學期共有 16 位高年級目標學生參加白天小領袖訓練

計劃，由蘇 Sir 及范主任負責有關訓練，於聯課活動時段

進行，學生在校內完成訓練活動後，多次外出實踐所學，

於長者中心進行小組服務及探訪獨居老人活動，亦安排學

生協助訓輔組午息攤位活動，以發揮同學潛能，建立自信

及成就感。學生於檢討會中表示活動有助提升自信心及服

務精神，學習正向思維，學生獲益良多。 

3. 本年度共有 64 位的風紀，有 4 位總風紀隊長，2 位正風紀

隊長，6 位副風紀隊長。由於增加了正及副風紀隊長，更能

有效地監察各風紀隊員。如風紀隊員表現不佳，能即時通

知負責老師；如風紀隊員缺席，能即時替代缺席的隊員。 

4. 2018 年 9 月初進行第一次風紀集訓，當中梁蓓蓉主任為所

有風紀隊員進行了增加團隊精神的活動，增加各隊員間彼

此的認識。另外，也告知所有風紀隊員在進行當值時要注

意的事項及職務。最後，風紀隊員也明白如風紀的升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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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5. 2019 年 1 月 15 日進行第二次風紀領袖訓練，參加由信望愛

歷奇匡導中心舉辦的「火巨人」生命領袖訓練活動。為同

學進行「歷奇活動」、「緣繩下降」、「泡泡足球」活

動，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能力感，讓他們明白關愛精神和

領航生活的重要性。是次活動中，所有風紀隊員參與活動

時都十分投入，踴躍參與於各項活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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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四） SGP黃姑娘、范、 

香港明愛成長天地 

全年 

 由明愛成長天地提供服務予兩組四年級學生，共 40 人參加

此計劃，出席率為 91.1%。 

 由 2018年 9月至 2019 年 5月共進行了 17次活動，包括輔

助小組、愛心之旅、家長工作坊、親子日營、再戰營會

等。 

 根據工作員觀察，學生參與投入，部分學生在社交、情

緒、自信心等方面有進步，而家長的參與度亦比以往更為

理想，計劃報告有待機構提供。成效有待參考問卷數據以

作評估。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五) SGP黃姑娘、范、 

香港明愛成長天地 

下學期 

 由明愛成長天地提供服務予兩組五年級學生，共 33 人參加

此計劃，出席率為 95.6%。 

 下學期已完成所有活動，包括黃金面談 2 次、輔助小組 2

節、校內愛心之旅 1次、戶外活動日 1次及結業禮。 

 根據工作員觀察，學生參與投入，惟五年級的活動安排較

少，學生期望可在計劃參與更多活動，計劃報告有待機構

提供。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六) SGP黃姑娘、范、 

香港明愛成長天地 

上學期 

 由明愛成長天地提供服務予一組六年級學生，共 37 人參加

此計劃，出席率為 88.4%。 

 上學期已完成所有活動，包括黃金面談 2 次、輔助小組 2

節、校外愛心之旅 1次、戶外活動日 1次及畢業禮。 

 根據工作員觀察，大部分學生完成三年的「成長的天空」

計劃後，都在社交、情緒、自信等方面有明顯進步，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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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有待機構提供。 

2 

善用社區資源，支援有需要學生

及家長。 

范、SGP黃姑娘、

SGP蘇 SIR 

全年 

 聖雅各福群會－青苗同學會課後支援計劃：提名 44 位學生

參加計劃，36位學生獲取錄參加。 

 金巴崙長老會道顯堂－「心水補」計劃：提名 1 位四五年

級學生參加計劃，以提供免費補習，該位學生不獲取錄參

加。 

 仁愛堂－「仁間有愛」支援計劃：為 3 位學生提供轉介，

申請補習費用資助。 

 明愛學習與成長支援中心－「小手學寫字」書寫及小手肌

評估和訓練服務：轉介 2 位學生申請服務，其中 1 位學生

現已接受訓練服務，另 1 位學生仍然輪候中。 

 轉介 9 位學生及家長參與 YWCA[逆風高飛]SEN 支援計劃，

透過服務強化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家庭健康，建立正向

的家庭關係。 

 轉介 12 位懷疑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至葵涌兒童

及青少年精神科接受評估及跟進服務。 

 轉介 5 位懷疑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學生至葵涌兒童及青少年

精神科接受評估及跟進服務。 

 轉介 4 位有需要的學生申請維樂天蝴蝶計劃，接受兒童及

青少年精神科私家醫生義診服務。 

 轉介 3位有需要的學生至職業治療服務。 

 轉介 3 位有需要學生的家庭至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接受輔導

服務。 

 轉介 1位有需要的學生至群育學校長期入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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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印刷及文具  「白天智多星」小冊子印刷 ($6,800) 

 印章製作 ($971) 

9,080 7,771.00 

 班長章 800 744.81 

 生日之星襟章 4,000 3,254.96 

 文具及過膠片($1,469) ($305.6) 

 放學隊用品(放學咭$5,000、證件套及索帶$5,000(1,198.53)) ($1,155) 

12,000 4,128.13 

服務合約  訓輔活動物資： 

-白天小領袖訓練/小組物資  ($1,485.6+1,984.40) 

    -課室門外班照 Foamboard ($1,925) 

-訓輔活動物資 ($1,459.10)($195+$121+$187+82) 

-母親節活動物資($4,900+175)/父親節活動物資($4,900+140+73.5) 

-白天智多星校本獎勵計劃活動物資($4,660+$90+$1,005.40) 

30,000 21,923.90 

 

 深東樂 Teen會活動 500  

 伴你同行領袖訓練計劃$22,500： 

- 深水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撥款$9,000 (伴你同行之滅罪領袖訓練營(V) 

- 社會福利署撥款$5,400白天智多星校本獎勵計劃活動物資($5,400) 

- 警署撥款$8,000$2,240 

22,500 $16,640.00 
 

 「成長的天空」計劃之服務費用： 

P.4 兩組: $182,696 ($218,068：18-19 第一年$182,696 ，19-20 第二年$17,686， 20-21

第三年$17,686)  P.5 兩組: $17,272  P.6 兩組: $16,950 

(教育局於 18/19 年度因通貨膨脹而調整之實際撥款詳情見教育局通函第 

138/2018 號 ) 

216,918 216,918 

Total: $56,380 $35,367.90 

深水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撥款$9,000及社會福利署撥款$5,400及警署撥款$8,000 $22,500 $21,923.90 

「成長的天空」計劃撥款 $216,918 $216,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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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組成員 

      主  席：范金環主任 

      副主席：梁蓓蓉主任 

 組  員：王志明主任、陳思穎主任、陳靜儀主任、鄺偉茵主任、張學雯主任、林匯森主任、何潔瑩主任、梁穎訢主任、池淑貞老師、 

            鄺淑玲老師、黃家輝老師、黃姑娘 

  

 

 

 

 

 

 

 

 

 

 

 

 

 

 

 

 

 

 



 33 

白田天主教小學 

2018-2019 年度     學生支援  組周年工作計劃期終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評估： 

目標一：靈活運用資源，持續加強教師及家長的培訓與支援，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充分的照顧及適切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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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辨識及處理有精神健康問題學生  

       的技巧」教師工作坊 

29/8/2018 17/1/2019 

- 是次教師工作坊共有 38 位教師出席。 

- 根據教師問卷調查，97%教師表示極同意(18%)及同意(79%)他們能

積極參與工作坊；97%教師表示極同意(26%)及同意(71%)工作坊能

增加他們對精神健康需要學生的認識及支援；97%教師表示極同意

(21%)及同意(76%)工作坊的主題及內容能配何他們的需要。大部份

教師最喜歡角色扮演的部份。 

2. 安排教師接受「融合教育課程」培訓 

9/2018 

至 

6/2019 

17/1/2019 

- 梁蓓蓉主任及鍾兆權老師於 29/10/2018-31/10/2018 完成「在學校推

廣精神健康及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初級培訓課程。 

- 譚美榕老師於 22/11/2018-14/12/2018 完成「照顧不同學習需要」高

級課程。 

- 梁蓓蓉主任於 20/5/2019 至 24/5/2019 期間，參加「在學校推廣精神

健康及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深造培訓課程。 

3. 與教育局校本心理服務組進行協作教學， 

    以支援小一有學習困難的學生 
10/2018 

至 

6/2019 

17/1/2019 

- 9 月初中文科主席聯絡教育局校本心理服務組督學，商談協作事宜。

惟本校小一中文科任已參與使用相關教材套的工作坊，另外小組於

課後進行，由中文科任負責，人手安排未能配合，因此協作事宜未

能落實。 

4.「及早識別及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 

       計劃」家長講座 

27/11/2018 17/1/2019 

- 是次家長講座共有 24 位家長出席。 

- 根據家長問卷調查，100%家長表示講座能完全達成(20.8%)、大部份

達成(66.7%)及部份達成(12.5%)提升他們對小一識別過程的了解；

100%家長表示講座能完全達成(41.7%)、大部份達成(54.2%)增加他

們對讀寫障礙的認為；100%家長表示講座能完全達成(41.7%)、大部

份達成(54.2%)建立他們樂觀的管教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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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一：靈活運用資源，持續加強教師及家長的培訓與支援，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充分的照顧及適切的支援。 (配合三年學校 發展計劃 

                 關注事項 2 )(續) 

策 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5.【親子讀寫樂小組】 

3/5/2019- 

24/5/2019 
24/6/2019 

- 是次親子讀寫樂小組有六對小一親子參加。此小組對象是小一及早

識別有顯著學習困難的對象。 

- 根據學生問卷顯示，100%學生表示喜歡活動的內容，並感到開心。 

- 根據家長問卷顯示，75%家長表示完全達成對學習障礙困難的認

識、如何拆字，25%家長表示大部份達成對學習障礙困難的認識、

如何拆字。75%家長表示完全達成學習的原理、故事記憶法的目

標，25%家長表示大部份達成學習的原理、故事記憶法的目標。

100%家長表示完全達成正向教育理念、協助默書工具的目標。100%

家長表示完全達成認識天多讀寫兒童的資源。 

- 根據老師問卷結果顯示，66.7%老師認為親子讀寫樂小組能提升學生

學習對讀寫的興趣。 

6. 【「愛家．同行」升中壓力家長講座】 

19/3/2019 24/6/2019 

- 是次家長講座報名人數 34 位，共有 17 位五年級及六年級家長出

席。 

-   是次講座由明愛賽馬會「家‧友‧導航」社區伙伴計劃」社工主講。 

-    根據家長問卷顯示，逾八成半家長同意講座目標清晰(86.7%)及內容 

     適切(86.7%)。講座時間分配適宜(86.7%)。總括而言，逾八成半家長

對講座感到滿意(86.7%)。 

- 就講座的成效而言，逾九成家長表示講座讓他們了解子女在青春期

面對的轉變(93.3%)、講座讓他們體會到子女於面對升中挑戰時的感

受(93.3%)、講座讓他們反思子女升中後將要面對的適應上的困難

(93.3%)，講座讓他們了解子女面對呈分試的壓力(93.3%)。通過講

座，逾九成家長表示學會了成長型思維的溝通模式(93.3%)。逾九成

家長將會嘗試實踐講座所學到的知識與技巧(93.3%)。如果將來有機

會，逾九成家長想再參與相關題目的講座(93.3%)。 

- 具體而言，家長在是次講座覺得最深刻的環節有，例如：「了解青

少年的想法」、「挑戰程度」和「如何與子女溝通」。當中，家長

認為從講座中學習到的東西有，例如：「了解子女的成長中的轉

變」、「要有多點時間和子女溝通」和「了解到子女的能力都有高

低，都有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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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一：靈活運用資源，持續加強教師及家長的培訓與支援，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充分的照顧及適切的支援。 (配合三年學校 發展計劃 

                 關注事項 2 )(續) 

策 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7. 【「執行功能」概念家長講座】 

6/5/2019 24/6/2019 

- 是次家長講座報名人數 67 位，共有 32 位家長出席，當中有 14 位是

初小家長，18 位是高小家長。 

- 根據家長問卷顯示，100%家長表示能認識「執行功能」概念；100%

家長表示能藉所學更有效教養孩子；100%家長表示會嘗試應用講座

內建議的技巧去管教孩子。100%家長表示對是次講座感到滿意。家

長亦有提及到最大的得著是按子女的能力訂立目標、認識新的技巧

引導孩子、訓練孩子的執行能力。 

- 是次講座由明愛康復服務社工帶領。 

 

 

目標二：積極提升學生自律守規、學習動機、解決困難和溝通的技巧，讓學習能力多樣化的學生展現所能，增加自信。(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

劃關注事項 1 )  

策 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提升社交能力： 

a.【社交至叻星小組】（P.1-2） 

26/2/2019- 

16/4/2019 
24/6/2019 

-  小組對象為社交溝通技巧有較大需要的一至二年級學生，目標是提升 

   學生的社交能力，增強學生的溝通技巧。 

-  小組由聖文德堂轄下文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社工帶領，出席率是 

    93.7 %。 

-  學生問卷結果顯示，100%組員認為小組能夠與同學一同合作，75%組 

   員認為小組能夠訓練其社交能力。學生亦學會聆聽、表達、不計較、 

接納及合作等重點。 

-  老師問卷結果顯示，75%老師認為學生的社交能力有所提升，62.5%老 

   師認為學生的溝通技巧有進步。 

2. 提升專注力： 

a.【專注小博士小組】(P.4-6)  

 3/10/2018 - 

5/12/2018 
17/1/2019 

-  小組對象為懷疑及確診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四至五年級學生，目 

   標是提升專注力，學習加強自我控制的技巧及方法。 

-  小組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深東樂 Teen 會社工帶領，出席率是 100 %。 

-  學生問卷結果顯示，83%組員認為小組有助其提升專注力及 66%組員

認為小組有助其提升同學間合作精神。 

-  老師問卷結果顯示，60%老師認為學生的專注力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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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積極提升學生自律守規、學習動機、解決困難和溝通的技巧，讓學習能力多樣化的學生展現所能，增加自信。(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

劃關注事項 1 )(續) 

策 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b.【專注小偵探小組】(P.2-3) 

28/2/2019- 

30/5/2019 
24/6/2019 

-  小組對象為 6位懷疑或確診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二至三年級學 

   生，目標是透過桌上遊戲為介入手法，提升專注力，學習加強抑制 

   衝動的技巧。 

-  小組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深東樂 Teen 會社工帶領。 

-  學生問卷結果顯示，100%組員認為小組有助其提升專注力。 

-  老師問卷結果顯示，50%老師認為學生的專注力有進步。 

c.【專注特攻隊】(P.1) 

27/3/2019- 

22/5/2019 
24/6/2019 

-  小組對象為 6 位懷疑或確診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一年級學生，目 

   標是透過遊戲、活動和訓練為介入手法，提升學生的專注力。 

-  小組由聖文德堂轄下文德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社工帶領。 

-  學生問卷結果顯示，68%組員認為小組非常能夠及 16%組員認為能夠

提升組員專注力。 

-  老師問卷結果顯示，71%老師認為學生的專注力有進步及 29%老師認

為學生的專注力沒有轉變。 

3.提升讀寫能力： 

a.【讀寫樂小組】(P.4-6) 

9/10/2018 - 

4/12/2018 
17/1/2019 

-  小組對象為確診讀寫障礙的四至五年級學生，目標是提升學生的讀寫 

   能力。 

-  小組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深東樂 Teen 會社工帶領，出席率是 98%。 

-  學生問卷結果顯示，100%學生認為小組有助其提升對中文學習的興趣 

   及增加閱讀中文的能力。  

-  老師問卷結果顯示，83%老師認為學生平日的中文學習表現有進步及 

    66%老師認為學生中文科成績有進步。 

b.【「閱」樂愈「寫」意小組】(P.2-3) 

28/2/2019- 

30/5/2019 
24/6/2019 

-  小組對象為 8 位懷疑或確診讀寫障礙的二至三年級學生，目標是透過 

   特定方法及有趣的活動，提升學生的讀寫興趣及能力。 

-  小組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深東樂 Teen 會社工帶領。 

-  學生問卷結果顯示，86%學生認為小組有助其提升對中文學習的興趣

及提升學習中文自信心。 

-  老師問卷結果顯示，87.6%老師認為學生在讀寫能力有進步。 

4.提升小手肌能力： 

a.【書寫及小手肌訓練小組】(P.1) 下學期 17/1/2019 

-  預算此小組金額只有$2,500，而職業治療師舉辦此類小組的報價約 

   $11,000-$34,300(包括個別評估、8 節小組及家長會晤)， 

-  因超出預算金額，此活動今年度未能舉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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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積極提升學生自律守規、學習動機、解決困難和溝通的技巧，讓學習能力多樣化的學生展現所能，增加自信。(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

劃關注事項 1 )(續) 

策 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5.自閉症學生訓練： 

a.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喜伴小跳

豆】（低小） 

 29/1/2019- 

27/6/2019 
2/7/2019 

-  小組對象為 6 位懷疑或確診自閉症譜系障礙的一至三年級學生，目標 

   是提升學生的社交技巧、情緒管理。 

-  小組由明愛康復服務社工帶領。 

-  學生問卷結果顯示，100%學生喜歡參與小組活動。83.3%學生覺得小

組活動很有趣。66.7%學生會運用小組所學到的技巧應用在生活中。

83.3% 學生認為參加小組後，與同學相處更融洽。83.3%學生認為參

加小組後，與老師關係更好。83.3%學生認為參加小組後，覺得校園

生活更愉 快。 

5.自閉症學生訓練： 

b.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喜伴社交

樂】（高小） 

29/1/2019- 

27/6/2019 
2/7/2019 

-  小組對象為 6 位懷疑或確診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四至六年級學生，目標 

  是提升學生的社交技巧、情緒管理。 

-  小組由明愛康復服務社工帶領。 

-  學生問卷結果顯示，83.3%學生喜歡參與小組活動。66.7%學生覺得小    

   組活動很有趣。66.7%學生會運用小組所學到的技巧應用在生活中。 

   83.3%學生認為參加小組後，與同學相處更融洽。66.7%學生認為參加 

   小組後，與老師關係更好。66.7%學生認為參加小組後，覺得校園生

活更愉快。 

6.精神健康支援服務： 

a.【遊戲治療】（個人） 
8/2/2019- 

8/5/2019 
24/6/2019 

有關服務安排為 8 節遊戲治療及 2 節家長面談，由 28/2 至 8/5(部分星期

三或四)下午 3:20 至 4:30 進行。目標學生於遊戲治療初期，情緒表現平

淡且頗為退縮，與治療師建立關係後， 慢慢變得投入積極，主動分享生

活經歷，學生在「表達感受」、「接受限制」及「情緒調節」方面都有

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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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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言語治療服務學生講座 

主題:「粵語正音錦囊」 

王、學及言語治

療師 

22/3/2019 是次活動學生反應不俗，學生能踴躍回應治療師的問題，治

療師亦於最後問了一些問題，檢測學生對是次講座的理解，

大部份同學均踴躍舉手回答，回答的同學亦有超過 80%的準確

度，效果不錯。據隨堂老師觀察所得，他們均認為學生專心

聽講，主動及積極回應言語治療師的提問。 

2 言語治療服務家長講座 

主題: 如何提升學生的語言能力 

     及親子溝通技巧 

王、學及言語治

療師 

9/1/2019 當天有 68 位家長出席講座。問卷調查 

結果顯示，100%家長表示講座內容符 

合主題、能增加對提升語言能力的認識 

及能增加對親子溝通技巧的認識。 

3 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言語治療

服務 

王、學及言語治

療師 

9/2018-6/2019 9 月份檢視舊個案及評估新轉介的學生，10 月份開始進行言語

治療服務。截至 1 月初，已為 15 位新轉介的學生進行評估，

全部確定有語障問題，已安排定期接受言語治療服務，現正接

受言語治療服務的學生共 51 位。 

4 六年級「升中面試技巧」工作

坊(言語治療師主持) 

王、學及言語治

療師 

18/12/2018 工作坊於 18/12/2018 舉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98%出席的學

生表示極同意及同意透過工作坊他們能夠提升說話技巧和表達

能力及掌握個人面試技巧；96%的學生表示極同意及同意掌握

小組匯報的方法、99%的學生表示極同意及同意掌握回應別人

的技巧、運用更多不同的語句回應別人及掌握自我介紹的方

法。 

5 言語治療朋輩大使計劃 王、學及言語治

療師 

12/2018-6/2019 就老師觀察，朋輩大使大多積極投入工作，於小息或午膳

後，即往受 助學生課室進行訓練。 

本年度有 9 位高小學生擔任朋輩大使，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100%朋輩大使認為計劃有助提升他們的說話技巧；88.9%朋輩

大使認為計劃有助提升他們的自信心；100%朋輩大使認為計

劃能有助提升 初小學生的說故事技巧。 

受助學生方面，100%學生認為計劃有助提升他們的說話技

巧；75%認為有助提升他們的自信心；87.5%認為他們喜歡參

與此計劃，所有項目均成功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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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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安排教育心理學家為學生進行

評估 

王、學、黃及言

語治療師 

9/2018-6/2019 截至6月20日，教區教育心理學家幸潔玲姑娘為16位學生進行

評估，評估結果為8位學生確診讀寫障礙(嚴重)，5位學生確診

讀寫障礙，3位學生並沒有讀寫障礙，只是成績稍遜。此外，

幸姑娘建議學生輔導員為11位懷疑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學

生，4位懷疑自閉症譜系症學生提供校外轉介，學生輔導員已

撰寫轉介文件，並交由學生家長跟進。 

7 按照老師的提名名單，為小一

至二學生進行及早識別 

王、學、黃及校

本心理學家 

12/2018-1/2019 黃姑娘及蘇SIR於12月份與小一班主任及科任老師商討提名學

生接受初步評估，以識別有輕微或顯著學習困難的學生。本年

度共派發25份「小一學生之學習情況量表」(標準版及附加題) 

予四位班主任。初步評估結果顯示「有顯著學習困難」14人、

「有輕微學習困難」4人及「沒有學習困難」6人。可能有基本

數學能力困難19人。教育心理學家幸潔玲姑娘於1月份與小一

老師進行諮商會議。 

7 按照老師的提名名單，為小一

至二學生進行及早識別(續) 

王、學、黃及校

本心理學家 

12/2018-1/2019 諮商會議後，修訂為「有顯著學習困難」6人、「有輕微學習

困難」15人及「沒有學習困難」1人。可能有基本數學能力困

難19人。 

8 功課、默書及測考調適 學生支援組、課

程組及科任老師 

9/2018-6/2019 一至六年級有 78 位學生接受功課調適安排，而接受 默書調適

安排的有 58 位。問卷調查結果顯示，96.1%的學生表示調適

課業能提升學習興趣，97.4%的學生表示調適課業的深淺程度

及數量符合他的學習能力，75.6%的學生表示會主動完成調適

課業，94.9%的學生表示會對調適課業感到滿意。 

一至六年級有 56 位學生平日採用默書調適。問卷調查結果顯

示，表示調適默書能提升學習興趣、調適默書內容的深淺程

度符合他的學習能力及對調適默書安排感到滿意的學生均有

89.3%。 

下學期考試一至六年級有 69 位接受抽離及加時安排，當中有

59 位(114/345 人次)於加時時段，能獲取分數，其中有 6 位獲

取分數至合格。學生於各科/分卷加時得分百分率由 15.5%至

40%不等。問卷調查結果顯示，97.1%的學生及 100%的教師

表示抽離原班課室，於另一個課室進行測考，讓學生得到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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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照顧及支援；91.3%的學生及 90.3%的教師表示用熒光筆

凸顯試卷內題目的關鍵詞，有助學生理解各部份的作答模式

和需要特別關注的地方；89.9%的學生及 100%的教師表示老

師讀卷 / 讀字，有助學生理解和作答題目；95.7%的學生及

92.7%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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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功課、默書及測考調適(續) 學生支援組、課

程組及科任老師 

9/2018-6/2019 師表示測考加時十分鐘，讓學生有更充裕的時間作答題目；

97.1%的學生表示他對測考調適安排感到滿意。 

一至四年級有 9 位學生採用中、英、數、常測考調適卷，學

生於各科/分卷合格率由 22.2%至 33.3%不等。問卷調查結果

顯示，100%的學生及教師表示調適卷讓學生在測考時得到適

切的照顧及支援；100%的學生及 97.6%的教師表示調適卷的

深淺程度符合學生的學習能力；100%的學生表示會主動完成

調適卷的題目；88.8%的學生表示對調適卷的安排感到滿意。 

一至四年級有 38 位學生採用中默調適卷，41 位學生採用英默

調適卷，中默合格率為 42.9%，英默合格率為 56.1%。 

有 1 位學生採用放大試卷，該位學生十分同意將試卷放大，

讓他在測考時得到適切的照顧、將試卷放大，讓他能更清楚

地閱讀試卷上的文字，並有足夠的空間書寫答案、他會主動 

完成試卷的題目及他對放大試卷的安排感到滿意。 

9 學生個人學習計劃 王、黃、蘇及 

有關科任老師 

10/2018-6/2019 本年度原有 4 位 SEN 學生需要個別化學習計劃，1 位一年級

學生，1 位四年級學生及 2 位 六年級學生。學期初有關科任老

師與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商討及訂定計劃內容，並向家長講解

計劃的目的及內容。惟該位四年級學生於 2/1/2019 轉校，故

下學期只有 3 位學生需要個別化學習計劃。相關老師於 1 月中

下旬完成學生個人學習計劃中期檢討，2 月中教育心理學家及

相關老師舉行中期檢討會，  

9 學生個人學習計劃(續) 王、黃、蘇及 

有關科任老師 

10/2018-6/2019 檢視及評估計劃的成效。六月中旬進行期終檢討會，檢 討學

習計劃的成效。中、英、數科任老師及學生輔導員邀約家長

到校，向家長報告計劃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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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為抽離學生建立學習歷程檔案

(One-page profile)，按個別需要

訂定評估重點 

IRTP 英文科 

科任老師 

9/2018-6/2019 本年度開始為抽離學生建立學習歷程檔案(One-page profile)，

目的在記錄學生的個人專長、喜愛的獎勵方式及對老師支援

的期望。學習歷程檔案由學生填寫、老師從旁協助。計劃初

期成效主要讓老師知道學生的喜好，有助老師訂立獎勵方

式，亦能對學生期望的支援模式有所了解。 

 

(三) 財政報告(截至 10/1/2019)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開支  Expenses 

特別津貼 

Special Grant 

專注力訓練小組導師費 
 

讀寫小組導師費 
 

社交小組導師費 
 

書寫及小手肌訓練小組 

 

喜伴同行計劃收費(自閉症訓練) 
 

家長講座 
 

遊戲治療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持續進修費用 
 

IRTP 學生禮物 
 

IRTP 小組教具 
 

學生支援組文具用品 
 

言語治療津貼 

 

小學學生輔導人員交流、培訓及 

會議 

$4,500 
 

$3,000 
 

$2,700 

 

$2,500 
 

$8,800 
 

$500 
 

＄15,000 

 

$800 
 

$4,000 
 

$2,000 
 

$3,000 

$148,481 

 

$500 

 

$4,700 

$1,000 

$2,700 

(未有舉行) $0 
 

$8,800 
 

$500 
 

$14,520 
 

$1,000 

 

$3,839 
 

(由學生支援組文具用品支付)$0 

$777.60 

$106,800 

               (言語治療訓練教材)$888 

$500 

total: $195,781      $146,024.60 
 

(四) 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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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長：王志明主任 

        副組長：張學雯主任 

        組員：李慧玲主任、范金環主任、莊婉珍主任、黃敏怡主任、李穎芬老師、陳伊鈴老師、郭穎欣老師、黃秀媚姑娘、蘇陽基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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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田天主教小學 

2018/2019 年度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周年工作計劃期終評估 

(一)  工作計劃期終評估 

目標一：推動生命教育，培養學生正向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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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義工訓練及義工服務，讓參加者服

務他人，掌握天主教有關家庭的核心價

值（和諧、尊重）並正面鼓勵學生活出

「愛與服務」的福音精神。 

 

   

上、下學期 

聯課活動時

段進行 

 

18/1/2019 
1.1 上學期「關愛小先鋒」義工訓練已經順利完成。從調查問卷得知，94.4% 

學生表示活動能讓他們加強自信心及表達能力；83.3%學生同意透過參與 

義工活動，能提升學生的自我認識，建立正面的人生態度；61.1 %學生認 

同義工訓練能提高做義工的技巧；83.3 %學生滿意活動的內容；整體而 

言，大部份同學能透過義工培訓，學習與人分工合作及懂得欣賞及關心 

別人。 

1.2 本學期於 2019 年 1 月 18 日在深水埗運田樓對出空地進行「街站義工服 

務」活動。活動中，學生態度正面，積極參與，活動能順利完成。根據

老師觀察，透過是次活動，讓他們懂得與人合作、尊重及學習關心別

人，有助加強學生與陌生人的溝通能力。因此建議繼續推行。 

 

25/6/2019 
1.3 下學期「關愛小先鋒」義工訓練亦已經順利完成。從調查問卷得知，  

81.2%學生表示活動能讓他們加強自信心及表達能力；75%學生同意透過 

參與義工活動，能提升學生的自我認識，建立正面的人生態度；    87.5% 

學生認同義工訓練能提高做義工的技巧； 75 %學生滿意活動的內容；整 

體而言，部份學生表現投入，喜愛此活動，但亦有少部份學生異常散 

漫，需時刻悉心指導。大部份同學能透過義工培訓，學習與人分工合作 

及懂得欣賞及關心別人，並能加強自信心及表達能力。 

1.4 下學期於 2019 年 6 月 14 日進行「街站義工服務」。活動中，部份學生積 

極投入活動。從調查問卷得知，62.5 %同學表示滿意自己在活動中的表 

現。根據老師觀察所得，透過是次活動，有助加強學生與陌生人溝通能 

力、尊重及關心他人。因此建議繼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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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2. 三至六年級學生參加明愛出色小義工計 

劃，在校內及校外進行服務，豐富他們

的學習經歷，並讓他們能明白不同人的

需要，懂得服務他人及與人分享。   

 

 

 

 

 

 

 

 

 

 

 

25/6/2019 

 
2.1  下學期將安排三至六年級學生參加義工及籌款活動。成效有待檢討。 

2.2  本年度三至六年級學生參加明愛出色小義工計劃，是次活動有助學生 

積極參與不同的義工及籌款活動。本校推薦 1 位學生獲得傑出義工獎 

及 3 位獲得出色小義工獎，他們均獲頒發證書。 

2.3  下學期安排三至六年級同學參加義工及籌款活動，包括： 

A) 親子賣旗活動： 

6/4/2019   19 位 P.6 學生參加「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親子賣旗活動。 

20/4/2019  28 位 P.4-5 學生參加「生命工場」親子賣旗活動。 

25/5/2019  43 位 P.4-6 學生參加「香港紅十字會」親子賣旗活動。 

 

B) 義工服務： 

15/6/2019  陳靜儀主任、董佩玲老師、李翠珊老師及 19 位 P.5-6 學生參加深 

水埗「北河同行」派飯給露宿者活動。 

每次活動報名參加的同學都很踴躍，同學都喜愛參加，而服務時數會紀錄在 

「明愛出色小義工計劃」義工服務紀錄冊內。根據老師觀察所得，學生積極 

投入，活動能順利完成。透過是次活動，學生有機會接觸社區內不同人士， 

豐富其學習經歷，有助加強學生關心社會、服務社群的精神。因此建議繼續 

推行相關活動，並且在活動完結後，盡量安排個人反思、匯報及分享等作評 

估。 

3. 優化班本德公課 

3.1 課程會以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新修訂德

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架構」作為藍本，再與宗

教組合作，運用天主教社會倫理課程編寫校

本德公課，並盡量配合講座/劇場的主題，以

加強學生對該主題有更深理解，完善課程。 

 

 

全年 18/1/2019  上學期一、二年級及五、六年級分別進行 2 次主題講座及短劇。就老師

觀察所得，學生參與活動時感興趣和十分投入，能有助他們學習核心價

值觀。 

 上學期一、二年級已進行 5 次及五、六年級已進行 6 次德公課。老師表

示學生能透過課堂中的真人真事/生活事件分享，令學生能投入學習，切

合學生的程度及需要，並有空間反思情景對生活的影響。根據老師觀

察，學生對課堂感興趣和投入，有助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度。 



 45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3.2 上、下學期各編一個雙教節教案，逐步 

加入德公課程內。 

3.3 一二年級班本德公課盡量運用繪本進行 

教學，使學生更投入課堂活動。 

全年 18/1/2019  上學期的雙教節教案未完成，留待下學期檢討。 

 一二年級已運用繪本進行教學。根據老師觀察，繪本內容配合生活經

驗，學生對課堂十分感興趣和投入，有助學生對主題有更深理解。  

 

 

 

 

 

 

 

 

 

 

25/6/2019 

 

 下學期一、二年級已進行 2 次及五、六年級進行 3 次主題講座及短劇。

就老師觀察所得，學生參與活動時感興趣和十分投入，能有助他們學習

核心價值觀。 

 下學期一、二、六年級已進行 4 次及五年級已進行 5 次德公課。老師表

示低、中年級學生較喜歡動畫短片播放；學生能透過課堂中的真人真事/

生活事件分享，令學生更投入學習，切合學生的程度及需要，並有空間

反思情景對生活的影響。根據老師觀察，學生對課堂感興趣和投入，有

助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和積極態度。 

 主題講座延伸_欣賞生命系列活動： 

a) 寰宇希望在 14/1,15/1/2019 提供兩次輕鬆溝通工作坊 給 35 名五、六年

級學生，讓學生輕鬆掌握溝通技巧；在 12/6/2019 為 12 位五、六年級學

生進行一對一教練啟導，讓學生更深入認識自己，理清思路。參加的同

學都認為是次活動讓他們坦誠分享，有助他們認識自己，明白對聆聽的

新體會。 

b) 一、二年級及五、六年級已完成上、下學期各編一個雙教節教案，加

入德公課程內，完善課程。 

c) 一二年級已運用繪本進行教學。根據老師觀察，繪本內容配合生活經

驗，學生對課堂十分感興趣和投入，有助學生對主題有更深理解。 

 

 

 

 

 

 

 

 



 46 

總結： 

1. 本年度義工訓練及義工服務活動，同學能夠運用已訓練的溝通技巧參與服務。就老師觀察所得，學生參與活動時的投入度，主動參與及與同

學合作，表現均有明顯進步。因此，他們在活動整體表現方面良好。活動整體達標完成，建議來年繼續推行。 
 

2. 下學期安排三次親子賣旗活動及一次派飯活動，學生都踴躍參與。整體而言，同學能透過活動學習關心別人，並能加強自信心及表達能力。

他們對服務所付出的努力，得到社區人士、學校的認同和肯定。建議繼續推行相關活動。 
 

3. 本年度推行周三德公課及主題講座，滲透核心價值教育。就老師觀察所見，學生感興趣和投入，有助推動生命教育，培養學生正向的價值

觀。此外，每個月進行兩次校本德育課，所提供的教材深淺適中及易於講解，一、二年級繪本教學，學生投入課堂活動，讓學生對主題-生命

教育有更全面和深入的認識。建議來年繼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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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香港公益金、 

黃敏怡主任 

11/10/2018 參加同學踴躍，共有 606 人參與，佔全校學生人數 94%，

共籌得款項$$22,455。 

2 國民教育活動:- 

升國旗活動 

溫美儀老師(上學期) 

何婷婷老師(下學期) 

 

每月第一個 

單週星期二早會、

1/10 及 1/7 前夕。 

全年共進行了九次升國旗活動，由幼童軍及小女童軍負

責。活動均能順利完成。觀察所見，學生普遍能在升國旗

活動中保持尊敬的態度。活動具成效，建議來年繼續推

行。 

3 「一人一職」計劃 黃敏怡主任 全年 全校每位學生都能分配最少一個職位，服務班上同學。觀

察所見，大部份職位學生都能履行自己的職責。建議來年

修訂一人一職的職位及工作，以更切合學生的需要。亦宜

加強對各職位的肯定，重視每個崗位價值。同時在座位上

標示各人職務，加深學生履行自己職份。亦建議就他們的

表現加入自評、互評或老師評估，令學生自我肯定，更可

考慮加設更多服務獎予服務優良學生。 

4 「同根同心-上海歷史及科技探

索」三天學習團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有限公司、 

陳靜儀主任 

29-31/1/2019 4.1 40位四、五年級學生參加。整體而言，行程能順利完

成。100%參加同學滿意行程安排，90%同學認同是次活

動能讓同學認識上海的歷史及變遷，加深認識上海的

科技發展。是次是第一次嘗試參加「同根同心」在廣

東省以外的新行程。整體而言，活動帶給同學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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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豐富同學的學習經歷，更能擴闊學生的視野，亦

加深對國家的歸屬感。建議來年繼續參加廣東省以外

的新行程。 

4.2 同學於3月25日把是次學習經歷和得着透過壁報展覽與

全校同學分享，讓全校同學能對祖國的環境保育有所

認識。 

5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 2018」 和富社會企業、 

黃敏怡主任 

 

2018 年 10 月-2019

年 3 月 
一位P.5學生參加，於10-1月參加專題講座及公民領袖訓

練營，相信此等活動能提升其公民意識及領袖才能。 

 

(三)  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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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00 $3200.00 

「同根同心」學習交流團 老師團費($868.2 x 4) $3472.80 $3472.80 

義工服務 交通費 $2000.00 / 

班本德公課 繪本 $1000.00 / 

 專題講座 講座費用 $1500.00 $500 

文具 寶貼、漿糊筆等 $200.00 $581.00 

總數                                                                                                                                                                                            $11,372.80 $7753.80 

 

 

(四)   小組成員 

      組長： 陳靜儀主任 

      組員： 黃敏怡主任、鍾兆權老師、李翠珊老師、董佩玲老師、溫美儀老師、何婷婷老師、郭穎欣老師、歐陽寶琪老師 



 48 

白田天主教小學 

2018/2019 年度   全方位活動  組周年工作計劃期終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期終評估 

目標一:  配合學校三大校園的主題，營造愉快的學習環境，使學生能樂於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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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參加各種不同類型的活動，

讓學生能愉快地學習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6 月 

2019 年 1 月 

 

 

 

 

 

 

 

 

2019 年 7 月 

1. 上學期課內時段低小聯課活動開設 20 組，高小聯課活動開設 19 組，

共有 39 組。每位同學必須參加一項。一至三年級設循環組，每學期參

與 2 個不同的活動。高年級學生可按自己興趣參與活動。最受高年級

學生歡迎的聯課活動是體育活動和智力遊戲。 

2. 有同學表示希望學校可舉辦多些課外活動和增加課外活動的時間和次

數。 

3. 學校積極鼓勵學生參與課外活動及學校的課外活動能擴闊學生的學習

經歷，顯示學校和老師都積極推動本校的學生活動。  

4. 校隊訓練設於校後時段進行，避免於聯課活動時段進行，可讓學生按

自己的興趣選擇聯課活動，發展學生的潛能。資料顯示， 100%的學

生安排參與首三志願的聯課活動，有老師表示有學生對自己參與的聯

課活動不感興趣，希望退出組別。 

5. 於九月就各活動進行統一招募，讓學生只能在一同時間參與一個活

動，另外，學生可根據集自己的興趣選擇活動。由於招募工作於九月

進行，故所有校隊或興趣班在 9 月底開展。建議八月份開展招募學生

的工作，希望在九月份能開班。於八月份收集擬定下年度各活動的日

期、場地安排，建議校隊成員於下年度自動成為該活動校隊，待整合

全校學生活動名單後，再根據學生興趣統一招募。 

1.2  學校提供機會讓學生參與不同類

別的校外比賽或表演，讓學生

所學得以發揮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6 月 

2019 年 1 月 

 

 

2019 年 7 月 

1. 香港學校朗誦節參與人數達 135 人次，學生參與率高。 

2. 學生積極參與校內的分享活動或校外表演，例如：學帶領早會祈禱、

圖書館宣傳活動、英文科、常識科、普通話科早會分享活動、朗誦和

集誦及各種表演活動等，學生反應投入。 

3. 2019 年 7 月 6 日舉辦學藝大匯演，讓學生展示活動的成果，當日學生

自信地在舞台上發揮。 

4. 學生積極參與校外比賽，比賽結果詳見獲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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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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包括語言

智能、數字邏輯智能、音樂智能、

身體運動智能、人際、內省智能、

空間智能等 

陳耀明主任 全年 

上學期課內時段低小聯課活動開設 20 組，高小聯課活動開設 19

組，共有 39 組。每位同學必須參加一項。一至三年級設循環

組，每學期參與 2 個不同的活動。高年級學生可按自己興趣參與

活動。最受高年級學生歡迎的聯課活動是體育活動和智力遊戲。 

2 旅行日 陳耀明主任 
2018 年 

12 月 19 日 

1. 老師認為選擇日期合適，是次旅行定於星期三舉行，雖然旅

行翌日沒有補假，但接著進行半天聯歡活動，安排相當合

適，師生能好好休息。 

2. 旅行時，學生秩序大致良好。100%的老師認同旅行地點安排

適當；100%的老師認同活動人手安排適當；100%的老師認

同活動時間安排適當。 

3. 一至三年級活動地點為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學生普遍喜歡

參與集體活動和營地內的活動設施，部份學生認為活動時間

不足，希望能有充裕時間參與更多的活動。四至六年級學生

活動地點為香港浸信會，場地設施雖然有些陳舊，但學生非

常享受場地玩樂的設施，活動空間非常充足，營地內有 11 人

草地足球場，有足夠的空間讓學生踢足球和玩集體遊戲，營

地為學生準備繩網、射箭、手工藝等活動，惟活動的種類較

少。 

3 聖誕感恩祈禱禮及聯歡會 鄺偉茵主任 
2018 年 

12 月 20 日 

100%的教師認為活動安排恰當，100%的教師認為學生能夠在活

動中感受主耶穌基督降生的喜悅。聖誕祈禱禮及慶祝會分兩場進

行，學生座位安排理想，有更多學生可清楚觀看表演節目，能提

高學生的投入度。學生最期待的環節是抽獎，毛公仔深受學生歡

迎。家教會亦為每班準備禮物，安排貼心。有教師表示希望學校

能安排班主任有一節空堂，如在內操場時段，由非班主任暫時看

管一至兩班秩序。另外，工友為低年級的課室預先搬動桌椅，班

主任滿意設置課室的安排。 

4 香港音樂及朗誦節 陳耀明主任 
由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4 月 

香港學校朗誦節參與人數達 135 人次，學生參與率高。有負責老

師表示難於挑選學生參與比賽，因為大部份比現突出的學生早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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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挑選，以致有部份能力較高的學生參與 2 項或以上的獨誦。

建議減少老師挑選學生的數量。 

 

 

(三) 財政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旅行日 $10,000.00 $18,799.00 

戶外教育營 $10,000.00 $7,439.00 

車費 $8,000.00 $20,517.00 

物資 $8,000.00 $1,890.00 

體育活動 $24,000.00  

試後活動 $20,000.00  

自費活動 $20,000.00 $7,600.00 

境外交流費用 $20,000.00  

聯課活動及課後活動 小女童軍年費 $250.00 $250.00 

小女童軍活動開支 $3,000.00  

其他活動物資 $5,000.00 $3,943.05 

校際舞蹈節會費 $1,200.00  

服裝及化妝費 $300.00  

   

比賽 

 

 

 

 

 

 

 

 

 

朗誦及音樂節年費 $250.00  

英詩集誦報名費 $260.00 $260.00 

普通話集誦報名費 $260.00 $260.00 

音樂節報名費 $860.00 $860.00 

集誦車費 2 次(@ 1800 ) $3,600.00 $2,550.00 

校際舞蹈節比賽報名費 $1,200.00  

國際標準舞比賽報名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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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膳後活動雜費 掛繩 $ 80.00 $ 1053.60 

膠箱 $ 1,000.00 $ 343.60 

文具 文具(集體訂購) $ 120.00 $ 824.50 

結業禮 獎杯(每班 5 隻)（$ 100×100 隻） $ 10,000.00  

畢業禮 獎杯(每班 5 隻)（$ 100× 20 隻） 

嘉賓禮物 

留校記念品 

學生禮物 

花 

$ 2,000.00 

$ 1,500.00 

$ 700.00 

$ 800.00 

$ 400.00 

 

Total: $ 33,980(全方位學習活動) 

$ 120,000 (由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支付) 

$ 10,344.75.00 

$ 56,245.00 

(四)   小組成員 

      組長：陳耀明主任 

      組員：莊婉珍主任、衛鎮國老師、倫穎儀老師、林衍婷老師、文健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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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田天主教小學                       

2018-2019 年度 學校形象推廣組周年工作計劃期終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期終評估 

目標一：善用資訊科技，宣傳學校特色及發展，展示學生成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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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整網頁內容及風格 

 課程頁面需優先作出更新，凸顯課程特色，

並可加入課堂照片 

 精簡「學校概覽」部份，便利幼稚園家長了

解學校特色 

 對外宣傳學校的辦學理念、課程、校風 

 增設手機版網頁 

 

9/2018 

至 

6/2019 

  10/7/2019  統整網頁內容及風格，在學校網頁內將新校舍的三大發展

項目包括「書香校園」、 「藝術校園」及「環保校園」等

資訊加入網頁內，以突顯學校特色及發展，提高公眾對學

校的認識。 

 學與教加入 STEM 。 

 家課欄以內聯網及手機應用程式發放，原有位置改為幼小

銜接及升中資訊。 

 已根據早前建議優化網頁，效果理想。 

 需更新「體藝校園」字樣。 

 

目標二：善用校園電視台，製作短片展現愉快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製作短片，宣傳學校 

 

 

9/2018 

至 

6/2019 

15/2/2019  製作並整理學校活動的影片，展示學生成就。 

 於學校頻道設立播放清單，以便收集及播放相關影

片。 

 已如期製作不同影片，並於學校 YOUTUBE 頻道以不公開

形式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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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主題 月份 主題 

9月 一年級的校園生活 2月 親子旅行 

10

月 

課堂教學片段 

(中英數常每科 2

分鐘) 

3-4月 專題 

11

月 

校運會 5月 校園生活情況 

12

月 

旅行 

聖誕聯歡 

6月 畢業禮 

1 月 嘉年華活動 7月 才藝匯演 

 

(二) 恒常工作計劃 

    1. 加強幼稚園學生及其家長對本校的認識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為區內幼稚園舉辦小一銜接活動，包括家長講  

  座、白田小勇士及戲劇教育課程 

9/2018 

至 

6/2019 

15/2/2019  幼稚園積極參與小一銜接活動，包括邀請校長進行家長講

座，包括 12/1到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南昌幼稚園及 16/1香

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趙愛華幼兒學校，進行小學統一排位機

制及選校心得座談會到校戲劇教育課程亦受到幼稚園歡

迎，在 1月 8日到深水埗浸信會幼稚園完成戲劇課程。 

 為區內幼稚園舉辦小一銜接活動，包括家長講座、白田小

勇士及戲劇教育課程。 

 三天升級課程銜接活動共有 138人報名出席，其中 29人

三天均有出席並獲頒獎狀。 

 另有三場家長講座、戲劇教育課程及四場白田小勇士，效

果理想，建議來年以體驗課、親子課為主，取代填色比

賽、開放日等活動。 

 建議提供幼稚園體驗課，內容以 STEM 為主，可於課後進

行 ，並設限額及畢業證書。 

 建議一月開放日形式改為親子體驗課，內容分別是 STEM、 

戲劇、英語及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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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加強家長及校友與學校的聯繫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小一迎新日 8/2018 15/2/2019 - 參考教務組報告 

2. 分級家長會 
9-10/2018 

 

15/2/2019 - 參考教務組報告 

3. 家長日 
2/2018 

15/2/2019 - 參考教務組報告 

4. 家長講座/工作坊 

9/2018 

至 

6/2019 

15/2/2019 - 參考教務組報告 

5. 家長義工 15/2/2019 - 參考家教會報告 

6. 校友會凝聚活動 15/2/2019 - 參考校友會報告 

 

 

    3. 積極推廣學校的形象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到幼稚園及老人院進行探訪活動或報佳音 12/2019 15/2/2019 - 參考宗教組報告 

 

2. 製作大型宣傳橫額及活動海報 

   -宣傳新校舍訊息及學校大型活動 

9/2018 15/2/2019 - 觀察宣傳的效度 

 



 55 

(三) 財政預算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批核金額 

Approved 

製作大型宣傳橫額及 

活動海報 

1 橫額及活動海報 

2. 學校外牆宣傳海報 

3. 親子填色比賽宣傳單張 

4. 攤位遊戲橫額 

$4,000.00  

$580 

$395 

$360 

小一銜接活動 1. 教材、用品、佈置物品及宣傳物品 $6,000.00   $6,841.54 

2. 紀念品 

3. 紀念利是封 

4. 填色比賽獎品 

5. 攤位遊戲禮物 

6. 填色比賽獎盃 

 

$1,000.00  

$2,597.36 

$785.79 

$1,926.25 

$1,552.00 

 

印製學校概覽、校訊 各 3000 份   $30,000.00  

Total:       $41,000.00 $15,037.94 

(四) 小組成員 

     顧問：王敏儀副校長 

     組長：陳思穎主任、揭冠凌主任 

     組員：陳耀明主任、鄺偉茵主任、梁穎訢主任、白臻誠主任、梁蓓蓉主任、葉曉豐老師、巫家慶老師、池淑貞老師、董佩玲老師、 

                盧楚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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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田天主教小學 

2018/2019 年度  環保校園推廣組周年工作計劃期終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期終評估表 

目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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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擬定環保校園政策，提供教職員指引， 

以建立環保校園的文化 

9/2018 

至 

7/2019 
12/7/2019 

已於 3月初製定學校環保政策初稿，下學年將優化環保政策，以及製定教

職員指引，向各持分者公佈。 

1.2 舉辦環保活動，以培養學生愛護環境的 

價值觀 

9/2018 

至 

7/2019 
12/7/2019 

小組於本學年舉辦了不同的環保活動，讓全校學生一同參與，詳情列於下

表： 

 

項目 主題 對像 

1 綠色中秋 1-6年級 

2 課室廢紙回收箱 1-6年級 

3 一人一花比賽 1-6年級 

4 無污染旅行 1-6年級 

5 廚餘減廢比賽 4-6 年級 

6 地球一小時 1-6 年級 

7 綠 D 班環保車 1-3 年級 

 

100%學生曾參與最少兩次學校所舉辦的環保活動。 

 

本校第二年舉辦此類環保活動，學生反應較上學年投入，建議常識科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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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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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成立環保大使團隊，以推廣全校性環活 

動及培養學生愛護環境的價值觀 

9/2018 

至 

7/2019 
12/7/2019 

本學年已成立環保大使團隊，於聯課活動-環保小組時段內作培訓，並舉

辦了不同的環保活動，讓環保大使一同參與，詳情列於下表： 

 

項目 主題 對像 

1 校園齊惜福 聯課活動-環保小組 26位學生 

2 
一人一花比賽 

(協助推廣及預備物資) 
1-6年級 

3 海下灣 - 海下小偵探 聯課活動-環保小組 26位學生 

4 廚餘機資助先導計劃 4-6 年級 

 

100%環保大使曾參與最少兩次學校所舉辦的環保活動。 

 

學生反應投入，下學年可繼續舉辦活動，以推廣全校性環保活動及培養學

生愛護環境的價值觀。 

 

1.4 展示綠色小提示，讓學生在校園實踐綠 

色生活 
9/2018 

至 

7/2019 
12/7/2019 

展示綠色小提示，讓學生在校園不同地方認識生活上的綠色小點子，以提

醒學生實踐綠色生活。已於 6月在校園內展示 5款不同的綠色生活小提

示，例如：洗手間內節約用水、飲水機旁珍惜用水、電梯旁珍惜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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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政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開支 Expenses 

參考書資料 參考書籍及教具 $2,000.00 $0.00 

文具 文具 (書釘、寶貼、過膠片) $100.00 $0.00 

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2,000.00 $0.00 

活動支出 

1. 聯課活動：環保小組 

2. 水耕系統 

3. 校內環保活動物資 

4. 校外環保活動車費 

$500.00 

$5,000.00 

$3,000.00 

$4,000.00 

$200.00 

$0.00 

$2,640.00 

$1,350.00 

 Total: $16,600.00 $4,190.00 

 

 

 
(三) 小組成員 

        組   長：陳啟邦主任  

     組   員：林衍婷老師、夏慧明老師、黃敏怡主任、衛鎮國老師、唐芝慧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