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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校   

辦學宗旨 

本校秉承基督精神辦學，使兒童在良好的教學環境下，接受靈、德、智、體、群、美之「全人優質教育」。

以校訓：「信、望、愛、誠」教導兒童認識基督真理，為求學處事，待人接物之本，從而達至榮神益人

的祟高理想。 

 
 

學校簡介  

 本校創辦於一九九零年九月一日，為一所全日制津貼小學。現開辦 24 班，一至六年級各有  

四班。學生總數達 753 人。校址位於新界沙田火炭樂霞坊二號。  

通訊電話：2602 5353        傳  真：2697 3808  

電郵：admin@pooikei.edu.hk   網址：http://www.pooikei.edu.hk  

 

 本校校園面積約 5516 平方米，有一幢六層高的舊翼校舍，五層高的新翼校舍。地下為有蓋  

操場，另有一個籃球場。一間平房式的有兩個房間的校工宿舍，已改為教會辦公室。校舍有  

24 個課室，一個可供約 400 人聚會的禮堂，一間圖書館。另有特別室，分別為：一間電腦室、

兩間多媒體教室、兩間音樂室、兩間輔助教學室、一間活動室、一間視藝室、一間語言教學

室、一間社工室、一間遊戲室、一個多用途場地。多用途場地有門窗、窗簾及空調，成為小禮堂

及適合運動訓練的場地。此外，禮堂側的資訊廊已加門窗，可作為另一個室內活動場地。新翼六樓天

台安裝了太陽能和風力發電機組的裝置，能供應新翼五樓走廊光管電力，並已經與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聯網。 

 

學校管理  

本校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日成立法團校董會。  

法團校董會架構  

 

成員  辦學團體  校長  家長  教師  校友  獨立人士  

11/11 
6 1 1 1 1 1 

(54.5%) (9.1%) (9.1%) (9.1%) (9.1%) (9.1%) 

 
 

學校實際上課日數  

本年度校曆表中的上課日數為 191 日。

mailto:spkps@pooikei.edu.hk
http://www.pooikei.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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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教師  

 

教師架構  

本校共有教師五十五人：包括一位校長、三位副校長、六位主任(其中一位為課程統籌主任)、一位特殊

教育需要統籌主任、三十三位助理小學學位教師、一位圖書館主任、一位助理圖書館主任、三位外籍英

語教師、一位半職教師、四位學習支援教師、一位兼任聖經科教師。另外有一位社工，一位輔導人員。 

 

教學經驗  

 
 
 
 
 
 
 
 
 
 
 
 
 
 
 
 
 
 
 
 

我們的學生  

班級組織  

 

級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數 

班數 4 4 4 4 4 4 24 

男生人數 60 73 64 66 62 51 376 

女生人數 67 54 63 63 57 63 367 

學生總數 127 127 127 129 119 114 743 

 
 

學位空缺率  

 以一至二年級 33 人計算，本年度的學位空缺率為 3.8%。  

 以三至六年級 30 人計算，本年度的學位空缺率為：  

- 三至五年級 0% 

- 六年級 5% 

 

學生出席率  

 本年度的學生出席率為 98.8%。 

 

學生退學情況 

 本年度共有 94 人退學，佔全校人數約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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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紀錄 

2020-2021 年度培基小學教師進修統計表 

 

教師專業發展 

1. 校內教師專業培訓 

管理與組職 

- 在學校推行正向教育 
- 基本急救常識 

教與學 

- 評估素養 
- 分層課業工作坊(一)及(二) 
- AQP 工作坊 
 

校風及學生支援 

- 生命分享會 
- 識別及處理學生的精神健康問題 
- 引領正面家校溝通的必備策略及技巧課程(小學) 

- 支援資優兼有特殊教育需要(雙重特殊)的學生工作坊系列︰(3) 在課堂內外支援資優兼有自閉症的

學生 (小學) 
 

2. 老師個別參加校外課程或工作坊 

管理與組職  (共 54 小時) 

-  Briefing Session on Collabo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eed’) Projects for the 2021/22 School 
Year (Day 3)  

- Enhanc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new normal 
- Professional Networking Activity 2 of “Quality School Improvement Project: Tracking Students’ 

Learning through Comprehensive Enhancement of Assessment Literacy”  

- 正向教育教師工作坊 

- 如何善用數據以評促教- 中層領導工作坊 

- 國家安全教育知識增益研討會系列：(3) 說香港特區政治體制 

- 國家安全教育知識增益研討會系列：(4) 法律知多點：大陸法、普通法和《香港國安法》(網上研

討會) 

- 推動學校改善的關係:中層領導人才的培育 

- 深造課程 (A)：規劃校本資優教育的藍圖 (小學)(修訂) 

-  尊重法律，鞏固法治 

- 提升校本專業發展：認識及應用 T-標準+ 

- 整體課程規劃小學學校領導人員工作坊--「以個別學校為單位」 

- 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學校」總結分享會 [計劃名稱：校本價值觀教育的規劃與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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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 (共 194 小時) 

- 全新跨平整合方案，迎接混合學習新常態 ZOOM 工作坊 

- 如何運用混合模式學習提升學與教效能 

- 疫情下的教學新常態網上教學研討會 

- 訊科技教育科技系列：在小學運用 Microsoft Teams 進行電子評估以提升學與教效能 (基礎程度) 

(2020/21 學年第 1 期網上自學課程) 

- 教師專業交流月 2021 (第二時段 – 平行環節) 

- 教學新常態(3): 混合式教育 × 環境教育 

- 資訊科技教育科技系列：運用電子課業工具 

- 資訊科技教育與學科有關系列：如何有效運用電子學習平台進行教師共同備課及發放電子學習資源 

- 資訊科技教育與學科有關系列：運用流動電腦裝置提升小學數學科的學與教效能 

- 資訊科技教育科技系列：利用 Microsoft OneNote 筆記本工具以提升學與教效能 (基礎程度) 

- 《設計思維的教學應用》 

- 小學中國語文 ZOOM 網上研討會──尋找語文真經之旅 

- 小學中國語文科課程最新發展簡介會 

- 小學中國語文科「識字與寫字」研討會 

- 小學中國語文科課程最新發展簡介會(課程中加強文學文化教學元素) 

- 小學普通話作品分析工作坊 

- 回應優化課程方向—探索經典閱讀的學、教、評策略 

- 普通話說話教學:聽得懂，說得好(小學) 

- 黃金機會正向校園氛圍 X 拓寬跨語文學習 

- 粵普構詞趣談 

- 「互動網課教學小錦囊：閱讀策略」 

- As a Supporting Teacher (Mentoring Activity) 
- Botanical-related STEM Learning Activities in Science 
- Coding for 2nd Language Aquisition (Lego WeDo) 
- e-Learning Series:Using Google Education Tools to Enhanc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 Illustrating on iPad:Introduction to Procreate 
- Integrating Apple Keynote into the English Language Classroom 
- Keynote for animation and storytelling 
- Music for All Subjects 
- Note-taking for you and your students 
- Pearson Interactive Classroom 
- Positive Education Series: Fostering Students’ Well-being 

- QSIP-CEAL- Territory-wide Dissemination Session on Enhancement of Assessment Literacy 
- QSIP-Comprehensive Enhancement of Assessment Literacy- Networking activity 1 
- Reel to Real: Learning English and developing 21st Century Skills through Film-making in key stage 2 
- STEM 教學分享 

- STEM 教育知識增益系列：應用科學過程技能於小學 STEM 教育工作坊 

- STEM 教育學與教和評估系列: STEM 教育在小學數學課程中的學與教策略(重辦) 

- Teaching English through Language Arts 
- Webinar on \Submission of School Data and Selection of Special Arrangements\"" 
- Workshop on mathematical Skills in STEM Education for Primary School 
- 小學 STEM 教育中的數學能力培訓工作坊 

- 如何從不同的數學題型，協助學生掌握數學概念 

- 在一般課堂中促進常識科資優／高能力學生的創造力和個人及社交能力（小學）（修訂） 

- 『常識百搭』2020/21 簡介會 

- 以 A 為焦點的 STEAM 教學 

- 在小學數學教育中推行 STEM 教育的實踐經驗 

- 「城市自然挑戰賽–香港校際賽 2019 及 2020」活動計劃教師培訓工作坊 

- 知識增益：旋律與和聲 

- 後疫情時代之音樂學與教講座一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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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下音樂課的危與機線上講座 

- 《朗文音樂》網上專題工作坊—樂在 STEAM 

- 基礎活動學習社群系列：(一) 體育科基礎活動概覽網上研討會 

- 軟粉彩基技巧班 

- 視覺藝術科透過評估促進學生學習研討會 

- 輕彩繪認證教師 

 

校風及學生支援 (共 78 小時) 

- Mentoring activities for student teacher(教學啟導) 

- Positive Education Series: Fostering Students’ Well-being (CPD Workshop) 
- Seminar on Provision Mapping on Supporting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 《蓋世寶寶》性格強項小學教師工作坊 

- 「反思靜觀／正念在學校教育的角色和發展」講座 

- 「學校教職員及學生復課後的精神健康」專題講座 

- 「賽馬會喜躍悅動計劃」支援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  2020/21 經驗分享會 

- 「禮文化學術講座暨學與教分享」系列活動(七) 小學禮文化學與教分享 

- 引領正面家校溝通的必備策略及技巧課程(小學) 

- 支援資優兼有特殊教育需要(雙重特殊)的學生工作坊系列︰(3) 在課堂內外支援資優兼有自閉症的

學生 (小學) 

- 在小學推行家長教育經驗分享 

- 禮文化學術講座暨學與教分享系列活動(三)《禮記》中的兒童禮儀及現代意義 

 
 

教職員離職率 

本年度共有五位教師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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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校務報告 
 

本校按照「信、望、愛、誠」的校訓培育學生，在基督教訓的亮光下，力臻全人的基督教教育。本校為

學生提供優良的課程及學習環境，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並幫助學生發展各方面潛能。在全體師生的

努力，並家長們的配合下，本校不斷求進，持續發展各關注事項。 

 

本校經檢視校情現況、分析「老師、家長、學生持份者問卷」及「學生的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

2018–2021 三年學校的重點發展事項如下： 

 

(一)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I) 強化學生掌握及運用高層次思維能力的學習策略 

(II) 提升教師教學設計及教學技巧 

 

(二)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I) 促進學生自覺學習 

(II) 幫助學生建立正向思維的態度 

 

(一)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I) 強化學生掌握及運用高層次思維能力的學習策略 

推行策略 

(1) 在日常教學中滲入資優教學元素，使學生懂得運用高層次思維策略學習。 

a. 聘請專家指導三年級常識科老師、五年級科學科老師及二、五年級中文科老師教授

學生不同的學習策略思維工具以提升學生分析、評鑑和創意等高層次思維的能力。 

b. 中英數常科(有系統地教導不同年級的學生運用科本的思維工具)，提升學生分析、

評鑑和創意等高層次思維的能力。 

c. 強化現有以抽離模式進行的資優教育培訓班，並透過與外間專業機構合作，以協辦

不同的資優課程。 

d. 善用並強化已建立的學生人才庫，發掘及推薦不同潛能的資優生。 

  
(2) 透過環境佈置、硬件設施及資訊科技的配合，協助提升學生高層次思維的能力。  

a. 進一步應用平板電腦及相關程式等資訊科技於預習、教學活動及課業，以配合教師

教授學生不同的學習策略／思維工具，並提升學生應用不同的高層次思維能力。 

b. 善用現有硬件設施（包括風力及太陽能設施），並建立新的特別教學室（例如 STEM

教學室），使學生與教師進行探究、分析、解難及創意等有助提升高層次思維能力

的學習活動。 

c. 與本地及海外學術機構發展相關的合作計劃，或進行學習交流。 

 
 

成效例證 

(1) 高層次思維教學 

 a. 教師在專家的指導下，因應課題內容，教授學生運用不同的思考方法，提升學生分析、

評鑑和創意等高層次思維的能力。此外，本學年加入了「情意五層次」，引導學生從

表面的認識擴展到最深層的反思，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b. 由於疫情持續，只能維持半天上課模式，部分年級更要長時間進行網上教學，對推行

高層次思維教學有所影響。根據中、英、數、常、科老師的整體觀察，大約 60%學生

能運用高層次思維策略學習，而部分科目及課題則超過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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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人才庫 

 由於疫情關係，不能在校內舉辦課後課程，所以未能安排以抽離模式進行面授資優教

育培訓班。學校仍安排於下午，利用網上實時形式，舉辦中文、英文、數學、音樂等

科目的潛能發展班共六組。英文科亦安排了外間機構為英語辯論班和英文寫作班提供

網上實時視像訓練。 

  
(3) 環境佈置、硬件設施及資訊科技 

 由於疫情，各科老師都使用 Google Classroom 發放學習材料及收發功課。由於半日制

的課時不足，為提高教學效能及促進學生自覺學習，老師會安排預習材料讓學生對課

題有初步認識，例如預習課文動畫、回答預習問題及搜集資料等。老師亦會按課題為

學生提供延伸學習的材料，例如影片、網站及網上練習。學生能透過 Google Classroom

上載功課及完成網上課業，大部分學生亦能完成老師安排的預習內容。 

  
(4) 與本地及海外學術機構進行學習交流 

 a. 由於疫情，未能安排學生前往新加坡參加交流活動。 

b. 本年度首次與與深圳市翠北實驗小學進行英文科的視像交流，這次交流以介紹兩地

著名景點為主題，兩校學生對內容非常感興趣，並對兩地的著名景點及文化加深認

識。 

 
 

(II) 提升教師教學設計及教學技巧 

推行策略 

(1) 優化課堂教學，發展多元化評估。 

 a. 優化共同備課，聚焦交流如何在課堂中學習不同的學習策略/思維工具。 

b. 優化同儕觀課，檢視及評估課堂應用學習策略/思維工具的成效。 

c. 設計分層課業以照顧學生多樣性的學習需要。 

d. 設計合乎學生能力和深度要求的評估。 

e. 透過數據分析，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及促進教師發展多元化的評估及適切的課業。 

  
(2) 透過外間資源，有系統地安排教師報讀相關的課程及工作坊，以提升教師的教學設計

及效能。 

 a. 善用專家備課的教學資源及材料，優化課堂教學。 

  
  

成效例證 

(1) 優化課堂教學 

a. 九月份由專家帶領全體老師進行「再探分層課業設計」工作坊，老師以分組形式學

習設計分層課業。老師按學校編排，每人設計兩份分層課業。專家檢視了教師設計

的分層課業及學生的表現，在六月份的「分層課業總結工作坊」上，提出優化的建

議，包括課業的格式及思維工具的運用，讓老師更能掌握對分層課業的設計。 

b. 十一月份邀請考評局專家為老師進行「AQP 試卷數據分析網上工作坊」，講解如何

分析試卷設計及分數輸入的設定。七月份再邀請考評局專家指導科主任如何閱讀分

析報告及設定分數輸入。科主任對如何分析 AQP 系統的數據加深了認識。 

c. 本學年英文科參加了「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透過全面提升評估素養 優化學生學習進

程」。計劃除支援英文科老師外，亦為全校老師及科主任提供工作坊，提升老師對

評估素養的認識。在專家的指導下，五年級英文科老師設計了兩個單元的教材及學

習活動。在六月份的校內分享會內，中、英、數、常、科的科主任檢視本科現況，

提出一些建議，以改善現有評估模式或試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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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I) 促進學生自覺學習 

推行策略 

(1) 營造自覺學習的氣氛及環境。 

a. 在課室及地下操場設置自學角，定期張貼不同的自學內容，促進學生自覺學習。 

b. 不同學科在早會推介與本科有關的課外知識，並透過活動引發學生自覺學習的興趣。 
  

(2) 藉電子平台及資訊工具，促進學生自覺學習。 

a. 教導學生運用不同的電子平台及資訊科技，配合個人能力及進度學習。 

b. 中英數主科設計多樣化的電子課業，誘發學生自覺學習。 
  

(3) 運用 STEM 的元素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a. 透過相關的學習領域、不同的課內或課外時間設計有 STEM 元素的活動，培養學生

的學習興趣及科研精神。 

b. 建立 STEM 教室，以提升學生探究知識的興趣。 

c.與外間機構合作，在校內舉辦與 STEM 相關的學生活動或訓練課程。  
  

(4)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a. 開辦展能班，讓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透過學習並掌握藝術技能後，能自行創作相

關的作品，讓他們有更多機會展現才能。 

b. 跟課程組合作「蝴蝶 X STEM」計劃，讓學生透過飼養蝴蝶，培養他們有責任感，

懂得做事認真及堅持，從而改善學生的學習態度。 
 
 

成效例證 

(1) 運用電子學習平台 

 老師主要利用 Google Classroom 和 STAR 平台，發放電子課業。由於某些級別持續在

網上授課，學生使用網上學習的時間長，為避免學生長期使用電腦，沒有全面推動設

計其他多樣化的電子課業。由於網絡、電子設備和師生掌握程度的限制，加上要適應

網上課堂，未能有組織地設計多樣化的電子課業。因應學科和個別班級的需要，老師

都有嘗試利用一些 APPS 增加學生在網上課堂的參與和互動，例如 Classkick、Padlet、

Quizizz、Kahoot 和 Jamboard 等。 

  
(2) 學科早會及延伸活動 

 本學年學科早會以錄影形式進行，內容包括介紹中華名句、繡曲線、古代名人、環保

小發明、電影音樂欣賞、視藝短片製作、自學網站介紹、自製爬繩玩具等。英文科製

作了5次早會，內容包括兒童故事書作家、正向思維、新年慶祝活動、世界名勝、運動

項目等。為提高學生參與率，老師因應高、低年級，設計了兩至三款工作紙。整體上

學生對早會的學習內容感興趣，積極參與有關延伸的學習活動。 

  
(3) STEM 的學習活動 

 a. 本學年參加了環保基金與世界自然基金會舉辦的「城市自然挑戰賽香港校際賽 2020」，鼓

勵學生、家長及教職員一同使用免費應用程式 iNaturalist 在校園及比賽指定範圍尋

找並記錄所觀察的各種動植物物種，活動於十一月舉行，為期一個月。在 45 間參賽

的學校中取得兩項冠軍:「最多觀察記錄」及「最多物種數量」。這項 STEM 體驗式

學習活動啟動了 282 位學生、家長和教職員對大自然的興趣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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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本學年學生回校上實體課的課時有限，限制了老師帶領學生進行科探活動，老師多

以影片或文字指導學生。四年級學生能在校園內觀察蝴蝶的成長，雖然只有少數學

生能從校內取得蟲卵或幼蟲自行育養的體驗，但是整體來說，學生對蝴蝶研習課程

感興趣和增加了他們對這課題的了解。學校也安排了對研習蝴蝶有濃厚興趣的學生

參加由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舉辦、漁農自然護理署贊助的「蝴蝶 × STEM—

以課程為本的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戶外學習課程 —昆蟲的生命週期」， 

以加強學生實地考察的技能及相關科學科課題的知識。 

c. 另外安排主題學習於下學期試後進行，為期兩天，當中二、三和五年級的內容有

STEM 元素的探究活動，從學生的回應中，整體有 60%學生喜歡當中的探究活動並

能加深了解。 

d. 數學科老師額外利用兩周 Day F 最後兩節綜合課和班主任課為四至六年級學生就不

同主題進行動手操作的 STEM 探究活動。從這個活動中挑選表現優良的學生參加由

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舉辦、漁農自然護理署贊助的「遊園學藝 2021—生態

導賞、環境教育及 STEM 學習活動」以激發學生的科研精神。基於疫情的考慮，只

能安排 25 位四至六年級學生參加，學生都十分投入活動並對獲贈有關主題的參考書

表現興奮。 

e. 本學年已進行了建設 STEM 教室的招標，暑假期間進行裝修，預計九月份可使用。 

  
(4)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參加展能班的同學，大部分都能掌握藝術技能，而且能自行創作相關的作品，並能與

人分享自己的學習成果。 

「蝴蝶 X STEM」計劃因疫情緣故，只有部分學生參與此計劃。但他們都能成功育養

幼蟲至羽化。從學生的訪問中，他們認同透過飼養蝴蝶能提升自己的學習動機。 

 
 

(II) 幫助學生建立正向思維的態度 

推行策略 

(1) 推廣精神健康 

 i) 發展正向教育―正面成就、意義人生、全心投入 (發揮自己所長和德行，超越自己，

為更大的理想而努力)。 

a. 中、聖、常科任擬定能配合正面成就、意義人生、全心投入的課題，幫助學生建立

正向的思維模式。 

b. 與圖書組合作，透過陳展及推介以意義人生為主題的圖書，讓學生從閱讀中學習珍

惜生命。 

c. 透過綜合課教導學生學習成長思維模式 (Growth mindset)。 

d. 透過成長課，教導學生訂立對自己有意義的目標。 

e. 透過舉辦「自強/快樂教師」工作坊，讓教師學習正向情緒。 

f. 透過「活出彩虹嘉許計劃」跟進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一頁檔案」，幫助學生建

立正向思維，積極解決學習上遇到的困難。計劃亦結合「我是寶石」的班級經營活

動，以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自我價值。 

ii) 透過全方位學生輔導活動和小組(見學校社會工作年度計劃)發展學生的正面思維和

價值觀，並在生活上運用長處。 

a. 與宗教組合作推行齊心送暖活動，讓學生體會義工服務的意義，發揮基督愛人的精

神。 

b. 響應校友會的「好人好事」計劃，透過宣傳，讓同學參加回饋社會的活動。 

c.「I can」活動 

安排學生在早會、綜合課中分享如何善用自己的品格優點去投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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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向思維訓練 

 a. 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比賽 ，如強化領袖培訓、與視藝科合辦「成就獎」設計比賽 、

清潔比賽帶出「正面成就」、「全心投入」的訊息。 

b. 推行「我是寶石」班級經營活動，提供多元化的活動平台，讓學生彼此學習和互相

欣賞。 

c. 舉辦成長及歷奇活動，提升學生的情緒管理能力，並學習用合宜的說話和別人溝通。 

d. 為一年級及二年級學生進行共融課，幫助學生了解人與大自然的關係，藉此培養學

生積極面對困難的態度。 

  
(3) 家校合作 

 a. 家長與學校是良好的夥伴，學校透過通告、網頁資訊、《藍天集》等途徑，讓家長

了解學校推行訓輔活動的目的和情況，讓家長能積極配合。 

b. 家長教師會藉與學校合辦不同的活動，提供學生發揮自己長處的機會，藉以提升學

生的正向成就感。本學年舉辦的活動包括：「敬師日」、「獎勵學生計劃」等。 

  
(4) 與駐校社工合作 

 a. 開辦校本輔導小組活動，如: 「愛‧同行」社交小組、「關懷大使」大哥哥大姐姐計

劃(訓練小組) 、健康使用互聯網及電子產品小組、「學生大使」計劃、「心‧晴」

正向情緒計劃等。 

b. 推行能培養正面態度和建構正面校園文化的全校性訓輔活動。 

  
(5) 與其他機構合作 

 邀請了香港傷健協會到校於小息時分級進行「正向心理健康文化」攤位遊戲，藉此推

廣正向心理健康文化。另外，與香港聖公會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合辦領袖生訓練

活勳以提升領袖生的成就感和對團隊的歸屬感，並舉辦齊心送暖活動，透過曾合作的

社福機構，把親子製作的毛巾布偶轉送給社區中的弱勢社群。 

 
 

成效例證 

(1) 本年度的校本訓輔活動主題是正面成就、意義人生、全心投入。透過不同形式的比賽

和活動，提升學生的正面成就感和投入感，幫助學生建立正向的思維模式。從老師的

觀察中，學生對與視藝科合辦的「成就獎設計比賽」(二至四年級) 有興趣，學生設計

的產品能配合正面成就、全心投入的訓輔主題，而且不少作品也很有創意。設計精美

的得獎作品(每級冠亞季軍各一名，優異獎兩名) 張貼在地下有蓋操場的壁報板上，並

上載至學校網頁讓學生互相觀摩及欣賞。從老師的問卷結果中，96.1%認同進行的比賽

和活動能促進學生在學校的正面行為，效果理想。 

  
(2) 除了透過舉行活動來幫助學生建立正向思維的態度外，並在正規課程中加入正向教育

―正面成就、意義人生、全心投入的元素。本年度的中、常、聖科任老師在任教時每

級均擬定 2-3 能配合以上內容的課題。從老師的觀察和問卷結果中，97.9%認同有助學

生建立正向的思維模式，例如在五下聖經科，學生能認識耶穌在地上的生命雖然短暫，

但是卻成就了神偉大的救贖計劃，十分有意義。從而教導學生反思人生的意義，成效

顯著。 

  
(3) 至於在幫助學生建立正向思維的態度方面，原本安排和訓練學生作義工，但因疫情持

續，學生未能接觸社區人士，故訓輔組將齊心送暖行動改為疫流傳愛大行動。宗教組

負責請五、六年級學生設計精美的金句卡，並連同一至四年級學生的親子毛巾布偶送

給社區人士。學生的反應十分熱烈，超出 80 個名額，需要以抽簽方式選出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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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了表達「正面成就」的訊息，因此舉行「我是寶石」班級經營活動，藉此提供平台

讓學生分享個人成就，讓學生彼此學習和互相分享。全校共有 372 位學生參與。從老

師的觀察和問卷結果中，96.7%認同此活動能有助推動「正面成就」的訊息，對學生的

品格發展有正面的影響，效果理想。 

  
(5) 另外，因疫情關係，「I can」活動在早會時段只能舉行了 2 次面對面分享，停課期間

更改了分享方式，另外 2 次改為邀請學生拍攝影片。學生踴躍參加此活動。從老師的

觀察中，此活動能傳遞正向信息及彼此勉勵，效果理想。 

  
(6) 由於疫情緣故，支援組老師雖然未能定期跟進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一頁檔案」，

但改為在「活出彩虹嘉許計劃」網上加油站跟進並講解正向思維，讓學生學習當遇到

困難時，能有正面的態度面對困境。計劃亦能讓學生分享個人成就，學習彼此欣賞自

己及他人所付出的努力。 

共融課能促進師生更了解多元文化的內涵，培養學生發展出正向且積極的態度，使學

生能在課程中除了了解自身的文化外，他們還會欣賞其他不同文化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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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全方位學習活動 

 

2020-2021 年度參觀/體驗活動： 

配合科目 年級 地點 配合教學內容 

科學科 

五年級 城門郊野公園 
蝴蝶 × STEM 

昆蟲的生命週期 

四至六年級 香港教育大學—遊園學藝 生態導賞、環境教育及「STEM—魚菜共生」 

四至六年級 米埔自然保護區 濕地生境 

五年級 香港迪士尼樂園 科學與生活 

常識及科學科 三至六年級 海下灣海岸公園 海洋環境 

常識科 
一年級 香港迪士尼樂園 建立團隊 

六年級 護苗車 性教育 

 

2020-2021 年度聯課活動或相關教學性活動： 

相關科目 活動 備註 

中文科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一至六年級 

「中華經典名句」活動 一至六年級 

第二十五屆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一至六年級 

中文詩情畫意 一至六年級 

校內辯論比賽 五至六年級 

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徵文比賽 五年級 

英文科 

The 72n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Primary 1-6 

2020-21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 (HKPTU) Primary 1-6 

Puppetry Competition Primary 6 

"21st Century Cup" National English Speaking Competition (Hong 
Kong Region) 

Primary 5-6 

Hong Kong Budding Poets (English) Award 2020/21 Primary 5-6 

English Assemblies and related tasks Primary 1-6 

Walk and Talk Primary 1-6 

The Little Maze Runner Primary 6 

Show and Tell Primary 3-4 

Reading Scheme and Book Sharing Primary 4-6 

Writing Class Primary 5-6 

Debate Class & Workshop Primary 4-6 

HKPTU English Debate Competition Primary 4-6 

English Drama Primary 4-6 

數學科 

數學自學園地 一至六年級 

HKIMO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 2021 (香港賽區) 一至六年級 

AIMO OPEN 2021 亞洲國際數學奧奧林匹克公開賽 一至六年級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1 一至六年級 

「大灣盃」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2021(香港賽區) 一至六年級 

GMEC 全球數學精英賽 - 香港賽區初賽 2021 一至六年級 

STEM 探究活動 —壽司盒、風車、動力車 四至六年級 

科學科 

STEM up 活動 一至六年級 

「海洋公園 Chill 級保育日 2021」 一年級 

STEM「3-in-1」圖畫 二年級 

製作環保酵素 三年級 

城市自然挑戰賽香港校際賽 2020 一至六年級 

「蝴蝶 x STEM」計畫 四至六年級 

遊園學藝—生態導賞、環境教育及 STEM 學習活動 四至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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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科目 活動 備註 

常識科 

「中國歷史人物選舉」活動 一至六年級 

「認識沙田」歷史講座 四至五年級 

中國知識問答比賽 四至六年級 

普通話科 
第 72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一至六年級 

「一分鐘演出」 一至六年級 

聖經科 
漢語聖經協會 2021 獎勵計畫 五至六年級 

第二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三至六年級 

圖書科 

本地作家講座 四至五年級 

「書叢」閱讀報告比賽 五至六年級 

「書蟲愛書籤」書籤設計比賽 五至六年級 

視覺藝術科 

成就獎設計比賽 二至四年級 

視藝投稿園地 一至六年級 

B.Duck 閒遊世界填色比賽 二年級 

全港校際尊重版權創作比賽 四至五年級 

第八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二至四年級 

視覺藝術科及 

圖書科 
月曆海報設計 四年級 

視覺藝術科及 

音樂科 
中國藝術表演 一至六年級 

音樂科 
第七十三屆校際音樂節 一至六年級 

校內音樂會 一至六年級 

音樂科及電腦科 編程寫曲 五年級 

體育科 

運動日 一至六年級 

2020 全港校際武術公開賽 二至六年級 

2021 全港學界羽毛球團體錦標賽 校隊成員 

其他 
主題學習日 一至五年級 

中國文化日 一至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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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課外活動簡報 

 

學生在本年度校外比賽和活動表現優異，較突出者有： 

 

(一) 學術方面 

1.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比賽 

 

中文(廣東話及普通話)朗誦 

1 一誠 葉上言 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 

2 三誠 謝蓁浠 粵語散文獨誦 冠軍 

3 六誠 冼凱悅 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 

4 六誠 冼凱悅 粵語歌詞朗誦 冠軍 

5 六誠 冼凱悅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1 三誠 謝蓁浠 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2 三誠 李詩翹 粵語散文獨誦 亞軍 

3 四誠 徐學意 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4 五望 李卓祁 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5 六誠 冼凱悅 普通話散文獨誦 亞軍 

1 一誠 黃君浩 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2 五愛 郭啟航 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3 六誠 冼凱悅 粵語散文獨誦 季軍 

 

英文朗誦 

1 一誠 黃君浩 英詩獨誦 冠軍 

2 二望 葉卓萱 散文獨誦 冠軍 

3 三望 蕭顯揚 英詩獨誦 冠軍 

1 三信 陳丁叮 英詩獨誦 亞軍 

2 三望 蕭顯揚 英詩獨誦 亞軍 

3 三誠 謝蓁浠 英詩獨誦 亞軍 

4 五望 陳以心 英詩獨誦 亞軍 

5 六誠 冼凱悅 英詩獨誦 亞軍 

 二信 唐悅悠 英詩獨誦 季軍 

 二望 Yu Mandy 散文獨誦 季軍 

 四信 樊雨鑫 英詩獨誦 季軍 

 五望 李卓祁 英詩獨誦 季軍 

 五愛 姚焯豐 英詩獨誦 季軍 

 五誠 麥悠 英詩獨誦 季軍 

 

 數學比賽成績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培基小學  
School Award of Honour  

(New Territories) 
Math 8  

Learning Scheme 
 

符詩晨 二望 

環亞太盃國際數學邀請賽 香港資優教育學會 一等獎 

關尚心 三誠 

陳鈺霖 四信 

周彥彤 六信 

羅悅寧 六信 

黃宥銘 二信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晉級賽) 

香港數學 

奧林匹克協會 

一等獎 

符詩晨 二望 一等獎 

趙栢熹 二誠 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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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陳彥希 三信 

華 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晉級賽) 

香港數學 

奧林匹克協會 

三等獎 

王韜甯 三信 二等獎 

莊旻錞 三望 二等獎 

樊雨鑫 四信 三等獎 

關尚心 四信 二等獎 

黃子淳 四愛 三等獎 

王子嫣 五信 二等獎 

黃彥璋 五信 二等獎 

陳以心 五望 三等獎 

郭啟航 五愛 二等獎 

黃天俊 一信 

大灣盃數學比賽 奧冠教育中心 

三等獎 

符詩晨 二望 
大灣賽區一等獎 

香港賽區二等獎 

趙栢熹 二誠 

大灣賽區二等獎 

香港賽區三等獎 

全國總決賽 – 三等獎 

莊旻錞 三望 

大灣賽區一等獎 

香港賽區二等獎 

全國總決賽 – 三等獎 

關尚心 四信 二等獎 

朱泳錡 四愛 三等獎 

梁樂仁 五望 二等獎 

高梓堯 五望 三等獎 

陳以心 五望 三等獎 

丘嘉敏 五愛 二等獎 

吳瀚言 六誠 一等獎 

黃宥銘 二信 

     GMEC 全球數學精英賽 

      (初賽) 
GMEC 

(奧數)銀獎 

王韜甯 三信 (數學)銅獎 

莊旻錞 三望 
(數學)銅獎 

(奧數)銀獎 

關尚心 四信 (奧數)金獎 

王子嫣 五信 (數學)銅獎 

梁樂仁 五望 
(數學)銅獎 

(奧數)銅獎 

丘嘉敏 五愛 
(數學)銀獎 

(奧數)銅獎 

趙柏熹 二誠 

HK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Heat 

Round 2021 
HKIMO P2 - Bronze Award 

  HK Open Critical Thinking    
    Math Challenge 2020 

Eye Level G1 Section - Silver Award 

2020 香港學界數學及奧數

精英賽 

香港兒童 

數學協會 
小二奧數及數學組 – 金獎 

陳彥希 三信 
數學智能之第四屆 

全港數學挑戰賽 

香港多元智能 

教育協會 
小學三年級組 – 季軍 

莊旻錞 三望 
HK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Semi-Final 2021 

HKIMO P3 - Bronze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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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術比賽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全體師生  
城市自然挑戰賽 2020— 

香港區 

世界自然基金會 

環保基金 

最多觀察記錄(冠軍) 

及 

最多物種數量(冠軍) 

梁樂仁 五望 

Malaysia Technology Expo 
(MTE 2020) Special Edition 

COVID 19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wards 

PROTEMP Group 
Category : Prevention –  

Gold Award 

李靖熙 三愛 
ECF:Hong Kong Inter-School 
City Nature Challenge 2020 

WWF Best Photo – 2nd Runner Up 

李詩翹 三誠 

2021 第二十七屆聖經朗誦節 漢語聖經協會 

小三組獨誦 

廣東話—亞軍 

謝蓁浠 三誠 
小三組獨誦 

廣東話—亞軍 

岑光霽 五望 
小五組獨誦 

廣東話—季軍 

冼凱悅 六誠 
小六組獨誦 

廣東話—亞軍 

李玟萱 五誠 “21st Century Cup” 
National English Speaking 

Competition 
(Hong Kong Region) 

Primary School Category 
(Senior) Semi-Final Round 

China Daily 
VDO English 

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郭柏麟 五誠 

溫梓游 六望 

冼凱悅 六誠 

吳瀚言 六誠 

陳至昱 一誠 第一屆全港中英文 

硬筆書法大賽 2020 

香港青年兒童文藝

協會 

小學初級英文組—金獎 

陳芷研 三望 小學初級英文組—金獎 

何汶熹 三誠 

國際兒童及青少年 

粵語朗誦大賽 Global Arts, Sports 
& Culture 

Association 

中小組 P.3-P.4—冠軍 

國際兒童及青少年 

英語朗誦大賽 
中小組 P.3-P.4—亞軍 

English Live Story Telling 
Competition 2021 Hong Kong Junior 

League Club 

Junior Division – 
 Gold Award 

小乒會背誦範文挑戰賽

2021~R1 出師表 
銀獎 

彭安祈 三誠 

第十四屆全港學生 

公開朗誦比賽 2021 

朗誦及音樂 

推廣協會 

小學組 P3-P4  

普通話—古詩 

冠軍 

彭允祈 五愛 

小學組 P5-P6  

普通話—新詩 

季軍 

張起彥 三望 全港小學生創意寫作比賽 2021 小麥文化 初小組— 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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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視覺藝術方面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胡晴慧 四望 
錶面設計比賽 2020 GNET Group 

小童組—金獎 

胡晴欣 六誠 中童組—金獎 

許宇舜 二望 
第十一屆 2020「伴我同行」 

國際繪畫比賽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

流(香港) 
兒童組— 一等獎 

許宇舜 二望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1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

協會 

小童組西畫  

 銀獎 

梁樂知 三信 
小童組西畫  

 銅獎 

李鍏灝 三愛 

小童組西畫 

金獎 

J3-J12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2020-21 

樂恩藝術中心 J8 西洋畫組 – Gold Award 

蕭顯揚 三望 
小紅熊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2020 

小紅熊藝術 

交流中心 
兒童組— 金獎 

梁愷霖                                                                                                                                                                                                                                                                                                                                                                                                                                                                                                                                                                                                                                                                                                                                                                                                                                                                                                                                                                                                                                                                                                                                                                                                                                                                                                                                                                                                                                                                                                                                                                                                                                                                                                                       四望 

2020 環保生活繪畫比賽 樹賢基金有限公司 小學組—冠軍 

共融世代— 

兒童填色及繪畫比賽 

平等機會 

委員會 
初小組—亞軍 

慳電節能全家起動 

兒童填色比賽 
光愛中心 高小至中一組—冠軍 

全港旗袍設計比賽 

2019-2020 

中國旗袍協會 

香港總會 
小學組(中小組)—季軍 

張諾晴 五望 
“Universe in my eyes” Drawing 

Competition 2020-2021 

Hong Kong Kids 
Association of 

Creative 
Development 

Group C – 
Silver Award 

丘嘉敏 五愛 

第九屆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

大賽 2020（環保袋設計） 
GNET STAR Silver Award 

2020 彩繪夢想香港藝術菁英 

繪畫大賽 

香港當代 

藝術學院 

兒童 B 組油畫/ 

塑膠彩—優異獎 

香港兒童美術家大賽 2021 

我的 2021 

香港兒童文藝 

交流中心 
高級組—優異獎 

33 International Children Art 
Competition 

Gaziantep 
Metropolitan 
Municipality 

3-12 age group 
Silver medal 

丘穎希 六誠 
第九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0 

世界兒童藝術 

文化協會 

中童組西畫  

銀獎 

鍾欣琳 六誠 
「小習慣 大行動」非常抗疫 

填色比賽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

會乙明青年空間 
高小組—亞軍 

何汶熹 三誠 國家明信片創意繪畫大賽 Pro Art Studio 兒童組—金獎 

 
 

  (三) 表演藝術方面 

         1. 舞蹈比賽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組別 主辦機構 成績 

陳以心 五望 
      第 57 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獨舞)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小學高年級組 

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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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其他音樂比賽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黃宇軒 一信 

第七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香港國際音樂節籌備

委員會 
幼兒鋼琴組 – 傑出金獎 

Asia’s Elite Piano & Strings 
Competition 2020 

Asia’s Elite Culture & 
Arts Exchange 

Association 

Strings Preparatory Group 
Violin ABRSM Grade 8 –  1st 

Place 

    第八屆香港國際青少年 

         表演藝術節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

交流發展協會 

香港學校學年小提琴自選組 小

學 P1-P2 組—冠軍 

陳苡澄 三信 
73rd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2021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 Speech 

Association 

Graded Piano Solo  

Grade Two—Silver Award 

李澄琋 三望 2021 全港音樂公開賽 童心樂坊 鋼琴 3-4 級—冠軍 

陳竟僖 三愛 
Drums in Rock and Pop 

Grade 3 
Trinity College London Distinction 

曾蔚婷 三愛 
73rd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2021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 Speech 

Association 

Graded Piano Solo  
Grade Two – Bronze Award 

胡晴慧 四望 
The 5th HK Music Talent Music 

Competition 

HK Music & 
Performing Arts 

Association 

Piano-Children Intermediate – 5th 
Place 

梁凱恩 四誠 
第八屆香港亞太青少年 

鋼琴比賽 

香港音樂 

發展中心 
三級組—殿軍 

凌叡敬 五信 

The 5th HK Music Talent Music 
Competition 

HK Music & 
Performing Arts 

Association 

Classical Guitar Junior - 
Champion  

73rd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2021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 Speech 

Association 

Guitar Solo Junior –  
Gold Award 

李卓祁 五望 

香港青年兒童音樂家大賽 
香港青年兒童文藝協

會 
小學高級組揚琴—銀獎 

2020 第二屆中國揚琴網 / 揚琴圈 

全國揚琴展演評選 
中國揚琴網/揚琴圈 非專業 B組—銀獎 

第八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

節香港區初賽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

交流 發展協會 

揚琴級別組 

六級組—冠軍 

張諾晴 五望 

上‧文化國際青年音樂節 

2021 決賽 
上‧文化 

高小組鍵盤—鋼琴 

銀獎 

2021 菁藝盃音樂比賽 
創意藝術 

發展協會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 

鋼琴三級組—季軍 

第一屆亞洲青年鋼琴錦標賽 
香港青年兒童文藝協

會 

兒童組鋼琴獨奏—優異獎 

皇家音樂學院鋼琴獨奏 

第三級—金獎 

丘穎希 六誠 
第七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

節 2019 (香港賽區)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

交流 發展協會 

鋼琴級別組 

四級組—銀獎 

王滿恩 六誠 2020 菁藝盃音樂比賽  
創意藝術 

發展協會-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鋼琴五級組 

冠軍 

林以望 六誠 

73rd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2021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 Speech 

Association 

Violin Duet Junior –  
Silver Award 

The 9th Hong Kong Youth 
Barclampory Music Festival 

Hong Kong Music for 
Youth 

Violin Duet Primary School 
Section – Second  

Violin Free Choice Class Age 
10-12 -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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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體育方面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楊依靈 五誠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武術校隊  2020 全港校際武術公開賽 尚武文化中心 

男子小三至小四組 

初級棍術—亞軍 

集體刀術—亞軍 

集體南拳—亞軍 

集體五步拳—季軍 

陳丁叮 三信 

2021 天武武術聯誼比賽  五步拳—冠軍 

陸智夫盃武術邀請賽 
李勁德 

武術製作 

初級南拳—金獎 

初級刀術—金獎 

2021 尚武盃 尚武文化中心 

女子小三至小四組 

個人全能—亞軍 

初級南拳—冠軍 

初級刀術—冠軍 

洪梓恩 三誠 

陸智夫盃武術邀請賽 
李勁德 

武術製作 

南刀—金獎 

初級南拳—金獎 

初級槍術—金獎 

楊依靈 五誠 

初級長拳—金獎 

初級刀術—金獎 

2021 尚武盃 尚武文化中心 

女子小五至小六組 

初級長拳—冠軍 

初級刀術—亞軍 

張令譽 四愛 
男子小三至小四組 

初級南拳—亞軍 

林俊希 四信 

三人籃球比賽 2021 東區民政事務處 男子初小組–冠軍 

The Champ Tournament  

3x3 籃球比賽 
BKIDS 第三名 

Double C Jersey 3x3 復活盃 

慈善籃球賽 2021 
Double C Jersey 

男子 U10—亞軍 

Double C Jersey 3x3 51 盃 

籃球賽 2021 
男子 U11—亞軍 

王天朗 四望 

亞洲學生藝術節藝術大賽 2020 First Education Group 第三名  

The Champ Tournament  

3x3 籃球比賽 
BKIDS 第三名 

Double C Jersey 3x3 復活盃 

慈善籃球賽 2021 
Double C Jersey 男子 U10—冠軍 

三人籃球比賽 2021 東區民政事務處 男子初小組—亞軍 

梁愷霖 三愛 
Jump Online – 牛年賀新春花式跳

繩比賽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

校 

2011 年女子個人 

30 秒前後單車步—冠軍 

2011 年女子個人 

30 秒前後雙腳跳 冠軍 

  

(五) 興趣方面 

學生姓名 班別 參賽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 

羅書研 二誠 第五屆北區講故事大賽 香港戲劇工程 

中級組指定主題 - 亞軍 

中級組指定主題 –  

最佳信心獎 

蕭顯揚 三望 
Cambridge Speech Assessment 

2020 

Cambridge Art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Primary 3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First Class 

Honours U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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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組 

1.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1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1.1.1 強化學生

掌握及運

用高層次

思維能力

的學習策

略 

- 在日常教學中滲入資優教學元素， 

使學生懂得運用高層次思維策略

學習。 

  聘請專家指導三年級常識科老

師、五年級科學科老師及二、五

年級中文科老師教授學生不同的

學習策略思維工具(例如思維十

三式)以提升學生分析、評鑑和創

意等高層次思維的能力。 

 中、英、數、常、科(有系統地教

導不同年級的學生運用科本的思

維工具)，提升學生分析、評鑑和

創意等高層次思維的能力。 

 強化現有以抽離模式進行的資優

教育培訓班，並透過與外間專業

機構合作，以協辦不同的資優課

程。 

 善用並強化已建立的學生人才

庫，發掘及推薦不同潛能的資優

生。 

- 透過環境佈置、硬件設施及資訊科

技的配合，協助提升學生高層次思

維的能力。 

 進一步應用平板電腦及相關程式

等資訊科技於預習、教學活動及

課業，以配合教師教授學生不同

的學習策略/思維工具，並提升學

生應用不同的高層次思維能力。 

- 老師在專家的指導下，因應課題內容，教授學

生運用不同的思考方法，提升學生分析、評鑑

和創意等高層次思維的能力。此外，本學年加

入了「情意五層次」，引導學生從表面的認識

擴展到最深層的反思，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 由於疫情持續，部分年級更要長時間進行網上

學習，而開始面授課後只半天上課，課節減

少，故此教難運用高層次思維工具。加上網上

模式影響師生及生生互動，老師未能更深入地

帶領學生進行高層次思維訓練。下學期高年級

可回校上課，但因要保持社交距離，學生未能

進行小組討論，老師亦沒有足夠課堂時間了解

學生應用高層次思維工具的情況，對推行高層

次思維教學也有影響。根據中、英、數、常、

科老師的整體觀察，大約60%學生能運用高層

次思維策略學習，而部分科目及課題則超過

70%。 

- 由於不能在學校舉辦課後課程，所以未能安排

以抽離模式進行面授資優教育培訓班。但仍有

安排於下午舉辦中文、英文、數學、音樂等科

目的潛能發展班共6組、英語辯論班和英文寫

作班，利用網上實時形式上課。 

- 由於疫情緣故，改為網上課堂。各科老師都使

用Google Classroom發放學習材料及收發功

課。為提高教學效能及促進學生自覺學習，老

師會安排預習材料讓學生對課題有初步認

識，例如預習課文動畫、回答預習問題及搜集

資料等。老師亦會按課題為學生提供延伸學習

的材料，例如影片、網站及網上練習。 

- 若要更有效強化學生掌握及運用高層次

思維能力的學習策略，課堂上必須有足夠

的思考及討論時間。由於疫情持續不穩

定，學校或仍需維持半天上課時間及保持

社交距離，或會影響成效。為促進師生及

生生互動，學校會加強在課堂上使用平板

電腦，增加學生在課堂的參與度。 

- 在新一學年，學校會安排資訊科技工作

坊，讓老師能使用促進教學互動APP，以

增加學生表達意見的機會。在面授課堂

時，學生使用平板電腦表達意見及想法，

讓老師更能掌握學生對運用高層次思維

的表現。 

- 於新一學年，除了繼續舉辦科本的潛能發

展班外，也會安排外間機構提供到校面授

及網上教學兩種模式為學生提供資優訓

練，中文及數學科會邀請機構為學生開辦

資優班。 

- 於新一學年仍會利用Google Classroom發

放預習材料，並配合「自攜裝置」計劃，

安排學生在課堂中分享預習成果，藉此加

強課堂互動及進行即時評估，了解全班學

生應用高層次思維的情況。計劃實施初

期，各級學生每月最少一次在中、英、數

課堂中應用平板電腦進行課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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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1.2 提升教師

教學設計

及教學技

巧 

- 優化課堂教學，發展多元化評估。 

 優化共同備課，聚焦交流如何在

課堂中學習不同的學習策略/思

維工具。  

 優化同儕觀課，檢視及評估課堂

應用學習策略/思維工具的成效。 

 設計分層課業以照顧學生多樣性

的學習需要。 

 設計合乎學生能力和深度要求的

評估。 

 透過數據分析，檢視學生的學習

成效及促進教師發展多元化的評

估及適切的課業。  

- 科主任能有系統地提名老師外出

進修，以提升老師的教學設計及效

能。 

 善用專家備課的教學資源及材

料，優化課堂教學。 

- 本學年九月份由專家帶領全體老師進行「再探

分層課業設計」工作坊，老師以分組形式學習

設計分層課業。老師按學校編排，每人設計兩

份分層課業。由於疫情影響正常上課，大部分

老師未能依原定安排在上學期設計及使用分

層課業。分層課業集中在下學期進行，部分老

師亦沒有在共同備課會議上與同級商討分層

課業的設計。專家檢視了分層課業及學生的表

現，在六月份的「分層課業總結工作坊」上，

提出優化的建議，包括課業的格式及思維工具

的運用。 

- 十一月份邀請考評局專家為老師進行「AQP

試卷數據分析網上工作坊」，講解如何分析試

卷設計及分數輸入的設定，但對於如何解讀數

據分析，老師仍未能完全掌握。上學期只進行

了六年級考試，並把學生中英數成績輸入AQP

系統。但由於輸入數據需時，未能在草擬下一

份試卷前讓老師參考。老師只能根據學生各等

級的百分比調節下一份試卷的深淺。七月份再

邀請考評局專家指導科主任如何閱讀分析報

告及設定分數輸入。科主任對如何分析AQP

系統的數據加深了認識。 

- 本學年英文科參加了「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透

過全面提升評估素養 優化學生學習進程」。

計劃除支援英文科老師外，亦為全校老師及科

主任提供工作坊，提升老師對評估素養的認

識。六月份的校內分享會，中、英、數、常、

科的科主任檢視本科現況，提出一些建議，以

改善現有評估模式或試卷設計。 

- 英文科、數學科及科學科科主任有提名老師外

出進修。中文、常識和科學科主任有邀請老師

分享專家備課的教學設計。 

- 舉辦了兩次有關分層課業工作坊，老師對

分層課業的設計加深認識。為持續推行高

層次思維教學，老師仍會各自設計兩份分

層課業。下學年會加強科主任在課程領導

的角色，安排專家指導科主任帶領部分老

師設計運用高層次思維工具及分層課業的

課堂。課程主任及科主任會定期檢視分層

課業的使用情況，並就設計提出建議。 

- 下學年副校長、課程主任、科主任及有關

老師會定期分析AQP的數據，以檢討及改

善試題的設計，以配合學生的能力和適切

的深淺度。為了能趕及在老師擬定新卷前

完成分析，學校要更有效監控輸入數據及

分析的進度。 

- 於新一學年，副校長和課程主任會跟進科

主任在評估素養分享會上所建議項目的實

行情況。 

- 於新一學年，會提醒科主任有系統地提名

老師參加校外進修課程，並安排老師在科

會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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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1.2.1 促進學生

自覺學習 

- 營造自覺學習的氣氛及環境。 

 在課室及地下操場設置自學角，

定期張貼不同的自學內容，促進

學生自覺學習。 

 不同學科在早會推介與本科有關

的課外知識，並透過活動引發學

生自覺學習的興趣。 

- 藉電子平台及資訊工具，促進學生

自覺學習。 

 教導學生運用不同的電子平台及

資訊科技，配合個人能力及進度

學習。 

 中、英、數、常、科設計多樣化

的電子課業，誘發學生自覺學習。 

- 運用STEM的元素引發學生的學習

興趣。 

 透過相關的學習領域、不同的課

內或課外時間設計有STEM元素

的活動，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及

科研精神。 

 建立STEM教室，增購不同的設

備，以提升學生探究知識的興趣。 

 與外間機構合作，在校內舉辦與 

STEM相關的學生活動或訓練課

程。 

- 本學年學科早會以錄影形式進行，內容包括介紹

中華名句、繡曲線、古代名人、環保小發明、電

影音樂欣賞、視藝短片製作、自學網站介紹、自

製爬繩玩具等。英文科製作了5次早會，內容包括

兒童故事書作家、正向思維、新年慶祝活動、世

界名勝、運動項目等。為提高學生參與率，老師

因應高、低年級，設計了兩至三款工作紙。學生

對早會內容感興趣，留心聆聽並完成工作紙。 

- 老師主要利用Google Classroom和STAR平

台，發放電子課業。由於某些級別持續在網上

授課，學生使用網上學習的時間長，為避免學

生長期使用電腦，故此沒有全面推動設計其他

多樣化的電子課業。 

- 雖然課程組在第一次會議時有介紹其他學校的電

子課業設計，但由於網絡、電子設備和師生掌握

程度的限制，加上要適應網上課堂，老師未能有

組織地設計多樣化的電子課業。因應學科和個別

班級的需要，老師都有嘗試利用一些APPS增加學

生在網上課堂的參與和互動，例如Classkick、

Padlet、Quizizz、Kahoot和Jamboard 等。 

- 本學年學生回校上實體課的課時很有限，科學

科科任帶領學生進行科探活動也很有限制，惟

老師多以影片或文字指導學生。四年級學生能

在校園內觀察蝴蝶的成長，雖然只有少數學生

能從校內取得蟲卵或幼蟲自行育養的體驗，但

是能提升學生對蝴蝶研習的興趣和增加對這

課題的了解。學校也安排了對研習蝴蝶有濃厚

興趣的學生參加由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

學系舉辦、漁農自然護理署贊助的「蝴蝶 × 

STEM – 以課程為本的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戶

外學習課程 – 昆蟲的生命週期」，以加強學生

實地考察的技能及相關科學科課題的知識。 

- 由於疫情減少了班主任與學生接觸的時

間，老師希望能抽出部分Day F早會時間與

學生進行班級經營活動。下學年會與訓輔

組及活動組協調，騰出部分早會以便班主

任能與學生建立關係，故此會調整學科早

會的次數。 

- 於新一學年會安排工作坊讓老師學習幾個

能設計多樣化課業的APP及電子學習平

台。同時在課程及學科會議時，會邀請老

師分享，提高老師對多樣化電子課業的認

識。 

- 於新一學年，本校仍會繼續跟本地大學和

其他機構合作，安排STEM學習活動。讓學

生能認識生物多樣性的重要，並學會欣賞

及愛護大自然和學習科學與生活的融合。

已從世界自然基金會獲贈一些植物以吸引

一些益蟲繁殖和棲息，下學年製造機會讓

學生親身觀察，能對大自然有更多的體驗。 

- STEM探究活動的設計和時間安排上會嘗

試結合不同科目，讓學生有充足時間測試

和改良他們的製成品。 

- STEM教室完成後，會增購不同的設備及舉

辦科學探究活動，以提升學生探究知識的

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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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2.1 促進學生

自覺學習 

 - 於下學期試後進行為期兩天的主題學習:二、

三和五年級的內容有STEM元素的探究活動。 

從學生的回應中，有60%學生喜歡當中的探究

活動並加深了解有關課題。 

- 於2020十一月舉行參加了由環保基金與世界

自然基金會舉辦的「城市自然挑戰賽香港校際

賽 2020」，鼓勵學生、家長及教職員一同使

用免費應用程式 iNaturalist 在校園及比賽指

定範圍尋找並記錄所觀察的各種動植物物種。 

這為期一個月的STEM體驗式學習活動，本校

在45間參賽的學校中取得兩項冠軍:「最多觀

察記錄」及「最多物種數量」。這項活動啟動

了282位學生、家長和教職員對大自然的興趣

和關注。 

- 數學科老師利用兩周Day F 的綜合課和班主任

課帶領四至六年級學生就不同主題進行動手

操作的STEM探究活動。學生製作的成品仍有

很多需要改良的地方。從這個活動中，挑選瞭

表現優良的學生參加由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

環境學系舉辦、漁農自然護理署贊助的「遊園

學藝 2021- 生態導賞、環境教育及 STEM 學習

活動」以激發學生的科研精神。基於疫情，只

安排了25位四至六年級學生參加，學生都十分

投入活動並對獲贈有關主題的參考書表現興

奮。 

- 本學年已進行了建設STEM教室的招標，暑假

期間會進行裝修，預計九月份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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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務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2.1 課程發展津貼 $49,888.81    $49,888.81      

2.2 學生參觀活動(學生繳費) $30,000.00    $0.00      

2.3 學校經費 $560,000.00    $312,500.00      

2.4 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計劃津貼 $17,898.20    $17,898.20      

2.5 新加坡 4 天學習團費用     $0.00      

  a. 學生繳費 $114,000.00          

  b.全方位學習津貼 $82,000.00          

2.6 其他全方位學習津貼 $80,000.00    $68,000.00      

2.7 消耗性用品  (紙張、文儀用品、獎品等)   $25,000.00   $6,774.00    

2.8 學習獎勵計劃   $5,000.00   $0.00    

2.9 跨科主題學習   $1,500.00   $805.60    

2.10 校本課程(德育課及思維課)                                                                                                       $1,000.00   $270.00    

2.11 購買參考書(有關高層次思維、資優教育、設計校本課程的相關參考書)   $600.00   $107.88    

2.12 幼小銜接(紀念品、添置小一課室內的玩具等)   $1,500.00   $765.40    

2.13 教學軟件及應用程式   $3,000.00   $0.00    

2.14 教師專業發展(講座/工作坊/活動費用)   $4,000.00       

2.15 學生講座及活動費用   $4,000.00   $100.00    

2.16 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計劃支出   $18,000.00   $5,108.77    

2.17 學生參觀活動           

  a. 一至六年級的科學科參觀費用   $10,000.00   $0.00    

  b. 一至六年級的常識科參觀費用   $10,000.00   $0.00    

  c. 一至六年級的其他科目參觀費用   $10,000.00   $0.00    

2.18 聘請教學專家(CEG)   $50,000.00   $52,500.00    

2.19 建設 STEM 教學室(包括入則費、建築費、內部設施)   $480,000.00   $260,000.00    

2.20 建設蝴蝶屋   $30,000.00   $0.00    

2.21 新加坡 4 天學習團費用   $114,000.00   $0.00    

      $82,000.00   $0.00    

2.22 五年級參加本地古蹟遊   $30,000.00   $0.00    

2.23 購買戶外活動導覽系統   $50,000.00   $68,000.00    

 

合計： $933,787.01 $929,600.00 $448,287.01  $394,431.65  $53,855.36  

備註: 由於新冠病毒疫情的關係，本學年沒有安排學生出外參觀，所以出外參觀和學習遊都沒有支出。但為配合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本年購買了足夠一級學生使用的戶外活動導覽

系統以致超出預算。項目 2.8 和 2.13 沒有支出的原因分別是上學年度剩餘的禮物足夠和使用了免費軟件及應用程式。  

 

3. 本組成員 

    (嚴)慧儀  (馮)潔雁  陳錦(添)  (蔡)起鳳  (龔)曉雯  劉(錦)芳  林耀(南)  林(威)  鄭(詠)儀  鍾綺(明)  (廖)麗雲  張(燕)  (范)珮恩  (穆)婷珊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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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輔組 

1.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1.2.2 幫助學生建

立正向思維

的態度 

- 推廣精神健康 - 為了幫助學生建立正向思維的態度，所以在

正規課程中加入正向教育―正面成就、意義

人生、全心投入的元素。本年度的中、常、

聖科任老師在任教時每級均擬定 2-3能配合

以上內容的課題。從老師的觀察和問卷結果

中，97.9%認同有助學生建立正向的思維模

式，例如在五下聖經科，學生能認識耶穌在

地上的生命雖然短暫，但是卻成就了神偉大

的救贖計劃，十分有意義。從而教導學生反

思人生的意義，成效顯著。 

- 原本安排和訓練學生作義工，但因疫情持

續，學生未能接觸社區人士，故訓輔組將齊

心送暖行動改為疫流傳愛大行動。宗教組負

責請五、六年級學生設計精美的金句卡，並

連同一至四年級學生的親子毛巾布偶透過

區內的社福機構轉送給社區人士。學生的反

應十分熱烈，超出 80 個名額，需要以抽簽

方式選出參加者。 

- 有鑑於精神健康的重要，因此舉行了精神健

康教師工作坊。根據問卷結果所得，是次活

動成效大致達成，有 92.7%參加者對活動感

到滿意。 

- 在正規課程中加入正向教育－正面成就、意義

人生、全心投入的元素更能事半功倍，因此於

新學年也會延續此策略，並會增加至中、常、

聖、體四科。科任老師在課程中選出合適的課

題配合校本訓輔活動主題—「正向情緒、正向

人際關係」，並列明在進度表中。圖書組會透

過陳展及推介以正向情緒、正向人際關係為主

題的圖書，讓學生從閱讀中學習良好的社羣關

係。 

- 在共同備課會議中，會請老師作經驗分享：在

教學中如何加入正向元素。老師會繼續在學科

的教學和推展中滲透正面態度，如感恩、自

律、寬恕和仁愛等，加強學生對正向教育的經

驗和發現，並會安排老師在會議上分享。 

- 成立正向教育小組，以能有系統和全面地推廣

正向教育，也藉此促進教師的專業交流。 

- 因 2019 冠狀病毒病持續，學校斷斷續續停課，

所以有些策略更改了進行方式，繼續停課不停

學，例如義工服務和「I can」活動，都以轉送

親子毛巾布偶或拍攝短片的形式替代了親身

接觸或面對面分享。 

- 日後若疫情穩定，可安排學生代表把禮物拿到

社福機構，然後代轉交給有需要人士。 

- 日後如果再舉辦這類有關精神健康的工作坊， 

可滲透更多有關教職員自身精神健康關注的

討論，以及加入如何協助家長舒緩壓力的資

訊，以讓活動更貼合他們的需要。 

 發展正向教育─正面成就、意

義人生、全心投入 (發揮自己所

長和德行，超越自己，為更大

的理想而努力)。 

a. 中、聖、常科任擬定能配合正

面成就、意義人生、全心投入

的課題，幫助學生建立正向的

思維模式。 

b. 與圖書組合作，透過陳展及推

介以意義人生為主題的圖書， 

讓學生從閱讀中學習珍惜生

命。 

c. 透過綜合課教導學生學習成

長思維模式 (Growth 

mindset)。 

d. 透過成長課，教導學生訂立對

自己有意義的目標。 

e. 透過舉辦「自強/快樂教師」

工作坊，讓教師學習正向情

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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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2.2 幫助學生建

立正向思維

的態度 

 透過全方位學生輔導活動和小

組(見學校社會工作年度計劃)

發展學生的正面思維和價值

觀，並在生活上運用長處。 

- 因疫情關係，「I can」活動在早會時段只能

舉行了 2 次面對面分享，停課期間更改了分

享方式，另外 2 次改為邀請學生拍攝影片。

學生踴躍參加此活動。從老師的觀察中，此

活動能傳遞正向信息及彼此勉勵，效果理

想。 

- 深化「I can」活動：除了會邀請學生拍攝影片

之外，更會邀請學生將製成品繪畫出來或與製

成品拍照，並用文字分享在製作過程中如何運

用正向情緒，例如很有耐性、堅毅，重點是怎

樣克服負面的情緒去完成製成品。 

 

a. 與宗教組合作推行齊心送暖

活動，讓學生體會義工服務的

意義，發揮基督愛人的精神。 

b. 響應校友會的「好人好事獎

勵」計劃，透過宣傳，讓同學

參加回饋社會的活動。 

c. 「I can」活動 

安排學生在早會、綜合課中分

享如何善用自己的品格優點

去投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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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2.2 幫助學生建

立正向思維

的態度 

- 正向思維訓練 - 本年度的校本訓輔活動主題是正面成就、意

義人生、全心投入。透過不同形式的比賽和

活動，提升學生的正面成就感和投入感，幫

助學生建立正向的思維模式。從老師的觀察

中，學生對與視藝科合辦的「成就獎設計比

賽」(二至四年級) 有興趣，學生設計的產品

能配合正面成就、全心投入的訓輔主題，而

且不少作品也很有創意。設計精美的得獎作

品(每級冠亞季軍各一名，優異獎兩名) 張貼

在地下有蓋操場的壁報板上，並上載至學校

網頁讓學生互相觀摩及欣賞。從老師的問卷

結果中，96.1%認同進行的比賽和活動能促

進學生在學校的正面行為，效果理想。 

- 為了帶出「正面成就」的訊息，因此舉行「我

是寶石」班級經營活動，藉此提供平台讓學

生分享個人成就，讓學生彼此學習和互相分

享。全校共有 372 位學生參與。從老師的觀

察和問卷結果中，96.7%認同此活動能有助

推動「正面成就」的訊息，對學生的品格發

展有正面的影響，效果理想。 

- 根據問卷報告和檢討，96.7%學生認同此訓

練有助提升領袖生的領導能力和成就感，效

果理想。 

- 「我是寶石」班級經營活動可讓全班學生互相

多點認識、彼此學習和互相欣賞，氣氛很好。

學生也願意分享自己的經歷，從而帶出當做事

遇到困難時，要堅毅，不輕易放棄才會成功。

但是另一方面，寶石對初小學生較吸引，他們

很喜歡；但是對高年級學生則未必太適合，可

考慮用徽章或手帶代替。 

 
 
 
 
 
 
 
 

a. 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比賽 ，

如強化領袖培訓、與視藝科合

辦「成就獎」設計比賽 、清

潔比賽帶出「正面成就」、「全

心投入」的訊息。 

b. 推行「我是寶石」班級經營活

動，提供多元化的活動平台，

讓學生彼此學習和互相欣賞。 

c. 舉辦成長及歷奇活動，提升學

生的情緒管理能力，並學習用

合宜的說話和別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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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務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2.1 額外的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240,981.00    $240,981.00      

2.2 2019-2020 額外的學生輔導服務津貼盈餘 $150,219.59    $150,211.59      

2.3 諮詢服務津貼 $131,855.27    $150,867.50      

2.4 2019-2020諮詢服務津貼盈餘 $16,077.10    $16,077.10      

2.5 成長的天空計劃津貼 $135,001.00    $135,001.00      

2.6 2019-2020 成長的天空計劃盈餘 $126,834.00    $126,834.00      

2.7 德育與公民教育津貼 $14,710.36          

2.8 校本輔導方式的輔導訓育計劃經費津貼 $6,527.20          

2.9 香港神託會教育基金獎學金 $10,000.00          

2.10 成長及歷奇領袖訓練           

  a. 學生繳費 $3,000.00          

  b.全方位學習津貼 $18,000.00          

2.11 生活體驗計劃           

  a. 學生繳費 $4,200.00          

  b.全方位學習津貼 $14,000.00          

2.12 其他全方位活動經費 $17,350.00          

2.13 學校經費 $19,000.00          

2.14 a.全校性訓輔活動   $6,000.00   $1,201.26   

  b.消耗性物品(領袖生飾帶、服務生用品)   $8,000.00   $7,985.34   

  c.家長工作坊   $5,000.00   $1,100.00   

2.15 聘請學生輔導人員   $229,333.00   $289,800.00   

2.16 支付提供諮詢服務機構費用   $119,200.00   $121,440.00   

2.17 支付「成長的天空計劃」服務機構費用   $70,000.00   $161,590.00   

2.17 有關成長的天空計劃的學生輔導小組費用   $70,000.00   $0.00   

2.18 a.推行國民教育活動費用   $200.00   $0.00   

  b.推行德育活動的費用   $14,280.00   $3,951.30   

2.19 訓輔活動需用的文儀用品   $2,000.00   $381.50   

2.20 在服務、品學及活動上有優異表現學生的獎學金   $10,000.00   $0.00   

2.21 成長及歷奇領袖訓練   $3,000.00   $0.00   

      $18,000.00   $2,500.00   

2.22 生活體驗計劃   $4,200.00   $0.00   

      $14,000.00   $0.00   

2.23 其他全方位活動   $17,350.00   $12,300.00   

 合計： $907,755.52 $590,563.00 $819,972.19  $602,249.40 $217,722.79  

備註:未有運用的款項: 2.19a 運用了上年度的剩餘物資。  2.18、2.23 因疫情而取消了此活動。  2.20 運用了上年度餘下的書券。 

3. 本組成員 

    蘇永(德)  張(忠)  陳(海)婷  李雲(鵬)  林(威)  (黃)碧連  葉(雅)婷姑娘  (徐)摯諾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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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學校社會工作 年度報告 

 

目標 內容 成效  反思回饋 

1:支援個別有需要的

學生及家長 

 

2:為教師提供專業意

見處理學生問題 

學生個案輔導: 

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個

別輔導，並配合其需要

作適切的轉介 

- 學校社工和實習輔導員本共有 27 個個案。當中 2 個個案已

達目標，6 個個案因升中而結束、2 個個案海外升學、1 個個

案轉校。會繼續跟進餘下的 16 個 個案。 

- 派發了輔導意見問題予接受個案輔導服務的學生家長填寫。 

從問卷結果中看到 87.5%家長對駐校服務提供的個案輔導感

滿意或非常滿意;93.8%家長認同個案輔導服務能加強家長

與學校的連繫。目標達成。 

- 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影響，本學年

學生間中停課，因而影響學生輔導人員以

面見形式輔導學生及家長。因此，學生輔

導人員校多以電話形式提供支援和輔導予

學生及其家長。學生輔導人員亦鼓勵家長

參閱學校電子平台發放的輔導資訊，以支

援家長管教學生及處理學生的情緒。 

學生個案諮詢: 

為有需要的學生及家長

提供個別諮詢，並配合

其需要作適切的轉介 

- 全學年學生及家長諮詢人數達 108 人次，當中包括諮詢面談

及電話諮詢。 

- 學校社工就學生家長的管教及家庭關係問題作出適切的轉

介至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家長亦表示中心社工有向他們提供

家訪或面見輔導。 

- 社工根據家長向學校社工的回應，反映家

長管教諮詢能有效幫家長及早處理學生或

親子問題，不需使用學校長期個案輔導服

務，並讓家長認識更多社區支援的資源。 

教師諮詢支援: 

為教師提供專業意見，

處理學生在學習、情緒

和行為上出現的困難 

- 全學年教師諮詢人數達 44 人次。社工能為教師提供處理學

生在情緒、行為及家庭關係問題上的意見。 

 

- 社工能給予教師處理學生情況的建議，鼓

勵善用校內輔導轉介機制，並識別潛在高

危個案以作及早介入及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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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小組及活動 

 

目標 內容 成效  反思回饋 

1. 提升學生自我管理

能力及社交能力 

 

- 「五常法–自理小主

人」小組(與學習支援組

合作，加入親子元素) 

    性質:技巧訓練 

- 因 2019 冠狀病毒病的影響，一年級學生較多要上面授課，

故此活動未能以小組形式進行。輔導人員改以個別跟進，指

導 11 位一年級學生以五常法-常整頓的方式整頓個人座位。 

- 由於未能進行整個活動，活動成效未能評估。 

- 新一學年將會改進活動形式。若 2019 冠狀

病毒病疫情持續，會構思如何以網上活動

形式配合實體，以跟進進行。 

- 「孩童樂」正向情緒小

組 

性質: 情緒教育 

- 小組是透過繪本故事、遊戲及活動，教導學生認識及覺察自

己的情緒和學習處理負面情緒的技巧，從而提升情緒智商。 

- 小組由實習學生輔導員帶領，以網上形式進行，共有 8 位二

至三年級學生參與。 

- 從參加者活動問卷中可見，82.5%學生認同小組增加他們對

情緒詞匯的認識。95%學生認同小組提醒了他們管理個人情

緒的重要性及思考不同方法應對負面情緒。小組目標達成。 

- 講說繪本故事的方式能吸引學生在日常生

活中思考自己的情緒情況，新一學年會繼

續使用繪本故事的方式舉辦此類小組。 

- 「心.晴」正向情緒計劃 

性質: 藝術治療、情緒教 

育、校內服務 

- 計劃以藝術治療的理念及藝術創作的手法，教導學生正面處

理負面情緒的方法，從而提升學生關注個人的情緒健康 

- 計劃中的小組以網上形式進行，完成小組活動後，學生透過

壁報創作向其他同學宣揚正向情緒及健康生活的訊息。 

- 計劃共有 11 位四至六年級學生參與。 

- 由於負責活動的機構發出的學生問卷內容有錯誤，未能透過

學生問卷了解計劃成效。但從個別學生活動後的訪問及學生

撰寫在活動中的得著，可見學生從活動中學習如何正面處理

個人負面情緒，亦透過藝術創作提升了關注自己的情緒和感

受。計劃目標部份達成。 

- 是年負責計劃的機構在統籌活動上比較混

亂，新一學年會尋求甚他機構舉辦相關活

動。 

- 健康使用互聯網及電

子產品小組 

(至醒網絡人) 

- 小組透過網上遊戲及活動，教導學生正確地使用互聯網及電

子產品，並提升安全使用互聯網的意識。 

- 小組以網上形式進行，共有 7 位四至六年級學生參與。 

- 從參加者活動問卷中可見，100 %學生表示小組能提升他們

健康使用互聯網及電子產品的意識，並對於自己使用互聯網

及電子產品的習慣有所反思。小組目標達成。 

- 持續有家長反映擔心學生沉迷使用互聯網

及電子產品的情況，故新一學年會繼續舉

辦此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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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內容 成效  反思回饋 

1. 提升學生自我管理 

能力及社交能力 

- 「愛.同行」社交小組 

(A 組) 

性質:發展性活動 

- 小組透過繪本故事、遊戲和情景討論，讓參加者學習與人相

處的正面態度及技巧，從而提升參加者的社交能力。 

- 小組以網上形式進行，共有 11 個一至二年級學生參與。 

- 從參加者活動問卷中可見，100 %學生表示小組能促進他們

學習與人相處的技巧。100 %學生表示會將小組所學的社交

技巧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小組目標達成。 

- 說繪本故事的方式能吸引學生在日常生活

中思考自己的社交情況，下學年會繼續使

用繪本故事的方式舉辦此類小組。 

- 「愛.同行」社交小組 

(B 組) 

性質:發展性活動 

- 小組透過遊戲、情景討論和分享，讓參加者學習與人相處的

正面態度及技巧，從而提升參加者的社交能力。 

- 小組以網上形式進行，共有 8 位三至四年級學生參與。 

- 從參加者活動問卷中可見，100 %學生表示小組能促進他們

學習與人相處的技巧。100 %學生表示會將小組所學的社交

技巧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小組目標達成。 

- 新一學年可尋求於綜合課時段實體舉辦此

類洽詢的可能性。 

2. 推動校園與社區的 

關愛文化，提升學

生的能力感和歸屬

感(配合訓輔年題:

正向教育) 

3. 發展學生的領導才

能 

- 「關懷大使」大哥哥大

姐姐計劃(訓練小組) 

 

- 小組目的是讓高年級學生發揮「關愛校園」的精神，協助下

學年的一年級學生適應校園生活，從中亦訓練高年級學生與

人相處的技巧和領導才能，以提升自信心。 

- 是年共招募了 25 位學生接受訓練並擔任新學年的「關懷大

使」服務。「關懷大使」亦於本學年的小一迎新活動協助老

師推行活動。 

- 從參加者活動問卷中可見，96 %的參加者認同活動能令他們

學會關懷他人及 84 %的參加者認同活動讓他們學會如何發

揮自己的能力幫助別人。活動目標達成。 

- 此類活動令小一新生及高年級學生均能受

惠。新一學年會繼續舉辦此類活動。 

- 「關懷大使」大哥哥大

姐姐計劃(服務) 

性質: 義工服務 

- 學生大使 

@培基特「工」隊 

(訓練小組) 

     

- 學生大使 

@培基特「工」隊 

(校內服務:推廣正向積

極人生訊息) 

- 學生大使計劃是由教育局統籌的活動，本校是年第一次參

與，由香港青少年服務處提供服務。活動透過不同的遊戲、

小組討論和正向校園文化推廣服務，促進參加者建立積極人

生觀，並學懂尊重和愛惜生命。 

- 除了壁報分享創作外，小組以網上形式進行，共有 10 位四

年級學生參與。 

- 從參加者活動問卷中可見，100%的參加者同意小組讓他們更

能接納及欣賞生命中的轉變。90%的參加者同意小組讓他們

學會肯定生命的價值，更容易接納自己。小組目標達成。 

- 在正向校園文化推廣方面，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的影響，

令服務形式受限制，影響推廣成效。 

- 新一學年會繼續參與此活動，並構思如何

推行更有效的正向校園文化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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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內容 成效  反思回饋 

 - 培基生活體驗計劃 

 

- 因 2019 冠狀病毒病的影響，活動未能舉行。訓輔組及輔導

人員改為與宗教組合作「疫流傳愛」大行動。 

- 「疫流傳愛」大行動由一至四年級共 80 位學生及其家長一

同製作親子毛巾布偶，五、六年級全級學生繪製聖經金句卡， 

並透過沙田區內的非牟利社福機構送予社區的弱勢社群，以

表關心。 

- 活動動反應熱烈，報名參與毛巾布偶製作的學生超過 200 名， 

需要抽籤選出參加者。 

- 活動反應熱烈，亦能為學生及家長在疫情

下提供關心社區的弱勢社群的渠道，新一

學年會繼續舉辦。 

- 小一適應活動 - 因 2019 冠狀病毒病的影響，活動形式有改動，學校社工協

助錄製小一家長講座影片，於小一適應活動時播放予家長收

看，內容為教導子女以五常法方式去學習自理。 

- 因 2019 冠狀病毒病的影響，新一學年會繼

續配合學生事務組的安排支援小一適應活

動。 

- 成長的天空計劃 - 共有 18 位小四學生，10 位小五學生及 4 位小六學生。 

- 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影響，活動全部以網上形式進行。 

- 活動成效評估詳情記錄於各負責推行活動的機構給予學校

的成長的天空計劃活動報告書。 

- 是年學生輔導人員嘗試善用成長的天空的

資源，邀請五年級及六年級的家長參與新

增設的家長工作坊。新一學年仍會延續此

模式。 

- 敬師活動 - 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影響，活動改為以錄影片段於

早會時段播放。 

- 參與錄影的家長及同學都表示影片能提供

平台予他們向老師表達謝意。 

- 學生綜合課 

(主題配合校本輔導年

題)  

- 本學年的年題為「意義人生.我的成就」，由於 2019 冠狀病

毒病疫情的影響，綜合課形式改為由學校社工錄影片段、撰

寫班本教案活動由老師在班中進行。學生填寫目標工作紙以

促進學生訂立有意義的目標。 

- 根據老師觀念，學生大部份能完成目標訂立，但在實踐上部

份未能做得到。 

- 日後若再舉行此課題活動，可多思考如何

推動學生實踐。 

- 正向情緒，校園推廣計

劃 

- 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影響，只有兩級的學生能進行

此攤位遊戲活動。 

- 跟據學校社工及負責活動的工作人員觀察，學生反應熱烈，

參與活動是亦能正確回答工作人員有關正向情緒的問題。 

- 會繼續配合訓輔組主題，舉辦活動。 

- 領袖生訓練活動 

性質: 發展性計劃 

 

- 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影響，訓練活動改為以網上形式進行。 

- 活動以網上形式進行，共有 83 位三至五年級學生參與。 

- 從參加者活動問卷中可見，98.6%學生同意活動能訓練他們

與隊員的團隊合作精神，97.3%學生同意活動能訓練他們在

領袖生職務上的解難能力。活動目標達成。 

- 訓練活動改為以網上形式進行，亦需要分

組活動時間，時間倉促。新一學生若以網

上形式進行活動或需要更多時間。 

 



2020-2021年度周年報告 

34 

目標 內容 成效   

4.支援家長管教子女 - 「有教無淚」家長管

教支援工作坊 

 

- 共有 19 位家長參與工作坊，學習親子溝通及管教技巧，以協助子女面對

成長困擾，促進有效溝通。 

- 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影響，工作坊第一節以實體形式舉行，隨後

三節因疫情改期並以網上形式進行，因而令未能配合改期日子的家長未能

參與。 

- 根據家長問卷結果，100%家長認同工作坊能讓他們學習到管教子女及與

子女溝通的技巧。活動目標大致達成。 

- 新一學年繼續舉辦此活動以

支援初小學生家長管教的需

要。 

- 出版<藍天集>兩次 - 是年於 2020 年 11 月及 2021 件 5 月出版了兩次<藍天集>，並向全校學生、

家長及老師發放，當中由學校撰寫的家長管教文章主題為「快樂父母‧快

樂孩子」及「處理壓力情緒」，以支援家長和學生的精神及心理健康的輔

導需要。 

- 新一學年仍會延續此模式。 

- 家長資源提供 

(於家長工作坊及家長

管教諮詢中向家長推

介本校及外間家長支

援的資源) 

- 學校社工於家長工作坊及家長個案諮詢會向家長提供沙田區非牟利機構

的兒童及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資源及非牟利機構的評

估服務予家長選擇，連繫有需要的學生及家長與社區資源。 

- 新一學年仍會延續此模式。 

5. 加強教師與學生相

處及輔導學生的能

力 

 

- 推行教師工作坊 

(培養學生認識及管理

情緒) 

 
 
 
 
 
 

- 是次工作坊由「香港神託會-生命教育計劃」負責邀請「香港神託會青少

年精神健康服務－青年新領域」註冊社工主講，主題為「識別及處理學生

的精神健康問題」。因 2019 冠狀病毒病的影響，工作坊以網上視像形式

進行。工作坊的目的是透過講解及分組討論環節，讓教職員學習基本識別

及處理學生的精神健康問題，以配合學生在學習及成長上的心理需要，並

提升教師對抗逆力的意識。 

- 根據老師問卷結果，87.3%老師認為提升了他們對精神健康的認識。85.5%

老師認為自己透過活動認識到如何辨識學生的精神及情緒況。81.9%老師

認為了解到初步介入有精神及情緒困擾學生的要點。活動目標達成。 

- 參考老師的回饋，下次可預早

向老師派發工作坊講義或筆

記，方便老師預早準備及記錄

工作坊中的重點內容。 

 

- 教師輔導資訊傳閱 - 學校社工是年改以網上發放的方式向教師提供輔導資訊。學校社工向教師

提供影片輔導資訊，內容包括教師在疫情期間的自我關顧、教師輔導學生

的輔導技巧。 

- 新一學繼續以網上發放的方

式向教師提供輔導資訊，並在

學校會議上宣傳，以鼓勵教師

閱讀。 

 
 
 
 



2020-2021年度周年報告 

35 

(III) 學生個人成長 

目標 內容 成效   

1. 支援整體學生的成

長需要 

- 推行校本的個人

成長教育，照顧全

體學生的成長需

要 

 

- 全級成長課 

(以價值教育、健康上

網及性教育為主題) 

- 班本成長課 

(以個人、群性、事業、

學業四大成長教育範

疇為主題) 

- 是年統籌了外間機構社工到校進行全級成長課，是年的主題為價值教育-

堅毅(一至六年級)、性教育-兩性相處(四至六年級)及健康使用互聯絡及電

子產品(五、六年級)，全級成長課一共舉行了 12 場。 

- 是年共編訂了共 42 份成長課教案，讓老師進行班本成長課，以四大範疇

推展，包括個人、群性、學業和事業四大範疇，當中亦着重品徳的培育，

如關愛、感恩、盡責任、接納、尊重、積極、自信、珍惜、自律等。 

- 從老師評估問卷中看到，75 %的老師對成長課的題材的選取感到非常滿意

或滿意，75 %的老師滿意教授形式及備課安排。由於疫情緣故，成長課部

份改為以網課形式進行，故學生未必能掌握主題重點；另外，實體課少了

學生活動，減少了課堂的趣味性。 

- 從學生評估問卷中看到，90%以上的學生喜歡上成長課，當中不同年級的

學生自評在不同課題上的目標達成度亦大致達 90%以上。 

- 有老師表示成長課部分题與

其他教學重覆，新一學年將

與課程發展組討論整合成長

課程及德育課內容，結合類

近課題，並加入更多正向教

育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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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支援組 

1.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1.2.1   
   

促進學生自

覺學習 

- 開辦展能班，讓參加「活出彩虹

獎勵計劃」的學生透過學習並掌

握藝術技能後，能自行創作相關

的作品。 

- 共有16位學生參加展能班。 

- 大部分學生都能掌握藝術技能，而且能

自行創作相關的作品。 

- 從老師的觀察中，有85%的學生能與人

分享自己的學習成果。 

- 根據老師的意見，新一學年改為實體課形式 

  進行。除了增加學生的投入感，更能適時 

回應學生的需要，從而深化學生所學的 

藝術技能。 
 

- 跟課程組合作「蝴蝶X STEM」計

劃，讓學生透過飼養蝴蝶，培養

他們有責任感，懂得做事認真及

堅持，從而改善學生的學習態度。 

-因疫情緣故，只有部分學生參與此 

 計劃。他們都能成功育養幼蟲至羽化。 

- 從學生的訪問中，他們認同透過飼養 

  蝴蝶能提升學習動機。 
 

- 新一學年會繼續邀請更多的學生參與此計

劃。藉著參加「蝴蝶X STEM」計劃成為蝴

蝶大使，並會於「活出彩虹頒獎典禮」上分

享。 

 

1.2.2 幫助學生建

立正向思維

的態度 

- 與訓輔組及社工協作推廣精神健

康。透過定期跟進有特殊學習需

要學生的「一頁檔案」，幫助學

生建立正向思維，積極解決學習

上遇到的困難。 

- 由於疫情緣故，支援組老師未能定期跟

進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一頁檔案」，

改為在「活出彩虹嘉許計劃」網上加油

站跟進並講解正向思維，讓學生學習當

遇到困難時，能有正面的態度面對困境。 

- 新一學年會定期跟進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

「一頁檔案」。 

- 結合訓輔組「我是寶石」的班級

經營活動，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

自我價值。 

- 已為學生舉辦「活出彩虹嘉許計劃」 的  

  開展禮、網上加油站及頒獎典禮，並結 

  合訓輔組「我是寶石」的班級經營活 

  動，藉這蟹活動讓學生分享個人成就， 

  學習彼此欣賞自己及他人所付出的努 

  力。 

- 新一學年會繼續配合訓輔組正向特質，透過

「活出彩虹嘉許計劃」，幫助學生累積正向經

驗，建立正面情緒，即使面對困難仍抱有積極

的信念和盼望。 

 

- 跟課程組合作，為一年級及二年

級學生進行共融課，幫助學生了

解人與大自然的關係，藉此培養

學生積極面對困難的態度。 

- 是次共融課的主題改為「多元文化」。 

  大部分老師和學生都認為接受文化差異 

  能幫助學生。 

- 透過共融課，促進師生更了解多元文化

的內涵，培養學生發展出正向且積極的

態度，使學生能在課程中除了了解自身

的文化外，他們還會欣賞其他不同文化

的優點 

- 日後再進行共融課，建議可加插角色扮演活

動，並輔上更多具體例子的講解，讓學生能從

個案例子中學習，讓學生在課室中呈現，以尊

重和關愛的態度彼此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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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務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2.1 19-20 年度學習支援津貼盈餘 $248,774.79    $214,200.00      

2.2 20-21 年度學習支援津貼 $660,000.00    $661,245.00      

2.3 19-20 年度言語治療津貼盈餘 $10,222.50    $10,222.50      

2.4 20-21 年度言語治療津貼 $121,046.00    $121,046.00      

2.5 20-21 年度非華語學生撥款津貼 $300,000.00    $300,000.00      

2.6 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計劃盈餘 $5,896.00    $5,896.00  $0.00    

2.7 全方位學習活動           

  a.學生繳費 $1,120.00    $0.00      

  b.全方位學習津貼 $4,960.00    $0.00      

2.8 聘請支援老師兩名及教學助理一名   $674,919.00   $685,377.00    

2.9 活出彩虹獎勵計劃   $3,000.00   $1,322.90    

2.10 才藝活動   $30,000.00   $0.00    

2.11 外購服務   $100,000.00   $31,520.00    

2.12 文儀用品   $1,000.00   $0.00    

2.13 小禮物   $1,000.00   $0.00    

2.14 購買教材   $5,000.00   $0.00    

2.15 言語治療服務費用   $129,200.00   $114,240.00    

2.16 全方位活動   $1,120.00   $0.00    

      $4,960.00   $0.00    

2.17 課後中文學習支援及文化活動   $100,000.00   $101,165.00    

2.18 支援新來港兒童服務(如適用)   $3,000.00 $3,000.00  $0.00    

 合計： $1,352,019.29 $1,053,199.00 $1,315,609.50  $933,624.90  $381,984.60  

 

3. 本組成員 

    何瑞(祥)   (季)詩雨   (楊)素霞   (鄧)麗渟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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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組 

1.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1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1.1.1 強化學生掌握

及運用高層次

思維能力的學

習策略 

- 在課後多元智能課程加入電子應用

程式或平台學習，藉著多樣化的學

習活動，提升學生自學及高層次思

維能力。 

- 受疫情影響，未能開辦課後多元智能

課程，活動會順延至新一學年進行。 

- 新一學年的多元智能課程會繼續向學生推薦與

學習相關的應用程式及平台，推進電子學習，

提升高層次思維能力。 

 

- 深化三至六年級特定高層次思維學

藝活動組別中要加入創意能力， 

讓學生發揮其創作才能。 

- 受疫情影響，學藝活動未能開辦，活

動順延至新一學年進行。 

- 新一學年繼續鼓勵學生發揮創意，並為學生提

供展示創作的平台及機會，如校園電視台、學

校網頁等，讓學生一展潛能及分享創作成果。 

 1.2.2 幫助學生建立

正向思維的態

度 

- 繼續在試後活動時段安排勵志的活

動或講座推廣正向思維信息，深化

學生的正向成就、情緒及人際關係

等。 

- 受疫情影響，未能安排活動或講座，

活動順延至新一學年進行。 

- 在新一學年繼續建立學生正向思維態度，重點

在於改善人際關係及控制情緒兩方面，並安排

學生分享經歷，藉此推廣正向人生態度的訊息。 

- 繼續舉辦校隊訓練營，藉著群體活

動，包括解難、合作、領導等要求，

培訓隊員成為小領袖。 

- 受疫情影響，未能舉辦校隊訓練營，

活動順延至新一學年進行。 

- 新一學年繼續培訓小領袖，安排具領袖潛質的

校隊隊員協助舉辦學校活動，並分享箇中遇到

的困難及解難的經歷，以鼓勵其他隊員積極向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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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務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2.1 學校經費 $40,000.00         

2.2 學生繳費(營費、參觀入場費、報名費及車費等) $134,600.00         

2.3 真理基石浸信會獎學金 $8,500.00         

2.4 制服團隊訓練營營費           

  a. 學生繳費 $21,000.00         

  b.全方位學習津貼 $21,000.00         

2.5 校慶滙演服飾及道具(全方位學習津貼) $50,000.00         

2.6 a. 個人比賽報名費、營費及入場費   $85,000.00 $18,890.00  $18,890.00    

  b. 團體比賽報名費及車費、職工參觀入場費、學校會員費 

(學體會、音樂及朗誦協會等)   $30,000.00 $8,473.90  $8,473.90    

2.7 學校旅行           

  a. 學生旅行營費(2020-21)   $16,000.00 $0.00  $0.00    

  b. 旅行車費   $25,600.00 $0.00  $0.00    

  c. 營費預繳(2021-22)   $8,000.00 $14,800.00  $14,800.00    

2.8 邀請外界團體到校演出及講座支出   $2,000.00 $288.00  $288.00    

2.9 活動器材及文儀用品   $2,000.00 $0.00  $0.00    

2.10 慶功聯歡及旅行飲品    $6,000.00 $0.00  $0.00    

2.11 音樂優秀團員獎/傑出運動員/傑出才藝獎   $8,500.00 $0.00  $0.00    

2.12 制服團隊訓練營營費   $21,000.00 $0.00  $0.00    

      $21,000.00 $0.00  $0.00    

2.13 校慶滙演服飾及道具   $50,000.00 $0.00  $0.00    

 

合計： $275,100.00 $275,100.00 $42,451.90  $42,451.90  $0.00  

 

3. 本組成員 

     何(靜)儀  陳(淑)儀  (馬)秀英  (蘇)鳳玲  鄧偉(文)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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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組 

1.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1.2.1   
   

促進學生自覺

學習 

- 透過操場柱位金句，以主題“活出

愛”、正向思維經文，並以「畫中

猜金句」形式，讓學生主動學習聖

經經文。 

- 因疫情緣故，「畫中猜金句」只能在網

上形式舉行，故參與率不太理想。根據

學生問卷顯示，有 76%表示「畫中猜金

句」能讓學生主動學習聖經經文。 

- 接續未完成的「畫中猜金句」，會邀請曾獲

獎得獎的學生拍短片宣傳，講解他畫獎的學

生拍攝短片宣傳，講解繪畫金句的構息思以

鼓勵同學猜金句。會再分高、低年級進行指

定日子，讓學生猜操場柱位上的行猜金句活

動，引導學生主動學習聖經經文。 

- 以不同形式，如砌金句、玩遊戲

等，促進學生每兩個月背誦手冊上

的一句金句。 

- 全年有要背誦五句金句，學生只需背誦

三句金句，有一次是透過上載背金句短

片進行，低年級較踴躍。根據問卷顯示，

有 80.5%學生表示背誦金句能讓他更認

識神的話語。 

- 會繼續「齊來背金句」，全年約進行 2-3 次，

並以儲印仔形，設小、中、大獎。並以儲蓋

印方式，設小、中、大獎，送禮物給學生以

示獎勵。 

   1.2.2 幫助學生建立

正向思維的態

度 

- 透過宗教早會的介紹聖經人物、宣

教士生平及救恩重點，讓學生明白

神的愛及如何是有意義的人生。 

- 面授課後，學生在課室早會大多以錄製

短片進行，學生在課室裏參與。雖然學

生間斷 復課參與早會。根據學生問卷顯

示，仍有 90.9%學生表示能透過早會信

息，幫助他們建立正向思維的態度。 

- 早會繼續以「活出愛」為主題，可先讓學生

認識宣教的意義和認識宣教士。早會還有福

音性的訊息。 

 
 

- 與訓輔組合作進行齊心送暖行

動，讓學生體會義工服務的意義，

發揮基督愛人的精神。 

- 因疫情緣故，義工活動改以製作金句書

籤配合訓輔組親子毛公布偶進行逆流傳

愛大行動，將布偶書籤送贈有需要的人。 

根據學生問卷顯示，有 54.4%學生表示能

體會服侍人、基督愛人的精神。 

- 新一年會繼續與訓輔組合作「逆流傳愛大行

動」。 

- 安排學生參觀得生團契， 讓學生

透過見證人的分享，學會遇到困難

時要依靠神，並藉着主，生命得以

激勵。 

- 因疫情緣故，未能安排學生參觀得生團

契，又因得生團契人手短缺，未能安排

同工到校或製作短片分享，故此活動取

消。 

- 新一年嘗試聯絡基督教機構，透過宣教士的

見證分享，從而讓學生能學習甚麼是正向思

維，更想學生認識神的愛，對學生信仰方面

有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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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務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2.1 學校經費 $3,900.00    $4,995.00      

2.2 全方位學習津貼 $27,500.00          

2.3 六年級福音營營費(學生繳費) $22,968.00          

2.4 六年級福音營學生部份營費 1   $20,068.00       

2.5 六年級福音營學生部份營費 2   $24,000.00       

2.6 2021-2022 年度六年級福音營營地訂金   $2,900.00   $2,950.00    

2.7 文具及單張   $1,200.00   $819.00    

2.8 紀念品及禮物   $1,200.00   $1,226.00    

2.9 教材及教具   $1,000.00       

2.10 學生參觀費用   $3,500.00       

2.11 教師團契講員費   $500.00       

2.12 2020-2021 年度六年級福音營訂營行政費用       $600.00    

 

合計： $54,368.00 $54,368.00 $4,995.00  $4,995.00  $0.00  

 

3. 本組成員 

    劉(珮)玲  蘇永(德)  何瑞(祥)  謝主(力)  陳(晴)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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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資源組 

1.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1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1.1.1 強化學生掌握

及運用高層次

思維能力的學

習策略 

- 與視藝科合作，搜尋及安裝與電腦

繪畫有關的apps，並提供Apple 

pencil，在視藝課時教授學生電腦

繪圖技巧。 

- 已為視藝科購買40枝Apple pencil供老師上

課使用。 

- 由於疫情影響，大多時間進行視像課，即

使恢復面授課，也只能半天上課。因課時

減少，老師未能按計劃教授學生電腦繪圖

技巧。 

- 視藝課老師會在新一學年進行。 

 
 
 
 
 
 

- 午息時開放303室，學生可以利用

上學年度已購買之VR系統進行自

學。 

- 半天上課時間下，沒有午息時間進 行活

動。 

- 會蒐集一些與教學有關的VR軟件，與科任

合作，在課堂上使用。 

- 尋找一些與教學有關的VR軟件，

與科任合作，在課堂上使用。 

-曾經與體育科合作，於試後活動的運動日

進行，學生可利用VR軟件學習棒球之揮棒

技巧，學生反應熱烈，爭相試玩。 

- 可多找一些與體育科有關的軟件，於下雨

天時，未能到籃球場上體育課，便可在室

內利用VR軟件進行體育課。 

- 與電腦科合作，在四年級電腦課加

入Lego機械及編程內容 

- 已添置 13 套 Lego Spike Prime，由於疫情，

減少了電腦課節，加上上課時不能進行小

組活動，未能進行 Lego 機械及編程課程。 

- 電腦科老師會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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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務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2.1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468,746.00    $468,746.00      

2.2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320,000.00    $307,200.00      

2.3 學校經費 $487,400.00          

2.4 全方位學習津貼 $154,500.00          

2.5 a. 硬件保養、維修費及內聯系統服務(外聘保養公司負責，主要維修學校伺服器等設備)   $15,000.00       

  b. 租用和記 100M 寬頻費用($1660 x 12)   $19,920.00   $19,920.00   

  c. 其他消耗品(碳粉、紙張等)   $20,000.00   $7,332.84   

  d. 技術支援人員二名           

      - 技術支援助理一名(14,460x12+723x12)   $182,196.00   $182,196.00   

      - 技術支援人員一名(19,830x12 +991.5x12)   $249,858.00   $249,858.00   

  e. 租用 WiFi 設備($4200 X 12)   $50,400.00   $50,400.00   

  f. 更換已損壞的電腦硬件(包括更換已損壞之電腦 etc.)   $35,000.00       

  g. 添置數碼錄影機一部   $22,000.00   $21,180.00   

  h. 新添腳架 2 枝、Sony閃光燈 1 枝及 LED 補光燈 2 枝   $6,000.00       

  i. 新添 iPad 支撐架 20 個$150X20)   $3,000.00       

  j. 其他電腦硬件、平板電腦周邊設備(例如:平板電腦保護套、network 線、音響等)   $40,000.00   $40,451.91   

  k. 購買平板電腦 15 台(15 X $3100)   $46,500.00       

  l. 學校環境設施改善工程(包括:更換五樓電腦室的枱($35,000)及打通教員室後重置傢私座位
($115,000))   $150,000.00   $176,834.74   

  m. 環保生態園維護及保養   $70,000.00   $41,120.00   

  n. 無線音響系統 2 套($4500X2)   $9,000.00       

  o. 更換投影機 6 部($3000X6)實物投影機 4 部(2100X4)   $26,400.00   $4,650.00    

  p. 更換 domain server 及 harddisk1 套   $30,000.00   $24,500.00    

2.6 教學支援           

  a. 課室及教員室文具   $20,000.00   $1,265.00   

  b. 更換及新添 Micro:bit 150 套($120 X150)   $18,000.00   $13,554.28   

  c. 更換遙控無人駕駛飛機 5 套($1200 X 5)   $6,000.00   $6,700.00   

  d. 更換 Lego Wedo 2.0 一套   $3,500.00       

  e. 製作橫額及車身貼作宣傳學校   $2,000.00       

2.7 a. 購買 iPad 繪圖筆及軟件(apps)教學生電腦繪圖($1200 x 60)   $72,000.00   $42,000.00   

  b.購買 13 套 Lego Education SPIKETM PRIME SET ($3500x13)   $45,500.00   $45,240.00   

  c. 購買 VR 相機 13 部($2000X13)   $26,000.00       

  d. 跨科主題學習周 STEM(六年級)教材   $11,000.00       

 合計： $1,430,646.00 $1,179,274.00 $775,946.00  $927,202.77  ($151,256.77) 

 

3. 本組成員 

(阮)煒光  馮(家)輝  陳(晴)  王倩(琪)  (黃)碧連 

未經審核 



2020-2021年度周年報告 

44 

20-21 年度畢業典禮財政報告 

2. 財務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2.1  學生收費 $109,000.00          

2.2  學校經費 $2,600.00    $728.90      

2.3 畢業典禮           

  a.畢業特刊   $15,000.00 $14,040.00  $14,040.00    

  b.致送母校紀念品   $1,000.00       

  c.製作請柬及場地佈置   $1,000.00   $237.90    

  d.購買嘉賓紀念品   $800.00   $491.00    

  e.校車(接載家長及學生前往聚餐地地)   $3,000.00       

  f.校車(表演生)    $800.00       

2.4 畢業聚餐 學生繳費 學生、家長、教職員及嘉賓聚餐費   $90,000.00       
 合計： $111,600.00 $111,600.00 $14,768.90  $14,768.90  $0.00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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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組 

1.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1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1.1.1 強化學生掌握

及運用高層次

思維能力的學

習策略 

- 使用高階思維十三式來強化學生多

角度思考的能力，幫助學生在閱讀

中建立靈活的思考模式。 

一年級：樹狀分類 

二年級：六何法 

三年級：特徵列舉 

- 按問卷調查，超過 70 %學生能使用

思維工具，理解文章內容及製作圖

表。 

 

- 教導學生運用高層次思維方法在閱讀中可提升

學生對文章的理解能力，故會多增加一節課給

予學生使用該級的思維工具。 

- 會張貼及展示學生作品。 

1.1.2 提升教師教學

設計及教學技

巧 

- 圖書科任老師各自進行一次觀課。 - 達標完成。 - 進行教學設計及觀課能提升老師的教學設計及 

教學技巧。負責圖書的老師會繼續報讀合適的

工作坊。 

- 要求教師參與有關圖書課的校外課

程。 

 

1.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1.2.1   
   

促進學生自覺

學習 

- 透過摘星閱讀獎勵計劃(J1-6) 

教導學生為自己訂立閱讀目標，並定

期跟進，讓學生懂得審視自己的閱讀

進度。 

- 因疫情緣故，學生斷續回校上課，故

只有 40% 學生能達成自己訂立的閱

書目標。但 4-6 年級，超過 10%學生

能進入評選為最高榮譽大獎得獎

者。全部入圍的學生閱讀超過 60 本

圖書以上。 

- 因疫情緣故，圖書館維持有限度的開放，學生

借書及閱讀時間減少。 

- 在疫情下，收集學生紙本紀錄冊遇較大困難，

有些學生更遺失紀錄冊，來年考慮將紀錄冊放

上圖書館網頁，給學生隨時下載使用。 

- 最積極借閱圖書獎 

每2個月統計並獎勵各級 4名借書最

多的學生。 

 - 於新一學年會繼續推行此計劃。 

- 喜閱英文電子圖書計劃 

- 與英文科共同推廣英文電子圖書平

台，使學生能喜歡閱讀有趣發聲英

文電子圖書。 

 

- 所推廣的 Sunshine Classic 電子書較

受 1-4 年級學生歡迎，也有些低班學

生閱讀這平台的電子書達 40 多本。 

- 因高年級電子書的設定，未能在課室及網課有

效地放映給學生閱讀，已向供應商反映也未能

改善，會繼續跟進。 

- 由於學生已多了上視像課，故部分家長限制子

女上網時間，也不鼓勵子女使用電子圖書，故

會向家長推廣如何正確使用電子圖書。 

 
 
 
 
 
 



2020-2021年度周年報告 

46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2.2 幫助學生建立

正向思維的態

度 

 
 

- 早會分享正向短文 

在早讀時段由學生/老師分享正向

短文。 

- 學生閱讀勵志文章及撰寫讀後感。 

(與中文科合作：中文科老師訓練

四至六年級每班一名同學分享) 

- 因疫情下半天上課，只可錄製兩位學

生分享正向文章及播放。 

- 因半天上課欠缺足夠教學時間，若舉辦類同活

動，可請學生在家錄音，將聲音檔交老師後在

學校播放。 

- 參與的學生很投入活動，其他學生對能聽到同

學的錄音內容很感興趣。 

- 與視藝科合辦主題為「正向人生」

設計活動。學生閱讀有關正向思維

的圖書，並於視藝課進行創作：三

年級設計書籤，四年設計海報。 

- 優秀作品再在小舞台展示及在學

校網頁發放。 

- 因疫情緣故，上課時間不足，三年級

取消了此活動，四年級則用了月曆海

報設計方式。 

-  超過 95%學生能在作品上表達正向訊

息。 

 

- 學生創作正向海報能引發學生閱讀正向主題的

圖書。於新一學年可繼續與視藝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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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務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2.1 學校經費 $43,700.00    $24,824.23      

2.2 2020-2021 推廣閱讀津貼 $30,990.00    $31,207.00  $26,995.15    

2.3 2019-2020 推廣閱讀津貼盈餘 $8,897.94      $0.00    

2.4 學生訂購書刊(學生繳費) $8,000.00      $0.00    

2.5 英文電子圖書平台(學生繳費) $23,000.00      $0.00    

2.6 購買中央館圖書   $25,300.00   $17,488.50    

2.7 摘星閱讀獎勵計劃   $3,500.00   $2,938.65    

  最積極借閱圖書獎   $900.00   $1,000.00    

  分享正向文章小禮物   $400.00   $186.00    

  正向訊息海報、書籤   $200.00   $52.00    

  喜閱英文電子圖書計劃(獎品)   $1,000.00   $50.00    

2.8 購買學科圖書   $5,000.00   $2,697.05    

2.9 圖書條碼標籤 Label    $3,000.00   $2,975.00    

2.10 防曬玻璃貼   $1,600.00   $1,320.00    

2.11 Ipad 2 部(10 吋)   $5,200.00   $0.00    

2.12 耳筒(7 部)   $500.00   $0.00    

2.13 告示板(3 呎 X2 呎)   $2,800.00   $2,700.00    

2.14 圖書展示櫃   $1,700.00   $0.00    

2.15 借書系統保養   $3,400.00   $4,000.00    

2.16 文具(維修圖書工具)   $3,000.00   $2,446.50    

2.17 美化圖書館費用(裝飾、佈置)   $3,000.00   2982.73    

2.18 添置光管 1 支(製作線路圖及購買光管)   $2,500.00   $0.00    

2.19 校訊   $12,000.00   $8,400.00    

2.20 學生訂購書刊(報章)   $8,000.00   $0.00    

2.21 英文電子圖書平台   $23,000.00   $5,280.00    

 合計： $114,587.94 $106,000.00 $56,031.23 $81,511.58  ($25,480.35) 

備註：2.8,2.9,2.11 因疫情緣故，活動未能進行，沒有支出費用。  2.15 光管由校內技工完成，沒有支出。 
 

3. 本組成員 

陳錦(添)  (梁)菀琳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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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文科 

1.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1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1.1.1 強化學生

掌握及運

用高層次

思維能力

的學習策

略 

- 在日常教學中滲入資優教學元素，使學

生懂得運用高層次思維策略學習。 

‧主要以六何法及發展學生六層次閱讀

能力為基礎，讓學生建立穩固的閱讀

及思維能力。 

‧ 有系統地教導不同年級的學生運用科

本思維工具，提升學生分析、評鑑和

創意等高層次思維能力。 

‧ 聘請專家指導科任將不同思維工具(例

如思維十三式)滲入本科學習活動內，

以提升學生分析、評鑑及創意等高層

次思維能力。 

- 各級均於共同備課紀錄表內清楚標示

使用的閱讀策略和思維工具。科任能

配合課題，將不同思維工具滲入本科

學習活動。透過老師課堂觀察及檢視

學生課業表現，有超過70%學生能就

不同的課題有效地運用相應的策略和

工具輔助學習。 

- 專家與二、五年級科任透過共同備課

將思維十三式滲入課堂設計，並透過

評課回饋各科任；能有效提升學生分

析、評鑑及創意等高層次思維能力。

參與專家共備的科任更於中文科會上

分享成功經驗，向其他同事展示如何

把思維十三式滲入讀文教學。 

- 共同備課能夠提供空間讓老師按課文重點

設計合適的閱讀策略和思維工具，並能檢

討上一課學生的學習情況再作反思。來年

會持續優化教學，透過共備將高層次思維

學習策略進一步與課程融合。 

- 透過專家的協助，令科任能夠更靈活運用

「思維十三式」，來年會持續優化和發展

相關的教學設計。 

- 各級均能於課程中滲入「思維十三式」元

素，但未見明顯有系統的編排，因十三式

的選取視乎課文的內容 ，待優化時再作檢

討。 

‧強化現有以抽離模式進行資優教育培

訓班： 

校內：校園小記者、辯論隊、寫作班 

校外：參考人才庫推薦學生參加校外

資優課程 

- 受疫情影響，校園小記者活動暫停。

寫作班模式改為推薦人才庫內的學生

參加徵文比賽，例如：賽馬會主辯，

以「兩代情」為題的徵文比賽。辯論

隊轉為網上培訓，於學期末進行校內

賽。 

- 受疫情影響，暫停資優課程推廣計

劃，及未能盡用人才庫裏的學生。 

- 於新一學年將會繼續以抽離模式進行資優

教育培訓班。為使培訓班能因應疫情而作

出調節，將會要求有關機構能提供到校及

網上課堂。 

- 於新一學年會繼續推薦人才庫學生參加校

外資優課程，並透過科任發掘更多有不同

潛能的資優生。 

 

‧善用並強化已建立的人才庫，發掘並

推薦不同潛能的資優生。 

- 透過環境佈置、硬件設施及資訊科技的

配合，協助提升學生高層次思維的能力。 

‧善用出版社提供的網上資源(評估資源

庫、翻轉課堂) 、資訊教育城的網上資

源(STAR平台)，或相關程式於預習、

教學活動及課業，以配合教學重點及

提升學生高層次思維能力。 

- 停課期間，二至六年級老師都曾多於

五次使用Google Classroom、出版社的

評估資源庫或相關程式(例如：

Kahoot)於預習、教學活動及課業，務

求於網課期間加強教學的互動性及可

持續評估，以配合教學重點及提升學

生高層次思維能力。 

- 利用資訊科技能創建課堂以外的學習環境， 

提供多元化的課業，提升學習效能。學生

於本學年已對Google Classrom的使用十分

熟悉。來年會繼續透過資訊科技配合教學

重點及提升高層次思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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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1.2 提升教師

教學設計

及教學技

巧 

- 優化課堂教學，發展多元化評估。 

‧透過共同備課及同儕觀課，科任聚焦

交流在課堂教學上教授不同學習策略/

思維工具的方法及檢視、評估成效。 

‧設計分層課業以照顧學生多樣性的學

習需要。 

‧設計合乎學生能力和深度要求的評估。 

‧透過數據分析，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及

促進教師發展多元化的評估及適切的

課業。 

- 共同備課能聚焦商討教學難點，運用

合適的高層次思維工具於分層課業及

課堂設計，照顧學生多樣性的學習需

要。 

- 所有科任於上下學期各設計一份分層

課業以照顧學生多樣性的學習需要，

並於各班收集一份佳作作檢討。分層

課業的設計能令學生循序漸進地學習

單元重點，嘗試照顧多樣性的學習需

要，學期末檢討成效，經專家提供意

見，共同檢視。 

- 高年級作文紙與低年級說話工作紙均

設計有自評、互評或家長評估元素，

惟因疫情下半日制課時減少，加上需

要保持社交距離，評核活動的進行未

如理想，只能完成自評和家長評。 

- 科任今年度學習透過AQP數據分析，

有助掌握學生能力，擬訂深淺適中的

試題。 

- 科主任全年曾五次推介科任參加校外

舉辦與中文教學相關的課程，但未有

個別邀請，已有五位老師曾參加相關

推介，並於科會分享。 

- 科主任未有使用「中央教案收集」與

同工分析課堂教學，以本年度二、五

年級專家備課教學設計分享取代。 

- 透過同儕互評能夠有效促進科任的教學質

素，優化課堂設計，來年將會持續進行。 

- 經專家共同檢視，科任對分層課業的設計

方向愈見明確，來年會持續進行，並將本

年度的設計優化使用。 

- 於新一學年會保留說話及寫作課業中的自

評、互評及家長評的評估元素，並會在其

他課業發掘更多元化的評估模式及課業。 

- 科任可以在測考後，檢討試卷時，參考AQP

的統計數據，跟進學生弱項，設計試後跟

進工作紙。 

- 於新一學年科主任會緊密跟進科任進修情

況，個別科任參加中文教學相關課程，以

強化老師對於課程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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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1.2.1 促進學生自覺

學習 

- 優化課室自學角，定期張貼不同的自

學內容，促進學生自覺學習。 

‧早會推介與本科有關的課外知識，

並透過活動引及學生自覺學習的興

趣。 

- 50%科任認同學生對自學角感興趣， 

能促進自覺學習。74.2%學生曾閱讀

課室自學角的語文知識或參與語文

遊戲。 

- 60.3%學生表示曾參與「中華經典名

句」的早會活動。科任老師觀察學

生反應投入，用心參與活動。由於

當天未仍能全校復課， 

部分級別於復課日才由科任另行播

放短片，時間較緊迫。 

- 因實體課日子大減，大部分學生於復課後更珍

惜與同學相處的時間，加上沒有午息，學生於

小息選擇到自學角學習的動機較低。但在老師的

鼓勵下，學生都有抽空閱讀，於新一學年將會

繼續。 

- 中文科早會內容能夠增加學生對中國文化、文

學的認識；另外，操場上張貼的中華經典名句能

有效營造良好的學習環境，讓學生有更多機會接

觸中華名句，鞏固所學內容。新一學年將會繼續

安排活動，為學生提供更多自學空間。 

- 藉電子平台及資訊工具，促進學生自

覺學習。 

‧善用出版社網上資源及資訊教育城

提供的網上資源(知文識趣)、出版

社資源(階梯閱讀)，配合個人能力

及進度學習。 

‧設計多樣化的電子課業，誘發學生

自覺學習。 

 
 
 
 

 

- 73.2%學生表示曾經主動使用出版社

網上資源及資訊教育城提供的網上資

源(知文識趣)、出版社資源(階梯閱

讀)。只有25%科任認同大部分學生

均能利用平台自發學習。由此可見， 

學生暫未能養成自學的習慣，但在

科任的鼓勵下學生仍有興趣參與。 

- 科任主透過Google Classroom、

Kahoot等設計預習、延伸學習等電

子課業，讓學生在家也能自學。 

- 在疫情下，科任積極推動學生自覺

學習，接近預期成效，來年會繼續

推動。 

- 因忙於應付疫情下的工作，科任老師未能抽空

監察相關資訊平台的使用情況。加上宣傳不足，

學生對資訊教育城「知文識趣」及出版社「階

梯閱讀」的使用不熟悉。在新一學年會進一步

跟進學生使用網上資源的情況，推介學生參加資

訊教育城的「中華狀元挑戰計劃」；並繼續鼓

勵學生使用「階梯閱讀」。 

- 會繼續優化及持續發展使用多樣化的電子課業

進行預習或延伸學習，提供不同的自學途徑。

初步構思將課文朗讀錄音上載，建立美讀課文的

自學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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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2.2 幫助學生建立

正向思維的態

度 

- 將與訓輔正向教育主題(正面成就、意

義人生、全心投入)相關的課文內容及

學習重點，標示於進度表內，並於設

計教學時作為「品德情意」學習重點。 

- 各級進度表均有標示與訓輔主題相

關的學習重點，並在共同備課時設

計相關的教學活動，檢討時均表示

大致能達到預期效果。 

- 由於本年度科會上集中分享專家備

課教學經驗，未有邀請科任分享具

體的訓輔正向教育教學經驗。 

- 科任按教學進度透過課文及相關教學設計培養

學生建立正向思維，來年會繼續配合課程，以

精神健康為核心推動正向教育。 

- 將與圖書科合作，四至六年級科任協

助訓練一名同學分享圖書課上閱讀勵

志文章後的讀後感。 

- 有五個學生透過訓練，能夠流暢帶

感情地朗讀文章，並分享讀後感。

錄製影片後於早會時段播放，與全

校師生分享。惜受疫情影響，缺乏

足夠時間訓練另外三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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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務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2.1 學校經費 $8,300.00    $3,633.50      

2.2 全方位學習津貼 $16,000.00          

2.3 獎品及紀念品   $1,000.00   $181.90    

2.4 文具及印刷   $1,000.00       

2.5 參考資源(包括訂購報刊/工具書)   $2,500.00   $2,008.00    

2.6 教具/教材   $1,000.00   $450.00    

2.7 教師用書   $800.00   $993.60    

2.8 活動報名費   $1,000.00       

2.9 活動經費   $1,000.00       

2.10 全方位學習活動   $16,000.00       

  合計： $24,300.00 $24,300.00 $3,633.50  $3,633.50  $0.00  

 

3. 本組成員 

(蔡)起鳳  蔡(春)暉  馬(秋)儀   (廖)麗雲  (黃)碧連  張(燕)  陳(晴)  劉(珮)玲  謝主(力)  鍾綺(明)  馬素(云) 

林(威)   林耀(輝)  (葉)惠芳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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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1. Objective, strategies and evaluation  

Objective Strategies Effectiveness Reflection & Feedback 

1.1 Persistent development of school-based gifted education   

 1.1.1 Strengthen 
students’ 
competence 
in using 
higher order 
thinking 
learning 
strategies. 

- Design or modify the existing 
lesson plans with one or two 
learning objectives that apply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and 
e-learning elements.  

   Choose the suitable higher order 
thinking strategies (e.g. 
brainstorming, mind mapping, 
morphological matrix, 
S.C.A.M.P.E.R techniques, the 
value grid, R.A.F.T. strategy, think 
from new perspectives, six 
thinking hats, examine both sides 
or other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and the e-learning tools and 
integrate them  into the teaching. 

- All English teachers designed at least 
one lesson plan that applied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for different 
levels. 

- 90% of teachers designed or amended 
four reading comprehension 
worksheets and language use 
worksheets to develop students’ skills 
on applying, analysing, evaluating 
and creating. 90% of students could 
apply the strategies properly based on 
the teachers' observation. 

- Teachers are more familiar with higher order thinking 
tools and have applied them in different tasks. Teachers 
designed tasks with more variety, not only focusing on the 
target strategies for their levels. This year, teachers also 
designed tiered worksheets with different graphic 
organisers to enhance students’ thinking and cater for 
learners’ diversity. All the teachers found that the 
strategies were useful in developing students’ thinking 
skills. In the coming year, the 13 HOT skills will be 
incorperated in teaching. 

- This year, the co-planning meeting records were written 
in more details. Teachers discussed the foreseeable 
learning difficulties that students might come across and 
provide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 Due to COVID-19, teachers made use of Google 
Classroom more to deisgn pre-tasks and post-tasks for 
students. Pre-tasks were designed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 lessons while post-tasks helped consolidate students’ 
learning. In the coming year, teachers will continue to 
make use of this platform to design pre-tasks and 
post-tasks. Also, teachers will explore more e-learning 
platform like Padlet and EPIC.  

- 5 students from the puppetry team joined a compeition. A 
compeition video was recorded and students enjoyed the 
video shooting. Students from the talent pool were invited 
to join two competitions. 11 students were chosen to join 
the "21st Century Cup" National English Speaking 
Competition (Hong Kong Region) Primary School 
Category. 8 students from the Elite Class joined the Little 
Maze Runner. In the coming year, the Writing Class, 
Debate Team and Puppetry will recruit tutors to teach part 
of the courses and prepare the students to join the 
competitions.  

-  P2 to P6 teachers need to use 
Google Classroom to design 
pre-tasks or post-tasks. 

- In each of the co-planning meetings, 
teachers applied different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when designing a 
unit plan.  

- 83% of teachers used Google 
Classroom to design pre and post 
tasks. 30% of teachers used more than 
7 times to post materials online and 
they found that it was a useful 
platform to facilitate students' 
learning.  

- Strengthen students’ skills in 
applying, analysing, evaluating 
and creating. 

- All students in writing class agreed 
that this course helped improve their 
writing. 60% of the students in debate 
team agreed their debating and 
speaking abilities improved.  

- Provide training for students from 
the talent pool so as to develop 
their talent in creating, speaking or 
writ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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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Strategies  Effectiveness Reflection & Feedback 

 1.1.2 Enhance 
teachers’ 
skills and 
competence 
in teaching 
design. 

- Teachers are invited to do internal 
sharing about what they have 
learnt from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vents.  

- 100% teachers think the workshop on 
30th November, which was held by the 
project leader of CEAL programme, 
Becky, was useful. 

- The school joined the CEAL programme this year.  Tasks 
targeted at improving assessment literacy were 
developed. J.5 teachers have shared what they have done 
and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during internal sharing, 
also the Territory-wide Dissemination Session on 
Enhancement of Assessment Literary.   

- The new co-planning meeting record was useful because 
teachers could prepare ahead and implement different 
strategies to tackle students’ learning difficulties. 
However, not all the teachers mentioned what activities 
or methods they could do or use to tackle the learning 
difficulties that students face. In the coming year, all 
teachers have to write down more clearly what suitable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or e-Learning tools worked 
well in the lesson.  

- For parent’s feedback, they liked to read their children's 
writing and most of them were really encouraging. 

- Invite an expert to conduct a 
workshop at our school. 

- There is an internal sharing  in every 
English panel meetings. Teachers 
shared what they learnt from various 
training courses. 

- Optimise the collaborative lesson 
planning by sharing and reflecting 
possible learning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students face as well 
as the suitable higher order 
thinking tools in the lesson. 

- Teachers wrote down students' 
learning difficulties on the co-planning 
meeting record for every unit. They 
then used different strategies to tackle 
the problems. 

-  Add self-evaluation, peer 
evaluation and parents' feedback 
on the writing tasks for P1 to P6 
students.  

- All levels added self-assessment, peer 
assessment and parent's feedback in 
one piece of writing. 

-  Add self-evaluation for P4 to P6 
students on oral presentation in 
speaking lessons. 

 

- Teachers need to design two tiered 
assignment that can cater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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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Strategies  Effectiveness Reflection & Feedback 

1.2 Raise students’ abilities in self-management   

 1.2.1   
 

Enhance 
self-motivate
d learning. 

- Designing varied e-Learning tasks 
to motivate students' self-paced 
learning on Google Classroom.  

- 83% of teachers used Google 
Classroom to design pre and post 
tasks. 30% of teachers used more than 
7 times to post the materials online and 
they found that it is a useful platform 
to facilitate students' learning. 

- Due to COVID-19, teachers made use of Google 
Classroom more to deisgn pre-tasks and post-tasks for 
students. Pre-tasks were designed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 lessons while post-tasks helped consolidate students’ 
learning. In the coming year, teachers will also use 
Padlet, Kahoot and EPIC to motivate students’ 
self-paced learning.  

- P3 and P4 students share 
interesting topics about 
themselves (SHOW AND TELL).  

- Due to COVID-19, only 50% of 
students did the one-minute Show and 
Tell in class. Students were informed 
to prepare for i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chool term and did the sharing 
according to the topic they have 
selected.  

- There were five Day F English 
Assemblies this year with five 
different themes. Self-learning task 
sheets were designed by the EPC and 
NETs to extend students’ learning. 

- Due to COVID-19, public libraries 
were closed most of the time. Students 
read audio ebooks on Sunshine 
Classics instead. 

- Teachers can ask students to upload their videos onto 
Google Classroom for evalution. In the coming year, J.2 
and J.3 will do the SHOW AND TELL instead because 
J.4 students have to do the book sharing.  

- NETs help enrich the English environment outside the 
classroom. Therefore, we will keep the WALK AND 
TALKs and the English morning assembilies next year. 
The self-learning task sheets are useful in extending 
students’ learning outside the classroom. Many students 
submitted their work. In the coming year, the 
self-learning tasks will continue to focus on reading 
skills. 

- Students could still enjoy reading books at home even 
when the libraies were closed during COVID-19. In the 
coming year, another platform EPIC will be introduced 
to students to read more interesting audio ebooks. The 
ebooks on EPIC may be more suitable for our students 
because it has more varieties of books and more attrative 
interface.  

- Promote Day F morning 
assemblies and set up an English 
corner in the classroom to 
enhance students’ self-motivated 
learning outside the classroom. 

- P4-6 students choose the books on 
the reading list or Talking EBook 
on their own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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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OPOSED BUDGET 

  Item Estimated Income 
Estimated 

Expenditure 
Actual            
Income 

Actual          
Expenditure 

Surplus/           
(Deficit) 

2.1 School Grant $11,250.00    $1,796.47      

2.2 Sales of Phonics Booklets $7,000.00    $6,516.50      

2.3 English Day Camp $800.00    $0.00      

2.4 J.2 Readers (Surplus) $6,119.73    $6,119.73      

2.5 J.2 Readers (20-21) $6,000.00    $3,150.00      

2.6 Life-wide learning subsidies $114,000.00    $42,900.00      

2.7 Printing of Phonics Booklets   $7,000.00   $6,670.00    

2.8 English Day Camp   $800.00   $0.00    

2.9 J.2 Readers   $10,000.00   $0.00    

2.10 Guided Reading   $300.00   $0.00    

2.11 Boxes   $1,000.00   $0.00    

2.12 Competitions   $600.00   $80.00    

2.13 Puppetry   $5,000.00   $359.47    

2.14 Teaching aids and reference books   $800.00   $799.00    

2.15 Stationery   $250.00   $18.00    

2.16 Presents   $2,500.00   $540.00    

2.17 Teachers' textbooks   $800.00   $0.00    

2.18 Life-wide learning actictivities and 
equipment   $114,000.00   $42,900.00    

 

Total： $145,169.73 $143,050.00 $60,482.70  $51,366.47  $9,116.23  

Remarks:  
2.3 & 2.8  Due to Covid-19, English Day Camp was cancelled. 
2.9 , 2.10 , 2.11  Due to Covid-19, students did not borrow books from the Guided Reading library so no new storybooks and equipment were bought. 
2.18 The publisher did not collect money from the school this year. 
 
3. MEMBERS OF THE ENGLISH PANEL 
  Katie Kung   Agnes Chang   Ben Ho   Fun Pui Yan   Phoebe Chan   Isa Ho   Pegs Lam   Melody Lau   Natalie So   Stella Ho   Irene Tam 
Nam Fung Yee   Queenie Yim   Yannie Siu   Cheng Wing Yi   Chan Suk Yi   Ryan Homer   Hendnink Brink  Scott Ridley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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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1.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1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1.1.1 強化學生掌握

及運用高層次

思維能力的學

習策略 

 
 
 

- 在各年級有系統地教授解難策略。

老師在不同課題特意設計難題，讓學

生學習運用特定的解難策略。 

- 根據老師在工作紙或電子平台的觀察， 

大部分學生都有運用 Drawing及

Systematic Listing 這兩個解難策略解答

難題。各級都配合教學需要教授不同解

難策略，鞏固學生運用解難策略的能

力。 

- 新一學年會繼續這兩個解難策略，鞏固學生

運用解難策略的能力。 

- 老師設計工作紙和教學時，宜加強引導學掌

握有序列舉的方法。 

- 向高能力學生提供更多參與校外比

賽或學習的機會。推薦高能力學生參

與外間機構主辦富挑戰性的課程。 

- 本年度安排了一至六年級學生參與 4

個不同的校外數學比賽，共獲得 58 個

獎項。由於疫情緣故，華夏盃的初賽以

網上形式進行，有些比賽要改期，故部

分學生沒有出賽，影響了參賽的成效。 

 

- 比賽資料會於學校網同時發佈，讓更多學生

自行報名參加，挑戰自我，以能發掘更多數

學科人才。 同時會繼續為學生提供更多不同

的比賽，以豐富學生眼界，讓學生有所體驗

及發揮。 

- 如學生於初賽成績表現優異，來年學校會津

貼學生参加晉級賽，以示支持和鼓勵。 

- 教師利用平板電腦/電子學習平台設

計學習活動及課業。 

- 一至六年級學生都有在 Google 

Classroom 的電子平台上學習，而且都

有於課堂完成了電子學習設計的活動。 

- 學生對電子教學很有的興趣，而老師能即時

檢視學生學習表現及作出回饋，跟進教學。

由於大部分學生已掌握 Google Classroom 的

學習技巧，老師會於新一學年繼續嘗試運用

不同電子學習平台設計學習活動。 

1.1.2 提升教師教學

設計及教學技

巧 

 
 
 

- 優化共同備課，聚焦交流如何在課

堂中運用學習策略或思維工具，照顧

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 從共同備課會議紀錄中顯示，各級全年

都有含高層次思維的教學活動及教學

檢討，老師能引發學生就課題作深入討

論和分析。 

- 雖然各級都有含高層次思維的教學活動，但

是老師在課堂教學的掌握仍需努力發展。 新

一學年有專家領導老師備課，特別強調科主

任及副科主任的培訓。 

- 安排同工外出進修。 - 本年度安排了兩次分享會，當中老師對

分享感到有得著。 

 

- 本年度有八位老師外出進修，新一學年會繼

續選取更多合適的課題向老師介紹，並會先

安排以往較少進修的老師先報讀。 

- 設計分層課業以照顧學生多樣性的

學習需要。 

- 一至六年級都完成了分層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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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1.2.1   
   

促進學生自覺

學習 

- 透過展示「趣味數學」壁報，配合

適當的問題給學生回答，以加強推介

與本科有關的課外知識。(例如：數

學家的故事，生活 IQ 題等) 

- 受疫情網上授課的影響，本年度只進行

了 3 次，中、低年級學生的反應較為積

極，高年級學生的反應一般。 

 

- 由於學生的參與情況不太踴躍，所以有需要

再檢討和優化活動，希望能鼓勵更多學生參

與。 分析原因可能與部分題目太深和太複雜

有關。 

優化活動建議: 

- 由各班輪流負責設計，宣傳和推介有關主題。 

- 利用Google classroom發放及投稿。 

- 在數學週會進行其中一次的趣味數學活動，

用 10 分鐘介绍；學生用 10 分鐘完成有關問

題，即時呈交。 

- 在早會推介與本科有關的課外知識， 

並透過活動引發學生自覺學習的興

趣。 

- 早會的主題為繡曲線，老師介紹繡曲線

的知識，教導設計有特色的繡曲線作

品。  

- 反應很理想，全校超過 50%同學投稿，

同學對此課題頗感興趣。 

- 新一學年可以繼續運用日常生活的例子提升

學生興趣，並加強宣傳及增加獎品吸引力，

提升學生參與率及作品質素。 

- 設計包含 STEM 元素的活動，培養

學生學習興趣及科研精神 

- 四年級的活動為設計壽司盒，課程設計

程度合適，大部分學生都能掌握製作技

巧及感興趣。 

- 五年級的活動為自製風車，課程設計程

度合適，大部份學生都能掌握製作技巧

及感興趣。 

- 六年級的活動為自製動力車，原理配合

科學的知識，大部份學生都感興趣，但

有些同學的作品未如理想，不能移動。 

- 活動只有兩個教節，而且由於疫情，學生未

能分組，沒有了分組研究及討論的機會，只

可以各自完成自己的作品。 

- 四年級的活動以設計為主，如時間許可，可

着學生完成實物，以加増活動的生活化。 

- 五年級的自製風車及六年級的自製動力車， 

製作的材料較簡陋 (只是卡紙，飲管，釘等) ， 

如果可以選用坊間的設計套裝，學生的作品

可以堅固些，便可增加研究的動力及耐心。 

- 六年級的自製動力車，與科學科的自製動力

船很相似，於新一學年可以與科學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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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務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2.1 學校經費 $6,800.00    $2,064.27      

2.2 全方位學習活動           

  a.學生繳費 $10,000.00          

  b.全方位學習津貼 $16,000.00          

2.3 教師用書   $800.00       

2.4 文具及消耗性用品   $1,500.00   $815.27    

2.5 數學活動獎品   $2,000.00   $1,249.00    

2.6 數學課外活動、比賽報名費用   $500.00       

2.7 教具   $2,000.00       

2.8 全方位學習活動   $10,000.00       

      $16,000.00       

  合計： $32,800.00 $32,800.00 $2,064.27  $2,064.27  $0.00  

 

3. 本組成員 

    劉(錦)芳  李(敏)儀  王倩(琪)  (蕭)盈晞  (穆)婷珊  馮(家)輝 (馮)潔雁 林(耀)南 陳錦(添)  劉(珮)玲  鄧偉(文)  李雲(鵬)   

蘇永(德)  張(忠)   (阮)煒光   (季)詩雨  (楊)素霞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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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1. Objective, strategies and evaluation  

Objective Strategies Effectiveness Reflection & Feedback 

1.1 Persistent development of school-based gifted education   

 1.1.1 Strengthen 
students’ 
competence in 
using higher 
order thinking 
learning 
strategies. 

- J.5 subject teachers use high order thinking 
tools ( POE and mind mapping) in 2 chosen 
topics and put remarks in the S.O.W. 

- J.5 subject teachers applied high 
order thinking tools (POE and mind 
mapping) in 4 chosen topics. More 
than 70% students are able to use 
HOT to analyze or predict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s. 

- Most of the students were able to apply their 
basic knowledge to give a reasonable prediction 
in an experiment. Subject teachers can upload 
science related experiments to Google 
classroom, so as to enrich students’ ability to 
apply HOT skills. 

- Fully utilize and strengthen the use of the 
talent pool in order to sort out and nominate 
talented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subject 
related activities. 

- About 75% of talented students are 
nominated to join different 
subject-related competitions, training 

courses or activities. (Included 遊園

學藝，海洋學家-海下灣海岸公園探

索活動, 濕地學家—米埔自然保護

區探索活動，蝴蝶 X STEM—以課

程為本的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戶

外學習課程—昆蟲的生命周期) 

Students enjoyed the activites. 

- Students were excited to get involved in joining 
STEM related competitions, training courses 
and activities. It is good to continue this next 
year. 

 
 

- Teachers use pads or different IT resources 
on teaching activities so a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strategies or 
strengthen students’ thinking skills. 

- J.3 to J.6 students used different IT 
resources to do self-learning and 
share their opinions on Google 
Classroom at least 4 times. J.2 
students able to do it at least twice 
per term.  

- Subject teachers try to focus on using a new app 
‘class kick’ to promote students’ motivation to 
do self-learning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 Teachers and students do more in-depth 
study, analysis or creative activities by 
using the well-built facilities at school 

 (e.g. STEM room, solar panels and wind 
power generator) 

- Due to school suspension in the first 
term and room renovation in the 
second term, teachers and students 
were not able to use the STEM room 
and other well-built facilities 
frequently.  

- Subject teachers can take students to use the 
STEM Room for doing experiments or more 
in-depth study activities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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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Strategies  Effectiveness Reflection & Feedback 

1.1 Persistent development of school-based gifted education   

 1.1.2 Enhance 
teachers’ skills 
and 
competence in 
teaching 
design. 

- Teachers in each form need to design some 
tasks which have applied different learning 
strategies / thinking tools in the lessons and 
share it in the co-planning meeting. 

- J.1- J.6 subject teachers could adopt 
high order thinking tools to the 
curriculum appropriately. J.1-J.6 
teachers have also designed 
tiered-learning worksheets to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 Subject teachers shared it in the co-planning 
meeting and modified the tiered-learning 
worksheets after the lessons. 

- The Science Expert provides teaching 
resources for subject teachers to enhance 
the planning of the science lessons. 

- Subject teachers were able to use 
materials provided from Science 
Expert to enrich the science lessons. 

- All materials provided from Science Expert 
have been saved in Public server, subject 
teachers can use the them in the future. 

- Teachers apply for different subject-related 
courses or workshops organized by public 
or private sector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ir 
teaching effectiveness. 

- 2 subject teachers attended a 
Science-related course. 

- Panel head will norminate some subject 
teachers to attend Science-related courses. 
Subject teachers will be required to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t from the course in the Science 
meetings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1.2 Raise students’ abilities in self-management   

 1.2.1   
 

Enhance 
self-motivated 
learning. 

- Set up a self-learning corner in the 
classroom to promote students 
self-learning. 

- All subject teachers have set up a 
self-learning corner for students to 
promote student’s self-learning. At 
least 60% of students in J.2, 3A, 3B, 
6A, 6C and 6D participated in the 
related activities. 

- The set up of a self-learning corner will be 
continued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Subject teachers can use ‘Google Classroom’ to 
share learning materials in order to promote 
students’ self-learning. 

- Subject teachers introduce some science 
related ‘cool’ knowledge on Day F. 

- Some Chinese inventors and their 
inventions are introduced to students. 
At least 50% students find the 
information fun. 

- Subject teachers can encourage students to join 
the activities more often during the class. 

- Subject teachers introduce ‘10-Minute 
Science’ to the students. 

- About 30% students participate the 
activity. 

- Presents can be given to the students who have a 
high rate of participation in each class. For 
those who did not participate in ‘10-minute 
Science’, teachers can encourage them by 
doing one topic together in the class. 

- Teachers use pads or different IT resources  
to promote students self-learning. 

- All subject teachers used different IT 
resources to promote students’ 
self-learning, and also shared 
opinions on Google Classroom at 
least 4 times. 

- Subject teachers can increase the frequency of 
the use of IT resources such as Google 
classroom, to promote students motivation to 
do self-learning in order to enhan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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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Strategies  Effectiveness Reflection & Feedback 

   - Arous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s by 
dissolving STEM elements in different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co-operating with 
other organizations to hold STEM 
activities in-school training programmes. 

- All students participated 城市自然挑

戰賽香港校際賽，and got ‘most 

observations’ and ‘most species’ 
awards. The winners from this 

competition joined 海洋學家—海下

灣海岸公園探索活動，濕地學家—

米埔自然保護區探索活動。28 

students from J4-6 joined 遊園學藝。 

The butterfly ambassadors joined 蝴

蝶 X STEM—以課程為本的郊野公

園及特別地區戶外學習課程—昆

蟲的生命周期。Students enjoyed to 

take part in the above activites.  

- The Panel head will organise different activities 
to arous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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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OPOSED BUDGET 

  Item 
Estimated 
Income 

Estimated 
Expenditure 

Actual            
Income 

Actual          
Expenditure 

Surplus/           
(Deficit) 

2.1 School Grant $14,300.00    $10,228.06      

2.2 LWL Subsidies $82,180.00    $7,439.40      

2.3 Buying plants (LWL Subsidies) $5,000.00    $491.00      

2.4 Reference books   $2,000.00   $1,060.00    

2.5 Topic-related experiments   $2,500.00   $698.16    

2.6 Apparatus   $4,000.00   $5,909.90    

2.7 Presents   $1,000.00   $1,238.00    

2.8 Teachers' textbooks   $800.00   $300.00    

2.9 Chinese Medicine Curriculum   $2,500.00   $0.00    

2.10 Science Day   $1,500.00   $1,022.00    

2.11 LWL activities   $82,180.00   $7,439.40    

2.12 Buying plants(LWL)   $5,000.00   $491.00    

 

Total: $101,480.00 $101,480.00 $18,158.46  $18,158.46  $0.00  

 
3. MEMBERS OF THE ENGLISH PANEL 
    Wong Qian Qi  Ivy Muk  Winter Cheung  Melody Lau  Fung Ka Fai  Jasmine Fung  Lau Kam Fong  Irene Tam  Yannie Siu  Queenie Yim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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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1.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1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1.1.1 強化學生掌握

及運用高層次

思維能力的學

習策略 

- 重點教授四、六年級學生不同的學

習策略思維工具以提升學生分析、 

評鑑和創意等高層次思維能力。 

- 根據老師問卷調查的資料所得，本校超

過 60%的學生能夠從教學活動或工作紙

中掌握到不同的學習策略思維工具，藉

此提升學生的分析、評鑑和創意等高層

次思維能力。 

- 由於學生已能夠掌握不同的學習策略思維工

具，因此會繼續在專家的帶領下學習如何利

用這些思維工具在專題研習上，藉此深化學

生對這些思維工具的掌握程度。 

 

- 每級全年設計一份包含電子學習

元素的高層次思維教學的教案。 

- 根據老師問卷調查的資料所得，本年度

各級均能於全年設計一份包含電子學習

元素的高層次思維教學的教案。 

- 師生均已掌握電子學習的運作模式，因此將

會推展電子教學於課後評估的部份，藉此評

估學生對該單元的認識程度。 

1.1.2 提升教師教學

設計及教學技

巧 

- 老師參加至少一次校外舉辦與常

識科教學有關的課程，在課堂實踐

應用並與同工在科會分享。 

- 由於受到疫情的影響，只有 25%的老師

能夠於本年度參加至少一次校外舉辦與

常識科教學有關的課程，並在課堂實踐

應用及與同工在科會分享。 

- 預計仍會受到疫情的影響，因此科主任將會

邀請不少於 25%的教師參與外出進修或參與

由中央編配的教案分享，藉此達到教學相長

的果效。 

- 各級全年最少設計一張分層課業， 

照顧學生多樣性的學習需要。 

- 各級均能夠於全年最少設計一張分層課

業，藉此照顧學生多樣性的學習需要。 

- 鑑於科任老師均已掌握分層課業的設計技巧 

  ，因此分層課業設計會恆常化。在新一學年， 

   除了會設計分層課業之外，教師亦會強化該 

   單元的學習重點，以加強學生的自學能力。 

1.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1.2.1   
   

促進學生自覺

學習 

- 三至六年級每學期使用 Google 

Classroom 或其他電子平台多與同

學分享。 

- 各科任均能於每學期使用 Google 

Classroom 或其他電子平台多與同學分

享。 

- 電子教學已成為了教學的大趨勢，因此於各

級均須於每學期使用 Google Classroom 或其

他電子平台多與同學分享。除此之外，老師

亦須使用由出版社所提供的網上學習工具，

藉此加強學生的自學能力。 

1.2.2 幫助學生建立

正向思維的態

度 

- 五年級每學期最少一次配合訓輔

主題：有意義的人生。老師與學生

進行個案討論，引導學生發展正向

思維。 

- 五年級能夠於每個學期配合訓輔主題「有

意義的人生」，進行個案討論，能引導學

生發展正向思維。 

- 於新一學年，二年級、五年級將會與訓輔組

合作，讓學生明白訓輔主題「正向人生」。老

師會把訓輔主題融入相關的課題中，並透過

與學生進行個案討論，引導學生發展正向思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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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務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2.1 學校經費 $3,000.00    $0.00 $0.00    

2.2 全方位學習活動           

  a.學生繳費 $4,500.00    $0.00 $0.00    

  b.全方位學習津貼 $21,810.00    $0.00 $0.00    

2.3 文具雜項   $400.00 $0.00 $0.00    

2.4 參考書及教具   $1,000.00 $0.00 $0.00    

2.5 教師用書   $800.00 $0.00 $0.00    

2.6 獎品   $800.00 $138.00 $138.00    

2.7 全方位學習活動   $4,500.00 $0.00 $0.00    

      $21,810.00 $0.00 $0.00    

  合計： $29,310.00 $29,310.00 $138.00 $138.00  $0.00  

 

3. 本組成員 

    林(耀)南  馬素(云)  (黃)碧連  鄭(巧)欣  (范)珮恩  (馬)秀英  林(威)  林耀(輝)  (呂)艾媚  何(靜)儀  (阮)煒光  蘇永(德)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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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科 

1.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1.2.1   
   

促進學生自覺

學習 

- 透過福音工具「福音金句單張」

向學生傳福音，並着學生自覺向

別人傳福音最少一次。兩次或以

上，派發獎勵券作鼓勵。 

- 透過老師問卷調查，有大約 60%學生能運

用「福音金句單張」向別人傳福音一次。 

- 將會採用不同傳福音的佈道工具，例如「神

奇的一刀」，以增加同學對傳福音的興趣，並

鼓勵他們向家人和朋友傳福音。 

- 透過聖經網站，着學生自覺學

習，並選出一個最喜歡的網站，

填寫網站資料紙，並向同學/朋

友介紹一次。 

- 透過老師問卷調查，有 60%學生能運用聖

經網站向同學/朋友介紹一次。 

- 將會精選一個聖經網站的故事/見證(分高、

低年級)，着學生填寫網站工作紙，並自覺向

家人/同學/朋友介紹。 

   1.2.2 幫助學生建立

正向思維的態

度 

- 上、下學期各一次於聖經課堂上

連繫早會信息（今年主題：「活

出愛」），以鞏固學生的正向思維

的態度。 

- 從學生問卷中，有 70%學生表示有聖經課

連繫早會，有助鞏固早會信息並加強學生

正向思維的態度。 

- 仍會繼續於聖經課堂上連繫早會信息(主題:

「活出愛」)，幫助鞏固信息，建立學生正向

思維的態度。 

- 配合訓輔組的計劃(發展正向教

育-正面成就、意義人生、全心

投入)，老師將配合有關的課題， 

標示在進度表內。 

- 從進度表顯示，老師能將合適的課題配合

訓輔組發展正向教育，強調從逆境中倚靠

神，正面解決困難。 

- 繼續會配合訓輔主題「正向情緒、正向人際

關係」進度表內標示，並加強教導學生。   

- 四至六年級各班建立代禱文化， 

聖經科老師先分享自己需要代

禱事項並其結果，然後邀請同學

在授課前/後祈禱，並以獎勵券

作鼓勵。 

- 透過老師問卷調查，每班約有 20%學生在

授課前/後祈禱。 

- 需於全校建立代禱文化，聖經科老師派發代

禱紙給學生寫下需要代禱的事項，並張貼在

壁報。在聖經課科任帶領學生互相代禱。同

時可邀請學生在上課前/後領禱，用行動「活

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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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務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2.1 學校經費 $2,700.00    $571.00      

2.2 獎品及文具   $600.00   $72.00    

2.3 參考書及教具   $800.00   $263.00    

2.4 教學材料   $1,300.00   $236.00    

 合計： $2,700.00 $2,700.00 $571.00  $571.00  $0.00  

 

3. 本組成員 

    (林)少英  謝主(力)  劉(錦)芳  陳(晴)  劉(珮)玲  鍾綺(明)  馬素(云)  (穆)婷珊  (藍)鳳儀  何瑞(祥)  蘇永(德)  (程)麗斑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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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 

1.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1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1.1.1 強化學生掌握

及運用高層次

思維能力的學

習策略 

- 科任老師於課堂教學設計

高層次思維的提問。 

- 所有科任老師本學年都在課堂上提出高層次問

題，並發現學生能藉高層次問題，提升對課題

的理解。 

- 高層次問題能幫助學生深入了解課題，但由

於課時不足，於新一學年不會在每一課題進

行，只重點在某些課文實施。 

- 一至三年級進行「一分鐘

演出」，四至六年級進行故

事改寫，在普通話周表演。 

- 因疫情關係，原本四至六年級的故事改寫也變

為「一分鐘演出」。半數以上科任老師認同學生

的表演富有創意。 

- 「一分鐘演出」能訓練學生運用普通話的能

力，也發揮創意，故會繼續推行此活動。 

1.1.2 提升教師教學

設計及教學技

巧 

- 安排科任老師接受正音培

訓。 

- 普通話科任老師於本年度接受普通話專家的正

音訓練，所有科任老師均認為正音訓練幫助老

師提高語音準確度。 

- 普通話專家及科任均認為正音訓練有助提升

普通話發音，故會繼續正音訓練。 

- 被邀請的科任老師與專家

老師共同設計一次教學活

動。 

- 因疫情關係，該活動沒有進行。 - 會繼續此項活動，期望共同設計的課堂能優

化教學。 

1.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1.2.1   
   

促進學生自覺

學習 

- 在日常生活中進行自覺學

習。 

- 一至二年級學生都至少完成一篇出版商的自學

練習，鞏固課堂所學。 

- 三至六年級學生全年最少收看普通話節目三次，並

記錄在自學工作紙上，三至六年級科任老師共

收回 351 張工作紙。 

- 已為每班的普通話大使製作襟章，發揮普通話

大使多與同學說普通話的作用，營造說普通話

的環境。但由於疫情關係，學生需保持社交距

離，故沒有讓學生與普通話大使交談。 

- 學生透過網上自學，能鞏固課堂所學，會繼

續此功課。 

- 學生透過收看普通話節目，能累積詞彙及提

升普通話聆聽能力，故會繼續推行這項活

動。 

- 會繼續讓普通話大使帶動其他同學，共同營

造講普通話的氛圍。同時，普通話大使亦會

協助推行各類普通話活動。 

- 與專家朗讀篇章，以致普

通話口語得到額外的練習

機會。 

- 因疫情關係，該活動未有進行。 - 會繼續進行，讓參加校際朗誦節的學生可錄

製視頻請專家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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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務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2.1 普通話津貼 $1,774.42    $1,359.74      

2.2 學校發展津貼(CEG) $25,000.00    $25,000.00      

2.3 全方位學習津貼 $5,000.00    $0.00      

2.4 學校經費 $800.00    $0.00      

2.5 小禮物   $1,762.00   $993.10    

2.6 聘請普通話導師   $25,000.00   $25,000.00    

2.7 普通話話劇   $5,000.00   $0.00    

2.8 教師用書   $800.00   $0.00    

2.9 普通話大使襟章       $366.64    

  合計： $32,574.42 $32,562.00 $26,359.74  $26,359.74  $0.00  

 

3. 本組成員 

鍾綺(明)  陳(晴)  (蔡)起鳳  蔡(春)暉  (蕭)盈晞  馬素(云)  (廖)麗雲  何(靜)儀  (嚴)慧儀 (葉)惠芳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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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 

1.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1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1.1.1 強化學生掌握及

運用高層次思維

能力的學習策略 

- 配合課程組，在日常教學滲入

資優元素，選用(奔馳法) 

SCAMPER 的策略並用在課

堂教學內，以提升學生的創意

思維能力。由老師自選(奔馳

法)內的策略並用於視藝課堂

教學內。 

- 從教師師問卷調查所得，超過九成教師都有運用

SCAMPER(奔馳法)教學策略在課堂教學內。 

- 除了 SCAMPER(奔馳法)教學策略外，超過 70%

老師有加入其他 HOT 高階思維策略於視藝課堂

中，如比較異同、特徵列舉、兩面思考、分類、

六何法、腦激盪等，以助提升學生創意思維能力。 

- 從老師問卷回應所得，90%視藝老師同意高層次

思維元素(HOT 和 SCAMPER(奔馳法)的教學策

略能有效促進學生的創意思維。 

- 會繼續在視藝課堂中加入高層次思維元

素 SCAMPER(奔馳法)及其他 HOT 教學

策略。 

1.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1.2.1   
   

促進學生自覺學

習 

- 設立藝術投稿園地，讓學生自

由投稿，學生可自選任何平面

的藝術創作進行投稿。 

- 本年度舉辦了 2 次藝術投稿園地，第一次在 2020

年 11 月至 12 月期間舉行，是次題目是「未來的

_____」，共有 45 人參加，並選出 18 份佳作。

第二次在 2021 年 6 月期間舉行，是次題目是「創

意防疫口罩設計」，共有 150 人參加，並選出了

13 份佳作。 

- 所選的佳作由科主任評選後，張貼在地下大堂供

全校學生欣賞。從觀察所得，學生喜歡欣賞得獎

同學的佳作。 

- 從老師問卷調查所得，大部分視藝老師同意藝術

投稿可提高學生的自學能力。 

- 由於大部分視藝老師同意藝術投稿可提

高學生的自學能力，故會繼續舉行藝術

投稿園地。 

- 從兩次投稿人數觀察中，明顯地第二期

參與人數比較多，原因可能與畫題生活

化以及有物料供應有關，因為老師提供

了口罩設計的工作紙，學生容易獲得材

料進行創作，故此會提供畫紙或相應材

料以便學生進行創作及增加參與率。 

- 第一次投稿是在疫情下進行，因此較難

傳遞訊息給學生。若再度停課，會改善

發放資訊的方法提醒學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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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2.2 幫助學生建立正

向思維的態度 

- 與訓輔組合作，舉辦「成就獎

設計比賽」，由學生設計自定

的成就獎。透過比賽來帶出

「正面推行」、「全心投入」

的訊息。 

- 二年級至四年級學生已於上學期 9 月內完成「成

就獎設計比賽」，並由訓輔組在相關級別選出冠

亞季各一名及殿軍兩各名。從觀察所得，學生的

設計能帶出正向思維的訊息，此活動幫助學生建

立正向思維的態度。 

- 從老師問卷調查所得，有 66.7%視藝老師同意及

極同意「成就獎設計比賽」能幫助學生建立正向

思維的態度。 

- 「成就獎設計比賽」能讓學生在日常生

活中欣賞身邊的人各有不同的優點和

處，從而懂得欣賞和尊重別人，並且同

時帶出正向思維的訊息。另外大部分老

師同意此活動能幫助學生建立正向思維

的態度，故會繼續舉行此類型的比賽。 

- 與圖書科合作，配合「正向思

維的態度」的主題，由三及四

年級學生設計以宣傳「正向思

維」為主題的書簽及海報。透

過設計書簽及海報來幫助學

生對事物抱持正面的態度，提

升學生的正向思維。 

- 因疫情影響上課時間不足，三年級取消了此活

動，而四年級則用了月曆海報設計方式。 

- 從老師問卷調查所得，有 60%視藝老師同意及極

同意「月曆海報設計」能幫助學生對事物抱持正

面態度。 

- 四年級「月曆海報設計」學生表現效果

未如理想，有老師認為主題太廣未能聚

焦，學生較難掌握創作方向，故會因應

本科特色發展，探討其他合適的課題才

與別科合辦活動。 

1.3      

 1.3.1   
   

讓學生認識不同

的創作媒介，提

升學生對藝術的

興趣 

- 在課程內滲入數碼創作的元

素，讓學生運用 ipad、apple 

pencils、apps 和攝影等媒介創

作，從而發展對藝術創作的興

趣。 

- 因疫情影響上課時間不足，四年級學生在本年度

未曾進行數碼創作。  

 

- 會於新一學年再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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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務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2.1 學校經費 $12,000.00    $5,181.80      

2.2 學生視藝材料費 $61,539.00    $60,037.50      

2.3 全方位學習津貼           

  a.學生繳費 $10,270.00    $0.00      

  b.全方位學習津貼 $32,070.00    $0.00      

2.4 學生全年視藝材料   $61,539.00   $59,636.70    

2.5 視藝科文具及消耗品   $1,500.00   $1,390.28    

2.6 投稿園地用品   $1,000.00   $717.00    

2.7 藝術日材料   $2,000.00   $0.00    

2.8 藝術潛能班物資   $1,000.00   $675.32    

2.9 購買乾畫架   $3,500.00   $2,800.00    

2.10 數碼創作   $3,000.00   $0.00    

2.11 全方位學習活動   $10,270.00   $0.00    

      $32,070.00   $0.00    

  合計： $115,879.00 $115,879.00 $65,219.30  $65,219.30  $0.00  

 

3. 本組成員 

     張(燕)  (蘇)鳳玲  (呂)艾媚  蔡(春)暉  (林)少英  劉(珮)玲  鍾綺(明)  馬(秋)儀  (何)兆群  蘇永(德)  (譚)潔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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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1.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1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1.1.1 強化學生掌握

及運用高層次

思維能力的學

習策略 

- 設計運用高層次思維策略(包電子

學習元素)的學習活動。 

因受疫情停課影響，計劃未能完成，只能

在工作紙加入比較異同的高層次思維元素。 

繼續優化工作紙設計，加入比較異同以外的高

層次思維元素。 

1.1.2 提升教師教學

設計及教學技

巧 

- 教師以一個課題為課研，在科務會

議內分享處理學習難點及教材設

計。 

80%老師有出席與音樂教學相關講座，並

有兩位同工於會議中分享，達到初定目標。 

教師認同課研有助設計教學和解決教學上的

難點，會繼續邀請同事進修和分享。 

1.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1.2.1   
   

促進學生自覺

學習 

- 三至六年級同學在Goolgle 

Classroom平台，透過教師分享的

音樂讀物、資訊或影片，作課前預

習或課後延伸學習。 

三至六年級學生 100%有透過 Google 

Classroom 進行學習，50%學生亦認同活動

有助推動其學習音樂的興趣和自覺性。 

於新一學年老師會在網上向小四至小六學生

發放歌唱或音樂材料讓學生作課前預習及課

後延伸。小一至小三學生會使用出版社的網上

資源進行自學。 

1.2.2 幫助學生建立

正向思維的態

度 

- 四至六年級同學分享具正向思維

的歌曲，並從曲詞中分析歌詞如何

激勵自己。 

50%班別完成分享，但大部份同學不懂分

析曲詞並從中激勵自己。 

施行上有困難，因選曲未必能切合德育及訓輔

主題，亦未能配合本科課程。如再繼續這活

動，會協助學生選取較顯淺的歌曲。基於學生

年紀小，如他們不能表達自己的感受，老師會

改為觀察他們投入歌曲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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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務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2.1 學校經費 $27,000.00    $7,749.90     

2.2 樂器推廣及培訓計劃(全方位學習津貼) $150,200.00    $0.00     

2.3 電動投射螢幕(全方位學習津貼) $5,000.00    $2,880.00     

2.5 校際音樂節樂譜   $2,000.00    $0.00    

2.6 消耗性樂器配件及用品   $2,500.00    $315.00    

2.7 樂器購置   $8,000.00    $7,434.90    

2.8 文具及活動獎品   $2,500.00    $0.00    

2.9 樂團出外比賽/演出費(包括樂器搬運費)   $3,000.00    $0.00    

2.10 樂器維修及保養    $3,000.00    $0.00    

2.11 音樂團隊慶祝會   $6,000.00    $0.00    

2.12 樂器推廣及培訓計劃   $150,200.00    $0.00    

2.13 電動投射螢幕   $5,000.00    $2,880.00    

 

合計： $182,200.00 $182,200.00 $10,629.90 $10,629.90  $0.00  

 

3. 本組成員 

    陳(淑)儀  鄭(詠)儀  (龔)曉雯  謝主(力)  陳(海)婷  (馬)秀英  (藍)鳳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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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1.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1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1.1.1 強化學生掌握

及運用高層次

思維能力的學

習策略 

- 善用並強化經選拔而建立的學生人

才庫，發掘及推薦不同潛能的校隊

成員。 

- 因疫情停課及只半日制上課，只能參加

男子羽毛球學界團體錦標賽，大部分的

校際比賽，未能如期進行選拔及校隊訓

練。 

- 新一學年將維持恆常訓練，如受疫情影響不

能面授，會轉為網授形式訓練。 

- 完善試後活動運動日的競技模式，提供平台

讓學生展示才能。 

1.2.2 幫助學生建立

正向思維的態

度 

- 繼續舉辦「團隊挑戰營」，透過不

同挑戰，讓隊員一起經歷，一起想

辦法應付。從而讓學生認識困難並

不可怕，有其積極意義，讓學生建

立正面的價值觀。 

- 因受疫情影響，本學年未能舉辦「團隊

挑戰營」、陸運會及水運會，改以試後

活動「運動日」取替，從中讓學生建立

團隊精神的正面價值觀，以及積極參與

團隊活動。 

-  新一學年將繼續籌辦「團隊挑戰營」，讓學

生透過不同的歷奇團隊活動建立正面的價

值觀。 

- 如無法舉行五日四夜的「團隊挑戰營」，會

改以日營替代。 

- 配合訓輔主題「意義人生」，於陸

運會及水運會設立「最踴躍參與大

獎」(每級設一個獎)，除讓運動傑出

的學生可以發揮所長外，其餘學生

也明白並身體力行，學會「做人做

事要全心投入」。 

- 「運動日」以班內分組形式進行。超過

90%學生均符合團隊合作及發揮所長的

標準而獲得獎勵。 

- 就帶班老師及負責活動的老師觀察，學

生均能投入參與「運動日」的競技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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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財務報告： 
  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實際收入 實際支出 結餘/(超支) 

2.1 學校經費 $54,000.00    $10,868.55     

2.2 校友會資助 $1,200.00          

2.3 全方位學習活動           

  a.學生繳費 $70,000.00          

  b.全方位學習津貼 $50,000.00          

2.4 消耗性教具：           

  例如：球類、球拍、豆袋、膠環等   $6,000.00    $6,398.00    

2.5 比賽報名費及運動員註冊費   $5,000.00    $332.00    

2.6 運動員訓練及比賽：           

  午膳、交通費及雜項   $6,000.00    $268.00    

2.7 陸運會：           

  a.支付 2021-2022 年度場地租金   $1,000.00    $910.00    

  b.訂製陸運會用獎盃、獎牌   $4,000.00        

  c.飲品、茶點、午膳   $4,000.00        

  d.紀念品   $1,500.00        

  e.啦啦隊用品   $1,200.00        

  f.陸運會用品運輸費   $900.00        

  g.雜項用品   $800.00        

  h.便攜擴音器   $9,000.00        

  i.戶外帳篷   $3,000.00        

2.8 水運會：           

  a.支付 2020-2021 年度場地租金   $2,600.00        

  b.訂製水運會用獎盃、獎牌   $3,500.00        

  c.紀念品   $1,000.00        

  d.水運會用品運輸費   $900.00        

  e.雜項用品   $800.00        

  f.飲品、茶點   $2,000.00        

2.9 級際比賽   $2,000.00    $2,960.55    

2.10 全方位學習活動   $70,000.00        

      $50,000.00        

 

合計： $175,200.00 $175,200.00 $10,868.55 $10,868.55  $0.00  

備註: - 因受疫情影響，學界體育聯會取消大部分賽事，故 2.5 及 2.6 項的實際支出比預算少。 

          - 因受疫情影響，陸運會及水運會未能舉行，實際開支有限，只支付了 2.7a 項運動場場地租金。 

          - 因受疫情影響，未能舉辦「團隊挑戰營」，故 2.10 項全方位學習活動沒有實際支出。 
 

3. 本組成員 

    鄧偉(文)  (馬)秀英  林(威)  (阮)煒光  李(敏)儀   何瑞(祥)   李雲(鵬)   

未經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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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 

1. 本年度推行目標、策略及評估 

目標 策略 成效 反思回饋 

1.1 持續發展校本資優教育   

 1.1.1 強化學生掌握

及運用高層次

思維能力的學

習策略 

- 重編三至六年級電腦科課程，加入

更多高層次思維課程。四年級加入

Lego機械及編程課程，以延續三年

級Lego課程，並加入Micro:bit課

程。 

由於疫情緣故，電腦科全學年課節大減， 

各級電腦科課程只能完成軟件單元。雖

已經重編三至六年級電腦科課程，但未

能全面推行。 

如九月份仍是半天上課，在各級電腦科課程 

會選擇先教一些較重要的內容，不一定依進度 

表教學。 

- 在一及二年級學藝活動時加入基

本編程概念活動。 

- 由於全學年均沒有學藝活動，故未能 

  加入基本編程概念活動。 

- 已選定採用Blue Dot apps於跨科主題 

若仍受疫情影響，會利用跨科主題或早會介紹 

給小一及小二學生認識編程概念活動，讓他們 

有初步的概念。 

- 五年級電腦科課程將會與音樂科

合作，利用micro:bit製作音樂盒。 

學習周與音樂科合作製作音樂盒。學生

對利用micro:bit作曲很感興趣，全部同學

都能完成。 

1.1.2 提升教師教學

設計及教學技

巧 

- 舉行電腦科教師Lego  SPIKE™ 

Prime Set，工作坊，讓所有電腦科

老師可以利用Lego  SPIKE™ 

Prime Set 在四年級教學生機械及

編程。 

由於疫情緣故， Lego  SPIKE™ Prime Set

要延遲一年才推行，工作坊也要延後一

年才舉行。 

 

1.2 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1.2.1   
   

促進學生自覺

學習 

- 介紹一些老師認為學生感興趣的

軟件，要求學生透過參考書自學平

台進行自學。 

電腦科全學年課節大減，未能於電腦課

介紹一些軟件給學生自學。 

老師可拍攝影一些短片讓學生自學。 

 

2. 本組成員 

(阮)煒光  馮(家)輝  王倩(琪)  劉(錦)芳  林耀(輝)  林(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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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計劃 

項目 內容(活動詳情) 成效 反思回饋 

1. 舉辦加強認識中國

歷史和中華文化的

校本學習活動 

- 介紹不同範疇著名的中國

歷史人物 

- 中、常、科、視、音各科都因應課題在課堂上介紹相

關的中國歷史人物，學生對內容都感興趣。   

- 常識科透過早會分別向一和二年級、三和四年級、五

和六年級學生介紹醫學、天文和數學相關的中國歷史

人物，學生就相關內容觀看短片自學並完成工作紙。

接近全體學生都能完成和遞交工作紙，低年級學生整

體表現良好，高年級小部分學生只能達基本要求。 中

文科早會向學生介紹一些中華經典名句，學生從中認

識一些古文用詞、歷史人物和背景，60% 學生完成

和遞交延伸工作紙。 

- 由於疫情影響上課時數，本學年取消了中國歷史人物

競猜比賽，但在中國知識問答比賽中加入了相關題

目，一至六年級學生仍能參與比賽活動。 

- 中華文化日讓學生在京劇、古詩和中國知識問答比賽

的學習活動中加深認識中華文化，並按學生不同程度

設計了豐富的內容及活動。由於疫情持續，三至六年

級學生能回校上半天實體課進行活動，而一至二年級

學生則於網上學習。整體而言，學生能積極投入參與

活動，能各自發揮創意，繪畫表達詩意、運用不同寓

意的顏色或圖案設計面譜或戲服。學生也能發揮閱讀

技巧和推理能力，從不同方面如歷史人物、名著、地

理和節慶等參與問答比賽。 

- 由於本年度學生回校上實體課的日子不多，圖書館開

放時間有限及人數也須管制，圖書館沒有定期展示不

同範疇著名的中國歷史人物的圖書。 

- 學科有機地結合課題介紹相關範疇著名的中

國歷史人物，學生更能掌握歷史和現代的關

係。新一學年中、常、科、視、音都繼續因

應課題介紹相關的中國歷史人物，提供延伸

閱讀資料或短片，加深學生對中國歷史人物

對相關課題貢獻的認識。 

- 老師都認同中華文化日的活動能加深學生對

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的認識和推動學生積極

參與學習。在有蓋操場和大堂擺放富有中式

佈置裝飾，加上中樂的播放，能增添文化色

彩，營造濃厚氣氛。從老師的觀察，學生對

懸掛着富有文化色彩的吊飾感興趣，但對當

中有關中國獨特植物或歷史人物認識不多。

會建議老師仍可在不同範疇舉辦有趣活動，

加深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及歷史的認識。由

於疫情持續，不能安排外間機構到校表演，

只能透過短片展示，但學生仍能投入觀看表

演。故此，新一學年事後仍會舉辦中華文化

日，並參考本學年的經驗，以多元體驗活動

設計。 

 配合歷史文化的課題及

早會圖書推介，向學生

介紹與學科範疇有關的

中國歷史人物 

 舉辦中國歷史人物競猜

比賽 

 圖書館定期展示不同範

疇著名的中國歷史人物

的圖書 

 舉辦中華文化日 

 安排有關中國歷史及文

化的表演節目 

2. 採購優質電子或其

他相關學與教資源 

- 圖書館添置與中國歷史及

文化有關的書籍。 

- 由於本年度學生大多時間以網上模式學習，老師只能

鼓勵學生閱讀網上免費的閱讀資源如香港教育城提

供的中華里。本年度添置了 7 本與中國歷史及文化有

關的書籍。 

- 於新一學年，國書館仍會添置與中國歷史及

文化有關的書籍，並會善用閱讀早會及

Google Classroom 向學生推廣。 - 國書館主任向學生推廣所

添置的書籍或電子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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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學校交流報告書 

 2020 / 2021 學年  

 

學校名稱： 培基小學 

學校類別： 小學 負責老師： 嚴慧儀 

 
本學年已與以下內地姊妹學校進行交流活動： 

1. 與深圳市翠北實驗小學進行英文科網上視像交流，認識兩地生活習慣，促進文化交流。 

2.  

3.  

4.  

5.  

 
本校曾舉辦的姊妹學校活動所涵蓋層面及有關資料如下：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可選多項)及/或在「其他」欄填寫有關資料)  

 

甲. 管理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A1  探訪/考察 B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A2  校政研討會/學校管理分享 B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A3  會議/視像會議 B3  交流良好管理經驗和心得/提升學校行政及管理的能力 

A4  與姊妹學校進行簽約儀式/商討交流計劃 B4  擴闊學校網絡 

A5  其他(請註明) : B5  擴闊視野 

   B6  建立友誼/聯繫 

   B7  訂定交流細節/ 活動詳情 

   B8  其他(請註明) : 

 

管理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C1  完全達到 C2  大致達到 C3  一般達到 C4  未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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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教師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D1  探訪/考察 E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D2  觀課/評課 E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D3  示範課/同題異構 E3  建立學習社群/推行教研 

D4  遠程教室/視像交流/電子教學交流 E4  促進專業發展 

D5  專題研討/工作坊/座談會 E5  提升教學成效 

D6  專業發展日 E6  擴闊視野 

D7  其他(請註明) : E7  建立友誼/聯繫 

   E8  其他(請註明) : 

 

教師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F1  完全達到 F2  大致達到 F3  一般達到 F4  未能達到 

 
 

丙. 學生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G1  探訪/考察 H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G2  課堂體驗 H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G3  生活體驗 H3  擴闊視野 

G4  專題研習 H4  建立友誼 

G5  遠程教室/視像交流/電子學習交流 H5  促進文化交流 

G6  文化體藝交流 H6  增強語言/表達/溝通能力 

G7  書信交流 H7  提升自理能力/促進個人成長 

G8  其他(請註明) : H8  豐富學習經歷 

   H9  其他(請註明) : 

 

學生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I1  完全達到 I2  大致達到 I3  一般達到 I4  未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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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家長層面（*已舉辦 / *未有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註 :學校不可使用姊妹學校計劃津貼支付家長在交流活動的開支)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J1  參觀學校 K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J2  家長座談會 K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J3  分享心得 K3  擴闊視野 

J4  其他(請註明) : K4  加強家校合作 

   K5  加強家長教育 

   K6  交流良好家校合作經驗和心得 

   K7  其他(請註明) : 

 

家長層面  

達至預期目標程度 
L1  完全達到 L2  大致達到 L3  一般達到 L4  未能達到 

 

監察/評估方法如下： 

編號  監察/評估方法 

M1  討論 

M2  分享 

M3  問卷調查 

M4  面談/訪問 

M5  會議 

M6  觀察 

M7  報告 

M8  其他(請註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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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財政報告： 

編號  交流項目 支出金額 

N1  到訪內地姊妹學校作交流的費用 HK$ 

N2  在香港合辦姊妹學校交流活動的費用 HK$ 

N3  姊妹學校活動行政助理的薪金 (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20%) HK$ 

N4  視像交流設備及其他電腦設備的費用 HK$145,700.00 

N5  交流物資費用 HK$       919.80 

N6  在香港進行交流活動時的茶點開支(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2%) HK$ 

N7  老師的一次入出境簽證的費用(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1%) HK$ 

N8  其他(請註明) : HK$ 

N9  學年總開支 HK$146,619.80 

N10  沒有任何開支 不適用 

 
 
 
 
 
 
 
 
 
 
 
 
 
 
 
 
 
 
 
 
 
 
 
 
 



2020-2021年度周年報告 

83 

反思及跟進： 

編號  內容 

O1  

有關交流活動的層面 [如適用，請註明]  

首次與深圳市翠北實驗小學進行英文科的視像交流，兩校學生能以英語溝通，並對兩地的著名景點及文化加深認識。學校可持續和姊

妹學校進行學生層面的交流，亦可在教師層面進行教學交流。                                                

O2  

有關交流活動的形式/內容 [如適用，請註明]  

這次交流以兩地著名景點為主題，兩校學生對內容非常感興趣，特別是本校學生。他們在分享中都表示很想參觀姊妹學校所介紹的景

點，並想繼續參加與姊妹學校的交流。下學年可繼續和姊妹學校就學校的特色課程，互相介紹及交流，加深學生對兩地學校的了解。

由於這次是首次的視像交流，雙方的視像器材仍須提升，以便能更順暢地進行網上視像交流。                                                 

O3  有關交流活動的時間安排 [如適用，請註明]                                                    

O4  有關交流活動的津貼安排 [如適用，請註明]                                                 

O5  有關承辦機構的組織安排[如適用，請註明]                                                  

O6  其他(請註明) : 

 

交流參與人次： 

編號  層面 交流參與人次 

P1  本校學生在香港與姊妹學校交流的人次 40 人次 

P2  本校學生到訪內地與姊妹學校交流的人次 ______人次 

P3  本校學生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40 總人次 

P4  本校教師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10 總人次 

P5  本校學校管理人員參與交流的總人次 5 總人次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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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全方位學習津貼 

津貼運用報告 

聲明：本校已清楚明白運用全方位學習津貼的原則，並已徵詢教師意見，計劃運用津貼推展下列項目： 

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受惠學生 

(級別) 
評估結果 

   實際開支 ($)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 

可選擇多於一項) 

智
能
發
展(

配
合
課
程)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第 1 項 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1.1 在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例如：實地考察、藝術賞析、參觀企業、主題學習日) 

(A)中國語文

科 

 
 

1. 參觀南蓮園池及九

龍寨城公園 

配合課文，認識步移法及描

寫景物的技巧。 

因疫情而取

消了此活動 

四年級 
/ 

$0.00 

     

2. 硬筆書法講座 鞏固學生對執筆寫字的技

巧，培養學生對文字藝術的

美感及欣賞中華文化。 

二年級 

/ 

$0.00 

     

3. 毛筆書法講座 學生認識寫毛筆字的技巧， 

並培養對書法的興趣及欣

賞中華文化。 

三年級 

/ 

$0.00 

     

4. 飲食文化活動/講

座 

學生能了解中國的飲食文

化。 

四、五年

級 
/ 

$0.00 

     

(B) English 

(尚有第 2 項) 

1. - Visit and 
experience organic 
farming 

- Design a healthy 
menu using 
organic food 

- extend students’ learning 
outside the classroom 

- experience a type of 
farming work and not to 
waste food 

因疫情而取

消了此活動 

J3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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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受惠學生 

(級別) 
評估結果 

   實際開支 ($)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 

可選擇多於一項) 

智
能
發
展(
配
合
課
程)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1.1 在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例如：實地考察、藝術賞析、參觀企業、主題學習日) 

(B) English 

(尚有第 2 項) 

2. Writing 
short-term 
courses 
 

-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learners to 
enhance their 
writing skills, 
proofreading 
skills and 
improve their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Nov 2020 – 
Feb 2021 

Writing 
Class 

students 

- The focus of the workshop was poetry. 
The tutor also helped to train the 
students for the Hong Kong Budding 
Poets Award. Overall, all students 
agreed that this course improved their 
writing.  58% of them chose the option 
of ‘strongly agree’.  Also, all students 
agreed that it helped to develop their 
interest in writing, with 42% strongly 
agreeing. $20,400.00 

     

3. Debate 
short-term 
courses 

-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learners to 
develop the 
fundamental 
skills for 
debating  

Oct 2020 – 
March 2021 

Debate 
Class 

students 

- The course facilitator, Miss K, was 
knowledgeable and an expert on the 
subject. The lessons focused on debating 
foundations, constructing an argument, 
rebutting and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he questionnaire,over 80% 
of the students said their debating and 
speaking abilities improved.   
Furthermore, the vast majority of 
students were of the opinion that their 
practical abilities and knowledge on 
debating improved as well. Students 
suggested that there should be more 
engagement of students from the 
teachers though. $2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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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受惠學生 

(級別) 
評估結果 

   實際開支 ($)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 

可選擇多於一項) 

智
能
發
展(
配
合
課
程)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1.1 在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例如：實地考察、藝術賞析、參觀企業、主題學習日) 

(C)Maths 1. 舉辦校內數學

遊蹤 

透過遊戲形式強化在課堂所學， 

增加學生對數學的興趣 

因疫情而取

消了此活動 

三、四年級 
/ 

$0.00 

     

2. 參加科大舉辦的

科學及數學課程 

讓資優學生發展潛能，學習課堂

以外的科學及數學知識 

因疫情而取

消了此活動 

五、六年級

人才庫學生 
/ 

$0.00 

     

(D)常識科 1. 配合課程的學

習活動一、五年

級(護苗車) 

加強學生的性知識 10-12/2020 五年級 從收回的 Google 

Form 得知學生喜

歡這個活動。活動

能令他們更了解兩

性相處之道。 
 

$0.00 

     

2. WAR GAME 讓學生體驗戰爭的殘酷並相

信和平對人類是最大的福祉。 

因疫情而取

消了此活動 

六年級 
/ 

$0.00 

     

3. 茶道講座 讓學生透過茶道講座認識中

國的飲茶文化 

因疫情而取

消了此活動 

五年級 
/ 

$0.00 

     

4. 參觀歷史博物

館 

透過參觀博物館，讓學生認識

香港的歷史發展，加深他們對

香港的認識。 

因疫情而取

消了此活動 

四年級 

/ 

$0.00 

     

(E)Science 

(尚有第 2 項) 

1. 參觀有機農場， 

體驗耕作 

製作環保酵素 因疫情而取

消了此活動 

三年級 
/ 

$0.00 

     

2. Thinking Like a 
Scientist-Project 
Eureka 

學習科學探究和設計循環製

作濾水器 

因疫情而取

消了此活動 

四年級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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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受惠學生 

(級別) 
評估結果 

   實際開支 ($)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 

可選擇多於一項) 

智
能
發
展(
配
合
課
程)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1.1 在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例如：實地考察、藝術賞析、參觀企業、主題學習日) 

(E)Science 3. 愛護動物講座 讓學生認識動物是人類的親密朋

友，學生要對他們愛護。 

因疫情而取

消了此活動 

二年級 

/ 
$0.00 

     

愛護環境講座 讓學生珍惜並愛護環境 因疫情而取

消了此活動 

三年級 

$0.00 

     

4. J.6 太陽能探究活動 認識太陽能轉化為電的效益 因疫情而取

消了此活動 

六年級 
/ 

$0.00 

     

5. 外出延伸學習活動 強化學生在課堂所學的活動 全年 高年級 

學生 

學生在四個活動

中都非常同意或

同意加深他們相

關的科學知識 
(車費) 

$5,280 

     

6. 校內 STEM 活動 強化學生科學技能的活動 因疫情而取

消了此活動 

一至五 

年級學生 

根據教師觀察，

學生非常投入活

動，並成功製作

相關的製成品。 $2,159.40 

     

7. 配合各級課題的戶

外參觀活動 

P.1 動植物公園 

P.2 郊野公園 

P.3 濕地公園 

P.4 中醫藥博物館 

P.5 太空館 

P.6 米埔 

透過參觀活動深化學生對老師課

堂所教導的知識 

因疫情而取

消了這些活

動 

一至六 

年級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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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受惠學生 

(級別) 
評估結果 

   實際開支 ($)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 

可選擇多於一項) 

智
能
發
展(
配
合
課
程)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1.1 在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例如：實地考察、藝術賞析、參觀企業、主題學習日) 

(F)視覺藝

術科 

1. 主題學習日： 

一年級邀請漫畫家

到校分享及示範 

讓學生認識繪畫漫畫的投巧，了

解畫漫人物的設計概念。 

因疫情而取

消了此活動 

一年級 

全級 

/ 

$0.00 

     

2. 主題學習日： 

五年級變臉藝術 

讓學生了解及欣賞變臉藝術。  五年級 

全級 $0.00 

     

3. 主題學習日： 

六年級棉質植物染 

讓學生利用植物染技法將舊衣物

重新上色，達到天然、環保及珍

惜資源的目的。 

因疫情而取

消了此活動 

六年級 

全級 

$0.00 

     

4. 植物染及藍染工作

坊  

讓學生認識植物染及藍染，以天

然染料染布，認識化學劑與植物

汁液一起時的化學作用，從而產

生不同的染料顏色。 

因疫情而取

消了此活動 

四至五年

級學生 

$0.00 

     

5. 藍印工作坊 透過藍印技術，加上學生的創意， 

把植物的美態以另一方式呈現。 

因疫情而取

消了此活動 

四至六年

級學生 
/ 

$0.00 

     

6. 圓圈繪畫 Circle 

Painting(潛能班訓

練) 

透過圓圈繪畫能做到包容、合作及創

造；互相包容：男女老幼傷健不同種

族的人 凝聚在一起；一起合作：一

起在繪畫的過程中互相交流，畫走壓

力；共同創造：每個人畫不同的線條

圖形。經過與其他人所畫的重疊後，

便會創造出另一個與別不同的圖案。 

因疫情而取

消了此活動 

四至六年

級視藝潛

能學生 

/ 

$0.00 

     

7. 圓圈繪畫 Circle 

Painting(30 人工作

坊) 

四至六 

年級學生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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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受惠學生 

(級別) 
評估結果    實際開支 ($)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 

可選擇多於一項) 

智
能
發
展(
配
合
課
程)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1.1 在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例如：實地考察、藝術賞析、參觀企業、主題學習日) 

(G)普通話

科  

1. 普通話話劇 提升學生的聆聽能力 因疫情而取

消了此活動 

一至三 

年級 
/ 

$0.00 

     

(H)圖書組 1. 作家講座 培養學生對閱讀及寫作的興趣增

加學生對本地作家的認識 
6/2021 

四至五 

年級 

學生表現專注

享受講座。 

此講座獲出版社

資助，學校不用

支付任何費用。 

         $0.00 

     

(K)課程 

(尚有 1.3 及

第 2 項) 

1. 五年級主題日： 

參加本地古蹟遊 

認識本地歷史古蹟及傳統文化 因疫情而取

消了此活動 

五年級 
/ 

$0.00 

     

2. 迪士尼學習之旅及

車費 

讓學生學習科學及群體相交之道 

30-8-2021 

一、五 

年級 

從學生的感想咭

知道學生一般享

受這個活動。 $78,354.00 

     

1.2 
發展學生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例如：多元智能活動、體藝文化活動、領袖訓練、服務學習、學會活動、校隊訓練、制服團隊活

動、軍事體驗營) 

(L)音樂 

(尚有第 2

項) 

1. 樂器推廣及體驗計

劃 

發掘學生演奏的潛能，為學校樂

團培訓人才。 

因疫情而取

消了此活動 

一、二年

級 
/ 

$0.00 

     

2. 合唱培訓計劃 提升學生歌唱技巧，建立團隊精

神。 

因疫情而取

消了此活動 

一至六年

級 
/ 

$0.00 

     

(M)體育科 

(尚有第 2

項) 

1. 「團隊挑戰營」—

校隊歷奇訓練，為

期 5 日 4 夜 

- 挑戰自我，突破自己 

- 建立團隊意識，積極與人溝通 

因疫情而取

消了此活動 

校隊成員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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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受惠學生 

 (級別) 
評估結果    實際開支 ($)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 

可選擇多於一項) 

智
能
發
展(

配
合
課
程)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1.2 
發展學生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例如：多元智能活動、體藝文化活動、領袖訓練、服務學習、學會活動、校隊訓練、制服團隊

活動、軍事體驗營) 

(N)訓輔組 1. 生活體驗計劃 學生學習關懷弱勢社群， 

並學習感恩珍惜的正面

價值觀。 

因疫情而

取消了此

活動 

/ / 

$0.00 

     

2. 成長及歷奇領

袖訓練 

提升學生的領導能力 6/2021 三至五 

年級 

- 根據問卷報告和檢討，

96.7%學生認同此訓

練有助提升領袖生的

領導能力和成就感。 $2,500.00 

     

3. 一至六年級全

級價值教育講

座 

建立學生的正面價值觀 全學年 一至六 

年級 

- 根據學生問卷，94.9%

學生同意在講座中多

學習了堅毅精神。 $4,500.00 

     

4. 五及六年級全

級健康使用互

聯網及電子產

品講座 

提升學生健康使用互聯

網及電子產品的意識 

上學期 五、六 

年級 

- 根據學生問卷，96.8%

認為活動能提升他們

健康使用互聯網及電

子產品的意識。 

- 根據學生問卷。 

$1,200.00 

     

5. 四及六年級性

教育講座 

提升學生兩性相處的正

確態度及價值觀 

下學期 

$3,600.00 

     

 
 
 
 
 
 



2020-2021年度周年報告 

91 

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受惠學生 

 (級別) 
評估結果    實際開支 ($)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 

可選擇多於一項) 

智
能
發
展(

配
合
課
程)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1.2 
發展學生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例如：多元智能活動、體藝文化活動、領袖訓練、服務學習、學會活動、校隊訓練、制服團隊

活動、軍事體驗營) 

(N)訓輔組 6. 健康使用互聯

網及電子產品

小組 

提升學生健康使用互聯

網及電子產品的意識及

態度，建立積極人值觀 

下學期 四至六 

年級 

- 根據參加者問卷，所

有參加者認同小組

活動能提升他們健

康使用互聯網及電

子產品的意識，並對

於自他們使用互聯

網及電子產品的習

慣有所反思。  $3,000.00 

  

 

  

7. 「心.晴」正向情

緒正向人生計

劃 

提升學生正向情緒及建

立正向價值觀 

10/2020 
/ 

3/2021 

四至六 

年級 

- 根據參加者問卷，

60%參加者認為是

次小組的內容能讓

你學習舒緩個人負

面情緒及促進正向

情緒的方法。 

因有社區基金

資助此活動，

學校不須支付

任何費用。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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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受惠學生 

(級別) 
評估結果    實際開支 ($)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 

可選擇多於一項) 

智
能
發
展(
配
合
課
程)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1.2 
發展學生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例如：多元智能活動、體藝文化活動、領袖訓練、服務學習、學會活動、校隊訓練、制服團隊活動、

軍事體驗營) 

(P)課外活

動組 

(尚有第 2

項) 

1. 制服團隊訓練營 培訓隊員紀律、團隊精、解難、

自理能力等培訓隊員紀律、團隊

精、解難、自理能力等 

因疫情而

取消了此

活動 

三至六年

級制服團

隊 
/ 

$0.00 

     

(Q)宗教組 1. 福音營 建立團隊精神，突破自我，並有

機會接觸福音。 

因疫情而

取消了此

活動 

六年級 
/ 

$0.00 

     

2. 參觀得生團契 

 

透過得生團契團友的個人經歷， 

激勵同學倚靠神，積極生活。 

五年級 
/ 

$0.00 

     

(R)學習支

援組 

1. 「黑暗中對話旅

程」體驗活動 

培養學生的同理心、摒除偏見、

珍惜生命中所擁有的一切、用正

面思維去面對生命中的各種困難。 

因疫情而

取消了此

活動 

16位四至

六年級學

生 

/ 

$0.00 

     

2. 「童」來「友」愛

共融體驗學習坊 

讓學生學習與別人相處 因疫情而

取消了此

活動 

一年級 

/ 

$0.00 

     

1.3 舉辦或參加境外交流活動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K)課程 1. 到新加坡入讀當

地小學數天並認

識當地的文化。 

認識新加坡小學的學校生活及

文化。 

因疫情而

取消了此

活動 

四至六年

級 / 

$0.00 

     

    第 1 項預算總開支(未加 R1) $143,49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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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項目 用途 實際開支 ($) 

第 2 項 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或學習資源 

(S)課外活動  購買三十周年校慶綜藝匯演的服飾及道具 

(因疫情而取消了此活動) 

三十周年綜藝表演所需用品及服飾。 

$0.00 

(T) STEAM 1. 購買 iPad 繪圖筆及軟件(apps)教學生電腦繪圖。 讓高年級學生使用科技繪畫，體驗藝術的另一範疇。      $42,000.00 

2. 增添 13 套 Lego Education SPIKE™ Prime Set 

 

在四年級電腦科教學生 Lego 編程，以延續三年級的

課程，加深學生對科技及工程的認識。 $45,240.00 

3. 購買模擬飛機軟、硬件(因疫情而取消了此活動) 教授學生基本飛行知識。 $0.00 

4. 購買跨課主題學習周STEM教材(因疫情而取消了此活動) 讓六年級學生用 microbit 製作搖控車。 $0.00 

5. VR 科學課程及裝置 提供學生虛擬實境學習。 $49,995.00 

(K)課程  購買戶外參觀導覽系統(兩套) 學生在參觀活動時能清晰地聆聽老師或導賞員的講

解，使學生能投入活動。 $68,000 

(E)Science 「蝴蝶 x STEM」(買植物) 購買有關植物，讓學生認識蝴蝶成長與環境的關係。 $491.00 

(B)English 購買 15 部 ipads(因疫情而取消了此活動) Promote online independent reading with the Talking 
Ebook in daily Guided Reading Lessons. $0.00 

(F)視覺藝術科  Lego 砌粒 讓學生砌出不同的圖案，學習 Pixel Art $8,280.00 

(L)音樂科  1.電動投射螢幕 播放音樂片段或樂隊表演 $2,880.00 

2.摺叠式台楷 讓學生站在台階上表演，加強視覺效果。 $49,360.00 

(M)體育科  1.資助校隊球衣(因疫情而取消了此活動) 讓學生代表學校比賽時穿着，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

感及對作為校隊成員的成就感 $0.00 

2.足球機、羽毛球架及羽毛球網 讓學生透過活動與人建立良好關係 $18,960.00 

  第 2 項預算總開支 $285,206.00 

  第 1 及第 2 項預算總開支 $428,699.40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全校學生人數： 749 人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 749 人 

預期受惠學生人數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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