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秀 茂 坪 天 主 教 小 學  

校訓：實踐真理 力行仁愛 

2019-2020 年度周年校務報告 

 

 

  



 
 

目錄 
(一)校訓………………………………………………………………………………………………………………………………………………………………  P.1 

(二)辦學宗旨………………………………………………………………………………………………………………………………………….……………  P.1 

(三)學校使命………………………………………………………………………………………………………………………………………….……………  P.1 

(四)我們的學校……………………………………………………………………………………………………………………………………………………  P.2 

(五)行政組工作計劃報告 

管理與組織範疇 

行政管理及學校發展組……………………………………………………………………………………………………………………….…..  P.4 

環境及資源組………………………………………………………………………………………………………………………………….……… P.6 

資訊科技組……………………………………………………………………………………………………………………………………….……..  P.9 

學與教範疇 

課程組…………………………………………………………………………………………………………………………………………………....  P.12 

學務組……………………………………………………………………………………………………………………………………………..……..  P.19 

校風及學生支援範疇 

學生培育及訓輔組…………………………………………………………………………………………………………………………..……… P.24 

學生支援組……………………………………………………………………………………………………………………………….…….………  P.28 

學生表現範疇 

全方位學習組………………………………………………………………………………………………………….………………………..……..  P.32 

學生事務組………………………………………………………………………………………………………….………………………………….. P.34 



 
 

 

(六) 科務組工作計劃報告 

中文科……………………………………………………………………………………………...……………………………………………..………. P.37 

英文科……………………………………………………………………………………………...……………………………………………..………. P.42 

數學科……………………………………………………………………………………………...……………………………………………..………. P.55 

常識科……………………………………………………………………………………………...……………………………………………..………. P.64 

宗教科……………………………………………………………………………………………...……………………………………………..……….  P.68 

視覺藝術科……………………………………………………………………………………………...……………………………………..………. P.73 

音樂科……………………………………………………………………………………………...……………………………………………..………. P.76 

體育科……………………………………………………………………………………………...……………………………………………..………. P.79 

普通話科…………………………………………………………………………………………...……………………………………………..………. P.83 

電腦科……………………………………………………………………………………………...……………………………………………..………. P.87 

圖書科……………………………………………………………………………………………...……………………………………………..………. P.91 

(七) 我們的學與教……………………………………………………………………………………………………………………………………………… P.94 

(八)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P.97 

(九) 學生表現……………………………………………………………………………………………………………………………………………..………  P.98 

(十) 學校未來發展計劃的關注事項…………………………………………………………………………………………………………..…………  P.108 

 

  



1 
 

(一) 校訓 

實踐真理 力行仁愛 

(二) 辦學宗旨 

本校以基督精神，致力培育學生「靈、德、智、體、群、美」全人教育目標，使學生能「實踐真理、力行仁愛」，成

為社會良好公民。 

(三) 學校使命 

1. 以愛及熱誠，培養學生滿全靈、德、智、體、群、美各方面發展。 

2. 透過宗教教育，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發揚基督的愛。 

3. 鼓勵學生參與有益身心多元化活動，藉此學習與人溝通的技巧及發揮潛能。 

4. 鼓勵學生參與校內、校外的服務，從過程中學會承擔責任。 

5. 給予學生較大的空間去思考問題，鼓勵創新，提升對科技的興趣。 

6. 與家長建立互信互諒的關係，共同為孩子們的幸福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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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們的學校 

本校創辦於一九七一年，為天主教香港教區屬下小學，隸屬觀塘耶穌復活堂堂區，是一所政府資助全日制小學。配合學校行政及管理新發展，本校

已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日成立法團校董會。 

本校設施完善，共有 30 個標準課室，連接著中央視像系統，讓學生可於課室參與或收看各項活動。無線網絡全面覆蓋至全校，各個課室設有電腦、

投影機和互動電子白板等資訊科技設施，為學生提供多元化學習途徑。另外，本校設有禮堂、有蓋操場、2 個露天操場、圖書館和多間特別室，包

括地下多用途綜合活動室、小聖堂/活動室、創科學習中心、視覺藝術室、音樂室、生態學習中心、英語學習室、輔導室等多個活動場地，致力為學

生提供理想、舒適的學習環境。 

 

法團校董會成員 

校監 馮賜豪神父 

校董會成員 

李煜鴻先生 何永聰校長 何綺霞女士 

陳志恆校長 梁綺媚校長 黃偉傑先生 

周淑敏校長 鍾冠泉先生 吳彩靈女士 

毛秀琼女士 許加路先生 楊頌華主任 

劉傑媚副校長 葉春燕校長  

 

班級結構 

年級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總數 

班數* 5 5 5 5 5 5 30 

人數 110 157 135 133 134 134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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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人數 

校長 副校長 主任 助理學位教師 教師 圖書館主任 外籍英語教師 學生輔導人員 教育心理學家 

1 1 8 43 3 1 1 1 1 

 

教師專業資格 
本校校長及教師共 58 人，100%持有學士學位，逾 100%持有教育文憑(不包括外籍英語教師)，碩士或博士學歷佔 24%。本校任教英文及普通話科教

師全都達到語文能力要求。另外，本校 24%教師已接受特殊教育培訓。 

 

教學年資 

0-4年 5-9年 10年或以上 

36% 19%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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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行政組工作計劃報告 

行政管理及學校發展組 

目標一：持續優化考績制度，提升老師的整體專業水平。（配合本年度學校發展計劃關注項目 3）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讓老師參與諮詢、制訂考績

制度過程，並於期終進行檢

討更新後的考績制度能否

更準確反映老師的工作表

現。 

2. 檢視及優化現有考績制

度，能更全面配合個人、團

隊及學校發展需要。 

全學年 7/11/2019 於 16/8/2019 的校務會議中，向全體老師諮詢、收集意見，然後制訂考績制度。於

2/10/2019 的校務會議中，全體老師一致通過採用新的考績表格。 

3/1/2020 各老師已於 11 月上旬填寫個人工作計劃及達標準則，並交行政組組長檢視，再呈交

校長。期望老師能於學期初以提升個人專業為目標，細心策劃本年度的個人工作計

劃，從而提高教師的士氣。 

10/3/2020 

(視訊會議) 

雖然 4/2 至 18/4 因疫情停課，但校內考評機制將依期進行，有關觀課及課業檢視等事

宜於復課後隨即展開。觀課將於復課後第二週，即 27/4 展開，課業檢視將於復課後首

3 週完成。 

12/5/2020 雖然 4/2 至 7/6(小四至小六)/14/6(小一至小三)因疫情停課，但校內考評機制將依計劃

進行，有關觀課及課業檢視等事宜於復課後隨即展開，並集中檢視二年合約及第二年

試用期老師的教學情況。 

老師考績面談程序按計劃由 5 月上旬展開，老師於 12/5-15/5 進行自評，作本年度個

人工作計劃及工作表現作反思。於 18/5-22/5 期間副校長、行政組組長、科主席代表

以小組會議形式，商議老師在行政及教學方面的工作表現作總評核。 

現有考績制度包括老師個人工作計劃、個人反思、行政組長及主任的評核，內容及評

核機制能更全面配合個人、團隊及學校發展需要。 

 

目標二：配合教育新趨勢，推展學校邁進新紀元。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配合學校邁向五十周年 

➢ 成立校慶籌備小組，商議

校慶實施計劃 

➢ 籌備五十周年校慶活

動，透過多元活動與展

演，激發教師創新教學，

全學年 7/11/2019 成立以下校慶籌備小組：校舍佈置、宗教禮儀、學習課程及活動、宣傳及攝影小組、行

政規劃及財務，各小組由兩位統籌帶領組員商議及預備 2021-2022 年度校慶慶祝活動。 

3/1/2020 校舍佈置小組已於 12 月初完成部分教學大樓的翻新工程(三樓走廊)。 

學習課程及活動小組將於下學期於各科務組推展有關五十周年校慶學習活動/比賽。 

其他小組包括宗教禮儀、宣傳及攝影小組、行政規劃及財務小組將於下學期逐步開展相

關籌組五十周年校慶活動等的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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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學生主動學習的精神。 10/3/2020 

(視訊會議)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影響以致停課，原定於家長日佈置及學生作品會滲入五十周年校慶元

素，但由於改由班主任致電家長傾談，原定安排各科務組推展有關五十周年校慶的學習

活動/比賽未能如期進行。 

二樓走廊翻新工程將於 4 月展開。 

12/5/2020 • 有關本年度教學大樓翻新工程進展： 

o 三樓走廊翻新工程已於 2019 年 12 月初完成。 

o 二樓走廊翻新工程仍進行中，將於 2020 年 6 月 2 日前完成。 

o LEGO 教學大樓模型創作(與視覺藝術科合作)，於上年度 2019 年 7 月已開始

籌劃，本年度 10 月開始以小組形式培訓學生利用 LEGO 設計學校大樓模型。

下學期因受疫情影響，教育局於 27/1 宣布由 4/2 開始停課，學生培訓課程改

由導師透過影片教授學生設計模型的技巧，並於復課後導師親身到校再作補

堂及跟進。 

• 本年度預留約$3000 供各小組申請作活動支出，原定於 14/2 家長日購買物資作佈

置、學生作品陳展等用途。但由於疫情影響，教育局於 1 月 27 日宣布由 2 月 4 日開

始停課，家長日學生作品陳展活動未能如期進行，故此開支預算取消。 

• 其餘各小組包括宗教禮儀、宣傳及攝影小組，按計劃開展，為來年度的校慶籌備作

準備。 

總結： 

1. 本年度持續優化考績制度，評核內容更有效針對老師的工作表現作反思/檢討，以提升老師的整體專業水平。 

2. 本年度除學生作品陳展因疫情影響未能如期進行外，校舍佈置、宗教禮儀及宣傳及攝影組已按計劃開展活動，為來年度的校慶籌備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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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及資源組 

目標一：定期檢視及持續優化校園環境，以提升校園環境安全。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提升校園環境安全 

1.1  建立機制，定期檢視校園環璄安全  

1.2  進行各項工程 

➢ 於樓梯進行防滑工程 

全學年 5/11/2019 ⚫ 已訂立校園巡視當值分工表，每位組員約全年當值 50 天，於

學生上課天巡視校園環境的安全情況，並於學生進入校園前完

成巡視。各組員皆能於學生進入校園前完成巡視，並能即時通

知校務處及負責老師作出跟進。運作大致暢順，建議各組員多

注意雨天的校園安全情況，須整天時刻留意封梯、防滑提示及

刮水的情況，以策安全。 

⚫ 梯間防滑工程已於 10 月進行籌備，預計於聖誕假期進行試驗。 

2/1/2020 ⚫ 於聖誕假期間，工程人員已到校視察及於部分樓梯進行試驗，

預計四月於一梯及三梯進行防滑工程。 

10/3/2020 

視像會議 

⚫ 樓梯防滑工程預計 3 月下旬進行，並於四月上旬可完成。 

⚫ 於停課期間，每日由當值教師巡視清潔及消毒情況，由外判清

潔工友及本校工友以 1 比 49 漂白水清潔及消毒全校地方，洗

手間則每天清潔及消毒兩次，U 型隔氣管每天注水。 

13/5/2020 ⚫ 1 及 3 梯防滑工程，已於 3 月 28 日完成。 

⚫ 已於 4 月 8 日完成樹木風險評估，校園內樹木大致健康。 

⚫ 將於 31/5 前完成在全校所有地方噴灑塗層殺菌劑，以提供更

全面旳保障。 

 

目標二：優化校園環境，支援學與教的進行。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優化校園環境，以配合學與教 

1.1 重置二樓特別室門外長廊燈光及修飾外

牆，以優化學生的閱讀環境。 

1.2 優化三樓長廊的佈置，以給學生一個展示

作品的平台。 

全學年 5/11/2019 ⚫ 重置二樓特別室門外長廊方面一正在進行籌備及設計。 

⚫ 正在進行籌備三樓長廊的佈置，包括燈光及修飾外牆工程。 

2/1/2020 ⚫ 二樓特別室門外長廊將於下學期進行工程。 

⚫ 三樓長廊的佈置已於 11 月底完成優化，已加設射燈及修飾  

牆身。現時的長廊明亮有致，色彩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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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0/3/2020 

視像會議 
⚫ 二樓特別室門外長廊會於是 3 月中旬進行報價程序，連同電

腦室工程一同進行。 

13/5/2020 ⚫ 二樓特別室門外長廊工程現正進行中，將於 6 月前完成。 

 

 

目標三：鼓勵學生建立環保、健康的生活方式及態度。(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1)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參與「環保基金 睇現大嘥鬼計劃」 

透過多元化的活動，讓學生學習善用垃圾袋 

和回收桶，並將垃圾有效地進行分類回收， 

從而達到真正的源頭減廢。學生能參與不同

的環保活動而獲取分數，並加以獎勵，從而

培養學生對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全學年 5/11/2019 
⚫ 活動將於來年 1 月開始，12 月將與活動負責人進行會議，

以了解活動實際操作情況。 

2/1/2020 ⚫ 活動負責人已於 12 月 17 日為高、低年級學生各舉辦了一場

活動簡介會，向學生宣傳及介紹有關活動。 

⚫ 當天工作人員亦跟李佩珩主任進行會議，讓學校了解活動實

際操作情況，以便作出安排。 

⚫ 活動物資及儀器已於 12 月 27 日送達本校，模擬垃圾徵費活

動將於 1 月 13 日開始試行，並於 2 月正式進行。 

10/3/2020 

視像會議 

⚫ 已於 1 月完成「班際垃圾箱設計比賽」，每班都能運用創

意 ，設計屬於自己班別的垃圾箱，結果將於復課後公佈。 

⚫ 因停課關係，「模擬垃圾徵費」活動延至復課後再進行。 

⚫ 停課期間，已在 3 月 4 日上載短片至網上平台，向學生介紹

「網上平台問答比賽」的遊戲方法，並請學生在家裏完成。 

⚫ 將於 3 月 18 日再上載短片至網上平台，向學生介紹「一人

一『橋』比賽」遊戲方法，並鼓勵學生參與活動。 

13/5/2020 ⚫ 因受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而停課，因

此未能完成由機構 Re-Connet 舉辦的「環保基金 睇現大嘥

鬼計劃」。來年度將繼續參與此計劃，讓學生學習源頭減廢。

上學期時，通過短片播放，提升學生環保意識。 



8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 「綠惜大使」培訓計劃 

參與「商界環保協會賽馬會資源『智』識揀

計劃」，在三至六年級每班各招募一名環保

大使(全校共二十名)，深化他們在減廢回收

方面的知識和技巧，以及了解校園的廢物管

理情況，並培養他們的領導才能及在校內向

其他同學推廣減廢回收的訊息，以提高校內

所有學生的環保意識。 

全學年 5/11/2019 
⚫ 已於三至六年級共招募了二十名環保大使，並於課外活動時

段進行培訓，以深化他們在減廢回收方面的知識和技巧，及

了解校園的廢物管理情況。 

2/1/2020 
⚫ 下學期，負責機構將會派員到校為環保大使進行兩節培訓，

將於稍後再作檢討。 

⚫ 下學期，環保大使將配合「環保基金 睇現大嘥鬼計劃」，進

行宣傳及幫忙巡視各課室活動情況。 

10/3/2020 

視像會議 
⚫ 因停課關係，原定的培訓活動取消了，而負責機構暫定把培

訓活動順延至下學年的上學期舉行，詳情稍後再作商討。 

13/5/2020 ⚫ 因受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而停課，原

定的培訓活動將於下學年進行。而上學期己進行的培訓活

動，能深化環保大使在減廢回收方面的知識和技巧，及了解

校園的廢物管理情況。 

 

總結： 

1. 各項保養及校園設施增修工作能按時進行，有效提升校園環境安全及支援學與教的進行。 

2. 「環保基金 睇現大嘥鬼計劃」及「綠惜大使」培訓計劃雖在下學期時因停課關係而改以網上教材的形式進行，不過總括而言，全年的活動能鼓 

  勵學生建立環保、健康的生活方式及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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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組 

目標一：優化學校的資訊科技資源及設備。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時間 反思/建議 

1. 利用電子學習提升教師的教學表現   

➢ 為全校 35間課堂及特別室購置互動電子白

板(Interactive Whiteboards)，供教師於課堂

上使用，以推動電子學習及提升學生的學

習興趣。 

全學年 22/11/2019 ⚫ 老師能夠於課堂上運用互動電子白板進行教學，如配合 Google 

Classroom、Geogebra 等教學軟件輔助教學，以提升教學效能。 

3/1/2020 ⚫ 老師反映使用互動電子白板時有以下情況，包括連接平板電腦

時容易出現斷線情況，以及開啟 Note 進行教學時容易與手冊頁

重疊，供應商已就以上情況提供改善建議，如使用 Notes 時可先

開新版面進行教學。 

10/3/2020 

(視訊會議) 

⚫ 大部分老師能純熟地運用互動電子白板進行教學，有部分老師

更能靈活地結合平板電腦，讓學生使用不同程式進行深度學習。 

⚫ 建議各科於同儕間分享互動電子白板的教學設計，使更多老師

能受惠。 

12/5/2020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學校依教育局指

示，由 2020 年 2 月 4 日開始停課直至另行通知。所有原定於 2020

年 2 月至 6 月進行的電子學習課堂都受到影響，須直至學校如

常復課後才能進行。因此，本校亦向優質教育基金申請計劃延

期，希望能有更充分的時間完成原定計劃的教學活動。 

2. 電腦室改建以配合校本 STEM 課程 

➢ 持續優化校本電腦科編程和 3D 繪圖課程 

➢ 同時亦會舉辦老師工作坊，提升老師 STEM

教育的專業能力 

➢ 創建共學空間並增購設備，延展校本 STEM

課程 

全學年 22/11/2019 ⚫ 已於 12/11/2019 發出標書，啟動招標程序。 

3/1/2020 ⚫ 已於 18/12/2019 完成批標會議，期望能於復活假完成工程。 

10/3/2020 

(視訊會議) 

⚫ 原定工程展開日期為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19 日，由於疫情

影響，學生毋須到校上課，恰好是進行工程的時機，好讓師生

能在復課後使用已經完善的科創學習中心，所以將工程日期提

前於 2020 年 3 月中開始進行部分清拆的工作，而傢俱訂造，工

程施工將在四月及五月進行。 

12/5/2020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部分傢俱仍在內

地廠房生產中，須待完成後運送至學校，預計 6 月 2 日完工。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計劃內的優化課

程部份及老師工作坊將安排於來年度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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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優化校本課程的設計及多元化的學習活動，提升學生的溝通、創新和解難能力。(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二)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時間 反思/建議 

1. Eduvision 學願智慧校園新里程計劃 

➢ 本校將會在本年度繼續深化 EduVision 的

校本課程，將中草藥學習延伸至環境保育

及瀕危植物的議題，培養學生聯繫環境保

育與生活科學的能力，以提升學生的創新

及解難能力。 

    四年級：認識維持植物生長的要素及探究 

           植物生長與環境的關係 

    五年級：認識水耕種植的方法，並比較水 

           耕與土耕種植的分別 

全學年 22/11/2019 ⚫ 五年級將以「設計思維」為藍本，透過教授不同改進或改變的

方向，激發學生為水耕種植推敲出新的優化方案。 

3/1/2020 ⚫ 因應社會狀況以致 14/11/2019 -19/11/2019 停課，建議將實行日

期延至二月進行。 

10/3/2020 

(視訊會議) 

⚫ 由於停課關係，課程延期至復課後進行。 

12/5/2020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而停課關係，部份

前期工作已於 2020 年 5 月 8 日以網上教材形式教授，而實作部

份及設計部份將於復課後進行。 

⚫ 許世超主任、崔善彤主任及鄒子俊老師將於 2020 年 7 月 8 日進

行 Eduvision 分享會，主題包括介紹如何運用 Micro:bit 及

Raspberry Pi 電子學習工具進行「水資源」保育研習，當中亦會

分享實際操作及教學心得。 

2. 自攜裝置 (BYOD) 計劃 

➢ 讓一年級學生攜帶私人的流動電腦裝置回

校進行學習活動，使學習更趨個人化和具

流動性。教師在課堂試行運用平板電腦作

為教學工具，以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全學年 22/11/2019 ⚫ 將於 29/11/2019 發出標書，由供應商到校讓有需要家長購買平

板電腦。 

⚫ 計劃開展時將配合課程組的教學方向及內容。 

3/1/2020 ⚫ 已於 10/1/2020 完成批標會議，一年級家長將於 17/1/2020 到校

向平板電腦供應商購買裝置，並於 14/2/2020 (家長日)向家長派

發裝置。 

⚫ 一年級課程將加入電子教學元素，配合使用不同電子教學軟件

進行教學。 

10/3/2020 

(視訊會議) 

⚫ 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內地廠房未能復工，引致一年級

學生所訂購的平板電腦（銀色版）迄今仍是缺貨。因此，本校

將為已訂購平板電腦的學生選擇相同規格的平板電腦（金色版）

作為替換。 

⚫ 此外，由於教育局決定延長停課至不早於 4 月 20 日復課，待復

課後，本校才會進行平板電腦的派發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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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時間 反思/建議 

12/5/2020 ⚫ 配合家長的需求，本校在 4 月 7 日派發家長早前訂購的平板電

腦。當日 HKT Education Limited 派 4 名員工到校協助派發平板

電腦。另外，派機情況非常有秩序，能在指定時間內完成派機

工作。 

⚫ 有三名家長因申請學生資助處的學校書簿津貼計劃的結果較遲

通知，校方須協助家長辦理退款手續。 

⚫ 為配合下年度一至三年級將推行 BYOD 計劃，將於上學期開學

後安排一及三年級學生及家長向平板電腦供應商購買裝置。 

目標三：引入外間專業支援，提升教學效能及教師的專業知識。(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三)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時間 反思/建議 

無人機計劃 

➢ 本校與香港無人機協會舉辦全港第一屆學

界無人機聯賽，並邀請約 10 間中小學參

加。學生透過建構無人機，培養創意及解

難能力，並在過程中引起學生對無人機及

電子工程的興趣，有助學生升中時選擇合

適的選修科。 

全學年 22/11/2019 ⚫ 已於 2019 年 10 月 26 日完成無人機教師培訓課程 

⚫ 將於 12 月進行學生無人機課程，待完成後再作檢討。 

3/1/2020 ⚫ 已於 2019 年 12 月閞展無人機課程，學生能掌握無人機的基本

操作技巧，下一階段學生將學習組裝無人機。 

10/3/2020 

(視訊會議) 

⚫ 由於停課關係，餘下課程延期至復課後進行。 

⚫ 為更了解無人機賽事，胡寶偉老師將於 2020 年 3 月 11 日出席

FPV 競速機賽。 

12/5/2020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而停課關係，無人

機課程改以網上短片形式授課，內容主要教授學生學習有關連

接無人機與遙控器的技巧和 VTX 圖傳設置原理。 

 
總結: 
1. 本年度積極推動家校手機應用程式，讓老師及家長能更準確更快地接收學校訊息，以提升學校資訊的透明度。來年度將優化電子行政系統，促進

行政管理效能，並建立電子收費系統，收取學生材料費用，以提升財務範疇的效率及節省人力資源。 

2. 本年度推行「智能課室電子學習計劃」，於課室及特別室增購電子互動白板，老師能配合平板電腦進行教學，大大提升了課堂師生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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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組 

目標一：以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為基礎，建立學生正面的價值培育，讓學生實踐愛主愛人的精神。(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1)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為建立學生持有正面的價值觀和

態度，各科組按核心價值為題推

行學習活動：包括日常課堂教

學、語境活動及周會。 

➢ 中、英文科老師在一至六年級的

課堂進行以天主教五大核心價

值為主題的學習活動，並進行有

關的創作活動。 

➢ 推行小農夫計劃，與宗教科合

作，鼓勵學生輪流灌溉植物，知

道愛護植物和環境的重要價值

觀。 

全學年 7-11-2019 • 上學期每星期進行了普通話以及英文早會，內容以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生

命、家庭)為題、配合正向教育主題及貼近生活題材(如環保)。 

(詳情請參考中文及英文科工作計劃) 

• 中、英文科於日常教學中按教學內容適時滲入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內容。透過

共備會議（英文科與教育局高級課程統籌；中文科與內地交流人員），老師能

研討有關單元教學，開發延伸閱讀材料，以及繪本單元教學材料，研討教學策

略，設計相關作業紙。 

• 在學習生態學習中心已添置了一部水耕機，透過完成 EduVision 小冊子，五年

級學生能認識水耕的方法和種植過程，從而知道愛護植物和環境的重要性。 

3-1-2020 • 英文科以及普通話於下學期早會內容以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義德、愛德、真

理)為題。學生進行故事分享、時事分享等。小息語境活動以 IPAD 進行，學生

能主動運用英文以及普普通話與學生大使交流，惟高年級學生較被動，需安排

大使進入班房邀請同學參與活動。 

• 建議學習主題擴闊範圍，題材可更多元化，如猜謎、繞口令等，增加學習趣味。

而小息語境活動除了安排 IPAD 語音遊戲和朗讀文章外，提高學生的參與度。 

• 學校將於下學期在五樓各班添置水耕機，讓更多的學生能感受耕種的樂趣和體

會由自己栽種生命的愛惜態度。 

10-3-2020 

（視訊會議） 
• 五年級學生在上學期完成「聖家馬槽」的小組創作，實踐天主教核心價值－「家

庭」。學生的作品已在十二月份聖誕祈禱禮展出，供家長及師生欣賞。 

• 由於停課關係，普通話以及英文早會在復課後再作跟進。而 EduVision (學願)

智慧校園新里程計劃四、五年級課程(種植部分)亦將改為復課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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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2-5-2020 • 早會負責老師於網上學習平台加入每週資訊，插入影片和相關網站。 

• 內地老師為網上學習內容錄音和拼讀重點字眼。 

• 因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老師均能鼓勵學生在常識科於

網上搜集有關「植物生長的需要」及「種植植物的方法」的資料進行自學。至

於在電腦科，學生利用網上教材組裝智能灌溉器的電子零件及學習有關智能灌

溉器的編程技巧。在宗教科上，老師於停課期間亦製作及上載有關四年級

EduVision(學願)計劃的宗教課題「悲天憫人李時珍」的網上教材，內附動畫影

片及生活經驗反思題，讓學生可於網上觀看及學習。在 3 月 30 日，許世超主

任、崔善彤主任與柴灣角天主教小學老師以及東涌天主教小學老師進行視訊會

議，分享推行教學進展情況。各校老師表示因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

病毒），老師在網上設計教材，讓學生能學習有關專題的學科知識。 

2. 各科組由學校層面推展至家庭層

面，以提升學生珍惜生命、建立

自信、愛己愛人的意識。 

➢ 視藝科與中、英文科跨科合作進

行紙藝創作，以立體紙雕模式製

作心意卡或賀卡等等，加強學生

對五大核心價值的認識。 

➢ 體育科老師透過「好動 1+Fun」

親子體力活動研究計畫，透過一

系列專為父、母親和學生而設的

親子活動課，建立家長和學童對

健康生活模式的認識和實踐運

動的團結、互相扶持等正面的價

值觀，並同時透過一系列的互動

工作坊，以正面和積極的態度面

對生活上的挑戰。 

 

 

 

全學年 7-11-2019 • 視藝科將與中、英文科在下學期舉行節日性的活動如：中國文化日、父親節、

母親節以推展核心價值至家庭。 

• 在「好動 1+Fun」親子體力活動研究計劃中，對照組的家庭已開始進行相同的

十次互動工作坊及活動課。透過計劃附送的運動用具(球、瑜珈墊等)及導師到

校為家長及學生進行的活動，能讓家長和學生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 

• 每個家庭每星期會紀錄做運動的時間和次數，導師於每次課堂會與每個家庭進

行檢討，並每一個月訂立運動目標，建立家長和學生對運動持有正面的價值

觀，從而加深了解「愛德」的價值。 

(詳情請參考體育科工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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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3-1-2020 • 為加強學生對五大核心價值的認識，五年級中文科與視藝科跨科合作，將於 5

月進行母親節紙藝創作，以紙雕形式製作心意卡送給家人，向家人表達謝意，

教導學生感謝家人的付出，實踐「家庭」的核心價值。 

(詳情請參考中文科及視藝科工作計劃) 

• 「好動 1+Fun」親子體力活動研究計劃（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體育運動科學

系及教育心理學系，聯同澳洲紐卡斯爾大學和澳洲天主教大學創建）進行順

利，每個家庭對已訂立的運動目標進行檢討，全體家長和學生皆完成指定運動

動作，並透過一系列的互動工作坊，表示承諾在下學期會積極參與體力活動，

以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 

  10-3-2020 

（視訊會議） 
• 中文書法班學生在十二月份書寫有關新年的祝福語，作品已於中國文化日當天

在校園展出。 

• 五年級中文科與視藝科跨科合作已完成紙藝創作，以立體紙雕模式製作心意

卡，向家人表達謝意。佳作將會在六月份展覽展出。(詳情請參考中文科及視

藝科工作計劃) 

• 體育科參加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教育局協辦及衞生署全力支持的「運動

獎勵計劃」進行順利，學生積極參與，獲「sportACT 證書」及「sportACT 活

力校園獎」。(詳情請參考體育科工作計劃) 

  12-5-2020 • 因受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小四至小六於 8/6 復課，小

一至小三於 15/6 復課，香港中文大學參考衞生防護中心預防 2019 冠狀病毒

病給學校復課的健康指引，復課後不會以進行大型群組和接觸式的運動，以致

香港中文大學通知學校取消相關活動。 

• 中文和視藝科主席表示會在復課後展出五年級中文科與視藝科的學生佳作（紙

藝創作、立體紙雕模式製作心意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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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持續完善校本課程，促進學生的學習。(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2)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各科組持續通過剪裁、調適、

增潤、聚焦等方式優化科本課

程，以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 

➢ 英文科於各年級加入讀

物，以提升學生的閱讀能

力。 

➢ 中文科於三年級加入群文

閱讀，以提升學生的閱讀能

力。 

➢ 中文和普通話科重新整理

小一校本拼音教材，而二

至三年級的普通話課程會

融入中文課堂進行，讓學

生能更有系統地學習和掌

握拼音。 

 

全學年 7-11-2019 • 英文科在本學期於各年級加入讀物： 

一年級：Who can it be? 

二年級：A job for Jim 

三年級：Kids’ Kitchen 

四年級：Well Done, Max! 

五年級：School Trouble 

六年級：Matt and the Miracle Drink 

從上學期的共備會議中，科任老師把讀物內容作為教學寫作體裁的補充資料、

說話考試材料、默書篇章、工作紙等，讓學生從多元學習中增加對閱讀的興趣。 

• 中文科於三年級加入群文閱讀，在 10 月完成「群文閱讀」研究前測工作，進

行五次「群文閱讀」視野下「批注式閱讀」的課堂教學實踐。已在 11 月開展

《一節課裏讀一群文——群文研究的思考》教師發展工作坊。 

⚫ 中文和普通話科重新整理和優化小一校本拼音教材 8 篇，而二至三年級的普通

話課程會融入中文課堂進行。 

3-1-2020 ⚫ 英文科任老師建議在下學期，學生閱讀讀物後能延伸至寫作活動。學生完成閱

讀後，能善用資源以提升其寫作的動機。 

⚫ 中文科一至三年級上學期的共同備課中能聚焦單元教學重點與難點，設計課堂

教學如：三年級的寫作、二年級的識字、一年級的拼音，採納並實踐「群文閱

讀」教學的建議。 

10-3-2020 

（視訊會議） 

⚫ 因受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英文科老師在停課期間製作

網上教材，鼓勵學生閱讀讀物（一年級：A Strange House 、二年級：Fun festival、

三年級：Jack and the Beanstalk、四年級：The Hungry Troll 、五年級：Policeman’s 

File、六年級：Aunt Tabitha's Gift）並進行預習，至於延伸活動（如寫作）需

待復課後再作跟進。 

⚫ 中文科參與「內地老師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老師認為計劃能提

升學生的閱讀及普通話能力，讓小一至小三學生能掌握相關的拼音知識。 

⚫ 因受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內地語文老師在停課階段參

與共同備課及協助製作網上教材如為課文詞語錄音，並在停課期間預先準備群

文閱讀的教材及示範課，示範課會安排在復課後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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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2-5-2020 
⚫ 因受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英文科老師和外籍英文科老

師在停課期間按照讀物的內容製作網上教材，學生能培養閲讀的習慣。 

⚫ 因受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內地語文老師在停課階段製

作以成語為題材的群文閱讀教材，目的是讓學生學習中國文化，學生均能在完

成課業時運用有關成語，並在豐富寫作的詞彙。內地語文老師亦在停課階段為

默書内容錄音，讓學生能根據聆聽練習詞匯的拼音。 

 

目標三：運用電子學習，促進自主學習，提升學生溝通、創新和解難能力。(配合關注事項 2)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各科組運用電子學習，提升學生溝通、創新和

解難能力。 

➢ 中、英、數、常科老師於上、下學期各最

少兩個單元加入電子學習元素，利用互動

電子白板以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如協作

能力、創意思維、批判性思考或研習能力

等。 

➢ 一年級學生在下學期於各科使用平板電腦

進行自主學習，並促進他們於課堂內外與

朋輩交流和學習。 

➢ 音樂科於四年級的創作活動中加入電子創

作元素，利用創作應用程式提昇學生的創

作意念及興趣。 

全學年 

 

7-11-2019 ⚫ 在上學期，中、英、數三科在各級能利用互動電子白板進行電

子學習，並能製作電子白板教案，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以及九

大共通能力，並將於下學期 1 月 13 日把相關材料存至教學資

料庫。 

⚫ 音樂科的四年級科任利用 GarageBand（IOS 平台的音樂創作軟

件）運用五聲音階創作有完結感覺的旋律樂句，提昇學生的創

作意念及興趣。 

3-1-2020 
⚫ 各科科任將於 1 月 13 至 21 日進行共備會議，商討如何善用平

板電腦（應用程式、網上學習平台）鼓勵學生自主學習。 

10-3-2020 

（視訊會議） 

⚫ 中、英、數、常科任在 2 月 17 至 19 日進行共備視訊會議，商

討如何善用應用程式、網上學習平台以鼓勵學生自主學習，一

至六年級學生均能觀看老師製作的影片已完成課業。 

⚫ 中、英、數、常科任亦在 2 月 17 至 19 日的共備視訊會議中商

討如何善用互動電子白板於課堂教學，下學期的電子教案將於

4 月 20 日交給科主席，並在 4 月 27 日交予課程主任作修訂及

檢視。 

⚫ 一年級學生已購買的電子學習裝置，原定於新年後(2 月 14 日)

派發，因應疫情影響停課關係，時間將再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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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2-5-2020 ⚫ 因受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中文科於教

材中加入了跟閲讀有關的網上練習，讓學生多看不同文體的文

章，並訓練學生的閱讀能力。 

⚫ 中、英、數、常科每星期一、三、五配合教學計劃的內容上載

一段教學影片，讓學生於停課期間學習內容，並上載功課講解

指導學生完成延伸練習。學生亦能在家進行自學，內容包括「翻

轉課堂」課文觀看影片、AR 應用程式、互動練習及遊戲、每

日新聞等。 

 

目標四：在校內推行工作坊和觀課，提升老師的團隊的教學效能。(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3)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在校內舉行工作坊和觀課，以建立學習型專業

團隊，提升教學效能。 

➢ 透過邀請香港教育大學課程及教學系-徐慧

旋博士在校內舉行工作坊，全體老師能掌

握觀課重點、教育新趨勢。 

全學年 

 

7-11-2019 ⚫ 在 2019 年 9 月 16 日，本校邀請了香港教育大學徐慧璇博士到

校舉行有關課程趨勢及九大共通能力自主學習工作坊。主題是

如何培養小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 於上學期進行新入職老師觀課和全體老師非考績觀課及評

課，在中、英、數科推行。 

3-1-2020 ⚫ 舉辦中、英、數科進行科本同儕觀課，分別於 1 月 9 日進行英

文科同儕觀課， 1 月 10 日進行中文科同儕觀課，以及 1 月 13

日進行數學科同儕觀課。 

⚫ 每個科目將安排高低年級各一位科任作示範教學，互相觀摩，

於觀課後進行評課，讓學習第一和第二階段的科任能更了解教

學重點以達至優化教學效能。 

10-3-2020 

（視訊會議） 

⚫ 復課後進行全體老師考績觀課及評課，在中、英、數科推行，

將於 4 月 27 日進行。 

⚫ 內地老師將於復課後為全體中文科老師進行示範課及評課。 

⚫ 教育局高級課程統籌於復課後與英文科老師將於復課後為英

文科一及四年級老師進行示範課及評課。 

12-5-2020 ⚫ 復課後安排 12 位老師（合約老師以及最後一年試用期的常額

老師）進行觀課及評課，在中、英、數科推行，將於 6 月 15

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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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本校老師於日常教學中按教學內容適時滲入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內容。因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老師均能鼓勵學生於網上搜

集資料進行自學，並上載功課講解指導學生完成延伸練習，讓學生於停課期間跟進學習內容和進行自學。中文科老師反映透過參與「內地老師內地

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小一至小三學生的閱讀及普通話能力有所提升，亦能掌握相關的拼音知識。英文科老師和外籍英文科老師在停課期間

按照讀物的內容製作網上教材，學生能培養閲讀的習慣。全體老師在停課階段製作網上自學教材，讓學生學習停課期間學習內容，並上載功課講解

指導學生完成延伸練習，學生能在家進行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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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組 

目標一：配合學與教的需要，建立教師應用科技於教與學的能力。(配合本年度學校周年計劃關注事項 2 及 3)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舉辦工作坊及通過備課會，深化老師對創科學

習、電子教學器材等的操作，掌握教學新趨勢，

幫助他們應用於教學及籌劃活動。 

2019 年 9 月 

至 

2020 年 5 月 

22/11/2019 

 
⚫ 於 2019 年 8 月 28 日舉辦了一次「互動電子白板工作坊」，讓

全體老師認識互動電子白板的操作。自 9 月開始，所有老師

已全面應用有關器材於日常教學當中，由此可反映以上工作

坊能有效幫助老師如何使用互動電子白板於課堂中。 

⚫ 於 2019 年 9 月 27 日舉行了一次有關人工智能及水耕的主題

工作坊，當天邀請了 STEMP Education Limited 擔任主講嘉

賓，向全體老師講解人工智能的發展及在生活的應用，講者

亦講授了有關智能水耕的科技原理及操作。另外，老師亦體

驗了 micro:bit 及 SCRATCH 的操作。 

⚫ 於 2019 年 9 月 27 日亦舉行了環保主題工作坊，由世界自然

基金的團隊為我們主講，透過遊戲、分享及影片等，讓老師

們了解日常生活的碳排放及環境保育的新趨勢，講者亦介紹

了一些本港的海岸保護中心及自然保育中心，老師們對於有

關活動及自然生態感到甚為雀躍，建議本學年或來年度可利

用其中一天教師發展日進行戶外環保學習活動，深化對大自

然生態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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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02/01/2020 ⚫ 自 9 月開始，老師已全面應用互動電子白板於日常教學當中，

在 10 月至 11 月期間進行了上學期的全體觀課，中英數各科

任均能利用互動電子白板進行電子教學，老師都能掌握器材

的基本操作，亦能使用不同教學軟件或平台如 Google 

Classroom、Geogebra、Kahoot!等輔助教學，並設計相關教案，

利用資訊科技提升學與教的效能，相關材料已存至教學資料

庫。下學期將由一年級開始試行 BYOD，各科科任將於共備

會議商討如何善用平板電腦（應用程式、網上學習平台）鼓

勵學生自主學習。 

⚫ 老師能設計不同的科本及跨科學習活動，培養學生的編程技

巧及設計思維，如電腦科在二、三年級課程加入了

SCRATCH，四年級加入了 MICROBIT 課程；常識科則進行

水耕種植活動，老師挑選 10-12 名四至六年級學生，學習水

耕種植的方法，從而提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並了解蔬菜種

植的過程，學會珍惜食物。 

 

10/3/2020 

(視訊會議) 

⚫ 視藝科與電腦科原定於 2 月期間進行有關機械臂及鐳射雕刻

的教師工作坊，但因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有關培訓暫

緩進行，由於活動必須實體進行，計劃於復課後補辦有關培

訓，邀請專業機構主持活動，但確實日期、地點及活動細節

將視乎疫情發展再作決定。 

12/5/2020 ⚫ 繼上次檢討會議到現時還處於停課期間，所以受新型冠狀病

毒疫情影響有關培訓繼續暫緩進行，暫時計劃於復課後補辦

相關培訓活動，實際活動細節將於復課後再作決定。 

⚫ 於上學期舉辦有關創科學習電子教學器材的教師工作坊中，

老師認為工作坊能夠有助他們認識如何於日常教學中使用互

動電子白板進行教學。因此，本年度老師已全面應用互動電

子白板於日常教學中。老師於共備會議商討如何善用平板電

腦，讓學生於課堂進行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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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配合學校品德培育，讓教師掌握正向思維的教育理念，並應用於日常教學中。(配合三年期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1)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舉辦工作坊及通過備課會，讓老師能將正向積

極的態度和概念踐行於日常教學及學生培育工

作中。 

2019 年 9 月 

至 

2020 年 5 月 

22/11/2019 

 

 

 

 

 

⚫ 於 2019 年 8 月 29 日進行了認識靜觀工作坊，由天主教教育

事務處教育心理學家梁珮宜女士主講嘉賓，是次活動讓全體

老師認識何謂靜觀及體驗靜觀的方法，讓老師對正向心理學

有初步認識。 

⚫ 為了讓全體老師對正向教育有更全面及深入的了解，建議利

用本年度其中一天教師發展日進行正向教育工作坊。 

  02/01/2020 

 
⚫ 於 10 月至 12 月期間，本校共有 8 位老師每週一節兩小時的

靜觀小組，由天主教教育事務處教育心理學家梁珮宜女士擔

任小組導師，參與的老師於課堂上運作所學，帶領學生進行

5-10 分鐘的靜觀練習；另外，老師亦將於下學期引入靜觀的

元素至早會中，如三分鐘靜觀呼吸，幫助學生培養正向情緒。 

  10/3/2020 

(視訊會議) 

⚫ 原定於 17/2/2020 邀請專業機構到校進行全體教師正向互動

工作坊，但因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有關活動未能如期

進行，初步計劃於 4 月 24 日以視訊講座形式進行，由馬文寶

姑娘主講正向教育主題講座，讓老師認識正向教育的基本概

念。因疫情影響不適宜聚集全體老師，當天將安排全體老師

分兩批輪流到禮堂參與講座。 

  12/5/2020 ⚫ 因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第三次教學發展日於 5 月 11 日

在校內以視訊講座形式進行，主題為「糾正、教導正確發音

及教師聲線護理技巧」，由言語治療師曾慶翹及李欣宜主任主

持。老師回饋能深入認識糾正發音技巧及護聲技巧，有助日

常教學工作。老師回饋能深入認識糾正發音技巧及護聲技

巧，有助日常教學工作。同時，亦有建議來年度可舉辦跨學

科工作坊，或有關環保、科創的戶外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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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配合優質評核管理認證，持續優化校內測考卷質素，並以評核促進學教。(配合三年期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2)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持續運用 AQP 分析學生成績表現，利用 AQP

數據，回饋課程及教學，提升學生學習表現。 

2019 年 9 月 

至 

2020 年 5 月 

22/11/2019 

 

 

 

 

⚫ 本年度持續安排中、英、數三科利用 AQP 分析學生成績表

現，中、英文科主要分析學生在閱讀部分的成績，數學科則

分析學生整份試卷的表現。上學期測驗運用 AQP 平台輸入數

據的級別為五、六年級數學、五年級中文及六年級英文。建

議輸入了數據的級別加強運用數據如題目分析報告及學生表

現數據，從而深入分析學生的學習難點，並檢視擬題的難度、

符合度及區分度。 

02/01/2020 

 
⚫ 本年度已踏入運用 AQP 平台的第三年，建議擴闊應該 AQP

數據分析於各級的測考中，有關意向已於中期檢討會議中討

論，組員認同中英數各級可廣泛運用 AQP 平台輸入數據，從

而深入而具體地分析學生表現，以更準確的回饋課程及教

學。然而在數據輸入的物流安排有一定程度的困難，例如所

需的電腦或平板電腦數量；另外，一、二年級學生需要教學

助理協助輸入數據，因此，推行全面運用 AQP 數據時應編訂

各班的數據輸入時間表。 

 10/3/2020 

(視訊會議) 

⚫ 中英數科主席建議重點檢視五年級的學生表現，以回饋學與

教，並幫助學生預備第一次呈分試。中、英文科的檢視重點

為閱讀理解範疇；數學科檢視重點為度量範疇，由於受新型

冠狀病毒疫情而停課影響，上述各科以視訊形式教學，設計

及製作教材時，皆針對上述的範疇，在視訊教學及教材中加

強向學生講解上述部分，並將於復課時檢視學生的學習情

況，為有需要的學生，作相應的跟進。 

  12/5/2020 ⚫ 中文、英文及數學科將於科務會議中利用 AQP 指標深入分析

及跟進學生表現及學習差異，分析和討論五年級上學期的測

考資料，並會商討日後的評估將會檢視的年級及範疇，為作

分析及討論如何讓學生在呈分試中提升表現，從而修訂教學

和擬題方向，實踐以「評核促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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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學務組本年度工作計劃內的項目大致上能夠順利展開及進行。 本年度學務組合共舉辦了三次教師工作坊，主題包括有關電子及 STEM 學習、自然

生態及環保。由於由二月開始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部份計劃或活動需要作改動或延期。下學期兩次的教師發展日需改為以視訊講座形式進行，

主題包括正向教育及聲線護理。有關機械臂及鐳射雕刻的教師工作坊的實際活動細節將於來年開學後再作決定。學務組期望疫情緩和過後，能於來

年度計劃一些在戶外進行，能有助教師們建立身、心、靈健康的教師發展日活動。同時，本組有計劃於下年度試用以視訊短片形式作進修分享，並

可存檔為教師資源，讓老師能夠靈活地及有彈性地作同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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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培育及訓輔組 

目標一：透過「愛德」教育，實踐天主教核心價值，建立學生正向的價值觀及積極的人生態度。(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1)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建立獎勵及讚賞文化，表揚學生的正面行

為，培育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和生活態度。 

(a) 推動正向文化，建立快樂校園生活 

➢ 邀請本校教育心理學家於上期學為

核心小組的教師舉辦培訓課程，並於

下學期在各年級推展靜觀練習和課

程，強化學生的品格強項和建立正面

情緒。 

➢ 整合宗教科、德公活動及成長課，以

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為方向，推動正

向生命教育。 

➢ 修訂學生手冊頁，增設「正向小任

務」，讓學生每天鍛練正向品格。 

➢ 推行「師友計劃」，每位老師編配一

至兩位學生全年進行關顧工作，與學

生定立個人、學業、朋輩或家庭等的

成長目標，在與老師定期的會面中得

到動力、肯定及支持。 

 

(b) 推行全方位學生輔導獎勵計劃就品

行、關愛、服務等多方面獎勵學生實

踐正面行為，培養良好的品德。全學

年將進行三次統計學生獲得老師嘉許

的印章或簽名數量，並於以下日期進

行表揚及嘉許活動： 

上學期第 15-16 週 

下學期第  6- 7 週 

下學期第 18-19 週 

全學年 22-11-2019 ⚫ 10 月至 11 月期間老師已完成了五節的靜觀訓練，內容包括身體掃描、

靜觀進食、靜觀伸展和三分鐘呼吸空間等，在訓練期間也與心理學家討

論在下學期將靜觀訓練推展至學生的情況。 

⚫ 整合宗教科、德公活動及成長課效果理想，能在每月以跨學科模式配合

德育主題，能深化學生對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的認識，惟宗教科老師要

掌握題目調動後的銜接。 

⚫ 在 9 月家長日中向所有家長學生和老師對正向小任務的認識，並期望家

長鼓勵學生多作小任務，鍛練正向品格。 

⚫ 已整理學生支援名單，將會讓老師在名單上選取一位學生開展全年關顧

工作。 

⚫ 有關設計和印刷全方位學生輔導獎勵計劃「正向 GPS」小冊子的供應商，

因臨時公司運作問題，未能按時完成，學校需要再邀請第二間機構協助

設計和印刷，所以小冊子要在 10 月底才能完成。 

2-1-2020 ⚫ 上學期老師已完成了六節的靜觀訓練，大部份參與的老師對靜觀已有初

步的認識，並將於下學期開展訓練三分鐘靜觀呼吸，將會在每天放學前

五分鐘透過中央廣播與班主任一起進行。 

⚫ 上學期已完成整合宗教科、德公活動及成長課課程，下學期將會沿用整

合的方法統整以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為方向，推動正向生命教育，並在

五、六年級成長課程內增添兩節與單元有關的天社倫教材，以配合學生

的全人發展。 

⚫ 上學期末將統計學生透過完成「正向小任務」所獲取星星的數目。老師

觀察所得，學生完成「正向小任務」的態度正面，可能小任務的施行較

為容易，學生都容易完成任務。 

⚫ 師友計劃小冊子已派發給所有老師，期望學生與老師老師定期的會面中

得到動力、肯定及支持。老師主要與學生傾談個人、學業、朋輩或家庭

等的情況，學生完成小冊子時，可畫圖或填上文字。 

⚫ 全方位學生輔導獎勵計劃「正向 GPS」已開展了兩個多月，老師能在不

同的範疇中評估學生正面行為，培養良好的品德。將於農曆新年假前收

集小冊子統計以評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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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0-3-2020 

(視訊會議) 

⚫ 核心小組老師靜觀訓練尚餘兩節，將安排復課後 5/6 和 19/6 進行。學生

層面將會進行三分鐘靜觀呼吸訓練，開展前會向學生簡介靜觀呼吸和要

注意事項。 

⚫ 下學期五、六年級成長課程內增添兩節與單元有關的天社倫教材，但因

停課關係，教學安排要重新編配，將於五、六月進行。 

⚫ 身心靈健康計劃為小一、小二和小六學生提供的兒童靜觀體驗的四節工

作坊原定在三月進行，因停課關係現改為五至六月完成。 

⚫ 上學期推行的「正向小任務」共有 575 位學生達標，能每天鍛練正向品

格。由於二至四月停課約 10 週，故下學期「正向小任務」建議達標的準

則稍為降低一半，學生在下學期獲取三十顆星星即可獲優點一個。 

⚫ 「師友計劃」原定在二至四月期間老師和學生會面談一次，現改為復課

後至學期末，進行不少於兩次面談，可與學生傾談停課時在家中學習的

情況和感受，並於學期末呈交小冊子進行檢討。 

⚫ 上學期全方位學生輔導獎勵計劃「正向 GPS」共有 450 位學生獲獎，學

生表現理想，積極參與計劃內的評估項目，從而培養學生的良好品德和

正面行為。由於停課關係，全學年進行三次統計嘉許印章現改為上、下

學期各一次，而下學期要求學生達標的印章由三百降低為二百就能達到

金章要求，更能有效推動學生實踐積極和正面的行為。 

  13-5-2020 ⚫ 核心小組老師靜觀訓練尚餘兩節，因配合教育心理學家的時間安排，將

定於 19/5 和 5/6 進行。學生層面仍將會進行三分鐘靜觀呼吸訓練，開展

前會向學生簡介靜觀呼吸和要注意事項。核心小組成員已在 13/5(三)與

校園靜觀計劃(先導學校)負責人面談，讓核心小組成員清楚 2020-2021

學年計劃推行的內容，並安排於 21/8 進行全體工作坊，讓所有老師共同

參與計劃。 

⚫ 下學期五、六年級成長課程內增添兩節與單元有關的天社倫教材，但因

停課關係，教學安排要重新編配，將於六月復課後在星期一第八和九節

進行。 

⚫ 身心靈健康計劃為小一、小二和小六學生提供的兒童靜觀體驗的四節工

作坊原定在三月進行，因停課至六月，機構在時間上未能配合，將於新

學年全校推行靜觀體驗。 

⚫ 上學期推行的「正向小任務」共有 575 位學生達標，能每天鍛練正向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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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格。由於二至六月停課約 15 週，故下學期「正向小任務」建議達標的準

則稍為降低為十五顆星星，即可獲優點一個，待復課繼續鼓勵學生完成

「正向小任務」。 

⚫ 「師友計劃」原定在二至四月期間老師和學生會面談一次，現改為復課

後至學期末，進行一次面談，可與學生傾談停課時在家中學習的情況和

感受，並於學期末呈交小冊子進行檢討。 

⚫ 上學期全方位學生輔導獎勵計劃「正向 GPS」共有 450 位學生獲獎，學

生表現理想，積極參與計劃內的評估項目，從而培養學生的良好品德和

正面行為，為學生準備的嘉許禮物，將於復課派發給獲獎學生。復課後，

將繼續鼓勵學生完成小冊子內的項目，實踐積極和正面的行為。 

 

目標二：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及服務培養學生建立積極人生觀，尊重和愛惜生命的態度。(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1 )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小農夫」計劃 

➢ 在中文大學的支援下，與常識科合作

進行水耕活動。在樓層走廊位置安排

種植，透過耕種的過程以培養學生的

耐性和愛惜生命的態度。 

全學年 22-11-2019 ⚫ 在生態學習中心已添置了一部水耕機，透過訓練學生認識水耕的方法和

種植過程，讓他們明白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道理。 

2-1-2020 ⚫ 學校將會在五樓各班添置水耕機，讓更多的學生能感受耕種的樂趣和體

會由自己栽種生命的過程，從而培養愛惜生命態度。 

10-3-2020 

(視訊會議) 

⚫ 學校已添置 15 部新的水耕機，讓更多的學生感受耕種的樂趣、栽種生命

的過程和務求能讓全校學生都能分享耕種的收成和喜樂。 

13-5-2020 ⚫ 雖然學校已添置 15 部新的水耕機，因停課關係，水耕機將延遲至 5 月才

開始運作。待復課後，為部份四至六學生提供訓練，讓學生感受耕種的

樂趣、栽種生命的過程中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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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推展校外服務計劃 

(a)加強學生對社區的貢獻，培養學生的服

務精神和自信心。 

(b)在校招募對義務工作有興趣的三至六

年級學生參加「秀天義工隊」，並為

義工隊安排訓練課程，以加強學生與

人溝通的技巧和能力。 

全學年 22-11-2019 ⚫ 為了讓學生從小明白義工服務的意義，本年度招募秀天義工隊的對象為小

三和小六，有義工二十位。當中邀請了四位基督小先鋒成員參與，期望將

基督的精神體現出來。 

2-1-2020 ⚫ 學生將會進行全學年共八次的義工訓練，兩次的出外探訪和服務。 

⚫ 在訓練當中，學生表現積極投入，在活動中認識自己、認識同學，學習義

務工作的技巧和態度，冀能培養樂觀、正面的態度進行服務工作，為進行

校外服務作最好的準備。 

⚫ 出外探訪已定於 17/1 和 20/3 兩天，並與常識科合作學生可將水耕所得的

收成與服務對象分享，讓他們感受學生的一份關愛。 

10-3-2020 

(視訊會議) 

⚫ 上學期已進行了四次訓練和一次對外的服務。從檢討問卷的結果反映，組

員對於義工隊及探訪長者服務日的安排和態度都十分正面。100%組員認

為透過活動和訓練能令他們更了解義務工作的性質、價值和態度，以及加

深了對社區有需要人士的認識，更能學會關懷身邊的人及社區。 

⚫ 透過小組訓練、服務籌備及服務日，全部組員都同意活動能提升他們與人

溝通、合作的能力，令他們更了解自己的長處和能力，提升個人自信心。

因此，整體上義工隊的成效是十分理想。 

⚫ 下學期將會於二至三月進行六次的義工訓練和四月參與校外服務，現因停

課關係訓練將延遲至復課後進行，而校外服務則要觀察疫情狀況，再聯絡

相關機構合作，情況許可的話預計六月尾至七月初進行。 

13-5-2020 ⚫ 下學期義工訓練將於復課後進行，而校外服務則要觀察疫情再作安排。 

⚫ 小四服務學習計劃訓練將於 10/6、17/6、24/6 在第八、九節進行。 

⚫ 期望學生能在活動中透過與同學之間的分享和回饋，處理和思考自己的經

驗，提升個人的增強抗逆力和滿足感。 

總結： 

1. 本年度以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為基礎，加強價值及品德培育，透過推動正向文化，以全方位學生輔導獎勵計劃、正向小任務、師友計劃、小農夫

計劃等活動強化實踐正面行為，培養良好的品德，來年可繼續進行。 

2. 本年度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及服務培養學生建立積極人生觀，如「學生大使計劃」、「小四服務學習計劃」、「GoSmart.NET 計劃」及「校外服務計

劃」，計劃能使他們更了解自己的長處和能力，提升個人自信心，培養培養學生快樂、樂觀、積極的生活態度。 

3. 因教育局宣佈學校提早於 10/7/2020 放暑假，所以義工訓練和探訪活動將於 2020-2021 年度開學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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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支援組 

目標一：透過不同的支援模式，強化有特殊學習需要及基層學生的學習能力，並發揮學生溝通、創新和解難能力。（配合學校 2019-2020 年度關注事

項 2）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開設抽離輔導班，以合班分組的形式

進行小組教學，以提升有特殊學習需

要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學習能力。 

➢ 在校內開設六組輔導組別，分別

為四至六年級英文及四至六年

級數學，各組約8至13人。 

2019年9月 

至 

2020年6月 

4/11/2019 ⚫ 學生的學習態度有進步，熱衷作答及踴躍參與課堂活動，惟因學習基礎

較弱，學生未有在測驗成績中得到顯著的進步。 

3/1/2020 ⚫ 部分學生成績仍未有改善，在上學期考試後，抽離輔導班的老師將在家

長日與所有抽離輔導班的學生家長會面，訂定下學期的學習目標、學生

的學習策略，及讓家長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10/3/2020 

(視訊會議) 

⚫ 於停課期間提供網上自學教材及練習供學生自學，並於復課後按課程深

淺程度及內容多寡，握要講解及補充課程內容。於停課期間，輔導老師

隔週致電抽離輔導班學生，以跟進學生的學習情況。 

13/5/2020 ⚫ 透過參與抽離輔導班，大部分學生能提升對學科的學習動機，期望也能

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 

2. 開設課前輔導班，協助學業成績稍遜

的學生掌握有關的學科知識，以提升

學習成效。 

➢ 在校內開設五組課前輔導小

組，一年級設中文輔導班、二年

級設中文及英文輔導班、三年級

設中文及英文的輔導班，各組約

8 至 10 人。 

2019年9月 

至 

2020年5月 

4/11/2019 ⚫ 部分學生未能適應上課時間，經常遲了回校上課前輔導班，輔導班老師

需要在當天致電家長，了解情況。 

3/1/2020 ⚫ 學生已適應課前輔導班的上課時間，出席率已有改善。部分學生成績仍

未有改善，在上學期考試後，課前輔導班的老師將與所有輔導班的學生

家長會面，訂定下學期的學習目標，及讓家長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10/3/2020 

(視訊會議) 

⚫ 因停課關係現改為復課後繼續進行，有關課堂將在復課後因應情況再作

安排。 

13/5/2020 ⚫ 透過參與課前輔導班，大部分學生能鞏固學科知識，提升學生的學習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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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3. 利用「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津

貼，開設功課輔導小組及學習小組，

支援基層學生課後學習的需要。 

➢ 於課後時間逢星期二及四推

行，開設 10 組，每組約 10 人的

功課輔導小組，支援基層學生課

後學習的需要。 

➢ 於課後時間開設不同類型的課

後活動小組，豐富基層學生的學

習經驗。 

➢ 於星期六或試後活動期間安排

外出參觀活動，讓學生更了解香

港的不同面貌。 

2019年9月 

至 

2020 年 5 月 

4/11/2019 ⚫ 所有上學期的活動已開展，包括課後加油站(小一至小六)、時間管理我

至叻(小一至小二)、記憶潛能大開發(小三至小四)、邏輯思維解難班(小

五至小六)、英語唱遊課程(小一至小二)、趣味英語拼音課程(小三至小

四)、英語升中面試課程(小五至六)及非洲鼓班(小一至小三)。 

3/1/2020 ⚫ 上學期舉辦的三個參觀活動將分別於 1 月 14 及 15 日進行。 

⚫ 時間管理我至叻、記憶潛能大開發的課程內容稍欠趣味性，建議下年度

以其他活動取代。 

⚫ 部分學生在課後加油站時出現違規行為，導師表現未如理想，已聯絡機

構跟進，當值老師於下學期增加巡視課後加油站，以確保學生在課室內

維持應有的秩序。 

10/3/2020 

(視訊會議) 

 

⚫ 由 2020 年 2 月開始舉辦課後加油站、黏土製作課程、水墨畫課程、羊

毛氈課程、兒童演說家、非洲鼓班、兒童小記者、小小辯論家，因停課

關係而暫停，有關課堂將在復課後因應情況再作安排。 

13/5/2020 ⚫ 受影響的項目將於復課後按情況再作安排，初步建議復課後逢星期二及

四，利用第八至第九節進行課後加油站；興趣小組將安排在週六早上進

行；教育局的復課指引中建議取消不必要的集會，考慮衛生及安全情

況，現階段不適宜外出參觀，故建議取消三次外出參觀活動。有關安排

需與機構商議後再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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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4. 利用「學習支援津貼」，聘請老師及開

設小組，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

學習。 

➢ 開設專注力訓練小組（共 4 組），

每組約 6-8 名學生，支援有特殊

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需要。 

➢ 開設社交溝通小組（共 3 組），

每組約 6-8 名學生，支援有特殊

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需要。 

➢ 開設自理小組（共 2 組），為小

一及早識別的學生進行訓練。 

➢ 聘請老師及教學助理在上課和

評估時協助照顧有特殊學習需

要的學生和整理學生支援資料。 

2019年9月 

至 

2020年7月 

4/11/2019 ⚫ 上學期已開設專注力訓練小組（共 4 組）、社交溝通小組（共 3 組）及

自理小組（共 2 組），進度良好。 

3/1/2020 ⚫ 自理小組已完成，小一班主任反映小組能協助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盡

快適應小學生活，建議來年繼續舉辦相關的小組。 

⚫ 透過課堂觀察，學生樂於參與專注力訓練小組及社交溝通小組；導師主

動向老師匯報學生進展情況。 

10/3/2020 

(視訊會議) 

⚫ 下學期舉辦的專注力訓練小組及社交溝通小組因停課關係而暫停，有關

課堂將在復課後因應情況再作安排。 

13/5/2020 ⚫ 有關小組能改善學生在社交、專注力及自理能力，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的學習。 

5. 參加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支援有自

閉症學生的小組訓練及加強支援服

務」，以小組訓練的形式，透過活動

以改善自閉症學生的情緒問題和提升

社交技巧。 

➢ 開設三組，每組 4-6 人，透過活

動以改善有自閉症特徵或社交

稍遜學生的社交技巧。 

2019 年 9 月 

至 

2020年6月 

4/11/2019 ⚫ 上學期共開設兩組，小一組共五名學生參與，小二至小三組共六名學生

參與。 

3/1/2020 ⚫ 自閉症學生透過參與不同的小組活動以學習情緒管理和提升社交技巧。 

10/3/2020 

(視訊會議) 

⚫ 因停課關係現改為復課後繼續進行，有關課堂將在復課後因應情況再作

安排。 

13/5/2020 ⚫ 因停課關係現改為復課後繼續進行，有關課堂已改為提供網上教材，並

由耀能協會社工致電家長跟進學生進度。 

6. 由香港棍網球總會舉辦的舉辦棍網球

活動，讓學生有機會參與棍網球訓

練，拓擴學生的視野，提升學生的自

信心。 

2019 年 9 月 

至 

2020 年 6 月 

4/11/2019 ⚫ 已在小三及小四招募約三十名學生參與，當中按能力分為高級組和低級

組，現進行訓練。 

3/1/2020 ⚫ 學生在星期六回校參與訓練，學生積極參與，準備下學期參與聯校比賽。 

10/3/2020 

(視訊會議) 

⚫ 因為新冠肺炎的影響，香港棍網球總會取消下學期舉辦的聯校比賽。有

關訓練，將在復課後再作安排。 

13/5/2020 ⚫ 香港棍網球總會宣布取消本年度所有的比賽項目，本學年的訓練亦已完

結。 

⚫ 學生對棍網球充滿興趣，也樂於參與訓練，活動能擴闊學生的視野，建

議下年度繼續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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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積極安排老師接受特殊教育的培訓，以提升整體教師團隊的專業能量。(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項目 3)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推薦 5%未曾受特殊教育訓練的教師，參加

由教育局及校外機構舉辦的培訓，提升教師

對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技巧。 

2. 邀請教育心理學家或外間機構到校為教師

舉辦有關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講

座，讓教師對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有更全面

的瞭解。 

2019 年 9 月 

至 

2020年6月 

4/11/2019 ⚫ 已為本校兩名支援老師報名參加特殊教育課程，將會在下學

期外出接受培訓。 

3/1/2020 

 
⚫ 由於上年度全校老師已接受有關照顧自閉症學生的講座，在

下學期，將安排本年度新入職的同事參與由耀能協會舉辦的

講座。 

10/3/2020 

(視訊會議) 

⚫ 因為新冠肺炎的影響，原定已安排的訓練將要取消或延期，

以致教師未能外出接受培訓。在校的培訓將在復課後，因應

情況再作安排。 

13/5/2020 ⚫ 袁立名老師及李玉瓊老師接獲教育局通知，課程已被取消。

李欣宜主任參加的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課程將會延期至下

學年繼續進行。 

⚫ 正音及聲線護理講座已於 5 月 11 日的教師發展日，透過視像

形式進行。 

 

總結： 

1. 本年度開設加強輔導班和輔導班，以抽離及大班的形式進行教學，有助提升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學習能力。 

2. 棍網球活動得到學生及家長支持，建議下年度繼續舉辦，讓更多學生受惠。 

3. 曾接受特殊教育訓練的教師數目依然偏低，建議下年度積極安排教師參加由教育局及校外機構舉辦的培訓，提升教師對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

生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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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組 

目標一：透過多元化活動及比賽，實踐天主教核心價值，建立學生正向的價值觀及積極的人生態度。(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1)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及比賽，加強推行

以「愛德」及「家庭」的活動，培養

學生良好的品德，建立學生正向的價

值觀及積極的人生態度。 

 

➢ 一、二年級推行生活技能課程，

讓學生學習個人基本治理技

能，提升學生自我照顧的能力及

面對困難時的抗逆能力，培養學

生有良好的生活習慣和態度，使

學生學會懂得珍惜、愛護家人，

孝順父母。 

 

➢ 於週五課外活動開辦不同的興

趣小組，如天父的花園、公益環

保大使、基督小先鋒等，讓學生

實踐愛德，保護環境，珍惜生命。 

 

➢ 透過舉辦不同的活動，例如：親

子旅行、學校運動會親子遊戲比

賽、親子足球同樂日等活動，讓

學生懂得珍惜、愛護家人，享受

家庭的樂趣。 

2019 年 9 月 

至 

2020 年 6 月 

  17/11/2019 ⚫ 二年級在週五課外活動時段已順利開展推行生活技能課程，    

讓學生學習個人基本自理技能，提升自我照顧的能力及面對困

難時的抗逆能力。 

⚫ 學生積極參與課後及週六的各項課外活動，能從活動中學會照

顧他人及養成和諧共處的良好品格。 

⚫ 親子旅行、學校運動會親子遊戲比賽等活動將於稍後時間進行 

3/1/2020 ⚫ 上學期一、二年級已順利完成生活技能課程，負責老師表示把

每個步驟按學習需要細分為若干個較小步驟，一年級學生可以 

按部就班完成。學生於生活技能課程，學習分配時間及訂立時

間表、整理個人衣著等，讓學生學習個人基本自理技能及提升

自我照顧的能力；學生學習健康飲食及餐桌禮儀，讓學生培養 

良好的生活習慣和態度；學生從 STEM 小手作中學習利用

STEM 元素進行創意解難，增強面對困難時的抗逆能力。上學

期學生已完成學習單元：急救小知識、STEM 小手工、簡單的

針步(行針步、走針步)縫補衣服、個人整理衣服及時間管理。 

⚫ 學生收費活動範疇包括：語文智能、數學邏輯智能、音樂智能、

肢體動覺智能及視覺藝術智能；上學期已順利開展 14 個活動

項目給全校 1-6 年級學生參與，各活動全年上課 19 至 20 節。 

⚫ 各項活動及課外活動於下學期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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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3/3/2020 

  (視訊會議) 

⚫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教育局宣佈學校停課日期為 

4/2/2020 至 20/4/2020。學校所有課外活動暫停。 

⚫ 原定於 23/4 舉行的學校運動會將取消，本學期不作補辦。租借

運動場費用$972.5 將會退回。 

⚫ 原定於 9/5 舉行的校友會重聚日將進行新一屆委員選舉，因新

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暫定延於 7 月中進行，對象不包括本屆

小六畢業生。當天邀請歷屆畢業生回校進行投票，選出新一屆

委員，隨後進行康樂活動。 

⚫ 一、二年級推行的生活技能課程、週五課外活動因新型冠狀病

毒疫情影響而暫停，有關活動將於復課後進行。 

12/5/2020 ⚫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教育局宣佈小一至小三 15-6-2020 

復課；小四至小六於 8-6-2020 復課，4/2/2020 至 12/6/2020 學

校所有課外活動暫停。 

⚫ 下學期興趣班活動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而以視訊形式進

教學。 

⚫ 能培養學生服務他人的精神，建立正向的價值觀及良好的品

德。 

⚫ 一、二年級推行的生活技能課程、週五課外活動因新型冠狀病 

毒疫情受到影響。有關課程及活動將於新學年進行延伸學習。 

 

總結: 

上學期，學生在音樂智能、肢體動覺智能、視覺藝術智能及資訊科技智能各範疇中參加了校外的比賽，獲得獎項。下學期因應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影響，大部份校外活動比賽取消。停課期間學生以視訊形式進行課外活動學習。新學年將運用更多不同的外間資源，開辦多個校隊班及

課外活動，為學生提供更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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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組 

目標：建立有利於健康生活的學習環境，培育和強化學生的良好習慣。(配合 2019-2020 年度學校周年計劃關注事項 1)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籌備學校於下年度參與衛生署至「營」學校

健康午膳優質認證計劃，為學生提供健康午

膳及小食，進行健康飲食宣傳活動 

全學年 22/11/2019 ⚫ 已就校本情況初擬《學校健康飲食政策》，並於核心會議中審

視有關政策文件。 

7/1/2020 ⚫ 為配合籌備學校參與認證計劃，將於下學期進行連續五個上

課天監察午膳餐盒是否符合《學生午膳營養指引》，以向午膳

供應商反映監察午膳營養素質。 

⚫ 已完成《學校健康飲食政策》藍本。 

11/3/2020 

(視訊會議) 
⚫ 因停課關係，將於復課後按疫情發展，在許可的情況下進行

午膳餐盒監察，以確保午膳供應商之午膳符合衛生署《學生

午餐營養指引》要求。 

⚫ 於稍後時間向午膳供應商發佈《學校健康飲食政策》，以讓供

應商作出配合。 

13/5/2020 ⚫ 根據教育局發出的《全港學校分階段復課的相關安排》，學校

於復課後需實行半日上課，以減低感染風險，因此於下學年 9

月才可進行午膳餐盒監察，以確保午膳供應商之午膳符合衛

生署《學生午餐營養指引》要求。 

⚫ 2020-2022 年度學校合作社(小食部)的招標流程已完成，於出

標時已訂明承辦商需配合學校計劃推廣健康校園，售賣健康

食品及飲品，協助並配合校方進行健康飲食活動。中標公司

於回覆標書中，能以售賣低糖飲品及健康小食為主，能配合

校方推行健康飲食。 

2. 培育和強化學生良好的生活習慣及身心靈健

康，本年度將進行以下活動﹕ 

➢ 晨跑(秀天活力跑) 

➢ 參與學生健康服務 

(學生健康及學童牙科保健服務) 

全學年 22/11/2019 ⚫ 為配合學校的健康校園政策，由 10 月份開始鼓勵同學透過每

星期早上的跑步活動，建立積極活躍的生活模式，以及從中

鍛鍊意志，期望達至身心健康。同學表現投入，積極參與，

師生共同建立多作運動的好習慣。 

⚫ 本年度共有約 800 位學生參與學生健康服務(全校超過 99%的

學生參加)，為學生提供身體檢驗及健康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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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 健康食譜設計活動 

➢ 推動正向文化及舉辦正向教育活動 

➢ 向學生宣傳健康生活資訊 

⚫ 訓輔組推行「師友計劃」，每位老師編配一至兩位學生全年進

行關顧工作，與學生定立個人、學業、朋輩或家庭等的成長

目標，在與老師定期的會面中得到動力、肯定及支持。現已

開展第一期的活動。 

⚫ 配合學生身心靈健康，訓輔組已修訂學生手冊頁，增設「正

向小任務」，讓學生每天鍛練正向品格。 

7/1/2020 ⚫ 每天都會安排穿著體育服的學生進行晨跑(秀天活力跑) 的活

動，全校超過 90%的學生曾參與該活動。 

⚫ 因就社會狀況，衛生署於停課時個別通知家長可以提早進行

牙保檢驗。大部份五、六年級學生已完成本年度學童牙科保

健服務檢查。  

⚫ 下學期會推行健康食譜設計活動，同學需要自己設計一款適

合自己的健康食譜。 

⚫ 訓輔組推行「師友計劃」已完成第一次的會見時間，與學生

定立個人、學業、朋輩或家庭等的成長目標，在與老師定期

的會面中得到動力、肯定及支持。 

⚫ 訓輔組增設「正向小任務」的已完成第一輪統計，共 575 位

學生獲多於 60 個 like，可獲頒優點一個以示鼓勵。由此可見，

計劃能有效鼓勵學生實踐正向行為。 

11/3/2020 

(視訊會議)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 教育局自 1 月 29

日起宣佈停課，於停課前進行的晨跑(秀天活力跑)的活動，同

學積極參與、表現投入。 

⚫ 因停課關係，原訂於 3-4 月份進行的一至四年級學童牙科檢

查將順延至復課後 6-7 月進行，屆時藍田學童牙科保健診所

將安排旅遊巴到校接送學生到診所檢查。 

⚫ 因應疫情，於停課期間學校輔導人員製作了「抗疫同行心不

怕」短片，向學生分享面對疫症挑戰時，如何建立正面想法，

正面理解面對疫症挑戰的經歷，有助學生處理相關負面情緒

和心理壓力。 

⚫ 已準備水果月及健康飲食宣傳單張及物資，將於復課後向學

生派發，以向學生宣傳健康飲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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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 因停課關係，原定下學期配合水果月進行的健康食譜設計活

動將延期，待復課後向學生派發健康飲食宣傳資訊後再進行。 

13/5/2020 ⚫ 晨跑活動將按復課後疫情情況再決定是否繼續進行。 

⚫ 身心靈健康計劃為小一、小二和小六學生提供的兒童靜觀體

驗的四節工作坊原定在三月進行，因停課至六月，機構在時

間上未能配合，將於新學年全校推行靜觀體驗。 

⚫ 上學期推行的「正向小任務」共有 575 位學生達標，能每天

鍛練正向品格。由於二至六月停課約 15 週，故下學期「正向

小任務」建議達標的準則稍為降低為十五顆星星，即可獲優

點一個，待復課繼續鼓勵學生完成「正向小任務」。 

⚫ 因停課關係，原定下學期配合水果月進行的健康食譜設計活

動將延期，待復課後 6 月份向學生派發健康飲食宣傳資訊後

再進行。期望活動能促進家長與子女的關係，加強學生及家

長對健康小食的知識及建立正面態度。 

總結﹕ 

1. 籌備於下年度參與衛生署至「營」學校健康午膳優質認證計劃，來建立有利於健康生活的學習環境，培育和強化學生的良好飲食習慣 

2. 舉辦秀天活力跑、健康食譜設計活動、推行「師友計劃」、「正向小任務」及讓學生參與健康服務(學生健康及學童牙科保健服務)，培育和強化學

生良好的生活習慣及身心靈健康 

3. 晨跑活動因應疫情的影響，未能於復課後進行，將因應疫情發展於新學年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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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科務組工作計劃報告 

中文科 

目標一：透過「愛德」教育，實踐天主教核心價值，建立學生正向的價值觀及積極的人生態度。(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1)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為建立學生正向的價值觀及積極的人生態度，

一至六年級進行正面、積極為主題的繪本活動

及閱讀跟「愛德」有關的故事，並進行有關的

創作活動，如童詩創作、繪本創作等。 

2019 年 11 月 

至 

2020 年 2 月 

25/11/2019 ⚫ 各級將在共備會議中挑選跟「愛德」有關的繪本，並設計有 

關教學內容及延伸活動。 

⚫ 各級將於繪本活動完成後再討論。 

9/1/2020 ⚫ 大部分班級仍在進行跟「愛德」有關的繪本活動，待完成後 

將收集佳作，以便在家長日當天作展覽之用。 

⚫ 有關活動將於下學期第三次會議時再作檢討。 

12/3/2020 

（視訊會議） 

⚫ 大部分班級已完成閱讀繪本故事，學生都十分感興趣，而且亦

能就故事內容作分享。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而停課的關 

係，部分年級仍未完成跟繪本活動有關的創作活動，待復課 

後會繼續跟進。另外，活動完成後將收集佳作，以供將來作 

展覽或投稿之用。 

15/5/2020 ⚫ 對於本年度所選擇的繪本故事，學生都十分感興趣，而且亦能

就故事內容作分享。來年可按主題再為學生挑選合適的繪本故

事，及進行創作活動。 

⚫ 科任將於復課後完成跟繪本活動有關的創作活動，並由級長收
集佳作。級長收集佳作後，請於 7 月 10 日前校給陳淑敏老師
和袁立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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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持續完善校本課程，以強化學生綜合和應用不同範疇的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從而發揮學生溝通、創新和解難能力。 

(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2)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本年度引入校外支援，參與由教育局舉辦的

「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重整

一至二年級， 及優化校本三年級普教中課

程，發展「群文閱讀」，提升學生的閱讀、

寫作及普通話溝通能力。 

全學年 25/11/2019 ⚫ 汲取了去年的經驗，本年度一年級以教授篇章及拼音雙線並 

行，學習普通話之餘，也希望學生能提升識字量。惟一年級 

的測驗成績未如理想，須科任老師在共備會議中再按學生情 

況商議相關的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成績。 

⚫ 二年級以單元學習為主，同時也在拼音方面加以鞏固。 

⚫ 本年度主要嘗試在三年級發展「群文閲讀」，現已在共備會議

中選取了其中一個單元作試點，將於稍後再作檢討。 

9/1/2020 ⚫ 一年級上學期，科任老師已教授了大部分聲母和韻母，但部 

分能力稍弱學生未能掌握，須在下學期再作鞏固。而本年度 

一年級以教授篇章及拼音雙線並行，除了能訓練學生的普通 

話溝通能力外，也能提升他們的識字量，而考試的成績跟測 

驗相比亦有所提升。 

⚫ 二年級方面，科任老師認為內地老師提供了很多方法和建 

議，而科任老師已按班本情況就教材作調適，學生的學習表 

現亦有所進步。 

⚫ 三年級方面，科任老師認為陳旻老師在每次的共備會議都預 

備充足，亦能就本校的情況給予具體的建議及方法，以助老 

師為學生設計合適而有效的課堂。另外，三年級科任老師在 

上學期已選取了一個單元作群文閲讀，學生均感興趣，學生 

的學習表現亦有所進步，下學期將繼續進行。 

 

 

  12/3/2020 

（視訊會議）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而停課的關 

係，下學期並未跟陳老師進行共備會議。 

⚫ 停課期間，陳老師仍繼續跟科主席保持聯絡，為一至三年級 

⚫ 進行詞語錄音、製作教材等，及為復課後的示範課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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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5/5/2020 ⚫ 雖然因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而停課，但 

陳旻老師仍透過視像會議跟科任老師進行共同備課，並協助 

老師製作網上學習教材及拼音教材。 

⚫ 陳旻老師為三年級設計跟成語故事有關的「群文閱讀」教 

材，利用網上教材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 

⚫ 復課後，陳老師將於 6 月 23 日為科任進行跟群文閲讀有關的 

示範課，班別為 3E 班，主題為「古詩見真情」。請所有科任 

老師出席觀課及於當天下午二時舉行的評課會議。 

2. 本年度將於共同備課中商討如何優化中國文

化專題，並加入電子學習元素，以發展學生

的共通能力，如協作能力、創意思維、批判

性思考或研習能力等，並培養學生對中國文

化的興趣。  

2020 年 2 月 

至 

2020 年 4 月 

25/11/2019 ⚫ 配合 EduVision，四年級將於上學期完成以「中國古代名 

醫」的文化專題，而五年級將會完成以「水耕」為主題的專 

題，以提升學生的協作能力、創意思維、批判性思考或研習 

能力等。 

⚫ 其他各級的文化專題內容將於下學期共備會議中討論後再進 

行。待專題完成後，再檢視學生學習成果。 

 

9/1/2020 ⚫ 四年級及五年級的專題仍在進行，而其他年級仍未開始，將 

在下學期共備會議中再作討論。 

 

12/3/2020 

（視訊會議）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而停課的關 

係，各級的專題將會於試後進行，待完成後再檢視學生學習 

成果。 

 

15/5/2020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而停課的關 

係，學習評估及考試亦順延，因此各級的專題將會改為以網 

上學習形式進行，待完成後再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果。 

⚫ 四至五年級 EduVision 專題仍在進行中，分享會將於 7 月 8 

日舉行，請相關科任老師於復課後收取學生的作品。 

3. 於一至六年級上下學期各加入兩個電子學習

單元，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利用電子

學習課程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如創意思

維、批判性思考等。 

全學年 25/11/2019 ⚫ 將於一至六年級上學期加入兩個電子學習單元， 提升學生的 

學習興趣，及利用電子學習課程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如創 

意思維、批判性思考等。 

⚫ 各級將於共備會議中商討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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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9/1/2020 ⚫ 各級已完成兩個電子學習單元教案，成效將在下學期再作檢

討。 

12/3/2020 

（視訊會議） 

 

⚫ 各級將於復活節前完成另外兩個電子學習單元教案，成效將 

在共備會議中作檢討。 

15/5/2020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而停課的關 

係，教案已改以網上教材形式進行，並以不同的問題引導學 

生思考，以提升他們創意思維或批判性思考等共通能力。 

 

目標三：配合學校發展需要，安排教師參與專業培訓，提升專業知識，以配合教育新趨勢。(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3)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鼓勵及安排教師參與專業培訓，例如：電子教

學、群文閱讀教學等，以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識，

並鼓勵他們把所學知識應用於日常課堂之中。 

全學年 25/11/2019 ⚫ 內地老師陳旻老師已於 11 月 5 日為本校老師舉行了一次以 

⚫ 「群文閲讀」為主題的講座，讓老師增加對「群文閲讀」的認

識，並嘗試運用於日常教學之中。 

⚫ 由於一至三年級已進行普教中教學，為配合學校發展，因此 

普通話未達標的老師須積極進修，並期望所有科任老師都能 

通過普通話基準試。 

9/1/2020 ⚫ 內地老師陳旻老師將於下學期為本校老師舉行示範課，課題 

為「群文閲讀」，並將於課堂結束後再作檢討。 

⚫ 秦嘉碧主任再次提醒老師，如普通話未達標的老師須積極進 

修，並通過普通話基準試，以配合學校發展。 

12/3/2020 

（視訊會議）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而停課的關 

係，內地老師陳旻老師的示範課將於復課後舉行，課題為 

「群文閲讀」，並將於課堂結束後再作檢討。 

⚫ 秦嘉碧主任再三提醒老師，如普通話未達標的老師須積極進 

修，並於本學年通過普通話基準試，以配合學校發展。 

15/5/2020 ⚫ 秦嘉碧主任再次提醒老師，如普通話未達標的老師須積極進 

修，以配合學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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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1. 本年度為建立學生正向的價值觀及積極的人生態度，於一至六年級進行以正面、積極為主題的繪本活動及閱讀跟「愛德」有關的故事，並進

行有關的創作活動。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而停課的關係，部分活動須延至復課後才可進行。 

2. 本年度引入校外支援，參與由教育局舉辦的「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重整一至二年級，及優化校本三年級普教中課程，發展「群

文閱讀」，提升學生的閱讀、寫作及普通話溝通能力。雖然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而停課，但本校老師跟內地 

老師利用視訊形式持續進行交流及協作，持續設計不同的網上教材以提升學生的閲讀能力。 

3. 為了配合學校發展需要，本年度安排教師參與專業培訓，提升專業知識，以配合教育新趨勢鼓勵及安排教師參與專業培訓，例如：電子教學、

群文閱讀教學等，以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識，並鼓勵他們把所學知識應用於日常課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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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Objective 1: Through diversified learning activities, students can establish positive life attitude and cultivate five core values of Catholicism - truth, justice, 

charity, life and family (in accordance with School Development Plan major concern 1 in 3- school year).   

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To encourage students in 

learning the importance of five 

core values through learning 

activities 

(i.e. morning assemblies, 

English Fun Day)   

Whole school 

year 

25th November, 

2019 
⚫ Starting from 3rd October, 4 morning assemblies (not including the test week) 

were held in the morning. Throughout English morning assemblies, the topic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Catholic five core values. To arouse students’ awareness 

upon environmental issue, teachers introduced the topics comprising taking care 

of endangered plant species (i.e. Aquilaria sinensis at school campus), looking 

after of animals (i.e. Observe and raise Penaeus vannamei) as well as being 

environmental friendly at school and at home. English teachers have introduced 

the essence of maintain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garding close association 

with students’ daily life, students can learn the Catholic five core values. 

6th January, 2020 ⚫ 6 more English morning assemblies were held by English teachers. Teachers 

introduced the topics about “Mindfulness”. For instance, “How to deal with 

negative emotions”,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a calm and dedicated mind” as 

well as “Be a happy classmate at school” were introduced to 100% of students at 

school.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learn the significance of Catholic five core 

values through morning assemblies. 

⚫ In the morning assemblies, junior form students showed willingness in answering 

questions. When talking about Mindfulness – “how to deal with emotions”. Most 

of junior form students (P1-3) could express in vocabulary and short phrases 

with body language. However, the accuracy of pronunciation should be 

improved. It is suggested that teachers could rectify immediately and practiced 

again with students during lessons. 

⚫ On the other hand, senior form students were comparatively shy to share their 

opinions in front of the other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eachers could as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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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certain numbers of senior form students as representatives and to encourage them 

to speak in complete sentences. Senior form students could make use of events 

and phrasal verbs to illustrate the meaning of which enrich the content of the 

introduced topic.  

11th March, 2020 

(Online meeting) 
⚫ Due to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all classes are suspended until 20th April the 

earliest. Therefore, no morning assembly are conducted until classes resume.   

15th May, 2020 ⚫ Due to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all classes are suspended until early May, 

2020. During the suspension period, morning assemblies are replaced by weekly 

online announcements. Topics and messages planned for the term were 

announced to students through RS videos weekly.  

 

Objective 2: Through active engagement of learning activities, students can be little teachers which encourage schoolmates to speak English at school (in 

accordance with School Development Plan major concern 1 in 3-school year).   

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1. To recruit P3-6 students to be 

English Ambassadors for 

establishment of rich 

language-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encouragement of students’ 

chances of using English   

Whole school 

year 

25th November, 

2019 
⚫ P3-6 students are recruited to be English Ambassadors for establishment of rich 

language-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encouragement of students’ chances of 

using English language in authentic context. In recesses 1 & 2 every Thursday, 

English Ambassadors assisted English teachers and the Native English Teacher 

to hold English activities in the covered playground. 

⚫ Students are highly motivated to take tickets from teachers so as to join the 

activities. English teachers reflected that the diversified activities could provide 

students with more chances to speak in English. For example, students read 

tongue twister and riddles. They also played the games about jumble the 

sentences and other online English games on the iPads. In fact, students in 

majority were able to read short paragraphs in English with moderate pace and 

fluency.  



44 
 

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6th January, 2020 ⚫ Every Thursdays’ mornings, English Ambassadors had duties at the school gate. 

They were willing to greet schoolmates which learnt the importance of 

respecting others. 

⚫ Besides, English Ambassadors helped other schoolmates in answering 

questions in English through providing service at school tuck shop. Before 

buying snacks, schoolmates were required answer English Ambassadors’ 

questions in English so as to order food. Indeed, most of the students could 

order food in complete sentences. Throughout the purchasing process, they 

could express names of food they would like to order in the form of sentence 

structure, “May I have …please?” 

11th March, 2020 

(Online meeting) 
⚫ Due to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all classes are suspended until 20th April 

the earliest. Therefore, English Ambassadors are not on duty on school days 

until classes resume.   

15th May, 2020 ⚫ During class suspension, English Ambassadors are not able to be on duty on 

school days until classes resume. Teachers in charge of the team will remind 

practice with students their duties when classes resume in June.  

2. To implement story-telling 

activities in the morning / 

recess 

Whole school 

year 

25th November, 

2019 
⚫ Starting from 23rd September, 2019 (7:30-8:00a.m. every Monday, Wednesday 

and Friday morning), the Native English Teacher held 20 story-telling sessions 

to all Primary 3 and 4 classes. Books were sel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xt 

types and features of reading curriculum. 

6th January, 2020 ⚫ 9 more story-telling sessions were held after Christmas holidays and Exam 

Week. The NET collected feedback from those target participants. The target 

students rated books like “I’m growing”, “Tiddler, the storytelling fish” and 

“Little owl lost” as the top-3 interesting books in Ter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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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 Primary 4 English teachers reflected that students who joined the story-telling 

session could facilitate writing skill. They grasped the flow of the story should 

include, characters, setting, the beginning, middle and ending. Students 

mentioned that they could use newly learnt vocabulary in writing. 

11th March, 2020 

(Online meeting) 
⚫ Due to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all classes are suspended until 20th April 

the earliest. Therefore, story-telling on school days are not conducted until 

classes resume. Story-telling sessions will be held when classes resume. 

⚫ During the time of class suspension, NET will prepare online story-telling 

videos for P.3 and P.4 students. Topics or themes of the story books will align 

with the General English syllabus.  

15th May, 2020 ⚫ During the time of class suspension, NET prepares online story-telling videos 

for P.3 and P.4 students. Topics or themes of the story books will align with the 

General English syllabus. 

 

Objective 3: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students can enhance their language skills (in accordance with School Development Plan 

major concern 2 in 3-school year).   

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1. To facilitate students’ reading 

skills in every level  

(Readers, reading exercises 

and e-books) 

Sep 2019 -  

Jun 2020 

25th November, 2019 ⚫ Readers were utilized in Primary 1- 6 English curriculum. 

Primary 1:  

⚫ After teaching things in the classroom, students could further learn different 

activities they could do in other places (ie. library, music room, art room, 

playground) at school.  

⚫ Also, students could further learnt how to describe their classmates (i.e. their 

favourite subjects and teachers, how they go to school) which extend their 

scope of vocabulary in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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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Primary 2: 

⚫ After teaching chapters 5 & 6, students could learn more job names and duties 

in the reader.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read aloud the chapters in the reader 

and some paragraphs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ent of dictation.  

 

Primary 3: 

⚫ Students had consolidation activity in recognizing and grasping the features of 

recipes. They learnt more steps and types of ingredients and tools in cooking.  

 

Primary 4: 

⚫ Primary 4 English teachers made use of the reader “Well done, Max!” to 

consolidate students’ grasp of comparatives and superlatives.  

⚫ Other than the target l vocabulary items in the textbook, students also learnt 

other comparatives and superlatives in order to widen their scope of 

vocabulary.  

 

Primary 5: 

⚫ After teaching chapters 5 and 6 (A play about New Cinderella), “Copycat” in 

the reader was selected as an extended learning activity to enhance students’ 

exposure toward the features of plays (i.e. acts and scenes) and roles of 

actors/actresses. Worksheets (i.e. cloze passage) were designed which enabled 

students to read carefully and answered the questions. 

 

Primary 6: 

⚫ In this reader, one of the chapters talks about a child’s dream job. He wants to 

be a dolphin trainer when he grows up. English teachers make use of this 

reader as an extended activity of introducing dream 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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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 Besides, some paragraphs from the readers are utilized as one of the passage 

for the speaking exam. Students are highly encouraged to re-read the story 

and learnt the pronunciation of words within phrases/ sentences.  

6th January, 2020 ⚫ To further enhance students’ reading and e-learning, English teachers 

suggested the installation of some English- related online apps (Bookflix, 

Epic, etc). Students could read books and select books with diversified typs 

(i.e. fiction, non-fiction, sci-fi, etc) and teachers should assign students to do 

the book reports accordingly. 

11th March, 2020 

(Online meeting) 
⚫ Due to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all classes are suspended until 20th April 

the earliest. Therefore, all readers in Term 2 are assigned as home reading for 

the students during the class suspension period. Teachers will implement the 

content of the reader (i.e. vocabulary, text type, theme, etc.) after classes 

resume. Readers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upcoming exam syllabus, therefore 

Readers will be taught by subject teachers after the exams.  

15th May, 2020 ⚫ Lessons on readers are conducted with students through e-learning activities, 

such as home reading, online reading tasks with reading strategies taught by 

the teachers during the time of class suspension. Teachers will continue to 

teach the readers when classes res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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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2. To facilitate students’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through 

co-planning meetings among 

P.1, 4 local English teachers 

and EDB officer 

Whole school 

year 

25th November, 2019 ⚫ Regarding the cooperation with EDB officer, 100% of Primary 1 and 4 

English teachers attended 5 meetings (since 11th September, 2019) and 

designed module tasks for students.   

⚫ For Primary 1 students, English teachers designed 2 module tasks (1 is about 

“Me and my friend”,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interview classmates through 

asking questions to collect information about name, age, favourite colour, etc; 

another task is “My classroom”,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write about the things 

they bring to school). Throughout the learning process, students learnt the 

numbers and the names of stationery, subjects and the objects (whiteboard, 

chair, desk) they can see in the classroom.  

 

⚫ For Primary 4 students, English teachers also designed 2 module tasks (1 is 

about “My classmates” using comparatives and superlatives to make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such as in terms of classmates’ heights and weights; 

another task is about “Food and drinks”, students learnt the types of hobbies 

and adverbs of frequency to write their favourite activities.)  

6th January, 2020 ⚫ 3 more meetings were held till 6th January and 100% of Primary 1 and 4 

English teachers attended. English teachers of both levels designed 1 more 

module task for Term 1.  

⚫ Teachers could encourage students to write more in content. For Primary 1 

students, they could write about themselves (i.e. names, sex, age, class and 

favorite colours) by learning the words in the textbooks. Other than the books, 

they could even write more about their appearance using adjectives (long hair, 

small ears, a big mouth) and clothing items. Teachers agreed this activity 

could facilitate teachers’ discussion about the planning of lessons and design 

of learning materials which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Peer lesson 

observation will be done in Ter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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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11th March, 2020 

(Online meeting) 
⚫ Due to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all classes are suspended until 20th April 

the earliest. Therefore, co-planning meetings scheduled with Ms Gladys Wong 

from EDB within this period are rescheduled. Lesson observations between 

level teachers and evaluation meetings will be confirmed at a later date, after 

classes resume.  

⚫ Level teachers of P1 and P4 continue to have co-planning meetings online 

during the suspension of classes. Details of the teaching flow and module 

tasks are discussed and designed for students. Online learning materials are 

prepared and students are assigned to complete part of the module task during 

the suspension period. Subject teachers will review and complete the rest of 

the task when classes resume.  

15th May, 2020 ⚫ Through having cooperation with EDB officer throughout the whole school 

year, Primary 1 and 4 teachers aimed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write with 

richer in content and more fluent in organizing their ideas. 

⚫ In the co-planning meetings, English teachers regarded reading skill as an 

important strategy to expand students’ scope of vocabulary before writing. 

With designing the task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our students, teaching 

grammar items / sentence patterns could enable them to have better 

preparation in writing. It was suggested by the EDB officer that teachers 

should allow students to use their creativity and allow students to expand their 

ideas in writing by giving them simple prompts, instead of too many guided 

questions.  

⚫ Regarding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teaching unit plans, teachers get 

better preparation before the lessons by discussing and preparing the 

materials. Both P1 and P4 level teachers designed 3 module tasks in the 

second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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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4: To reinforce students’ generic skills in problem solving skill, creativity and critical thinking through curriculum and English activ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School Development Plan major concern 2 in 3-school year).   

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1. To encourage 25 Primary 3-6 

students’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practice of English 

through holding English 

Musical classes 

(Shakesphere4All Drama 

Club Transformation through 

Creativity) 

Whole school 

year 

25th November, 2019 ⚫ In this school year, our school has successfully joined Jockey Club “Destiny 

in Ourselves in Youth Drama Programme- Shakespeare 4All”. 25 Primary 3-6 

students who were eager to learn English through language arts, with low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and positive learning attitude were selected to 

join this programme for free.  

⚫ Starting from 14th October, 2019 (3:30-5:00p.m. every Monday), 5 lessons 

were held. Students learnt about the stage directions, speaking skills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among students and English tutor. Throughout the 

practice, students became more confident when reading aloud. Students 

became more aware of the word stress and tone (rising / falling).     

6th January, 2020 ⚫ 3 more lessons were held. 25 students will have practice and performance on 

stage in Shatin Town Hall (Cultural Activities Hall). The script is an 

adaptation of“Julius Caesar” by William Shakespeare.  

11th March, 2020 

(Online meeting) 
⚫ Due to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all classes are suspended until 20th April 

the earliest. Therefore, the sessions within this period are postponed, dates for 

make-up sessions are to be confirmed with the organization.  

⚫ (Shakespeare 4 All)(sponsored by Hong Kong Jockey Club) will continue this 

program in the next school year and will consider the school’ s preference in 

applying the next program (Antony and Cleopatra) in September 2020. 

⚫ There will be a series of online lessons which will be conducted by the tutors 

which will cover the basics of performing and Shakespeare. These will be 

about 30minutes long.They will be using ZOOM which is an online webinar 

app which is free to use for the students. 

⚫ In addition to these live videos, there will be some other online YouTube style 

videos provided by S4A which will include challenges and tasks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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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students to do at home like creating their own props and costumes etc. All the 

students will be given an updated script, where they will be asked to record on 

their own on at home. The tutors have already recorded the script in an audio 

version by some professional actors for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perfect their 

pronunciation. 

⚫ Due to the suspension of classes, the performance in Shatin Town Hall has 

been cancelled.  

15th May, 2020 ⚫ Due to the suspension of classes, students in the team were not able practice 

for their performance which was originally planned on 26th March.  

Alternatively, the organization will provide online tutorial lessons for the 

students during the suspension period.  

2. To design self-learning tasks 

to enhance P1-6 students’ 

problem solving skill before 

learning new language focus 

Whole school 

year 

25th November, 2019 ⚫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accomplish self-learning tasks before the teaching 

of chapter. The questions involved higher order skill were designed across 

each level. 

6th January, 2020 ⚫ Teachers designed Wh-questions to elicit students’ responses to the reading 

text before the lessons. However, teachers reflected that students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 in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in open-ended answers. Teachers 

suggested designing questions which put students into context and condition 

so as to facilitate their problem-solving skill. 

11th March, 2020 

(Online meeting) 
⚫ Due to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all classes are suspended until 20th April 

the earliest. Online learning materials are designed and prepared by all 

subject teachers, including videos and assignments for self-learning, i.e. 

Google Form Quizzes, STAR exercises related to the content of the learning 

materials, modules tasks, writing tasks, etc. Teachers provided guidelines and 

sample questions to guide students through the tasks.   

⚫ Teachers will assign parts of the Readers (selected for the students) to 

self-learn at home as home reading activity during the suspension of class d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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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to the epidemic. Teachers may also assign homework or tasks (i.e. look up for 

difficult words, writing predictions / another ending, etc.). Teachers will 

continue to review and go through the reader after classes resume.  

15th May, 2020 ⚫ During the suspension of classes, teachers continue to design and prepare 

online learning materials for students to self-learn at home. Learning tasks on 

readers are were also assigned to students.  

3. To implement the usage of 

interactive panel  

(with e-learning apps, other 

e-resources) in English 

teaching 

Whole school 

year 

25th November, 2019 ⚫ 100% of English teachers made use of interactive flat panel to facilitate 

students’ learning. They agreed that students should make use of Longman 

(ilesson, e-Reading to enhance their reading skill). Students could look up the 

words on the dictionary and take notes on regarding platform. 

6th January, 2020 ⚫ A total of 36 teaching plans of how to use interactive flat panel were designed 

across six levels throughout Term 1. 

⚫ Teachers designed 8 teaching plans (every teaching plan consisted of 

35-minute lesson) in each level. Teachers of other levels shared the use of 

interactive panel in designing numerous learning activities in the lessons. For 

instance, they used ‘drag and drop’ function to create a matching game for 

students to match the pictures with related description about specific book 

characters. Also, students’ work could be shared on the panel using ‘mirror’ 

function so teachers could implement language appreciation and encourage 

students to learn from others’ pieces of writing.   

11th March, 2020 

(Online meeting) 
⚫ Teachers will design at least 4 (double lessons) teaching plans of how to 

apply the functions of the interactive flat panel. Teaching plans will be 

circulated and submitted to the panel chairs before the Easter holidays (on or 

before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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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15th May, 2020 ⚫ A total of 36 teaching plans on the use interactive flat panel were designed 

across six levels throughout Term 2. 

⚫ Teachers are highly encouraged to use the interactive flat panel during the 

lessons, together with different online platforms to  

⚫ BYOD will be implemented in P1-3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Teachers 

should make use of Longman online platform with the students, including 

e-textbooks, ilesson, e-Reading to enhance their language skills and to 

consolidate the key structures along with the GE syllabus. 

 

Objective 5: To enhance English teachers’ professionalism (in accordance with School Development Plan major concern 3 in 3-school year).   

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To encourage teachers to attend 

at least 2 English 

curriculum-related workshops 

and establish networking among 

English teachers 

Whole school 

year 

25th November, 2019 ⚫ Some English teachers attended a talk about “Effective ways to improve 

students’ dictation” in Fortress Hill on 28th September, 2019. Teachers shared 

the ways of using phonics skills and syllables to help students to study 

dictation in the meeting.  

6th January, 2020 ⚫ Besides, the panels will hold TSA evaluation meeting to discuss ways to 

evaluate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the assessment and improve their language 

skills. The focus was on comparing the contrast between Hong Kong 

territory-wide average and our school students’ average performance. During 

the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s in the TSA, teachers tried to evaluate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different skills (i.e. inferencing , connection between 

ideas, locating specific informati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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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Reflection/Suggestion 

11th March, 2020 

(Online meeting) 
⚫ Two subject teachers attended the sharing seminar on 10th December, 2019 

about the grant scheme, PEEGS (4th round), application for year 2020-2021.  

⚫ The first TSA evaluation meeting was held on 17th January, 2020. All core 

members of the English team attended the meeting to discuss ways to 

evaluate students’ performances. It was suggested to focus on students’ 

average performances on reading and writing. The second TSA evaluation 

with all subject teachers will be held at a later date (to be confirmed after 

classes resume).  

15th May, 2020 ⚫ One English teacher attended a workshop on Teaching English through 

Puppetry on 11th October, 2019. Ms Ding finds the workshop useful when it 

focused on voice projection and how to enhance student’s creativity through 

presenting through puppetry. She suggested that this type of activity could be 

included in post-exam activities in the future.  

⚫ One English teacher attended a workshop on reading strategies. She 

suggested that picture-walk , guided-reading, share-reading and practices on 

decoding may help students in enhancing their reading skills. Teachers are 

encouraged to use these steps to conduct reading lessons with the students. 

 

2. Summary  

⚫ P1 and P4 English teachers showed passion and motivation in refining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They designed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task books 

to improve students’ language skills, especially in reading and writing.  

⚫ Readers are incorporated in daily teaching in this school year to encourage reading habits of students. Topics of reader align with the GE syllabus.  

⚫ Students could grasp the importance of core values through different English activities (English morning assemblies, story-telling sessions by NET, 

Chinese Cultural Day, etc). It is suggested that teachers should encourage students to apply the core values, expecially focusing on Love and Family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 The collaboration with the NET teacher should be elevated in the following school year. The NET should focus more on the enhancement of the 

students’ speaking and phonic skills.NET should also focus on the 4 objectives of the role according to the NET deployment guid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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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目標一：透過多元的教學策略及活動，培養學生的「溝通」、「自學」和「解難能力」。（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項目 2） 

策略 時間表 檢 討 日 期  反 思 建 議  

1. 透過運用電子學習平台和教學軟件，設計多元

化的電子學習活動，幫助學生建構數學概念，

並提升溝通能力。 

全學年 4/11/2019 ⚫ 各級已於共備會議中完成商討上學期第一個電子學習活動內

容，並完成設計有關教學計劃，以幫助學生建構數學概念，

並提升溝通能力。 

一年級：立體圖形(一) 

二年級：米和厘米 

三年級：毫米和公里 

四年級：四邊形 

五年級：平行四邊形、三角形和梯形的面積 

六年級：百分數的認識 

⚫ 有關活動能讓學生透過電子學習軟件建構數學概念，過程中

亦能讓學生與組員溝通，共同解決問題，有助提升學生的溝

通能力。 

6/1/2020 ⚫ 各級已於共備會議中完成商討上學期第二個電子學習活動內

容，並完成設計有關教學計劃，以幫助學生建構數學概念，

並提升溝通能力。 

一年級：18 以內的加法和減法 

二年級：乘法 

三年級：除法(兩位/三位數除以一位數) 

四年級：圖形的周界 

五年級：分數乘法 

六年級：立體的截面 

⚫ 學生漸漸熟習使用平板電腦的方法，亦建立了使用平板電腦

的常規；有關活動除了能幫助學生建構數學概念及提升溝通

能力外，亦大大提升了學生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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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 討 日 期  反 思 建 議  

12/3/2020 

(視訊會議) 
⚫ 由於停課關係，各級將於 20/4/2020 或之前先完成下學期兩

個電子學習活動的教學設計，於復課後再與學生進行相關電

子學習活動，並於期終檢討檢視成效。 

一年級：報時(一)、平面圖形 

二年級：三位數以內的加減、基本除法 

三年級：三角形、分數的認識(一) 

四年級：小數的認識、對稱圖形 

五年級：小數加減、體積(包括：長方體和正方體) 

六年級：速率及行程圖、圓周 

  15/5/2020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已於網上自學教

材提供電子學習平台網址及 QR Code，並提供網站使用講

解，讓學生在家中利用有關電子學習平台進行自學。 

⚫ 為配合學校推行電子學習和 BYOD 計劃（小一至小三），建

議來年度繼續透過運用電子學習平台和教學軟件配合教學，

設計多元化的電子學習活動。而科任亦會在共備會議中討論

或分享，以提升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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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 優化各級校本數學工作紙，透過教授不同的

解難策略，從而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 

全學年 4/11/2019 ⚫ 各級已於上學期校本數學工作紙加入教授學生解難策略的題目： 

班別 解難策略 工作紙類別 學生課業表現 

一 找規律 速工（一） 

速工（二） 

單工（二） 

單工（三） 

學生能掌握有關技巧 

逆向思維 速工（二） 

單工（三） 

仍未教授 

試誤 速工（二） 

單工（一） 

單工（三） 

學生大致掌握 

單工（三）繼續鞏固有關知識 

二 試誤 速工（一） 

單工（二） 

學生大致能掌握有關技巧 

逆向思維 單工（二） 學生未能完全掌握有關技巧 

三 試誤 速工（一） 

增工（二） 

學生大致能掌握有關技巧 

逆向思維 單工（二） 學生未能完全掌握有關技巧 

邏輯推理 單工（二） 學生大致能掌握有關技巧 

列舉法 增工（二） 學生大致能掌握有關技巧 

四 試誤 速工（一） 

單工（一） 

單工（四） 

學生大致能夠掌握相關技巧 

逆向思維 速工（一） 少部分學生思維上較難轉彎 

找規律 速工（一） 學生大致能夠掌握相關技巧 

繪圖 單工（一） 學生大致能夠掌握相關技巧 

五 試誤 速工（一） 學生大致能掌握有關技巧 

六 列舉法 速工（一） 

單工（一） 

增工（四） 

學生大致能掌握有關技巧 

找規律 速工（一） 學生大致能掌握有關技巧 

⚫ 學生未能完全掌握的解難策略，老師將於課堂中繼續加強相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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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6/1/2020 ⚫ 根據教師觀察及學生表現，大部分學生能掌握有關解難策略並能解

答有關問題。 

班別 解難策略 學生於測驗表現 

一年級 找規律 學生能掌握有關技巧 

逆向思維 學生大致能掌握有關技巧 

試誤 學生大致能掌握有關技巧 

二年級 試誤 學生能掌握有關技巧 

逆向思維 學生大致能掌握有關技巧 

三年級 試誤 學生大致能掌握有關技巧 

逆向思維 學生大致能掌握有關技巧 

邏輯推理 學生大致能掌握有關技巧 

列舉法 學生大致能掌握有關技巧 

四年級 試誤 學生大致能掌握有關技巧 

逆向思維 學生大致能掌握有關技巧 

找規律 學生大致能掌握有關技巧 

繪圖 學生大致能掌握有關技巧 

五年級 試誤 學生能掌握有關技巧 

六年級 列舉法 學生能掌握有關技巧 

找規律 學生大致能掌握有關技巧 

⚫ 根據學生於課業及測試的表現，有關解難訓練能培養學生的高層次

思維、解難及推理等能力，亦能啟發學生思考。 

⚫ 學生未能完全掌握的解難策略，老師將於下學期繼續加強相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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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2/3/2020 

(視訊會議) 
⚫ 由於停課關係，各級已於 1/4/2020 或之前完成印製校本數學工作紙。

校本數學工作紙會加入解難策略，停課期間科任會於功課講解中教

授學生相關解難策略，並於復課後檢視學生課業並扼要講解補充。 

 15/5/2020 ⚫ 各級已於下學期校本工作紙加入教授學生解難策略的題目： 

班別 解難策略 工作紙類別 

一年級 試誤 單工（一） 

 逆向思維 單工（二） 

 試誤 單工（二） 

 列舉法 單工（二） 

二年級 試誤 單工（一） 

單工（三） 

速工（二） 

 逆向思維 單工（二） 

單工（三） 

 找規律 單工（一） 

單工（二） 

三年級 邏輯推理 單工（二） 

單工（四） 

速工（一） 

 逆向思維 單工（二） 

 比較法 單工（三） 

增工（三） 

速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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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四年級 逆向思維 單工（一） 

單工（二） 

 繪圖 單工（一） 

 邏輯推理 單工（四） 

 列舉法 單工（四） 

 試誤 速工（一） 

 找規律 速工（一） 

五年級 逆向思維 單工（一） 

單工（三） 

 繪圖 單工（四） 

六年級 找規律 速工（一） 

 邏輯推理 單工（二） 

單工（三） 

⚫ 由於停課關係，科任會於網上功課講解中教授學生相關解難策略，

並於復課後檢視學生課業並扼要講解補充。 

⚫ 根據學生於課業及測試的表現，有關解難訓練能讓學生完成較需思

考的題目。故建議來年度更新校本課程時繼續深化學生的解難能

力，在相應的課題中配對相應的解難策略，讓學生有系統地學習。 

3. 利用 Google Classroom 增設「數學自主學習

區」，各級科任老師發放預習或延伸學習的

材料，讓學進行自主學習，以照顧學習差異。 

全學年 4/11/2019 ⚫ 建議四至六年級科任於上學期開始使用 Google Classroom 進行課前

預習或延伸學習的活動。活動內容主要分為兩類：所有學生均能回

答基本能力題目；能力較高的學生能回答思考題，能力稍遜的學生

可嘗試回答問題，然後在課堂中透過能力較高學生的解釋理解題目。 

⚫ 由於其他科目亦使用 Google Classroom 發放練習，故版面較混亂。

故建議在每班的 Google Classroom 內先開一個數學的組別，再把有

關數學的練習發放在此組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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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6/1/2020 ⚫ 66%四至六年級學生已利用 Google Classroom 進行課前預習或延伸

學習的活動，而活動亦有助學生進行自主學習。其餘四至六年級班

別將於下學期初開始使用。 

⚫ 一至三年學生將於下學期開始使用 Google Classroom 進行課前預習

或延伸學習的活動。 

12/3/2020 

(視訊會議) 
⚫ 復課後會由電腦科任教授學生登入 Google Classroom。 

⚫ 復課後高年級學生會繼續利用 Google Classroom 進行數學課前預習

或延伸學習的活動。 

⚫ 復課後低年級學生亦會開始使用 Google Classroom 進行課前預習或

延伸學習的活動。 

⚫ 為配合一年級於下學期推行 BYOD，數學科會透過 Google Classroom

向學生發放部份校本工作紙讓學生於網上完成功課。為照顧學習差

異，單元工作紙會加入題目講解。能力較高的學生能自行完成工作

紙，能力稍遜的學生能參閱講解後再完成功課，並於期終檢討檢視

成效。 

  15/5/2020 ⚫ 由於停課關係，一至三年學生仍未開始使用 Google Classroom 進行

課前預習或延伸學習的活動。將於復課後再作跟進。 

⚫ 為配合一年級於下學期推行 BYOD，復課後一年級學生將透過

Google Classroom 完成校本工作紙。 

⚫ 根據高年級學生使用 Google Classroom 的表現，大部分學生均有完

成老師發放的課前預習或延伸學習，可見 Google Classroom 可促進

學生的自學。故建議來年度繼續使用有關平台讓學生進行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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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配合學校發展需要，安排教師參與數學科專業培訓，以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識。（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項目 3） 

策略 時間表 檢 討 日 期  反 思 建 議  

鼓勵及安排教師參與數學科專業培訓，以提升教師的

專業知識，例如：與電子教學或新課程相關的專業培

訓。 

全學年 4/11/2019 ⚫ 為配合學校推行電子學習以及數學科推行新課程，本年

度鼓勵老師參與有關的專業培訓。 

⚫ 已向數學科任傳閱不同工作坊的資料，超過六成科任均

已報名參加有關的專業培訓，大部分工作坊於 11 月中

或以後舉行。 

6/1/2020 ⚫ 暫時有 55%的科任老師已報名參加與數學科發展相關

的進修活動。 

12/3/2020 

(視訊會議) 
⚫ 因應疫情情況，2 月至 3 月期間的數學專業培訓取消，

故暫時維持有 55%的科任老師已報名參加與數學科發

展相關的進修活動。數學科任稍後將視乎疫情發展才繼

續安排參與進修活動。 

  15/5/2020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2 月至 5 月

期間的數學專業培訓取消。有見及此，為配合學校推行

電子學習和 BYOD 計劃（小一至小三），已於 15/5/2020

安排葉嘉信老師及嚴欣怡老師進行數學科進修分享，主

題為 Google Classroom。根據老師問卷結果，100%老師

認為是次分享會有助明白如何在課堂上應用 Google 

Classroom，亦為老師對使用 Google Classroom 增添信

心。老師亦表示希望下次能參與有關數學科的電子學習

工具或平台及如何在數學科推行 BYOD 的進修主題 

⚫ 可見進修分享有助提升老師的教學效能，而且大部分老

師亦對有關數學科電子學習的進修主題感興趣，故建議

來年度繼續安排有參與數學科電子學習進修的老師在

數學科會議上作分享，提升老師的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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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 在課堂中使用電子學習平台和教學軟件配合教學，除了能提升教學效能外，亦大大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而 Google Classroom 亦可促進學生的

自學。為配合學校推行電子學習和 BYOD 計劃（小一至小三），建議來年度科任會在共備會議中討論或分享如何透過運用電子學習平台和教學

軟件提升教學效能，進行專業交流，並繼續以 Google Classroom 讓學生進行自學。 

⚫ 解難訓練有助訓練學生數學思維，建議來年度更新校本課程時繼續深化學生的解難能力，在相應的課題中配對相應的解難策略，讓學生有系統

地學習。 

⚫ 老師對有關數學科電子學習的進修主題感興趣，來年度將繼續安排有參與數學科電子學習進修的同事在數學科會議上作分享，進行專業交流，

提升老師的教學效能，亦有助學校推行電子學習和 BYOD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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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目標一﹕配合公民教育學習內容，培養學生關愛的生活態度。（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一）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培養學生積極、關愛社會以及尊重他人的態度。 

➢ 各級學生每天閱讀報紙，並將有關關愛的

時事新聞在課堂中分享。 

全學年 4/11/2019 ⚫  科任反映未能培養學生對閱讀時事新聞的習慣，建議科任在剪

報中定立與學習內容相關的主題或有關各國新聞(例如: 澳洲

叢林大火)，讓學生搜集他們感興趣的新聞內容，並提升學生

對世界的關注。 

6/1/2020 ⚫ 老師透過在課堂中分享時事新聞，讓同學以口頭匯報感想，從

而鼓勵學生關愛家人和身邊社區鄰人，並對鄰人、家庭表達關

愛，養成關心社會事務的意識。 

12/3/2020 

（視訊會議） 

⚫ 老師於停課期間提供網上學習及新聞教材供學生學習，鼓勵學

生在家定期於網上閱讀時事新聞，並待復課後讓學生在課堂分

享新聞及跟進學習內容。 

15/5/2020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老師持續於

停課期間提供網上學習及時事資訊供學生學習，老師會待六月

復課後讓學生在課堂分享及跟進學習內容。 

 

目標二：強化學生對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的知識領域，培養溝通和解難能力。（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二）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透過飼養南美白對蝦，培養學生愛護生物及

海洋保育的良好態度。 

(a) 小一學生了解南美白對蝦的生活情況，觀

察並繪畫出蝦的身體特徵及活動時的形

態。 

(b) 小六學生飼養南美白對蝦，觀察蝦的生活

情況及習性，作出記錄並找出可協助學生

飼養南美白對蝦的智能工具。 

全學年 4/11/2019 ⚫ 95%負責學生定期到生態學習中心照顧南美白對蝦。稍後計劃

小一學生於十二月進行專題研習，觀察和繪畫出南美白對蝦。

而於下學期，計劃小六學生進行有關飼養南美白對蝦所用的智

能工具的專題研習。 

6/1/2020 ⚫ 小一學生已完成觀察南美白對蝦的專題研習，95%學生能透過

觀察南美白對蝦的生活情況，繪畫出蝦的身體特徵。科任反映

學生對海洋生物感興趣，活動能提昇學生對保護海洋資源的意

識。 

⚫ 15 名小一至小三學生於 15/12/2019 參加了海洋公園冬日歷險

2019 體驗活動。95%學生能透過觀察海洋公園內不同的海洋生

物，認識不同生物的習性，例如：海豹、魔鬼魚，讓學生明白

珍惜海洋資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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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 小五學生參與了與海洋公園合作的中小幼聯繫活動，於 2019

年 12 月期間完成了海洋公園學習活動。90%學生能學習不同

淡水生物的特徵，例如：海星、海馬，從而增進學生對海洋生

態及淡水資源的認識。 

12/3/2020 

（視訊會議）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原訂於

26/2/2020 舉行的中小幼聯校保育活動將會延期，活動會於稍

後時間再作檢討。 

15/5/2020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原訂於

28/3/2020 舉行的中小聯校海洋保育 STEM DAY、7/4/2020 舉

行的海洋公園生物夜中尋和 20/4/2020 舉行的海洋公園動物救

援將會延續至 2020-2021 學年再跟進。 

2. 調查社區內的植物分佈和品種，提升學生對

生態保育的知識和興趣。 

(a) 初小學生認識不同植物結構，利用 iPad 拍

攝植物不同的部位以作記錄。 

(b) 高小學生分辨植物不同部位結構，結合人

工智能進行校園普查。 

全學年 4/11/2019 ⚫ 80%參與學生能成功以 iPad 拍攝植物和繪畫校園內的植物

（如：土沉香）。下半年將會繼續於校園和社區進行普查，以

加強學生對生態保育的知識和興趣。 

6/1/2020 ⚫ 小三和小四學生於 13/12/2019 參與了由中文大學胡秀英植物

標本館到校舉行的「社區植物市民科學家」校園植物品種分類

課堂。90%小三和小四學生能透過觀察校園內的植物分佈和品

種，學習植物和果實的結構，例如：花萼、果梗，從而提升學

生對保護校園植物知識和興趣。 

12/3/2020 

（視訊會議） 

⚫ 小三全級學生和小四全級學生分別於 10/1/2020 和 17/1/2020

到香港中文大學參觀。透過實地考察，全級學生學習觀察及記

錄植物不同部分的特寫，例如：花、果、葉，並學習與組員分

辨果實結構的特徵，從而加深對專業植物學分類的知識及加強

口語溝通能力。 

15/5/2020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有關社區植物普

查將於復課後進行，活動會於稍後時間再作檢討。 



66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3. 透過種植土沉香，學習基本植物知識和利用

不同 STEM 工具記錄各類植物的特徵。 

➢ 學生學習植物生長不同階段，了解植物生

長過程，收集土沉香在校園內生長的環境

及生長數據，數據進行分析以用作保育用

途。 

全學年 4/11/2019 ⚫ 為了配合三年級《香港的植物》的課題，已計劃科任老師教授

小三學生於校園觀察及記錄土沉香的生長情況。 

6/1/2020 ⚫ 小三學生已完成於校園觀察及記錄土沉香的生長情況的活

動。90%學生能學習植物的分類，例如：喬木、攀援植物，加

深對植物不同的生長階段的認知。稍候亦計劃於 10/1/2020 和

17/1/2020 全體三年級和四年級到香港中文大學參觀，學習觀

察及記錄植物的品種。 

12/3/2020 

（視訊會議） 

⚫ 小三全級學生和小四全級學生分別於 10/1/2020 和 17/1/2020

到香港中文大學參觀。全級學生透過觀察大學校園內的土沉

香，認識土沉香的保育價值和學習分析土沉香的生長特徵。

90%學生能透過工作紙記錄及描繪土沉香的生長情況和生長

環境，從而加強學生對植物保育的意識。 

15/5/2020 ⚫ 7 名計劃負責老師及常識科任已於 15/4/2020 參加由香港中文

大學舉辦的到校進修活動，老師學習如何在校園內進行專業植

物品種辨識，並利用手機應用程式記錄學校內的植物分佈。例

如收集不同灌木品種和土沉香在校園的生長數據。計劃會待復

課後教授學生利用 STEM 工具記錄和收集植物數據，並進行

分析以用作保育記錄。 

4. 透過水耕種植，學習水耕種植的方法，從而

提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並把栽出的蔬菜送

出社區，實踐綠色生活。 

➢ 高小學生通過照水耕菜了解蔬菜種植的過

程，學會珍惜食物。 

全學年 4/11/2019 ⚫ 90%負責學生定期到生態學習中心打理水耕菜。並把栽種的水

耕菜分享給家人及老師。 

6/1/2020 ⚫ 學生能透過無土栽培的種植的方法，學習控制植物生長時的光

照、水、溫度等。90%負責學生成功種植水耕蔬菜，包括：西

式沙律菜、中式蔬菜、果實、香草等，並計劃於 17/1/2020 把

學校種植的成果分享到社區長者中心。期望學生能持續把種植

的成果分享出社區。 

12/3/2020 

（視訊會議） 

⚫ 15名三至六年級秀天義工隊學生於 17/1/2020到秀茂坪方肇彝

長者鄰舍中心進行服務，並把種植水耕蔬菜分享給長者，學生

能學習關懷身邊的人及社區。計劃加入 4 名秀天義工隊學生到

生態學習中心學習種植，並期望在 6 月能把種植成果分享出其

他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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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5/5/2020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有關水耕種植活

動將於復課後第二十一週開展，但由於種植需時，水耕果實將

會待至 2020-2021 學年再分享出社區。 

 

3.3 目標三：提升常識科教師的專業能力，並從教學中引發學生對探究式學習的興趣。（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三）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提升教師對 STEM 的專業發展。 

➢ 科任老師參加有關常識或 STEM 的校外進

修活動，共同備課時分享並於課堂中應用。 

全學年 4/11/2019 ⚫ 45%科任老師已參加有關 STEM 的校外進修活動，並將於稍後

共備會議時分享。 

6/1/2020 ⚫ 50%科任老師於上學期參加了有關常識或 STEM 的校外進修

活動，有關科任已在共同備課時分享進修內容。建議科任可多

留意有關課程及報名參加校外進修活動，未參加校外進修活動

的科任需於下學期參加常識或 STEM 的校外進修活動。 

12/3/2020 

（視訊會議） 

⚫ 63%科任老師已參加有關常識或 STEM 的校外進修活動。因應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原訂在 2 月和 3 月期間的 STEM 校

外進修活動延期，故鼓勵未有參與進修活動的科任可於網上參

加有關常識或 STEM 的即時線上進修活動。 

15/5/2020 ⚫ 89%科任老師已參加有關常識或 STEM 的校外進修活動，並把

有關知識製作五、六年級的專題研習。而因應疫情 COVID-19

（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科任老師於停課期間進行網上

進修活動。3 名科任老師於期終檢討會議上作進修後分享，分

享如何利用 LEGO WeDo 2.0 教授科學原理，並期望能持續把

進修學到的有關知識應用於製作來年度的專題研習或自主學

習教材。 

總結： 

1. 本年度常識科已順利舉行不同的校本 STEM 計劃活動，按學習課題進行參觀和體驗活動，學生能擴闊視野之餘，亦加強學生對海洋生態保育和

專業植物物種分類的知識領域，提升溝通和解難能力。 

2. 本年度使用新課程的常識書，老師透過校外進修活動，加深對新課程教學內容及教學模式的專業知識，提升團隊的專業能力，期望來年度老師能

持續進修與 STEM 或常識新課程的相關內容，優化教學方法和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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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科 

目標一：透過「愛德」教育，讓學生實踐天主教核心價值，並建立正向的價值觀及積極的人生態度。（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1）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於宗教課堂中推廣閱讀以天主教核心價值

為主題的故事，如聖人或生命鬥士的傳記

等，讓學生於小息時自由借閱，並選取最深

刻的部份於宗教課堂上與同學分享，以深化

學生對核心價值的認識，並讓學生學習及建

立正向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 

 

 

全學年 8/11/2019 ⚫ 已檢視去年度為各級課室購置的宗教圖書。將安排各級科任

老師先閱讀任教級別的宗教圖書，並討論圖書如何配合各天

主教核心價值。 

⚫ 老師將於上學期考試後的宗教課堂上，向學生推介圖書及其

配合的天主教核心價值，鼓勵學生於小息時自由借閱。及後，

老師需邀請學生選取圖書中最深刻或最值得學習的部份與班

上其他同學分享。隨後，老師可引領班上學生一同討論如何

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書中所學習到的天主教核心價值及處事態

度。 

13/1/2020 ⚫ 老師已閱讀任教級別的宗教圖書。部份老師已於宗教課堂上

向學生推介圖書，並鼓勵學生於小息時借閱圖書。老師反映

向學生推介圖書後，班上學生踴躍發問有關圖書的細節，對

圖書內容很感興趣，期待學生的圖書分享。 

⚫ 已選定了各級一款宗教圖書，圖書以不同的天主教教育核心

價值為主題，讓老師於下學期考試後的宗教課堂上與學生分

享圖書，加深學生對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的了解。老師亦會

引領學生討論如何於日常生活中實踐各核心價值。 

⚫ 現已進行圖書採購程序，圖書將於 16/1/2020 送到校，老師可

先自由借閱，待下學期把圖書帶到課堂上與學生分享。 

12/3/2020 

（視訊會議） 

⚫ 已為一至六年級購置各級一本以不同的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

為主題的圖書，老師可於復課後按所教的級別自行借閱圖

書，準備於下學期考試後的宗教課堂上與學生分享。此策略

的成效將於期終會議中檢視。 

15/5/2020 ⚫ 老師已閱畢所教級別的圖書，並正準備教材於復課後的宗教

課堂上與學生進行圖書分享活動。因受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復課後未能安排讓學生自行借閱或共

同閱讀圖書，故圖書分享活動改為由老師將圖書的精要部份

製作成簡報，於課堂上與學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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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持續完善校本課程，以強化學生綜合和應用不同範疇的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從而發揮學生溝通、創新和解難能力。 

（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2）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配合《踏上星光途》課程內容，讓高年級

學生閱讀《聖經》及利用平板電腦、「我靈

讚頌主」應用程式閱讀電子聖經，並於宗

教課堂進行查經活動，讓學生學習查閱聖

經的技巧，以培養學生自學宗教知識及應

用資訊科技配合學習的能力。 

全學年 8/11/2019 ⚫ 六年級的科任老師將於第 13 週起（即 25/11/2019 起）授教《踏

上星光途》六上冊第一課《聖經伴我行》，讓學生多了解《聖

經》。課堂中，老師將向學生展示《聖經》，簡單介紹《聖經》

的背景及結構，並講述查閱聖經的技巧。學生將於課堂上嘗

試查閱多句課文中的金句。老師亦已準備一些有關聖經故事

的有趣題目，讓學生查閱聖經後找出答案，以提升學生對查

閱聖經的興趣。 

⚫ 各老師一致同意查經活動以比賽形式進行，以提升學生參與

活動的興趣及投入感。比賽將於上學期考試後進行，讓六年

級學生利用《聖經》及平板電腦（配合「我靈讚頌主」應用

程式）進行查閱聖經比賽。 

13/1/2020 ⚫ 將於本星期（即 13-21/1/2020）的試後宗教課堂上進行六年級

查閱聖經比賽。活動工作紙及活動簡報已備妥，而各平板電

腦亦已安裝「我靈讚頌主」應用程式。 

⚫ 此活動剛於 13/1/2020 起開展，成效將於下次會議中檢視。 

12/3/2020 

（視訊會議） 

⚫ 六年級的查閱聖經比賽已於 13-21/1/2020 完成。於比賽前，

老師指導學生查閱紙本聖經及電子聖經（以平板電腦配合「我

靈讚頌主」應用程式）的技巧，讓學生掌握查經的技巧。各

六年級的宗教科科任老師均表示各班的學生積極嘗試及查問

查經的方法，於比賽中表現專注投入。惟因受疫情影響以致

停課至今，學生仍未得知是次比賽的賽果。賽果將於復課後

由各班的宗教科科任老師向學生公佈。 

15/5/2020 ⚫ 老師將於復課後向學生公佈是次比賽結果，並派發福傳物品予

各班比賽表現優異的三位學生，以作鼓勵及福傳。 

⚫ 學生於是次比賽的表現積極及專注投入，建議下學年繼續以比

賽形式進行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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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 與視藝科合作，進行小組宗教故事場景創

作活動，讓學生發揮溝通能力及創作力，

合力為宗教故事創作場景，以加深及鞏固

學生對宗教故事的認識。 

全學年 8/11/2019 ⚫ 已與視藝科科主席商議，以耶穌誕生為主題，讓五年級學生進

行小組創作活動。宗教科為視藝科就此創作活動提供了一些有

關耶穌誕生的故事背景資料，如：地點及人物造型等。此小組

創作活動將於 25/11/2019 至 13/12/2019 進行。 

13/1/2020 ⚫ 各學生小組的創作已如期於 13/12/2019 完成。學生合力創作出

多個耶穌誕生的場景，以及不同造型的東方賢士、聖若瑟、聖

母瑪利亞及小耶穌。於小組創作活動前，五年級宗教科任老師

於宗教課堂上與學生重溫耶穌誕生的故事，以加深及鞏固學生

對此故事的認識。從學生的創作過程中，視藝科老師均表示學

生熟悉耶穌誕生的故事內容及人物。小組創作活動中的優秀作

品更於 20/12/2019 的聖誕祈禱禮中於學校禮堂展示。 

12/3/2020 

（視訊會議） 

⚫ 已與視藝科科主席商議，下學期亦會進行宗教故事場景小組創

作活動，暫以宗教故事「諾厄方舟」為題，讓二年級學生進行

小組創作活動。宗教科為視藝科活動的負責老師提供了一些有

關諾厄方舟的故事的網址及圖片檔，講述故事背景資料，如：

人物造型、《聖經》內提及的方舟構造等。因受疫情影響以致

停課，此小組創作活動將延至於 27/4/2020 至 8/5/2020 進行，

成效有待於期終會議中檢視。 

15/5/2020 ⚫ 因受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學生不適宜

以小組形式進行創作活動，故下學期的宗教故事場景小組創作

活動因而取消。 

⚫ 建議下學年繼續與視藝科合作進行不同類型的宗教創作活

動，讓學生發揮溝通、創新和解難能力，並加深及鞏固學生對

天主教信仰的認識及興趣。 

3. 於課堂上進行解難活動，分享具爭議性的

時事素材或生活情境，讓學生發揮溝通能

力、訓練批判性思考能力及綜合各科知識

進行分析和討論。 

全學年 8/11/2019 ⚫ 已安排各學習階段一位宗教科老師負責跟進。負責老師需選取

一些近日發生的時事素材與學生分享，並設定一些題目讓學生

討論，鼓勵學生以天主教教育的核心價值觀作討論、生活反思

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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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3/1/2020 ⚫ 負責老師已擬定解難活動的內容，以巴黎聖母院大火及澳洲山

火為題，與學生分享。解難活動將於 13/1/2020 至 17/1/2019

試後的宗教課堂上進行。 

12/3/2020 

（視訊會議） 

⚫ 各級的解難活動已於上學期試後的宗教課堂上完成。各班的老

師於活動中先分享有關的時事素材，更配合一些新聞片段，讓

學生更了解該則事件的基本資料及帶來的影響，然後再帶領學

生以實踐愛德及尊重生命為題以小組形式作分析及討論。學生

於活動中表現認真及投入。配合老師的帶領及引導，學生亦能

以天主教教育的核心價值觀（如：愛德、家庭、生命等）就該

則時事素材作反思及討論。 

15/5/2020 ⚫ 老師於復課後的宗教課堂上就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

病毒）所帶來的影響帶領學生進行解難活動。負責老師將擬定

解難活動的內容，帶領學生探討是次疫症為人類帶來的禍害，

強調愛德、生命和感恩的重要。 

 

目標三：配合學校發展需要，安排宗教科老師參與靈修活動及學科知識專業培訓，以提升老師的專業知識。 

（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3）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安排每位宗教科老師參加靈修講座或活動

或有關宗教科的課程或共備，以提升老師的

專業知識。 

全學年 8/11/2019 ⚫ 100%宗教科老師已出席最少一次由教區或認可的天主教機構

舉辦的靈修或宗教知識的講座或活動，並認為有關活動能豐富

其宗教知識。 

13/1/2020 ⚫ 將安排老師在下學期的共備會議內按各級課題需要分享講座

或進修活動中獲得的資訊，並討論如何將有關資訊於課堂與學

生分享。 

12/3/2020 

（視訊會議） 

⚫ 已參與有關進修活動的老師均會揀選適用的資訊於本學期課

堂上與學生分享，並於課堂上運用進修活動中學習到的教學技

巧。 

⚫ 將安排老師於期終會議時與其他科任老師分享有關的資訊及

教學技巧，並分享應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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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5/5/2020 ⚫ 黃妙鈴老師、廖嘉穎老師及彭若詩老師於宗教科第三次會議上

向各宗教科老師分享於本年度參與有關宗教科的進修課程中

所獲取的重點資訊，如：經驗學習與敘事法配合厄瑪烏教學

法、救恩史研習等。 

⚫ 各宗教科老師於共備會議中一同討論如何把有關資訊配合及

深化課程中的有關課題，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2. 安排宗教科老師參加朝聖活動，以加深對天

主教信仰的認識，如香港傳教歷史及聖人的

德行等。 

全學年 8/11/2019 ⚫ 將安排於下學期進行。計劃預約堂區的導賞員帶領活動，讓老

師們更了解聖堂的特色。 

13/1/2020 ⚫ 建議於四旬期內進行朝聖及拜苦路活動。期望透過朝聖活動，

讓老師能準備心靈，以迎接主耶穌的聖死和復活。 

12/3/2020 

（視訊會議） 

⚫ 因受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教堂於四旬

期及復活期期間暫停以團體形式進行的活動，故未能如上次會

議中建議安排於四旬期內進行朝聖及拜苦路活動。建議老師可

由個人履行四旬期的善工。而朝聖活動則建議延至 5 至 6 月進

行。 

15/5/2020 ⚫ 全體宗教科老師均於四旬期及復活期期間自行參與網上四旬

期的善工，瀏覽天主教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製作有關聖灰禮儀

的經文及苦路默想的網上檔案，以作反省、祈禱及懺悔。 

 

總結:  

⚫ 本年度於宗教課堂上加入解難活動，助學生將課堂上所學到的宗教知識及正確價值觀實踐在日常生活當中，並鞏固學生對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的

認識。 

⚫ 五年級學生於上學期合力創作耶穌誕生的場景，在創作過程中，他們更能熟悉耶穌誕生的故事內容及人物。作品在聖誕祈禱禮中於學校禮堂展示，

令全體同學更能投入祈禱禮當中，分享耶穌誕生的喜悅。 

⚫ 下學期因受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已致停課數月，透過每週製作及上載宗教資訊，讓學生可適時了解各宗教節令及閱讀福音。

同時，每週宗教資訊亦附有抗疫禱文，鼓勵學生在面對困境時依靠天主，多為社會及身邊的人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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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 

目標一：透過學習活動，豐富學生創作經驗，實踐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提升學生對視藝創作的興趣。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a) 於五年級與中文科跨科合作進行母親節紙

藝創作，以紙雕形式製作心意卡送給家人向

家人表達謝意，教導學生學習感謝家人的付

出，實踐「家庭」的核心價值。 

 

(b) 於五年級與宗教科跨科合作進行「聖家馬

槽」的小組創作，實踐「家庭」的核心價值。 

全學年 8/11/2019 

 
⚫ 五年級已在上學期完成中文科與視藝科跨科合作的作品-母親

節紙藝創作，以紙雕形式製作心意卡送給家人向家人表達謝

意，學生創作富心思。相關作品會留待母親節送給家人，而

佳作會於 2 月份中在校內展出。 

7/1/2020 

 

 

⚫ 五年級已在上學期完成「聖家馬槽」的小組創作。學生對題

目感興趣，而學生的作品已在 12 月份聖誕祈禱禮展出，供家

長及師生欣賞。 

⚫ 學生創作「聖家馬槽」時投入，而且學生看見自己的作品在

校園展出感到有成功感。學生能透過創作過程中理解聖經中

各人物及當中的故事內容，實踐天主教核心價值－「家庭」。 

12/3/2020 

（視訊會議）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教育局宣布全港

中小學由 2 月 4 日至 4 月 30 日停課，原定 2 月份的藝術展覽

會延至 6 月份舉行。 

18/5/2020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教育局宣布全港

中小學由 2 月 4 日停課，小四至小六學生將會於 6 月 8 日復

課，原定二月份的藝術展覽將在 6 月份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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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透過跨學科的學習活動，提升學生的藝術造詣及創造力。(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2)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a) 於六年級的課程中加入電子教學的元素，與

電腦科跨科合作，學生學習利用 DOBOT 

Magician 機械臂於木盒上進行激光雕刻，提

升學生運用資訊科技進行創作的能力。 

 

(b) 於一年級的課程中與常識科進行跨學科學

習活動，以保育海洋生態為主題，於本校養

殖海洋生物(魚類、蝦類等)，以繪畫和立體

製作等形式呈現他們對海洋生態保育的認

識，能培養學生的創造力。 

 

全學年 8/11/2019 

 
⚫ 六年級 DOBOT Magician 機械臂課程將在下學期進行，已訂購

材料，待完成後再作檢討。 

7/1/2020 ⚫ 一年級將在下學期與常識科進行跨學科學習活動，以繪畫和立

體製作等形式創作海洋生物，已訂購材料，待完成後再作檢討。 

12/3/2020 

（視訊會議） 

⚫ 於一年級的課程中與常識科進行跨學科學習活動，以保育海洋

生態為主題。科任已於 3 月 13 日完成網上教學，學生需以繪

畫形式創作海洋生物，學生將於復課後交回作品，佳作將於藝

術展覽展出。 

⚫ 於停課期間提供網上自學教材(包括簡報及小練筆)供學生自

習。 

18/5/2020 ⚫ 於一年級的課程中與常識科進行跨學科學習活動，以保育海洋

生態為主題。科任已於 3 月 13 日完成網上教學，學生需以繪

畫形式創作海洋生物。 

⚫ 小學將會於 6 月 8 日分階段復課，學生將於復課後交回作品，

佳作將於 6 月份藝術展覽展出。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教育局宣布全港

中小學由 2 月 4 日停課，學生將於 6 月 8 日分階段復課。復課

後，科任將跟進學生學習進度及網上學材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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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引入外間專業支援，提升教學效能及老師的專業知識。(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3)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a) 邀請校外專業人士到校舉辦老師工作坊，提

升老師使用電子器材教授視覺藝術的技

能，學習使用DOBOT Magician機械臂以及

使用電腦應用程式進行藝術創作，提升老師

在電子教學上的技能。 

 

(b) 引入外間支援，在一至六年級推展駐校藝術

家計劃。藝術家到校與本校老師協作教學，

針對教學難點給予專業意見，以優化教學流

程，提升創作技巧。 

 

全學年 8/11/2019 ⚫ DOBOT Magician 機械臂以及使用電腦應用程式的工作坊將於下學

期開展，待完成後再作檢討。 

7/1/2020 ⚫ 上學期推展全校駐校藝術家計劃，藝術家到校與本校教師協教兩個

課題，一至六年級創作的題目分別是創意繽紛 Cupcakes、魚的家族、

水墨畫、魚布扎染、聖誕馬槽及瓷片浮雕藝術。同學上課積極，十

分享受創作過程，並能體驗以不同的媒介及物料進行創作，通過老

師的指導及學生親自製作的過程提升學生的創作技巧。作品將於校

內展出，一同分享學習成果，其展覽對象為本校全體師生、及其家

長。  

⚫ 機構導師的教學方式及課堂活動安排值得老師參考，如將複雜的步

驟簡化，並配合口訣，讓學生易於明白等，建議下學期可進行課堂

錄及拍攝，以供內部交流之用。 

⚫ 在計劃開展前，科主席須召開全體會議，與科任老師商討細節安排，

並需要按照題目的深淺程度加以調適。 

12/3/2020 

（視訊會議）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駐校藝術家計劃將會延

至 4 月 27 日-5 月 8 日舉辦。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DOBOT Magician 機械

臂以及使用電腦應用程式的工作坊暫緩，待復課後與電腦科再作跟

進。 

18/5/2020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DOBOT Magician 機械

臂以及使用電腦應用程式的工作坊暫緩，將於 2020-2021 年度開學

後與電腦科再作跟進。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教育局宣布全港中小學

由 2 月 4 日停課，小學將會於 6 月 8 日分階段復課，駐校藝術家計

劃改為網上教學，已於 4 月 6 日和 4 月 24 日上載至校園視頻。一至

六年級創作的題目分別是環保鯉魚旗、母雞、麵包籃、動物博覽館、

雕塑版畫及花花世界。學生將於復課後交回作品。 

總結： 

1.  視覺藝術科老師於每次會議中能為科組的活動和課程提出寶貴的意見，優化本科的課程。 

2.  為配合來年度電子教學課程，老師需要整理本年度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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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目標一：運用電子教學，促進自主學習，提升學生創新及音樂演奏能力。(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2)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於各級創作活動中加入電子創作元素，利

用創作應用程式提昇學生的創作意念及興

趣。學會創作技巧後，讓學生在課餘時進

行更多的電子創作，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下學期 8/11/2019 ⚫ 四年級學生已運用 Garage Band 進行五聲音階電子創作活

動，100%學生能完成創作活動，掌握創作技巧。 

6/1/2020 ⚫ 一至三、五至六年級學生將於下學期才進行電子創作活動，

為了令學生更有效地進行電子創作，老師向每位學生派發一

個電子程式「作曲百寶箱」的登入貼紙，於考試後與學生嘗

試進行電子創作活動，學生亦可在課餘時進行電子創作。 

11/3/2020 

(視像會議)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教育局宣佈停課，

將於復課後向每位學生派發一個電子程式「作曲百寶箱」的

登入貼紙，與學生嘗試進行電子創作活動。一、二年級進行

節奏創作，三、四年級進行聲響創作，五、六年級進行樂句

創作。 

18/5/2020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教育局宣佈停課，

將於復課後向每位學生派發一個電子程式「作曲百寶箱」的

登入貼紙，與學生進行電子創作活動，利用電子程式創作節

奏句或旋律句，並於課堂中與同學分享作品。惟因應教育局

於 5 月 13 日發出的《學校復課指引》隨指引附有有關音樂科

進行相關學習活動的指引，指引列明學生使用樂器和設備前

後，均須為相關物品消毒，因一年級學生已有個人 Ipad，無

需擔心共用問題，為配合上述指引，二至六年級各班將安排

於復課後四星期內使用 Ipad 進行創作活動，分散各班使用的

時間，以備足夠時間消毒。 

2. 開辦不同類型的音樂班，包括﹕合唱團、

敲擊樂班、手鐘隊、弦樂班、管樂班，讓

學生有更多參與機會，同時發展學生音樂

技能、協作及溝通能力。 

全學年 8/11/2019 ⚫ 管弦樂團班為本年度新增的音樂班，當中包括小提琴班、大

提琴班、長笛、小號及法國號，惟部份小提琴學生為初學生

及未有足夠的練習，以致進度較緩慢。建議每週星期五早上

增加一次課前練習，由音樂科任老師指導學生練習，以培養

學生良好的練琴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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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6/1/2020 ⚫ 各音樂班已進行一個學期的訓練，合唱團、手鐘隊將於下學

期參與校外比賽。現階段各音樂班學生已能合奏簡單樂曲。 

⚫ 參與小提琴課前練習的學生，因部份學生未能準時出席練

琴，以致練習不足。建議有關科任老師可於練習前的一天致

電家長，以提示學生到校練習。 

11/3/2020 

(視像會議)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所有音樂班取消上

課，與機構合辦的課程將於復課後逐步安排補堂。 

18/5/2020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教育局自 1 月 25

日起宣佈停課，所有音樂班取消，及後考慮到學生停課不停

學的需要，由 5 月 12 日起，學校安排外聘導師以視訊形式授

課，每星期一節，供學生於停課期間繼續自學，並請班主任

致電家長以跟進學生學習情況。因停課多時，外聘導師安排

於首節與學生重溫舊有內容、基本樂理，並於稍後時間將按

序教授演奏技巧及練習樂曲。 

 

目標二：建立學習型專業團隊，以配合教育新趨勢。(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3)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科任老師參加與音樂科電子教學相關的進修活

動，範疇為音樂創作，將相關知識應用於日常

創作教學中，以提升教學效能。 

全學年 8/11/2019 ⚫ 25%音樂科任老師已參加音樂科電子創作的進修活動，將於

下學期與各科任老師分享，亦鼓勵其他老師於下學期參與有

關電子創作活動的課程。 

6/1/2020 ⚫ 將安排老師於下學期參加音樂科電子創作的進修活動。 

11/3/2020 

(視像會議)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所有舉辦的進修活

動取消，將物色坊間一些網上學習資源替代。現階段會提供

Ipad 音樂課專案--「現場循環樂段」供老師自學利用不同樂器

編排音樂，以讓老師學習配合學生需要的電子創作教學資

源，教授學生利用不同樂器為樂曲伴奏。 

18/5/2020 ⚫ 為配合下年度進行電子教學的需要，安排老師閱覽 Ipad 音樂

課專案--「現場循環樂段」，教授學生利用 GarageBand 進行音

樂創作，於課堂合奏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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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1. 開辦不同的音樂班及校隊，讓學生有更多機會參與音樂訓練，從而提昇學生的自信心及音樂演奏技能 

2. 於各級創作活動中加入電子創作元素，利用創作應用程式輔助學生進行簡單創作，提昇學生的創作意念及興趣 

3. 本年度安排老師進修有關「創作」的教學課程及參閱 Ipad 音樂課專案，以提昇於音樂創作上的教學質素，及為來年度進行創作課程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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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目標一：透過體育運動培育學生實踐「家庭」的核心價值，建立學生正向的價值觀及積極的人生態度。(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項目 1)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及建議 

價值培育 

體育老師於體育活動、比賽和日常課堂中，教導學

生運動的團結、互相扶持、尊重及互相欣賞的價值

觀，讓學生認識及實踐「家庭」的價值。 

 

1. 「好動 1+Fun」親子體力活動研究計劃 

透過一系列專為父、母親和學生而設的親子活動

課，建立家長和學生對運動的團結、互相扶持、

尊重等正面的價值觀，並同時透過一系列的互動

工作坊，建正面情緒，以正面和積極的態度面對

生活上的挑戰。 

全學年 28/11/2019 ⚫ 對照組的家庭已開始進行相同的十次互動工作坊及活動

課。老師認同家長及學生表現投入，透過計劃附送的運動

用具(球、瑜珈墊等)及導師到校為家長及學生進行的活

動，能讓家長和學生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 

⚫ 每個家庭每星期會紀錄運動的時間和次數，運動類型包括

任何球類活動及體能活動，導師於每次課堂會與每個家庭

進行檢討，並每一個月訂立運動目標，建立家長和學生對

運動的團結精神、互相扶持、尊重等正面的價值觀，同時

從中了解愛人如己、互相幫助等精神，以加深了解「愛德」

的價值。 

7/1/2020 ⚫ 計劃進行順利，每個家庭已對訂立好的運動目標進行檢

討，亦承諾未來一個月會積極參與體力活動，以建立健康

的生活模式。 

11/3/2020 

(視訊會議) 

⚫ 因受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全港學校最早

會在 20/4 復課，活動將會於復課後進行。 

18/5/2020 ⚫ 因受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小四至小六於

8/6 復課，小一至小三於 15/6 復課，參考衞生防護中心預

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給學校復課的健康指引，復課後不易

進行大型群組和接觸式的運動，活動暫停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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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及建議 

2. 秀天活力跑 

學生在早上 7 時半至 8 時在學校操場上進行環校

跑步或緩步跑等活動，加以宣傳及鼓勵學生參

與，改善學生身體素質，培養恆常運動的習慣。

並透過活動學生能提升專注力、改善學習的動力

和自信心，提高學習動機、抗逆能力、心理質素

與社交技巧，建立學生正向的價值觀及積極的人

生態度。 

全學年 

 

28/11/2019 ⚫ 由 9 月開始，學生每天早上 7:30-8:00am 進行環校跑步活

動。參與人數及廣泛程度有改善空間，擬編定當天進行活

力跑的班別，鼓勵更多學生在早上參與體育活動。 

7/1/2020 ⚫ 由編定各班進行活力跑的時間表改為每天身穿體育服的學

生都需進行秀天活力跑，令參與人數倍增，以建立學生每

天做運動的恆常習慣，讓學生改善學習的動力和自信心。 

11/3/2020 

(視訊會議) 

⚫ 因受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全港學校最早

會在 20/4 復課。停課間製作自學教材鼓勵學生在家中做護

脊操及健體操，提示學生注意安全及保持運動的習慣。 

18/5/2020 ⚫ 因受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小四至小六於

8/6 復課，小一至小三於 15/6 復課，參考衞生防護中心預

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給學校復課的健康指引，復課後學生

不宜佩戴口罩進行中等或劇烈強度的體能活動，活力跑會

先暫停。 

 

目標二：提供學生多方面學習體育活動的機會，善用資訊科技，發揮學生溝通和解難能力。(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項目 2)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及建議 

1. 在高小課程中加入資訊科技元素，鼓勵學生使用

電子學習資源，利用網上教學片段，讓學生先預

習，同時加入介紹任何有關體育運動的視訊資

源，並於課堂上作討論及思考，發揮學生溝通和

解難能力，以增加對該項運動的認識。 

四年級：跳遠、蹲踞式起跑、接力、擲壘球等 

五年級：接力、跨欄、足球射門等 

六年級：跨欄、跳高、排球接球等 

全學年 

 

28/11/2019 ⚫ 已在高小課程中加入資訊科技元素，利用網上教學片段作

講解，部分課題已完成，包括以下課題： 

四年級：蹲踞式起跑、接力等 

五年級：跳遠、接力等 

六年級：排球接球等 

⚫ 讓學生能有效提升體育知識的認知。 

7/1/2020 ⚫ 於下學期繼續進行未完成的課題，學生利用資訊科技作體

育課的預習，能有效提升體育知識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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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及建議 

11/3/2020 

(視訊會議) 

⚫ 因受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全港學校最早

會在 20/4 復課。停課間製作自學教材，透過觀看相關題材

的影片，引導及提示學生思考動作要點，以深化認識各技

巧的動作要點，待復課後能盡快適應及跟上進度。 

18/5/2020 ⚫ 因受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小四至小六於

8/6 復課，小一至小三於 15/6 復課，參考衞生防護中心預

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給學校復課的健康指引，復課後學生不

宜佩戴口罩進行中等或劇烈強度的體能活動，可適當地加

入體育理論課。停課間製作自學教材，透過觀看相關題材

的影片，引導及提示學生思考動作要點，以深化認識各技

巧的動作要點。復課後會按情況繼續以視訊形式進行，於

課堂上討論及思考，發揮學生溝通和解難能力。 

 

目標三：新增運動項目及專業教練，以提升整體教師團隊的專業能量，提高學生運動技能的能力及表現。(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項目 3)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及建議 

體育項目發展  

➢ 擬於恆常體育訓練如田徑、籃球及足球等項目

聘請專業教練(全方位學習津貼)，以協助學校

建立更有效的教師專業能量及提升學生的運動

表現。 

➢ 除恆常體育訓練外，繼續提供新體育項目，如

單車、劍擊、棍網球等，聘請專業教練，以提

升專業型教學團隊，教授學生不同運動技巧，

提升學生體育技能表現。 

 

全學年 

 

28/11/2019 ⚫ 空手道、棍網球、HipHop、中國舞等活動已開始，學生能

有機會接觸不同的運動項目及技巧。學生亦積極參與活

動，對新增的體育項目感興趣，並透過聘請專業教練以提

升運動表現。 

7/1/2020 ⚫ 各活動已進行當中，學生有機會接觸更多不同的運動項

目，同時透過訓練提升運動表現。 

⚫ 另外，將邀請不同機構到校作示範課，提升學生對運動的

興趣及認識新運動項目。 

⚫ 16-1-2020 將邀請晉峰足球隊 x 迪卡儂 (R.C.F.C x 

DECATHLON School Tour)作足球示範課，於第七至九節進

行，對象為當天有體育課及足球隊的學生，讓學生更多機

會接觸足球。 

⚫ 17-1-2020 將邀請小型網球教練作示範課，於第七至九節進

行，對象為小三學生，以提升學生對小型網球的認識及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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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及建議 

11/3/2020 

(視訊會議) 

⚫ 因受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全港學校最

早會在 20/4 復課，所有活動將於復課後補時進行。 

18/5/2020 ⚫ 因受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小四至小六

於 8/6 復課，小一至小三於 15/6 復課，停課期間部份活動

的導師製作教學視頻，讓學生在家中學習運動技巧。 

⚫ 參考衞生防護中心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給學校復課的健

康指引，復課後學生不宜佩戴口罩進行中等或劇烈強度的

體能活動，會按就情況繼續利用視訊讓學生繼續認識不同

運動技巧。 

 

總結： 

1. 透過籌辦不同體育活動，學生能夠建立正向的價值觀及健康生活模式，亦有機會接觸不同體育活動。 

2. 善用資訊科技元素，引導及提示學生思考動作要點，以深化認識各技巧的動作要點。 

3. 透過聘請專業教練，建立專業團隊，幫助學生學習及改進體育技能及技術，提高學生運動技能的能力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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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 

目標一：透過「愛德」教育，實踐天主教核心價值，並培養學生積極的人生觀與價值觀。(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1) 

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於普通話日早會時，訂立與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

相關的主題，透過與「愛德」有關的小故事及詩

歌宣揚良好的品格，並強化自學、解難及創意的

元素，例如：分享名人解難故事，鼓勵學生發揮

創意及提出解決方法。 

全學年 13/11/2019 ⚫ 上學期普通話早會以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相關的主題進行，科

任老師能因應主題以時事分享、小故事分享及古詩欣賞等形

式，讓學生以不同角度學習普通話。 

⚫ 下學期建議以更多不同的形式進行，例如：繞口令、歌曲分享

等，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更添趣味性。 

6/1/2020 ⚫ 科任老師認為早會的主題非常適合，有助推動學生善用普通話

溝通和培養學生建立良好品德。「每週一問」能緊扣早會主題，

讓學生發揮創意及提出解決方法。下學期的普通話早會主題方

面也可以是配合節慶活動或學校活動。 

11/3/2020 

(視訊會議) 

⚫ 下學期普通話早會已於一月開展，惟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普通話早會將於復課後進行。 

⚫ 科任老師建議可在早會中強化自學、解難及創意的元素，例

如：鼓勵學生發揮創意，想出多元化的答案，或讓學生善用

IPAD、網上資源搜尋增潤知識，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15/5/2020 

 
⚫ 小一至小六將於 6 月 8 日起分階段復課，而普通話早會將於復

課後進行。然而由於早會牽涉大量人流聚集，為避免學生因群

體接觸而增加風險，早會將不會以集會形式進行。至於原定的

普通話早會內容，會議視訊形式（每週資訊）跟進。普通話早

會改為於小息時段播放與抗疫或宣傳衛生意識等相關的歌曲

或短片內容，一方面能配合現今社會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能增

加學生認識普通話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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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持續完善校本課程，以強化學生綜合和應用不同範疇的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從而發揮學生溝通、創新和解難能力。 

(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2) 

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重新整理小三的校本拼音課程作教材，以配

合普教中的新課程及群文閱讀計劃，讓學生

有系統地學習和掌握漢語拼音。 

全學年 13/11/2019 

 
⚫ 三年級科任老師表示「群文閱讀」計劃能透過大量的文本閱讀

輸入和增潤的學習材料，讓學生以普通話朗讀及賞析，讓學生

擴充閱讀量，提升閱讀的興趣和深度。故此學生除了可閱讀不

同類型的文章，拓寬閱讀面，還可透過朗讀温故知新，反復練

習直讀法。 

⚫ 科任老師指出部分學生未能熟習直讀法，須花較多的時間進行

鞏固溫習，建議下學期在恆常課堂上抽部分時間複習基本普通

話語音及進行拼音練習。 

6/1/2020 ⚫ 三年級學生經過一、二年級的直讀法及拼讀訓練，已大部分掌

握直讀法及拼讀技巧，惟部分學生因基礎未穩，仍有誤讀或發

音不準確的情況，故此建議科任老師可加強語音朗讀訓練，如

也可與學生在課文劃下一小段文字，回家自習，再於堂上跟進

及抽讀練習，以測試學生對語音的掌握程度。 

11/3/2020 

(視訊會議)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科任反映三年

級學生可透過網上自學教材，延續學習校本拼音課程，發揮批

判性思考和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 學生亦能透過內地老師的輔助錄音，掌握準確的語音及朗讀技

巧，鞏固認讀及朗讀漢語拼音，發揮解決問題和自我管理的能

力。 

15/5/2020 

 
⚫ 科任老師須於復課後檢視和跟進學生的學習情況，並於課堂上

測試學生對直讀法及拼讀技巧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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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 培訓普通話大使，在二至六年級中挑選二十

至三十名學生，協助於普通話日進行語境活

動，發展學生的溝通和領導能力。 

 

3. 於普通話日安排「普通話遊樂天地」。學生以

普通話作為交流語言，進行不同類型的學習

活動，增強學生的溝通能力。 

 

4. 培養學生的解難能力：在小息時進行活動，

例如：繞口令、猜謎、相聲欣賞等，讓學生

能挑戰自我，提升學生解難能力。 

全學年 13/11/2019 ⚫ 本年度共挑選 30 位普通話大使，並擴充至六年級學生，科任

老師認為普通話大使積極主動及富責任感，部分更能協助進行

普通話三分鐘分享，表現值得嘉許。 

⚫ 而小息語境活動方面，學生對以 ipad 玩拼讀遊戲的形式感興

趣，主動邀請同輩一起參與 ipad 語音朗讀和回答「每週一問」，

建議「每週一問」的題目可增加難度，如需考核學生的創意和

解難能力。 

6/1/2020 ⚫ 科任老師反映首次擔任職務的二年級普通話大使表現積極，熱

心帶領和指導同學參與普通話語境活動。高年級學生亦能帶領

新任普通話大使熟習當值工作和模式。而增加普通話大使的數

量可安排更多人手進入高年級班房，帶領同學進行朗讀活動。

建議下學期可繼續保留。 

⚫ 在課室內的普通話活動以朗讀詩歌為主，建議可以不同形式進

行，如情境設問、繞口令和猜謎等。 

11/3/2020 

(視訊會議) 

⚫ 下學期小息語境活動已於一月開展，惟因受新型冠狀病情影響

以致停課，普通話小息語境活動將於復課後進行。 

⚫ 科任認為以 ipad 玩遊戲學習普通話的形式能有效鼓勵學生積

極進行普通話交流，學生對此活動感興趣，表現積極，特別是

完成拼讀練習或朗讀文章後可於「正向 GPS」蓋上印章，因此

能鼓勵朋友互相幫助，完成拼讀小遊戲。 

⚫ 科任建議下年度可向新書商購買以拼讀為主的電子遊戲應用

程式，以配合新課程的發展趨勢。 

⚫ 而普通話大使的人數方面，建議下年度繼續保留 30 位，仍然

由二至六年級學生擔任，讓更多學生加入服務。 

  15/5/2020 ⚫ 科任老師建議下年度繼續召募 30 位二至六年級學生擔任普通

話大使，而科主席表示溝通能力強、具責任感、服務表現積極

良好及具領袖能力的普通話大使，應獲推薦繼續擔任普通話大

使。 

⚫ 小息語境活動因牽涉大量人流聚集，為避免學生因群體接觸而

增加風險，須暫停舉行。因此建議語境活動可改為於小息時播

放與抗疫或宣傳衛生意識等相關的歌曲或短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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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積極檢視及調整校本人力資源運用，以提升整體教師團隊的專業能量。（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項目 3） 

策略 推行時間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鼓勵及安排教師參與專業培訓，以提升教師的專

業知識，例如：電子教學、普通話新課程等相關

的專業培訓。 

 

全學年 13/11/2019 ⚫ 上學期建議教師積極參加校外普通話的講座，題材可包括：新

課程教學思維、電子教學等方面的內容，以求增加自己在教學

上的效能。 

6/1/2020 ⚫ 全體科任老師將於 1 月 20 日參與介紹新課程教科書的工作

坊，內容包括普通話新課程與舊課程的分別、考題模式的轉變

及如何以電子教學配合新課程趨勢。 

⚫ 科任老師大致能掌握新課程發展方向，新課程重點在加強學生

的拼讀和拼寫語音能力，並且將運用電子教學資源，進一步強

化學生的聽、説能力。惟科任亦反映由於下年度將轉換新書

商，故此需時適應新教科書及電子教材資源配套。 

 

⚫ 建議科任可於下學期繼續朝有關新課程提升學生拼讀能力及

電子教學方向進修，以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11/3/2020 

(視訊會議) 

⚫ 科任老師建議來年可讓新書商安排有關普通話新課程提升學

生拼讀能力及電子教學的工作坊，特別是如何運用新書的電子

資源配套，輔助學生鞏固及強化朗讀及拼讀能力。  

15/5/2020 

 

 

⚫ 新書商將於 8 月提供適用的電子軟件清單，以配合來年度的普

通話組於電子學習及推行語境活動的需要，建議科任老師屆時

就電子軟件內容及電子資源教材給予意見。 

⚫ 科任老師須於下年度參與或出席至少一次有關新課程或電子

學習工作坊，以配合新課程發展趨勢及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總結：  

普通話組於上學期的工作大致完成，早會及語境活動的進程流暢，主題內容能緊扣「愛德」核心價值，宣揚良好的品格，並強化自學、解難及

創意的元素。普通話大使能按老師的指示，協助進行普通話早會及推廣小息語境活動，並以 IPAD 語音遊戲和問答環節，讓學生發揮溝通、創新和

解難能力。在教師專業培訓方面，全體科任老師已於普通話轉書會完成選書及評審程序，能大致掌握新舊課程差異及新課程的發展趨勢，惟仍需加

強普通話科於電子教學上的應用和操作，以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而下學期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早會及語語境活動將按疫情狀況而改變推行模式，或改以校園電視台及小息播放歌曲/

短片，讓學生仍能在普通話的語境氛圍下學習和建立自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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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 

 目標一：透過舉辦電腦科活動，提昇學生的資訊科技能力，並認識天主教的核心價值。(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1)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透過舉辦以愛德為主題的比賽，傳揚天主希望

我們謙虛地服務彼此的宗旨。冠、亞、季軍及

優異獎的作品，將會打印出來讓學生留念。 

(a) 四至六年級學生以愛護校園為主題，舉辦標

誌設計比賽 

➢ 電子媒介: iPad /小畫家/3D 打印/雷射雕刻 

(b) 一至三年級學生以敬師為主題，舉辦電子卡

設計比賽 

➢ 電子媒介: iPad /小畫家 

全學年 

 

25/11/2019 ⚫ 一至三年級學生將於上學期以不同電子工具設計電子卡，科任

將於上學期完結時挑選佳作。一年級學生以 iPad 設計；二年

級學生以小畫家設計；三年級學生可以 iPad 或小畫家設計。 

20/1/2020 ⚫ 一至三年級學生能夠於作品中應用上堂所教授的技巧，如於小

畫家中利用繪圖工具繪製幾何圖案。 

⚫ 四至六年級學生將於下學期進行標誌設計比賽。 

11/3/2020 

(視訊會議)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而停課關係，四

至六年級學生將於考試後進行標誌設計比賽。 

18/5/2020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而停課關係，四

至六年級學生將於復課後進行標誌設計比賽。 

 

目標二：優化校本電腦科課程，以提升學生創意及解難能力。 (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2)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 科創學習課程 

於一至六年級優化校本編程及電子教學，以

發展學生資訊科技的潛能。 

 

   一年級學習主題：Lego Stop Motion 

   二年級學習主題：Scratch Junior 

   三年級學習主題：Scratch 

   四年級學習主題：LED Pixel Programming  

   五年級學習主題：AI 人工智能 

   六年級學習主題：IOT 物聯網 

 

全學年 25/11/2019 ⚫ 一至三年級學生已於 2019 年 11 月進行課程，科任均認為課程

內容有趣味，學生亦能掌握 Scratch 編程技巧。 

20/1/2020 ⚫ 四至六年級課程將於 2020 年 4 月閞展。 

11/3/2020 

(視訊會議)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而停課關係，四

至六年級課程將於 5 月 11 日至 5 月 22 日進行。初步與機構協

商，課堂教學將改以網上教學影片形式授課。 

18/5/2020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而停課關係，四

至六年級課程已於 5 月 8 日及 5 月 22 上載教學影片，科任老

師均認為教學影片能配合學生學習需要，有助提升學生創意及

解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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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2. Rapsberry Pi x IOT 智慧校園 STEM 課程 

從小四至小六中挑選編程能力較高的學生

參與課外活動「STEM 小精英」，並與校外

導師合作，以協作教學形式教授Raspberry Pi

微電腦和 Scratch 編程，並結合 IOT 物聯網

技術，讓學生能夠實現「智慧校園」 的願

景，培養學生創新思維及解難能力。 

全學年 25/11/2019 ⚫ 課程已於 2019 年 11 月開展，90%小四至小六學生能夠初步認

識 Raspberry Pi 微電腦和掌握 Scratch 編程技巧，為日後針對

「智慧校園」設計智能產品作準備。 

20/1/2020 ⚫ 學生將需要根據現時校園設施設計智能產品，設計需配合

Raspberry Pi 微電腦和 Scratch 編程。學生正就智能產品製作設

計方案，方案中學生需要發揮想像力，從不同角度思考使用者

的需要，過程中能培養學生創新思維。 

11/3/2020 

(視訊會議)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而停課關係，四

至六年級課程將於 5 月 11 日至 5 月 22 日進行。初步與機構協

商，課堂教學將改以網上教學影片形式授課。 

18/5/2020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而停課關係，課

程已於 5 月 14 日上載第一次教學影片。科任老師均認為教學

影片能讓學生學習編程原理及解難技巧，有助培養學生創新思

維及解難能力。 

3. EduVision 智慧校園新里程計劃 

本校將會在本年度繼續深化 EduVision 的校

本課程，將中草藥學習延伸至環境保育及瀕

危植物的議題，提升學生聯繫環境保育與生

活科學的能力。 

   四年級：認識維持植物生長的要素及探究 

           植物生長與環境的關係 

   五年級：認識水耕種植的方法，並比較水耕

與土耕種植的分別 

全學年 25/11/2019 ⚫ 五年級將以「設計思維」為藍本，透過教授「SCAMPER 奔馳

法」，學習不同改進或改變的方向，引導學生為水耕種植推敲

出新的優化方案。 

20/1/2020 ⚫ 因應社會狀況及各科教學編排，建議將實行日期延至二月進

行。 

11/3/2020 

(視訊會議)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而停課關係，部

份前期工作將於 2020 年 5 月以網上教材形式教授，四年級學

生會學習組裝智能灌溉器的電子零件及學習有關智能灌溉器

的編程部份，五年級學生會學習創意思維及「SCAMPER 奔馳

法」，而實作部份及設計部份將於復課後進行。 

18/5/2020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而停課關係，已

於 2020 年 5 月 8 日以網上教材形式教授智能灌溉器的編程部

份及創意思維，而實作部份及設計部份將於復課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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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4. 社區植物市民科學家計劃 

與香港中文大學胡秀英植物標本館合作，透

過操作流動通訊裝置上的應用程式為學校

普查校園內的植物品種，形成基本植物分佈

資訊平台，並與同區先導學校共同推出植物

分佈及相關科學及社區保育資訊平台，以深

化學生環境保育的知識和提升學生對生態

保育工作的認識及興趣。 

全學年 25/11/2019 ⚫ 計劃已於 11 月啟動報價程序，將於 12 月完成程序。計劃將於

12 月開展，對象為小三及小四學生。 

⚫ 學校早於 2019 年 7 月把土沉香樹苗種植於校園內，並於 3 樓

設置電子智能天氣站以收集及監測土沉香樹苗的環境生長數

據。本年度由老師帶領「植物小專家」學生及「天父的花園」

學生負責打理。學生能夠掌握土沉香種植技巧，所收集到的數

據將會應用於保育計劃中。 

20/1/2020 ⚫ 已於 2019 年 12 月 13 日由中大導師到校進行校園植物品種分

類課堂。 

⚫ 小三學生已於 2020年 1月 10日到中大進行校園植物品種分類

課堂，小四學生將於 2019 年 1 月 17 日到中大進行課堂。 

11/3/2020 

(視訊會議)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而停課關係，課

程將於復課後進行。 

18/5/2020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而停課關係，部

份課程將於復課後進行。 

⚫ 已於 2020 年 4 月與中大導師及樹藝師進行校園植物辨識及記

錄，以收集數據製作網上植物學習平台。 

5. 環保城市光雕課程 

透過學習新媒體光雕藝術產業和技能，以團

隊合作模式創作以環保城市為主題的光雕

舞台表演活動，培養學生 STEM 素養、創造

力及自主學習的能力。 

全學年 25/11/2019 ⚫ 課程已於 2019 年 11 月開展，90%學生能夠初步掌握製作動畫

技術，能提升學生的創造力。 

20/1/2020 ⚫ 學生正建立團隊，透過在不同工作崗位發揮所長以創建光雕舞

台。創作過程由學生主導，並以團隊模式進行，能培養學生自

主學習及團隊合作的能力。 

11/3/2020 

(視訊會議)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而停課關係，課

程將於復課後進行。 

18/5/2020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而停課關係，課

程已於 5 月 14 日上載第一次教學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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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強化學與教效能，提升教師專業知識。(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3)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科任老師參加與資訊科技相關的進修活動，將

相關知識應用於日常創作教學中，以提升教學

效能 

全學年 25/11/2019 ⚫ 全體科任已於 2019 年 9 月 27 日完成進修活動，80%老師認為

進修活動能有助提升老師對編程的認識。 

20/1/2020 ⚫ 將於下學期與視藝科科任一同參與有關機械臂及鐳射雕刻工

作坊。 

11/3/2020 

(視訊會議)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而停課關係，工

作坊將於復課後安排。 

18/5/2020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而停課關係，工

作坊將於復課後安排。 

 

總結： 

1. 本年度積極於校本課程中加入編程教學元素，當中包括加入 Raspberry Pi 微電腦及機械臂，培養學生創新思維及解難能力。 

2. 本年度亦與常識科合作，開展跨學科學習活動，以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 

3. 本年度電腦科科任持續進修與編程教學相關的課程，有助科任於課堂上實踐編程教學，來年度將鼓勵科任參加與人工智能相關的進修活動，以

配合科技教育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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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科 

目標一： 推動閱讀文化，透過有關「愛德」的閱讀活動，建立學生正向的價值觀及積極的人生態度。（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項目 1）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舉行閱讀分享活動： 

➢ 與宗教科合作，每月於早會推行宗教圖書

推介，主題以「愛德」為主，並讓學生在

隨後早會分享閱讀「愛德」圖書後的心得。 

➢ 與訓輔組合作，配合正向小任務及正向

GPS，學生參考圖書中故事人物的正向行

為，實踐在日常生活中，將行為紀錄在手

冊內，亦可獲得一粒星星。 

➢ 從四至六年級學生中，挑選及訓練他們成

為伴讀大使，於星期二午休時段向一、二

年級學生講故事，陪伴低年級同學選擇合

適的圖書。另外於學期初星期四午休時段

指導低年級學生運用平板電腦閱讀電子

書。 

2019 年 10 月 

至 

2020 年 5 月 

 

22/11/2019 ⚫ 已安排師長於全年每月早會進行好書推介，共 10 次，已完成 1

次好書推介，同學反應踴躍，建議「愛德」圖書更配合二樓宗

教園地之圖書作出分享，期後尚有 9 次好書推介於 11 月後進行。 

⚫ 已於正向 GPS 加上「正向圖書分享站」，班主任於收回正向 GPS

時一向計算分數。建議於下學期圖書課安排學生借閱正向圖書。 

⚫ 已挑選及訓練學生，領袖生於午休時段與一、二年級學生進行

伴讀。為配合 BYOD，將安排領袖生於導讀時段指導一年級學

生閱讀電子書。 

13/1/2020 ⚫ 已完成 11 月、12 月及 1 月共 4 次好書推介，於 12 月配合二樓

宗教園地之圖書作出介紹，圖書館借閱宗教類書籍量提升，顯

示同學反應踴躍。 

⚫ 上學期沒有規定學生完成「正向圖書分享站」，因此將於下學期

圖書課分別安排各年級學生到圖書館進行借閱正向圖書，圖書

館主任將指導學生完成並評分。 

⚫ 建議除了午休時段外，配合 BYOD，安排領袖生於導讀時段指

導一年級學生閱讀電子書。 

11/3/2020 

(視訊會議)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關係，2 月及 3 月之好

書推介會順延至復課後進行。停課期間亦於圖書科自學教材中

推介學生閱讀《良友之聲》、《樂鋒報》兒童雜誌，培養學生的

正向價值觀及積極的人生態度。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關係，教育局宣佈停

課，同學於家中以電子書完成「正向圖書分享站」，復課後交給

老師作評分。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關係，教育局宣佈停

課，為培養學生閱讀電子書的習慣，已於 2020 年 2 月 28 日之

圖書科自學教材加上閱讀電子書的教學，讓學生於停課期間亦

能於家中閱讀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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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14/5/2020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關係，教育局宣佈停

課，故好書推介改為網上自學教材形式進行，於圖書自學教材

影片中向學生推介「正向」及「愛德」主題的電子圖書。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關係，教育局宣佈停

課，將於復課後收集學生「正向 GPS」進行檢閱。檢視成效（學

生表現）將於復課後進行。 

⚫ 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關係，教育局宣佈停

課，圖書科自學教材包括閱讀電子書的教學及技巧，讓學生於

停課期間亦能於家中閱讀電子書。 

 
目標二：完善校本課程，強化學生綜合和應用不同範疇的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從而發揮學生溝通、創新和解難能力。 

（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項目 2） 

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反思/建議 

進行班際閱讀明星計劃，每學期計算每班中英

文圖書借閱量及每班參加圖書館活動次數及相

關獎項（包括校外比賽），可累積閱讀明星分

數，每學期每級分數最高的班別可獲閱讀明星

獎作獎勵。學生需互相鼓勵彼此多借閱圖書及

參加圖書活動以達至最高分數，在參與圖書館

活動過程中亦能發揮創新和解難能力。 

2019 年 10 月 

至 

2020 年 5 月 

22/11/2019 ⚫ 計劃於 11 月開始，同學反應踴躍。圖書館將在每月首星期於校

園電視台公布上月之各班借閱次數。 

⚫ 校外閱讀活動方面，已派發紀錄表給各班，讓同學將紀錄填在

表格上，並於學期完結時連同借閱分數一同作出統計。 

13/1/2020 ⚫ 截至 12 月紀錄，同學 12 月借閱圖書數量明顯比 11 月有所提升，

同學反應踴躍，互相鼓勵彼此多借閱以提升班別分數。 

⚫ 建議圖書館可以作出更多校外閱讀活動宣傳，鼓勵學生參加。

亦可於閱讀紀錄冊中加上校外閱讀活動紀錄表。 

11/3/2020 

(視訊會議) 

⚫ 上學期活動分數已完成計算，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

狀病毒)關係，將於復課後進行頒獎。下學期活動將於復課後開

始。 

14/5/2020 ⚫ 上學期活動分數已完成計算，80%以上學生在《4．23 世界閱讀

日創作比賽》中發揮創新和解難能力，完成比賽。因應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關係，圖書館於復課後將會閉

館，因此本年度以上學期分數進行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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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透過課程及活動，80%以上學生能閱讀電子圖書。因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關係，參觀公共圖書館及原定於 4 月及試後進行的閱讀

講座取消，因此該部分實際支出為$0.00。而閱讀日物資及館務文具將於復課後使用。學校閱讀配置報價正在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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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我們的學與教  

課程以及校本支援 

網上教材 

- 因疫情 COVID-19（2019 新型冠狀病毒）影響，老師於停課期間製作、上載以及教授講解網上教材，由班主任致電學生

跟進學習情況。 

 

EduVision(學願)智慧校園新里程計劃課程 

- 本校努力完善課程，著重跨學科學習聯繫，推行 EduVision(學願)智慧校園新里程計劃課程，重視中國文化及歷史、植物

生長（土耕、水耕）的要素、生命價值及學習有關智能灌溉器的編程技巧等知識。透過建立智能灑水系統和收集中草藥

生長數據，四年級學生比較及分析植物在不同的環境下的生長情況。 

- 另外，透過在裝置的水耕設備，五年級學生種植不同種類的植物，讓學生認識生物的多樣性。 

- 透過與海洋公園合作，於生態學習中心飼養不同的海洋生物，如珊瑚、南美白對蝦等，學習不同生物的生長情況及習性，

培養學生愛護生物及海洋保育的良好態度。 

 

「小學校本課程支援服務」 

- 中文科參與「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內地語文老師與本校老師共同發展群文閱讀教材及示範課，著重校本

普教中的發展。 

- 優化校本一至三年級普教中課程，優化及發展多元化的教學及閱讀策略。 

- 英文科於小一及小四參與「小學校本課程支援服務」，提升學生的閱讀、寫作及自學能力，並重視其縱向和橫向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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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計劃 

- 透過參與保護海洋資源領袖培訓計劃、社區種植計劃、由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胡秀英植物標本館推薦本校參與瀕

危物種校園保育計劃等，學生能在不同的領域探索生命教育和可持續發展教育。 

- 學校注重學生其他學習經歷、科學及資訊科技、生涯規劃等知識，學校邀請不同的專業人士到校為老師舉辦工作坊，讓

老師明白如何協助學生作生涯規劃。並安排老師參與有關科學及資訊科技課程、講座或研討會，務求取得最新資訊。 

- 學校亦緊密與不同外間機構以及大專院校合作，例如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胡秀英植物標本館、香港教育大學、香

港才能教育研討會、香港電腦教育學會，提高老師專業水平。 

 

電子學習 

在一年級推行「自攜裝置」 

- 各科科任於下學期在一年級全級進行電子學習學教模式，提高學生的自學能力和九大共通能力(如創意解難)，更從而發掘

學生在電子資訊科技的潛能。 

 

善用學校發展津貼舉辦多元智能活動 

- 學校善用人力和財政資源，申請各項款。如善用學校發展津貼舉辦多元智能活動 ；善用資訊科技津貼增設電子學習資源；

善用在小學推動 STEM 教育的一筆過津貼開展校本 STEM 教育課程和活動，結合了新技術的使用、創新的教學法以及

課程，從而幫助教師在教室內外協調學生的科學探究。 

- 本校與多間中、小、幼學校協作 EduVision 計劃，推動 STEM 教育，讓學生集思廣益研究問題，進行預思考並提出小組

探究問題。 

 

  



96 
 

培訓 

正向教育培訓課程 

- 本年度發展「正向教育」，邀請本校教育心理學家為核心小組的教師舉辦培訓課程，於各年級推展靜觀訓練課程。配合

小一至小六的成長課，編定各年級具「天主教核心價值」元素的天社倫和靜觀教材，讓學生每天鍛練正向品格。 

 

駐校藝術家計劃 

- 本校持續推展駐校藝術家計劃，邀請校外專業導師到校進行專業交流。藝術家與本校老師共同協作教學、設計校本課程

及主持教師工作坊，有效提高老師對視覺藝術的專業知識。學生以不同類型的創作媒介及素材進行創作。 

 

評估跟進 

學業成績分析會議 

- 各科於評估後進行學生學業成績分析會議。透過分析會議，科任能更清楚學生的弱項，並作教學上跟進。 
 

優質評核管理認證計劃(QAMAS) 

- 本校在 2019 年 10 月中已獲得「優質評核管理認證」(QAMAS) 認證，老師落實執行考評工作的程序和具體安排。 

- 為老師裝備考試行政和評核工作知識的承擔，為學生提供公平及有效的考評。 

- 全體老師參與「評核認知課程」，加強老師對考評管理機制的認識，從而持續優化學校考評管理工作的水平。 
 

評核質素保證平台(AQP) 

- 各科科任輸入中文(閱讀理解部份)、英文(閱讀理解部份)、數學 (五、六年級) AQP試卷內容，並利用 AQP平台收集數據，
檢視學生表現，為課前增潤班及課前輔導班的學生人選提供參考數據。 

- 老師能透過於課堂上講解試卷中各題的評分標準及答題注意事項，展示同學的優良答案，向他們提供有效益的回饋和具
體建議，使學生從中了解自己的強弱項及如何改進，從而訂定以後的學習目標。 

- 老師按照學生的強弱項，在日常教學設計教學活動以及教材，分析學生的學習差異，從而修訂教學，實踐「評核促進學
習」。 

- 老師檢視及修訂課程設計及內容、教學策略及活動，配合學生的需要和能力，提高學與教的功效。 



97 
 

(八)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1. 為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本校的支援策略是以「全校參與」、「及早識別、及早支援」和「家校合作」為原則，希望從

不同層面，不同範疇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協助他們解決在學習、社交和語言溝通上所遇到的困難，讓每位學生的潛

能得以發揮。 

2. 為了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學校設有抽離輔導班及課前輔導班，以輔導教學的形式進行，藉以幫助成績稍遜的學生。另

一方面，透過學習支援津貼，學校增聘教師及外購專業服務，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學校會因應學生的情況在課

程和教學上進行調適，務求能全面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個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會接受「個別學習計劃」，亦會於小

一推行及早識別計劃，有關老師、家長及教育心理學家會定期舉行會議，為有需要的學生制定適切的支援服務，並適時

進行檢討。 

3. 本年度與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共同聘請專責的言語治療師，為約 90 位學生提供加強言語治療服務，在預防、治療和提升

學生語言能力三個範疇方面，為有語障的學生提供有效的訓練。言語治療師除了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提供專業的訓練外，

更會舉辦全校性家長講座，讓家長能為學生在家中進行有效的練習，增加學習語文的成效。言語治療師亦會與家長聯繫，

以協助學生提升及改善說話的技巧和能力。 

4. 訓輔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及宗教培育組為學生提供預防性及發展性的活動，有效幫助學生健康成長及完成愛德的行為

及服務。 

5. 學校為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安排各類學習活動，以提升他們的學習效能、擴闊他們在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並增強他們對

社會的認識和歸屬感。本年度安排約 300 名學生參加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為有經濟困難的學生進行功課輔導、升中

面試班及興趣小組等，又舉辦了三次的外出參觀活動，讓他們也有機會發展多方面的潛能及擴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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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學生表現 

在學生學業以外的表現，本校學生積極參與各類型的校外活動和比賽，並取得不俗的成績。各科組參與比賽項目包括： 

 

智能項目 參加項目 

1.語文智能 
⚫ 《科第三屆香港青少年書法大獎賽》 

⚫ 《全港中小學書法比賽》 

⚫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 《The 24th Hong Kong School Chinese and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In-school)》 

2.自然科學智能 
⚫ 《十分科學常識科網上自學計劃 2019/20(第二期)》 

3.空間視覺智能 
⚫ 《第六屆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 《建國 70 周年小學生繪畫創作比賽》 

⚫ 《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全港視藝大賽第一季）2020》 

⚫ 《2019 海洋大探險兒童手工設計比賽(小學組)》 

⚫ 《2019 海洋大探險兒童手工設計比賽(小學組)》。 

4.體育智能 
⚫ 《第一屆觀塘區小學游泳錦標賽》 

⚫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九龍東區小學分會 2019-2020 年度校際田徑比賽》 

⚫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5.音樂智能 
⚫ 《觀塘區第四十屆公開兒童歌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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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2020 年度因應社會運動及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停課期間學生利用網上視訊進行學習。本校共獲得超過 150 個參賽人次的獎項，而較為

突出的獎項包括： 

 

⚫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  2019 海洋大探險兒童手工設計比賽(小學組) 銀星獎 

⚫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宗教教育獎) 

⚫  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全港視藝大賽第一季 2020）銅獎 

⚫  建國 70 周年小學生繪畫創作比賽(初小組優異獎) 

⚫  第六屆兒童繪畫分齡比賽西洋畫(第七組、第八組) 一等獎及特等獎 

⚫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龍東區小學分會 2019-2020 年度校際田徑比賽(男子乙組 60 米季軍及男子乙組 100 米季軍) 

⚫  第一屆觀塘區小學游泳錦標賽(男子乙組 50 米蛙泳亞軍) 

⚫  觀塘區第四十屆公開兒童歌唱比賽(高級組獨唱殿軍及合唱組優異獎) 

⚫  中文狀元挑戰計劃 2019/20(第一期) (中文狀元中級組及高級組) 

⚫  第三屆全港聖經經文書法比賽 (高小組亞軍) 

⚫  全港中小學書法比賽(高小組優異獎)及其他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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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活動項目： 

學術/宗培 

天父的花園 小小藝術家 德語小達人 

廣東話話劇 辯論叻叻星 獅藝 

基督小先鋒(3、4 年級) 基督小先鋒(5、6 年級) 毛筆書法 

奧數 數學智力遊戲班 Musical 

英語會話面試 愛心「煮」食樂  

科技/文化 

STEM 動腦王 LEGO 砌砌樂 無人機 

IT 創科校園 電子配樂魔法師 毛筆書法家 

光雕 集郵 圍棋 

服務/公益 
幼童軍 小女童軍 校園小記者 

公益環保校園大使 關愛大使 基督小先鋒 

音體/視藝 

男子籃球 女子籃球 敲擊樂 

足球 羽毛球 手鐘 

單車 跆拳道 空手道 

排球 田徑 花式跳繩 

管弦樂 HIP HOP 劍擊 

立體創作 中國舞 游泳 

口琴 油畫 小型網球 

詠春 國畫 小提琴 

中提琴 大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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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度校際活動/比賽得獎項目總表》(截至 31/8/2020) 

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中文科 第三屆香港青少年書法大獎賽 毛筆組 優異獎 5A 司徒紫蕎 

中文科 第三屆香港青少年書法大獎賽 硬筆組 優異獎 5A 司徒紫蕎 

中文科 第三屆全港聖經經文書法比賽 高小組 亞軍 5A 司徒紫蕎 

中文科 全港中小學書法比賽 高小組 優異獎 5A 司徒紫蕎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2A 盧頌絡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2C 李文軒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3A 祝朗文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3A 王梓嫣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3C 陳玟伽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3E 龐雅萌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5B 吳倩怡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5C 丘家睿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6A 伍施洋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6B 莊漢霖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6C 李芷萁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6D 余潁芯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6E 鄭家晴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1A 韓欣晞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1B 馬詠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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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1E 陳鎮鴻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2A 陳逵燊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亞軍 2B 洪境揚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2C 李梓琳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2D 周穎鋭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3A 金周湉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3B 張芷文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3E 董恩彤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4A 楊銘澤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4B 林琬容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4C 李浩陽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4D 李雅琳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4E 陳曉淣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5B 陳天賜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5E 陳凱曼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6A 陳子喬 

中文科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 6E 楊銘恩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6B LEE WING TUNG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3E CHUNG WING MAN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3B LI TIN WING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4A YAU CHO K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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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5D CHAN HIU WAI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5B LI WING TUNG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2B YAU CHUNG KIU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2B CHOI CHING YIU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4A WAI MEI KI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4A LAU KA NAM EABE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5E LAM HO HIM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4D WU PO MAN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5C YAU KA YUI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4B HUANG KA YI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2D LI ZHOU YU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2D WU YI XI Cc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4C LI HAO YANG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4D 
MA WAI CHING 

VIJAM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2A CHAN KWAI SAN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2B HUI LOK YU CASPER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2D LAM PUI YING NaNa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3A CHAN KA HEI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4A YEN TSZ CHING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4B YU WING N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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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4C KEZIA ABIGAIL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5A 
LEUNG KA KIN DON 

SMITH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5A LEUNG TSZ CHING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5D LI TSZ WAI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5E CHAU KWAN YUI 

English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Merit 6B CHAN YI MAN 

English 
The 24th Hong Kong School Chinese and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In-school) 

Junior Sector 

First runner-up 
2A FUNG MAN HEI 

English 
The 24th Hong Kong School Chinese and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In-school) 

Junior Sector Second 

runner-up 
2C LAU CHUN HEI 

English 
The 24th Hong Kong School Chinese and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In-school) 
Junior Sector Champion 2D TANG JIA ROU 

English 
The 24th Hong Kong School Chinese and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In-school) 

Intermediate Sector 

Second runner-up 
3A CHONG NGA KI 

English 
The 24th Hong Kong School Chinese and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In-school) 

Intermediate Sector First 

runner-up 
3C YIM WING SUET 

English 
The 24th Hong Kong School Chinese and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In-school) 

Intermediate Sector 

Champion 
4D HO LOK YI 

English 
The 24th Hong Kong School Chinese and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In-school) 

Senior Sector Second 

runner-up 
6A WONG YUET 

English 
The 24th Hong Kong School Chinese and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In-school) 

Senior Sector 

Champion 
6D MAK YUEN KI 

English 
The 24th Hong Kong School Chinese and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In-school) 

Senior Sector First 

runner-up 
6D YU MIU 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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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常識科 
十分科學常識科網上自學計劃 2019/20 

(第二期) 
十分優異學生獎 6B 史宇洋 

音樂科 觀塘區第四十屆公開兒童歌唱比賽 合唱組 優異獎 5A 梁紫晴 

音樂科 觀塘區第四十屆公開兒童歌唱比賽 合唱組 優異獎 5A 梁家健 

音樂科 觀塘區第四十屆公開兒童歌唱比賽 合唱組 優異獎 5A 林芷瑩 

音樂科 觀塘區第四十屆公開兒童歌唱比賽 合唱組 優異獎 5B 梁志聰 

音樂科 觀塘區第四十屆公開兒童歌唱比賽 合唱組 優異獎 5B 吳倩怡 

音樂科 觀塘區第四十屆公開兒童歌唱比賽 合唱組 優異獎 5B 王蕙芯 

音樂科 觀塘區第四十屆公開兒童歌唱比賽 合唱組 優異獎 5C 陳梓嫣 

音樂科 觀塘區第四十屆公開兒童歌唱比賽 合唱組 優異獎 5C 林子欣 

音樂科 觀塘區第四十屆公開兒童歌唱比賽 合唱組 優異獎 5C 葉高婷 

音樂科 觀塘區第四十屆公開兒童歌唱比賽 合唱組 優異獎 5C 葉欣童 

音樂科 觀塘區第四十屆公開兒童歌唱比賽 合唱組 優異獎 5D 區家樂 

音樂科 觀塘區第四十屆公開兒童歌唱比賽 合唱組 優異獎 5D 黃雅琳 

音樂科 觀塘區第四十屆公開兒童歌唱比賽 合唱組 優異獎 5C 黃振軒 

音樂科 觀塘區第四十屆公開兒童歌唱比賽 合唱組 優異獎 6B 方柏稀 

音樂科 觀塘區第四十屆公開兒童歌唱比賽 合唱組 優異獎 6D 余潁芯 

體育科 第一屆觀塘區小學游泳錦標賽 
男子乙組 

50 米蛙泳 亞軍 
4B 吳俊銘 

體育科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九龍東區小學分會

2019-2020 年度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100 米 殿軍 
6C 陳學婷 

體育科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九龍東區小學分會 

2019-2020 年度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 

60 米 季軍 
5C 林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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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體育科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九龍東區小學分會 

2019-2020 年度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 

100 米 季軍 
5A 余煒業 

體育科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C 陳學婷 

視藝科 第六屆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西洋畫(第八組) 特等獎 6D 姜詠心 

視藝科 第六屆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西洋畫(第八組) 一等獎 6B 陸綺暉 

視藝科 第六屆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中國畫(第八組)  

參與嘉許獎 
5B 王嘉祺 

視藝科 第六屆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西洋畫(第七組) 一等獎 5A 鍾煒焮 

視藝科 建國 70 周年小學生繪畫創作比賽 嘉許狀(初小組) 3A 祝朗文 

視藝科 建國 70 周年小學生繪畫創作比賽 嘉許狀(初小組) 3C 李珮瑤 

視藝科 建國 70 周年小學生繪畫創作比賽 嘉許狀(初小組) 3D 陳梓瑤 

視藝科 建國 70 周年小學生繪畫創作比賽 嘉許狀(初小組) 3D 陳麒旭 

視藝科 建國 70 周年小學生繪畫創作比賽 嘉許狀(初小組) 4A 甄子晴 

視藝科 建國 70 周年小學生繪畫創作比賽 嘉許狀(初小組) 4B 李軒心 

視藝科 建國 70 周年小學生繪畫創作比賽 嘉許狀(初小組) 4C 徐康睿 

視藝科 建國 70 周年小學生繪畫創作比賽 嘉許狀(初小組) 4C 陳安琪 

視藝科 建國 70 周年小學生繪畫創作比賽 嘉許狀(初小組) 4E 馮小容 

視藝科 建國 70 周年小學生繪畫創作比賽 嘉許狀(高小組) 5A 許錦恩 

視藝科 建國 70 周年小學生繪畫創作比賽 嘉許狀(高小組) 5A 鍾煒焮 

視藝科 建國 70 周年小學生繪畫創作比賽 嘉許狀(高小組) 6A 容晴晴 

視藝科 建國 70 周年小學生繪畫創作比賽 嘉許狀(高小組) 6A 蔡詩琳 

視藝科 建國 70 周年小學生繪畫創作比賽 嘉許狀(高小組) 6B 陳薏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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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 學生姓名 

視藝科 建國 70 周年小學生繪畫創作比賽 嘉許狀(高小組) 6B 陸綺暉 

視藝科 建國 70 周年小學生繪畫創作比賽 嘉許狀(高小組) 6C 李珮瑄 

視藝科 建國 70 周年小學生繪畫創作比賽 嘉許狀(高小組) 6C 陳薏婷 

視藝科 建國 70 周年小學生繪畫創作比賽 嘉許狀(高小組) 6D 姜詠心 

視藝科 建國 70 周年小學生繪畫創作比賽 嘉許狀(高小組) 6E 梁凱晴 

視藝科 建國 70 周年小學生繪畫創作比賽 優異獎(初小組) 4C 陳安琪 

視藝科 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全港視藝大賽第一季）2020 銅獎 3B 許思敏 

視藝科 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全港視藝大賽第一季）2020 銀獎 4C 徐康睿 

視藝科 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全港視藝大賽第一季）2020 銀獎 5C 葉欣童 

視藝科 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全港視藝大賽第一季）2020 銅獎 6A 蔡詩琳 

視藝科 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全港視藝大賽第一季）2020 銅獎 6C 陳薏婷 

視藝科 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全港視藝大賽第一季）2020 銅獎 6B 陳薏雯 

視藝科 2019 海洋大探險兒童手工設計比賽(小學組) 銀星獎 3D 陳梓瑤 

視藝科 2019 海洋大探險兒童手工設計比賽(小學組) 銀星獎 6B 陳薏雯 

視藝科 2019 海洋大探險兒童手工設計比賽(小學組) 銀星獎 6C 楊銘軒 

視藝科 2019 海洋大探險兒童手工設計比賽(小學組) 銀星獎 6D 黃偉豪 

其他 觀塘區優秀學生獎勵計劃 (2019-2020) 學校提名獎 5B 袁家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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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學校未來發展計劃的關注事項 

三年期的關注事項(2018/2019-2020/2021 年度) 

1. 以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為基礎，加強價值及品德培育，讓學生實踐愛主愛人的精神。 

2. 完善校本課程，促進自主學習，提升學生溝通、創新和解難能力。 

3. 建立學習型專業團隊，以配合教育新趨勢。 

2020-2021 年度關注事項 

1. 以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為基礎，實踐天主教核心價值，建立學生正向的價值觀及積極的人生態度。 

2. 配合電子學習，持續完善校本課程，以強化學生綜合和應用不同範疇的知識與技能的能力，從而發揮學生溝通、創

新和解難能力。 

3. 積極培訓校本人力資源，以提升整體教師團隊的專業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