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育生命素質，提升
學生自我管理要求。



持續優化教與學，推動
自主學習，提升學生學
習效能。



促進各持份者的身
心健康，共建健康
校園。



1. 課程 (鄧家惠副校長)

2. 測考及評估 (鄧家惠副校長)

3. 德育及成長 (譚雯慧主任)

4. 學生支援 (周淑嫻主任)

5. 體驗學習、班級經營及 (林明灝先生)
「好人好事」全校輔導計劃



課程
2020/2021



校外支援及校本發展計劃

中文科--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服務
四年級(於2018-2019年度開展）
加強讀寫結合，持續優化教學設計
配合關注事項，訂定自學要求和創意重點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創意思維能力
和寫作能力。



中文科—
一至二年級
成立中詩集誦隊
培養學生欣賞詩文的能力

透過參與比賽，培養學生自我管理，

學習與人合作的良好態度。

校外支援及校本發展計劃



英文科—「以英語為母語外籍教師計劃」
與本校英文老師協作教學(一至六年級)
小息時進行圖書伴讀活動
訓練英詩集誦隊



英文科-Literacy Pro Library Online 
Reading Programme
網上閱讀平台

學生自由選擇不同體裁的英文圖書閱讀
提升學生閱讀及自主學習的能力
一至六年級
英文科-「促進小學英語學習津貼計劃」(PEEGS)
重點提升學生的跨學科閱讀及電子學習的能力
四、五年級



網上自學平台
 「現代中國語文網」
 「朗文英語網站」
 Literacy Pro Library Online Reading Programme
 「現代小學數學」
 「常識教育網」
 「常識8寶箱」
 「十分科學2019/20」
 「來說普通話」/「易學普通話」
 「書唔兇閱讀網站」
 「我會閱讀圖書課」
 「超閱網」電子圖書館



校外支援及校本發展計劃

常識科---STEM校本課程
在學習過程中透過動手、探究、體驗和反思

各步驟，培養學生創新思維及提升學習科學
與科技的興趣。

STEM是代表
科學（Science）
科技（Technology）
工程（Engineering）
數學（Mathematics）



STEM 科技日

四年級：立體影像投射器

五年級：迷你太陽能車三年級：環保動力車



校外支援及校本發展計劃

常識科---科學實驗教室
(Science Experiment Classroom)

 透過手腦並用的科學實驗活動，學習基本
的科學原理

*預測（Predict）
*觀察（Observe）
*解釋（Explain）



校外支援及校本發展計劃
常識科---跨學科專題研習日(五年級)



常識科專題研習--學生實踐自主學習的重要途徑



電子學習—
讓學生能更愉快及自主地學習

Google 
Classroom



自主學習課業
利用自學堂課簿強化課前預習及延伸學習活動
學習整理筆記及補充資料，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







校本評估簡介



測驗及考試
一至五年級全年兩次測驗，兩次

考試
六年級全年三次考試
*測考成績將計算入全年總成績
一至六年級全年兩次進展性評估
*進展性評估成績不會計算入全年總

成績



讀卷安排
一年級測考，老師會朗讀所有

大題目及試題
二年級測考，老師會朗讀大題

目，但不會朗讀試題
三至六年級測考，老師不會朗

讀任何大題目或試題



缺考安排
測考均不設補考，學生如因病

未能參與測考，可呈交醫生證
明書及家長信，申請豁免測考，
校方將按實際情況調適全年成
績。



編班標準
目的﹕運用合適的教學策略幫助學生更有效

地學習
一至二年級：混合班（不依成績編班）
三至升五年級：成績最佳（以中、英、數、
常四科計算）的同學混合編入A、B班，其餘
同學則混合編入C、D、E班。每班人數由校
方視乎該年度該級之總人數及教學需要而決
定
六年級：五年級原班升級（方便升中派位
呈分及核對分數）



德育及成長



目標：

1.認識自我，管理自己，培養正
確的價值觀及良好的品格。

2.探索生命的意義，提升學生對
生命的尊重與關懷。



德育及成長
學與教
德育及公民教育課(成長列車)

週二下午一時五十五分至下午三時 (隔週舉行)
短片欣賞、小組討論、經驗分享、生命教育短片等

生活教育活動課程
(哈樂車課程)

班級經營活動
*生日會
*心聲分享





校園氛圍
1.週會

講座/互動劇場/體驗活動/才藝表演

德育及成長

《齊享健康資訊》教育劇場

保良局「愛*感恩」講座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教育劇場



戲偶劇場

管樂組及節奏樂組表演

數碼影偶音樂劇

普通話才藝表演

親親導盲犬講座



德育及成長2.愛心活動
公益金便服日/年花義賣為公益/慈善清潔活動

年花義賣為公益

公益金籌款活動

公益金便服日



3.義工服務

CYC Amazing Teens

探訪油麻地社區雪櫃

向區內長者宣傳健康飲食的訊息

與議員對話
體驗視障人士工作坊



德育及成長4.氛圍活動
敬師日/服務生宣誓儀式/升旗禮/好人好事
大搜查/午間彩虹時段

升旗禮

敬師日

服務生宣誓儀式





德育及成長
6.境外學習
(2013台北、2014北京、2015及2019新加坡、2016、2017及2018首爾)

2013台
北

2014北京



德育及成長

2015新加坡

2016首
爾



德育及成長
2017/2018首
爾

2019新加
坡



2020薪火相傳 : 杭港科技
探新及公益服務交流之旅



為孩子打氣!



學生支援



學生支援
 輔導教學

實行輔導教學措施，鞏固學生的基礎知識，改善他們
的學習技巧及態度，鼓勵他們不斷進步，並提升他們
的自學能力。措施包括中、英、數課後輔導小組，及
協作教學等。



學生支援
 學長計劃

學長計劃於星期一、四午膳後小息進行，高年級學長
以一對一的方式照顧一年級學生，以協助年幼學生解
決在功課上及在校園內遇到的其他困難，促進關愛精
神。



學生支援

 入讀課後小組
如中、數課後小組、專注力及社交小組
等

 為有需要的學生安排支援計劃
如課堂上座位安排、朋輩支援、功課調
適、測考調適等



學生支援
 促進家校合作，提高共融文化



 小一及早識別計劃

- 及早介入
- 及早輔導

有學習困難的學生

學生支援



推行的階段分為:
小一及早識別計劃



小一及早識別計劃

疫情關係，識別日期更
改為2/1/2021至1/2/2021



 出席學校舉辦的簡介會，了解「及早識別
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學生」計劃的運作
詳情

 主動與老師商討子女在校內的學習情況
 仔細閱讀學校派發的「及早識別和輔導有

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 的通告，如有疑問
可向老師查詢

 向老師提供子女的背景資料，例如學習經
歷及身體狀況等

識 別

輔導及評估

檢視進展

小一及早識別計劃 - 家長的角色



有學習困難的子女
可能會有以下的表現

識字和識數
未能認讀簡單的字詞，
對剛學過的字詞也不能
讀出
難以掌握數字的概念

專注力
容易分心
不能安坐
容易疲倦

小一及早識別計劃 - 家長可
怎樣觀察子女的學習情況？



有學習困難的子女
可能會有以下的表現
書寫
不能書寫簡單
字詞
執筆抄寫時顯得
很吃力
經常擦拭字體
倒轉字母或部件

語言能力
常誤解別人的說話
不能清楚表達自己的需要

記憶力
難以跟隨多個步驟的口頭
指示

例如:「去廚房/攞對筷子/擺
喺檯上面。」

家長可怎樣觀察子女的學習情況？



學生支援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規劃有關支援特殊教育需要的措施

 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師
協助推行各項措施，以照顧有需要的學
生

-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周淑嫻

- 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師 陳嘉殷



學生支援
 專業支援團隊(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

師)
各專業人員定期駐校，為有需要的學生進行評估、治療、

輔導及進行其他預防性或跟進工作，改善學生言語、
語言、行為、社交及情緒等各方面的表現。

- 言語治療師 黃綺華姑娘

- 教育心理學家 黎詠琪姑娘



學生成長學習



駐校社工

謝梓澄(謝姑娘) 林明灝(林sir)

駐校時間 星期一至五 8:00am-4:30pm

保良局學生輔導服務
督導主任：李德威先生



多元活動、全人發展

1.生活體驗活動
2.班級經營活動
3.校本輔導計劃及活動



生活體驗活動
1.以實踐為本，透過遊戲和活動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憑自身的意向和方法完成任務

2.學生在參與的過程中獲得實際體驗，當這些體驗

轉化成有用的知識和技能，可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3.從體驗中吸收的感受帶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



體驗活動
初小 自理小勇士

（學習穿衣服、扣衣鈕、收拾書包等）
自我照顧、合作體驗活動

高小 理財工作坊

「人情味」劇場、「荃能勇士」工作坊

升中體驗活動



無難度啦！



好簡單





也要清潔乾淨自己的桌子



非常合作



禪繞畫！！



設身處地，用心體驗





互助互愛，共建高樓



從桌遊中學習理財觀念



在餐廳點菜



全級共渡時光！







做農夫，
也有樂趣



吃喝玩樂～
ＹＥＡＨ！

努力釣魚
中…



班級經營活動
目標：
1.培養學生盡責守規、與人合作的良好品德(班
照、班徽、班規)

2.培養學生積極、主動幫助有需要的人，懂得
感謝別人的幫忙
(一人一職、心聲分享、生日會)

3.加強學校與家庭的聯繫



活動內容：(三個主題活動)
1.新居入伙
-訂立班規、一人一職、班徽設計、班相拍攝
2.生日會
-為學生舉行生日會，每三個月一次，全年共4
次

3.心聲分享
-讓學生向老師訴心聲



１Ａ班



１Ｂ班



１Ｃ班



１Ｄ班



１E班



班徽









小一生日會



小一生日會



小二至小六在課室進行生日會



心聲分享



心聲分享



校園生活



校園生活



校本輔導計劃及活動
好人好事大搜查



校本輔導計劃及活動
愛心扭蛋機



校本輔導計劃及活動
午間小廣播



校本輔導計劃及活動
桌遊活動



校本輔導計劃及活動
朋輩小天使



校本輔導計劃及活動
荃心天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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