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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9-2020 年度中國語文科工作計劃-總結檢討報告 

發展目標： 

1. 建立學習型教學專業群體，進行專業對話及教學策略/技巧之運用和發揮 

2. 照顧學習差異，提升學生成績 

3. 建立正面的學習習慣：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培養學生學習主動性和思維能力 

 

整體規劃：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學習型

教學專

業群體 

1 教師專業培訓 

1. 觀課： 

  在教學過程中著重運用「TARGET」教

學法，須在關鍵的教學位置，靈活運用

「TARGET」教學法，持續深化「A:自

學」，優化教學設計，培養學生學習主動

性及思維能力，體現自主學習精神，提

升教學成效。 

 70%教師認同在教學

設計及課堂教學上

體現自主學習的元

素及提升學生思維

能力。 

 從新入職教師及同儕

觀課、教學設計中均

見各教師著重運用

TARGET 教學法中

「A:自學」及「E:評

估」加強學習效能。 

 於教學設計中標示思

維能力訓練部份。 

 教師在編寫教學計劃

時持續有序而恰當地

教導思維能力，在教

學設計上呈現與教學

內容相連貫，以提升

教學成效。 

 

- 由於疫情影響而停課， 

取消下學期的評核性 

觀課及同儕觀課。 

 級統籌監督並檢視

備課紀錄，確保質

素。 

 

 來年將強化預習和

延伸學習的安排，

務求更貼合學習重

點，完善單元設

計，提高自主學習

元素。 

 

 來年教師專業培訓

以閱讀策略、電子

學習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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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2. 共同備課︰ 

  聚焦及持續深化「TARGET」教學法中

「A:自學」，加強科任間於備課前的準備

及會議的專業交流。 

  優化「備課資料庫」 

 

 70%教師表示為共同

備課作充足準備及在

會議中作專業交流。 

 90%以上教師表示在

共同備課前作好充足

的準備，其在共同備課

會議中作出專業交

流，並在教學設計及課

堂教學上體現自主學

習的元素及提升學生

思維能力。 

 

 檢視備課紀錄後，約

90%教師的表現理

想，惟部份級別/課次

的教學設計略為粗

疏，未能有層次地勾勒

教學重點或回應科組

發展要求。 

 

3. 科研會議： 

  科主任根據本科發展重點編訂相關主

題，呈現層級間作交流，培訓各級統籌

協助發展中文科校本課程，其中包括：

i)體現自主學習元素的課堂，培養學生學

習主動性及思維能力的方法 ii) 根據校

外評估成績數據，適時檢視教學策略。 

 

 70%教師認同科本活

動能促進自己對本科

的專業認知和成長。 

 

 70%教師同意交流活

動能啟發教師設計具

自主學習元素的課

堂，有助課堂實踐，

提升信心。 

 100%級統籌同意科研

會議能有助促進本科

的專業成長﹔100%教

師認同科本活動能促

進自己對本科的專業

認知和成長。 

 由於疫情影響而停

課，取消下學期兩次科

務會議分享、科研會

議、校本支援經驗分享

及文學單元教學優秀

課堂分享。留待復課後

安排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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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4. 校內教師於三次科務會議中分享「自主學

習」的課堂及「TARGET」教學法，如何

體現自主學習元素和培養學生學習主動性

及思維能力的方法。 

5. 校外群體協作或支援： 

 香港教育大學中文科導師作專業培訓及 

指導。 

 邀請友校科研或交流活動。 

 香港教育大學 SECI 課程領導及管理，促 

進課程領導與知識管理，啟動知識及教 

學策略的創新。 

 參與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評估素養） 

 
 香港教育大學 SECI課

程領導及管理行動研

究︰復課後進行課堂

研究，進行探究式研

習，讓校內教師參考。 

 教育局校本支援——

課程發展專業領導計

劃，持續優化小六校本

課程設計，並於小四級

試後文學單元結嘗試

結合電子學習元素教

學，回應來年學習發展

需要。 

 

  6. 跨科專業交流：與其他科作跨科專業交

流，分享具自主學習元素的課堂和教學

法，以助提升教學成效。 

  高小︰03-02-2020（暫定） 

  初小︰13-07-2020（暫定） 

  由於疫情停課，取消跨

科專業交流活動。 

校本課

程規劃

及設計 

2,3 中文科校本課程 

1. 特色一： 美文學習，提升語感  

  持續深化美文教學，在教學計劃中須加

入美文集篇章，成為單元教學重點之

一，學生除了在轉堂期間朗讀《美文集》

外，鼓勵科任老師於每天授課前或配合

課文教學，著學生朗讀指定篇章，讓學

生感受閱讀優秀文學作品的愉悅和樂

趣。 

 

 70%教師同意朗讀

《美文集》及教授增

潤文學作品，能提升

學生欣賞美文的能

力，掌握賞析方法。

（韻律、結構、修辭、

用字或情感） 

 完成美文集縱、橫向

框架及生命教育元素

編入相關美文篇章。 

 

 能在教學計劃中加入

美文集篇章，成為單元

教學重點。科任老師根

據教學計劃表按時教

授有關篇章。停課期

間，教師按進度要求教

授美文篇章（教學影

片）。 

 

 加強科任老師就篇

章講解其中的韻

律、結構、修辭、

用字或情感等方

面，運用推測策略

教授美文，幫助學

生體會語文之美。 

 



第 4 頁／共 105 頁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約 86%教師同意朗讀《美

文集》及教授增潤文學作

品，能提升學生欣賞美文

的能力，掌握賞析方法。 

 學生於上學期轉堂期間

朗讀《美文集》，惟部份

班別表現不佳。 

 與班主任、科任和 

訓輔組溝通，加強

管控學生於轉堂

的朗讀美文集的

表現。 

 

 根據《美文集》的縱、橫向框架，教師於

教授美文時，運用明確的科本知識和評賞

方法古詩文。 

 教師已於第二次會議中

檢討《美文集》的縱、橫

向框架，並於學期年終略

作調整或修訂。 

 增潤文學作品：根據科組試後文學教學規

劃進行課程剪裁，讓各級騰出空間教授合

適的增潤文學作品教材，提升學生欣賞美

文的能力。 

 根據科組試後文學教學

規劃，於下學期由級統籌

帶領科任教師編選合適

增潤文學作品教材，作為

試後文學教學，留待復課

或來年教學之用。 

 落實試後文學教

學，教授相關閱讀

（賞析）策略，設

置自主學習活

動，積累經驗。 

 生命教育︰ 

有關生命教育的美文教學︰美文集取材

內容與愛惜生命、尊重生命、探索生命有

關。 

 美文集題材回應校本生

命教學的規劃（詳見中期

檢討）。 

 學生大致熱衷美文賞

讀，能從美文中認識和體

會品德情操、家國情懷、

熱愛生命等我國文化內

涵，從而對自身作反思，

享受閱讀和了解美文，有

效回應校本生命教育的

發展方向。 

 科主任因應校本

生命教育的指

引，於年終修訂美

文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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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2. 特色二：讀寫結合，遷移學習 

 持續優化各級寫作筆記內容，把單元

教學重點與寫作結合，以讀帶寫。 

 

 70%教師表示同意

單元設計能做到讀

寫結合﹔ 

 

 60%學生於寫作課

業能掌握小練筆構

思題材，豐富內

容﹔能運用所學的

詞彙、修辭技巧等

科本知識。 

 

 教學設計上編排相

關閱讀策略的提問 

 

 從單元教學、寫作工作

紙的設計可見，約 90%

教師注意讀寫結合，並

優化寫作工作紙。超過

93%教師表示能完成

上述要求。 

 

 重點運用閱讀策略進行

深度閱讀，提升閱讀效

能。 

 

 著學生於寫作前善用《校本寫作筆記》

進行預習，如先閱讀相關體裁的文章

或自習實用文的格式等，提升自主學

習效能。 

 本年度沿用《校本寫作

筆記》作寫作預習，提

供基本範例，讓學生模

仿，進行學習遷移。 

 持續優化《校本寫作筆

記》，按需更新範文。 

 

 優化寫作工作紙及教學設計，加強訓

練學生思考寫作題材和教授起草大

綱，培養思維能力。 

 各級的寫作工作紙運

用有系統的寫作大

綱，協助學生解題，並

引導學生思考和構題。 

 利用不同渠道或平台提

升學生閱讀量，以助學

生進行學習遷移或模

仿。 

 持續優化寫作工作紙及

教學設計，運用更恰當

的思維 / 組織工具(加

強訓練學生思考寫作題

材、教授起草大綱、加

強指導修正病句、強化

詞語運用)，連結教學重

點。 

 寫作自評表及評分表中

要求必須運用所學的詞

彙、修辭技巧等科本知

識。 

 因應學生能力，提升寫

作要求（質素和字數要

求） 

 要求學生在寫作時必須運用所學的詞

彙、修辭技巧等科本知識。老師以此

作為其中一項評改標準。 

 未能建立成常規。 

  各級持續運用閱讀策略縱向策略，讓

學生有系統地學習閱讀策略。 

 教學設計上編排相關

閱讀策略的提問和教

學內容，並標示高階思

維討論題目﹔表現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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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學與教 2 

3 

1. TARGET 高動機教學法 

  課堂教學：以 TARGET 教學法進行

教學，須在關鍵的教學位置，靈活運

用「TARGET」教學法，培養學生學

習主動性及思維能力，體現自主學習

精神，提升教學成效。 

 

 70%教師︰ 

- 能在教學設計及課堂

教學上體現自主學習

的元素及提升學生思

維能力。 

- 優化項目成效理想︰

寫作工作紙(加強訓

練學生思考寫作題材

和教授起草大綱)能

提升學生的寫作表現

及思維能力。 

- 同意設計多元化的課

業(如語法工作紙、成

語練習、延伸工作紙

等)，能提升學生語文

能力和學習興趣，照

顧學習差異 

 80%單元設計能做到

讀寫結合，實踐

「TARGET」教學法。 

 60%學生於寫作課業

能夠遷移單元所學。 

 

 

 下學期各級於停課期

間，科任持續優化單元教

學設計，以科本知識為

本，擷取科本教學重點，

呈現自主學習和探究精

神，提升學生學習效能和

興趣。 

 86%教師表示能完成優

化寫作工作紙。 

 近 90%單元教學設計可

見，各級嘗試持續運用

TARGET 教學法及自主

學習策略，適度地挑選具

意義而學生感興趣的內

容，並加入思維訓練教學

內容，呈現自主學習和探

究精神，提升學生學習效

能和興趣。 

 各級因應學生的獨特

性，誘發學生生活經驗及

連結教學重點，設計寫作

工作紙，提升學生的寫作

興趣及自我效能感。 

 停課期間，利用教學影片

作解題或提高寫作示

範，協助學生寫作，回應

科組發展方向。 

 見中文科校本課程特色

二。 

 

 持續優化單元教

學設計，以科本知

識為本，擷取科本

教學重點，配合具

自主學習元素的

教學設計，並強化

預習和延伸學習

的安排，務求更貼

合學習重點，完善

單元設計，提高自

主學習元素。 

 建議教師參考本

年度第一次會議

中「中國語文科科

本調適方法」及六

年級校本支援的

寫作工作紙，設計

更適切、高效的寫

作工作紙，照顧學

生學習差異。 

 見中文科校本課

程特色二。 

 

 

  教學設計內容深究持續優化︰(1) 適

度選取學生感興趣的課題或教材。(2) 

內容深究的題目打*號。(3) 加入重

整、延伸類題目供課堂討論，並提供

思維訓練的練習。(4) 加入討論、交

流的課堂活動，加強學生投入感。(5) 

明確地指出運用的教學  / 學習策

略。科任教師因應學生的學習表現而

調整教學內容，並在共同備課表中作

紀錄。 

  各級因應讀本課文的語文特色並按學

生不同的能力及需要，設計寫作工作

紙，達到「由學生的能力出發，照顧

不同能力」的目標，能力較高的學生，

工作紙須較具挑戰性，如必須運用成

語或更多特定的寫作技巧；能力較弱

的學生，須提供適切的提示幫助完成

寫作。 

  各級須根據各個單元的教學重點擬訂

各類課業，特別在寫作工作紙上，須

把單元教學重點與寫作結合，強調以

讀帶寫。見中文科校本課程特色二：

讀寫結合，遷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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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2. 設立科本自學能力政策 

  設計自學任務： 

- 課前(學習基建)︰優化各級各個學

習單元預習工作紙，加強「以情帶

動」的元素，配合情境、探究課題、

生活經驗等方式，營造學習氣氛和

必要性，提高學習興趣，為課前作

好準備。 

- 課中(運用)︰運用預習工作紙以助

學習。課堂上著學生自行摘錄筆

記，內容包括：寫作背景，課文學

習重點或詞彙搜集等﹔提供不同渠

道學習科本知識，讓學生能按自己

的學習風格，選擇學習起點。 

- 課後(鞏固和延伸)︰優化課後延伸

活動，以鞏固學習或延伸學習為

主，配合教學重點，讓學生進行學

習或興趣的延展﹔持續進行「翻轉

教室」，四至六年級教師全年不少於

一次以短片方式，教授修辭手法，

著學生在課餘時間收看，延伸學習。 

 

 70%教師表示同意設

立科本自主學習策

略，根據學生學習需要

於課堂前（以情帶

動）、中（不同的學習

起點 / 渠道來學習科

本知識）、後（延伸學

習）設計以科本知識為

本的自主學習教學活

動，有助提升學生的自

學能力。 

 

 上學期一至六年級在每

個學習單元均安排預習

工作紙，強調「以情帶

動」的元素，帶動課堂

學習，並透過課堂前、

中、後的活動，提升學

生自主學習的成效(見

TARGET 高動機教學

法)，惟下學期因停課影

響，難以透過教學影片

或實時教學進行多元化

的學習交流。 

 超過 93%教師設計以科

本知識為本的自主學習

教學活動，有助提升學

生的自學能力。 

 部份單元設計仍未能有

效讓學生按自己的學習

風格，選擇學習起點。 

 

 

 來年將強化預習

和延伸學習的安

排，務求更貼合學

習重點，完善單元

設計，提高自主學

習元素。 

 計劃以古詩文教

學為主幹，運用多

元智能語文學習

的方式進行教

學，並嘗試將此方

式擴展至其他單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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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電子學習： 

- 善用網上學習資源，建立延伸學

習資料庫。 

 

 完成自主學習電子學習

資料庫 

  四至六年級教師完成

製作一次「翻轉教室」

教學影片。 

  BYOD / STAR 教學應

用方案。 

  建立各級內聯網網上

學習資料庫。 

 

 部份單元設計已恆常

地設有課後延伸活動。 

 各級教師已於停課期

間完成不少於一次以

短片方式，教授課堂內

容，著學生在課餘時間

收看，並運用表單

（Google Form）收集

學生家課。 

 

 持續進行於內聯網

上保存相關網上學

習資料。 

 嘗試運用學習平台

（如︰Google 

Classroom），加強教

師與學生之間的學

習交流，擴充學習

時間。 

 介紹及運用電子自

學工具（如網上字

典），促進學生自主

學習。 

  拔尖與優化小組︰ 

- 四年級及五、六年級精英班的科

任老師，須根據校方「BYOD」

政策要求，制定相關教學內容。 

- 普通班的科任老師每學期不少於

一次運用「STAR」平台，讓學生

額外進行聆聽、閱讀練習 

 

 60%學生能於課餘時間

持續學習，鞏固所學。 

 

 

 各級教師持續於內聯

網上保存相關網上學

習資料。 

 受停課影響，各級教師

製作教學影片。約有

50%學生進行相關的

練習。 

 五、六年級科任老師以

重温教學重點、進行學

習延伸、拔尖訓練等方

式進行實時教學。 

 

 於長假期持續為學

生提供網上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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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3. 培養學生正面的學習習慣 

  設立科本獎勵計劃：於每次考試後計算 

- 「默默耕耘」獎 

每學期結算：5 次默書中其中 3 次 

達 100 分或以上 

- 「中文狀元榜」 

每班考試成績最佳榮升「狀元」 

- 「中文科飛躍進步」獎 

(在「卷二」的總結考試成績比中期 

考試提升 10 分) 於每次課業後計算 

- 「能言善辯」獎 

每次說話練習後，科任老師和學生按 

評核準則選出得獎學生，以茲鼓勵。 

- 「寫作創意大師」獎 

每次寫作練習後，科任老師和學生按 

評核準則選出得獎學生，以茲鼓勵。 

 

 70%教師表示同意設

立科本獎勵計劃能培

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習

慣，嘉許學生的成就。 

 

 

 級統籌老師已為各級

學生於停課期間每天

安排網上自學課業。 

 受停課影響，未能將禮

物派發予得獎學生，復

課後跟進處理。 

 受停課影響，學生在家

學習表現較鬆散，需多

作鞭策。 

 60%教師表示同意科

本獎勵計劃能培養學

生良好的學習習慣，嘉

許學生的成就。 

 

 持續推行科本獎勵

政策，表揚及肯定

同學們的努力，培

養學生積極正面的

學習態度。惟表揚

方式需略作調整，

提高成效。 

  展示學生寫作佳作： 

- 每學期不少於2次於課室壁報展示及

派發學生寫作佳作，具體讚賞作品的

優異之處如用詞精準、文句富變化

等，讓學生欣賞及學習。 

- 科任老師評講學生佳作時，針對學生

運用課堂所學的科本知識，予以肯定

和讚賞。 

 

 80%教師表示評講及

展示學生佳作、級本活

動等，能鼓勵學生彼此

欣賞及積極學習。 

 

 

 超過 93%教師表示評

講及展示學生佳作、級

本活動等，能鼓勵學生

彼此欣賞及積極學習。 

 

 

 級統籌及科主任於

學生寫作後加強巡

視，並提醒科任老

師展示學生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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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進行級本學習活動： 

- 配合所朗讀的美文篇章，各級可利

用一至兩篇誦材，安排於星期二聯

課活動時段進行詩歌集誦比賽。各

級需選取相同的新詩/古詩作品參

賽(日期待定) 

- P.1- P2：詩歌集誦比賽 

- P.3-P.4：詩歌集誦比賽 

- P.5-P.6：詩歌集誦比賽 

  

 受停課影響，取消校內

一、二、五和六年級的

美文朗誦比賽。 

 

 

 持續進行。 

  利用校園電視台或於內聯網上載影片

方式播放上述活動獲獎的班別演出，

讓學生欣賞及學習。 

評估 2 善用評估改善機制： 

 運用「單元小測」，檢視學生學習難點，

並即時作出有效跟進。 

 

 單元小測、校內外

評估、分析報告有

助檢視學生學習難

點，即時作出有效

跟進。 

 

 

 各級於中期考試及總結

考試前已進行最少一次

「單元小測」，檢視及跟

進學生的學習難點。 

 

 持續運用「單元小測」，

檢視學生學習難點，並

即時作出有效跟進。 

 

 檢視「單元小測」份量

和形式，提升評估效

能。 

 善用試後檢討報告，反思並改善教學，

跟進學生弱項和學習難點(二至三個)，設

計工作紙和相應學習活動，並於試後兩

周內完成。 

  上學期各級均利用中期

考試試後檢討報告，反

思並改善教學，跟進學

生 2-3 項學習難點，相

關教材保存在內聯網。 

 持續善用試後檢討報

告，利用質性或量化方

法，反思並改善教學，

跟進學生弱項和學習難

點。 

 於來年度其中一次科組

會議中，分享分析學生

表現的方法，以加強科

任老師對此的精準度。 

 善用校外評估成績數據，適時檢視教學

效能。 

  於 8/1/2018 中文科 TSA

詳細分析本校學生 2018

年度全港性系統評估表

現(詳見會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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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根據學生的考試分數(如閱讀範疇 / 

語文知識範疇)，選取特定學生群組

並針對性選取相關的教學內容或練

習，提升學生學習表現。 

 根據學生考試表現，進

行適切的優化小組分

組，有助改進學生表

現。 

  來年科組工作須根據 7/1/2020

中文科 TSA 評估表現會議落

實的各項工作而訂定。 

除持續深化去年的關注點

外，並關注以下各項︰ 

(1) 根據校本學習能力規劃

表，於共同備課中訂立明

確的說話教學重點(相關教

學法)及擬定說話教材(如

工作紙及簡報等)，由級統

籌負責監察。 

(2) 小二、三科任須於教學期

間（讀文教學）教授歸納

段意、主旨的方法，並於

教學設計中呈現相關教學

內容。 

(3) 略為提高小二級教、考、

評的程度，以配合小三

TSA 的要求。 

(4) 於寫作前，教師須多作引

導和啟發，提升學生學習

興趣。 

(5) 於寫作前，教師須運用寫

作筆記或名家名篇（可參

考精英課程文件），加強寫

作前的知識導入。 

(6) 高小教師教授說明性文體

時，補充教授說明方法及

其作用、文句特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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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mel Leung Sing Tak School 

2019-2020 English Department Annual Plan Evaluation Report 

Objectives： 

1. Develop a team of teachers engaged in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n teaching strategies/ skills that are shared between all team  

members  

2.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 and to enhanc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3.  Develop a positive learning culture amo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a) increase motivation and self-learning ability and b) strengthe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wareness of his/ he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Overall Plan： 

Scope  Objectives Plans/ Strategies/ Tasks Performance Indicators Evaluation 
Improvements 

/ Follow-up measures 

Develop a 

team of 

teachers 

engaged in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n teaching 

strategies/ 

skills that are 

shared 

between all 

team  

members 

1, 3 1.1 Lesson studies will be 

carried out at each level. The 

main focuses will be related to 

(T: Task), self-learning strategies 

(A: authority), developing  

ideas (supporting details) and  

scaffolding. Debriefing and 

follow-up work should be done 

after observations. Teachers’ 

reflection and specific 

improvement areas should be 

marked down in peer lesson 

observation records.  

 

 

 

 

 

 

 

 

 

 80% of the teachers 

agreed that the 

feedback that they 

obtained in the lesson 

studies helped them 

improve their teaching.  

 80% of the teachers’ 

lessons contained one 

of the main focuses of 

the lesson studies. 

 Panel head agreed that 

70% of the teachers got 

improvement in 

teaching after peer 

observation.  

 

 

 

 

 

 

 

 Lesson stud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P5 

and P6 in the 1
st
 term. 

Due to the class 

suspension to all 

schools in Hong Kong 

after Chinese New 

Year, P1-P4 could not 

conduct peer lesson 

observation in the 2
nd

 

term.  

 100% of the P5 and 6 

teachers agreed that the 

feedback that they 

obtained in the lesson 

studies helped them 

improve their teaching. 

 100% of the P5 and 6 

teachers’ lessons 

contained one of the 

main focuses of the 

 Teachers should plan 

their lessons according 

to students’ abilities 

and learning habits so 

that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can further be 

enhanced.  

 Teachers should 

carefully design the 

learning tasks and the 

strategies adopted. It is 

not compulsory to have 

group / pair work in 

lesson observation.  

 E-learning tools should 

be used more 

frequently in lesson 

time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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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Objectives Plans/ Strategies/ Tasks Performance Indicators Evaluation 
Improvements 

/ Follow-up measures 

 

 

 

 

 

 

 

 

 

 

 

 

 

 

 

 

 

 

 

 

 

 

 

 

 

1.2 Develop a professional 

sharing culture in the 

department. All English teachers 

have to videotape one of their 

lessons at least once per year to 

 

 

 

 

 

 

 

 

 

 

 

 

 

 

 

 

 

 

 

 

 

 

 

 

 

 100% of the teachers 

videotaped their 

lessons for sharing.  

 100% of the teachers 

demonstrated how to 

apply either e-learning 

lesson studies. 

 Due to the class 

suspension to all 

schools in Hong Kong, 

panel head did not have 

any chance to observe 

teachers’ lesson. So, it 

is not possible for her 

to agree that 70% of 

the teachers got 

improvement in 

teaching after peer 

observation.  

 From P5 and P6 peer 

lesson observation, 

e-learning is good for 

motivating students to 

learn.  

 From the panel head 

observation, teachers 

should have a better 

scaffolding of tasks so 

that students could 

learn better.  

 

 Around 33.33%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could 

not do it due to the 

class suspension in 

second term.  

 For those who 

 

 

 

 

 

 

 

 

 

 

 

 

 

 

 

 

 

 

 

 

 

 

 

 

 

 More professional 

sharing about adopting 

e-learning and 

self-learning strategies 

should be done in 

co-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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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Objectives Plans/ Strategies/ Tasks Performance Indicators Evaluation 
Improvements 

/ Follow-up measures 

demonstrate how to apply 

e-learning tools (e.g. book 

creator, kahoot) / the 

strategies/pedagogies (e.g. 

self-learning, evaluation) they 

learnt in the department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mes. 

 

 

1.3 Level co-planning meetings 

should focus on pedagogies and 

scaffolding of tasks in order to 

enhance learning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1.4 Professional committee 

meetings among level 

coordinators will be held four 

times. The sharing will be 

related to e-learning tools, TSA 

tools or self-learning 

strategies/ pedagogies 

they learnt in the 

department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mes.  

 

 

 

 

 100% of the co-plan 

records showed the 

pedagogies and 

scaffolding of tasks to 

be adopted in teaching.  

 

 

 

 

 

 

 

 

 

 

 80% of the level 

coordinators tried out 

the practices that they 

learnt in the committee 

meetings.  

videotaped their lesson 

in the 1
st
 term applied 

either e-learning tools 

or self-learning 

strategies in the lesson.  

 From sharing,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do not familiarize with 

the use of e-learning 

tools.  

 

 100% of the co-plan 

records showed the 

pedagogies and 

scaffolding of tasks to 

be adopted in teaching. 

However, some of 

them did not show the 

detailed steps clearly.  

 

 

 

 

 

 

 

 Two were done in the 

whole academic year. 

The 1
st
 one was done 

by the advisory teacher 

from the NET section. 

 Level coordinators 

should take a leading 

role in developing a 

positive professional 

sharing culture.  

 

 

 

 

 

 

 Panel head assigned 

level coordinators to 

review and amend all 

the co-plan records 

with detailed and clear 

teaching steps with 

level teachers before 

summer holiday.  

 Level coordinators 

should put discussing 

pedagogies as the 1
st
 

item in every co-plan 

meeting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School-based SECI 

model, e-learning and 

self-learning strategies 

will be the focus for the 

committee meeting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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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Objectives Plans/ Strategies/ Tasks Performance Indicators Evaluation 
Improvements 

/ Follow-up measures 

evaluation and follow-up  

work, the learning mode 

‘TARGET’ ---focus on A: 

Authority (self-learning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the Pre-S1 

training. 

 

 

 

 

 

1.5 School-bas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uggested topics: 

  Reading strategies and 

activities  

  Reading levelling  

  E-reading platform 

  Selecting an appropriate 

extended reading 

materials for students  

 Hong Kong Education 

University SECI 

curriculum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programme 

 SCHOLAR: e-writing 

 

 

 

 

 

 

 

 

 

 

 

 

 

 

 

 80% of the teachers 

tried out the practices 

learnt in the panel 

meetings/ school-based 

PD programme.  

The topic was related 

to process writing. The 

2
nd

 one was about our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TSA.  

 100% of the level 

coordinators tried out 

the practices they 

learnt in the committee 

meeting while P3 and 6 

teachers used the TSA 

analysis to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ir 

weakest areas.  

 

 Reading levelling was 

shared in P1 and P2 

co-planning.  

 A professional sharing 

about the latest 

E-reading platforms 

was done in the 1
st
 

panel meeting.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orkshop 

about the Hong Kong 

Education University 

SECI curriculum 

leadership and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NET teachers should 

take an initiative in 

sharing some good 

practices, especially in 

our students’ weakest 

areas – reading, with 

the local English 

teachers.  

 It is advised that 

teachers should attend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orkshops offered by 

EDB/ professional 

bodies/ universities 

more often in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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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Objectives Plans/ Strategies/ Tasks Performance Indicators Evaluation 
Improvements 

/ Follow-up measures 

programme 

 SCHOLAR: Drama 

teaching  

 

management 

programme was done 

on 8
th

 January, 2020. 

The programme was 

originally scheduled to 

be launched in P3 in 

May 2020. However, 

due to class 

suspension, it will be 

postponed to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The SCHOLAR 

e-writing programme 

and drama teaching 

programme would not 

be done because those 

programmes have to 

launch in lesson time.  

spare time so that they 

can better equip 

themselves with the 

latest updates of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the 

pedagogies.  

 The SECI programme 

would be launched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Curriculum 

Planning and 

Design  

2, 3 2. A new literacy curriculum, 

Space Town 

(Focus: develop students’ four 

language skills as well as other 

learning skills) 

2.1 A new literacy curriculum, 

Space Town, which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ur key 

skills, and learner autonomy 

using the latest teaching 

strategies, such as e-learning and  

self-directed learning will be 

 Teachers highlighted 

the amendments and 

put the materials into 

the respective folders 

on the server.  

 Teachers agreed that 

80% of the students 

were able to manage 

the learning tasks by 

themselves.  

 

 

 It is observable that 

some teachers who are 

new to the Space Town 

programme, could not 

follow and understand 

the programme and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adopted.  

 With 1
st
 term 

observation and 

 Space Town 

programme will be 

launched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More teachers will be 

sent to Space Town 

training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The advisory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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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Objectives Plans/ Strategies/ Tasks Performance Indicators Evaluation 
Improvements 

/ Follow-up measures 

continued in P1 and launched in 

P2. With the experience from the 

previous year, some of the 

materials will be amended so 

that they match our students’ 

needs.  

 

 

 

 

 

 

2.2 School-based Curriculum 

(Focus: reading to writing and 

e-learning tools to cater for 

learners’ diversity) 

P.3-6: 

1. E-learning tools should be 

adopted as a pedagogy in 

teaching to better cater to 

learners’ diversity.  

 

 

 

 

 

 

 

 

 

 

 

 

 

 

 

 

 

 

 

 

 

 

 

 

 

 All the teachers tried at 

least one of the tools 

introduced in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orkshops, once in the 

academic year.  

 

 

 

 

 

 

 

co-planning discussion, 

some students could 

not manage the 

learning tasks by 

themselves. Therefore, 

some amendments are 

made and marked 

down in co-plan 

records after the 

discussion in co-plan 

meetings.  

 

 

 

 

 E-learning tools are 

used more frequently 

than before. E.g.  

P2: Class Dojo 

P5: Kahoot 

P6: Mentimeter  

Elite class: flip 

classroom 

 Students are more 

motivated to learn and 

participate more 

actively in learning 

when e-learning tools 

from the NET section 

will come frequently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teachers, 

especially P2 and P3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Teachers should use 

the e-learning tools 

appropriately 

according to the 

design of the learning 

tasks.  

 Teachers should mark 

down the e-tools used 

in co-plan records.  

 The department will 

try to compromise 

with computer studies 

and streng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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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Objectives Plans/ Strategies/ Tasks Performance Indicators Evaluation 
Improvements 

/ Follow-up measures 

 

 

 

 

 

 

 

 

 

 

 

 

 

 

 

 

2. Teachers should ask students 

to finish the writing in the 

lesson time at least once per 

term.  

 

 

 

 

 

 

 

 

 

 

 

 

 

 

 

 

 

 

 

 

 

 

 

 

 

 

 70% of the teachers 

agreed that most of the 

students could finish 

the learning tasks by 

themselves.  

 Teachers marked down 

the topic students wrote 

in the lesson time in the 

co-plan records.  

 100% of the students 

expressed that they 

tried to write by 

themselves in the 

are used.  

 From observation and 

sharing among 

teachers, students, 

parents and teachers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use of e-tools.  

 

 

 

 

 

 

 

 

 100% of the teachers 

asked students to write 

in class once in the 

whole academic year. 

Teachers could not do 

it once per term 

because of the class 

suspension in the 2
nd

 

term.  

 Some level 

coordinators did not 

mark down the selected 

writing topic for this 

students’ computer 

literacy so that they 

can support 

themselves with 

e-learning.  

 The department will 

try to arrange 

workshops for parents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so that 

they can support 

students with 

e-learning at home.  

 

 

 Panel head reminded 

the level 

co-ordinators to keep 

a clear record of it 

during suspension 

period.  

 This practise will 

become a regular 

practise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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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Objectives Plans/ Strategies/ Tasks Performance Indicators Evaluation 
Improvements 

/ Follow-up measures 

 

 

 

3. To fit in with the change to a 

new textbook, the 

school-based reading to 

writing booklets will be 

developed in KS2.  

 

 

4. Two e-platforms will be 

introduced to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focuses --- 

I-Learners focuses on 

enhancing students’ 

motivation and strengthening 

reading, listening and 

phonics skills while Bug 

Club focuses on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read more and get more 

exposure to information texts 

in a native context.  

 

 

 

 

5. Good students’ work with 

lesson time. 

 

 

 

 

 Teachers put the newly 

designed reading to 

writing booklets on the 

server.  

 

 

 

 50% of the students did 

the exercises provided 

by I-Learners 50% of 

the days on average. 

 For Bug Club, teachers 

selected at least 2 

books, which are 

information texts, for 

each module as the 

extended reading 

materials and kept a 

record in the co-plan 

records.  

 

 

 

 

 

 

practice explicitly in 

co-plan records.  

 

 All the booklets were 

created and amended in 

this academic year.   

 

 

 

 50% of the students did 

the exercises provided 

by I-Learners 50% of 

the days on average. 

 Students and parents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I-learners platform.  

 Most classes assigned 

Bug Club readers to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SOW during 

suspension.  

 Some parents and 

students expressed that 

they enjoyed reading 

the e-readers from Bug 

Club.  

 

 Teachers have kept 

 

 

 

 Teachers should 

amend the booklets 

every year base on 

students’ learning 

needs.  

 

 More support is 

needed for parents by 

English department.  

 The department will 

create a video to 

teach parents how to 

get access and use the 

e-platforms, I-learner 

and Bug Club.  

 

 

 

 

 

 

 

 

 The panel head will 

sit in co-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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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Objectives Plans/ Strategies/ Tasks Performance Indicators Evaluation 
Improvements 

/ Follow-up measures 

constructive feedback should 

be shared in class and 

co-planning.  

 

 

 

 

 

 

 

 

 

 

 

 

 

 

6. Selected level teachers 

should use the “flip class” 

strategy in one of the units in 

the academic year.  

 

 Teachers videotaped 

the students reading 

aloud their 

‘masterpieces’ in the 

lesson at least once per 

term and kept a record 

on google drive.  

 Teachers uploaded the 

good students’ work 

onto the server and 

kept a copy in the 

co-plan record.  

 80% of the teachers 

expressed that they 

discussed how to 

enhance students’ 

writing using the 

‘masterpieces’ in 

co-planning.  

 

 

 The unit plan and 

related materials were 

kept in the co-plan 

record.  

copies of good 

students’ work on 

server. They did 

sharing in co-planning 

and tried to help 

students write better. 

However, teachers do 

not have high 

expectation on 

students, hence, 

students’ work were 

not at high standard.  

 For reading aloud of 

good students’ work, it 

was still not a common 

practise in the school. 

Only a few classes did 

it in the 1
st
 term. 

 P6 elite class has 

adopted flip class 

strategy in the 1
st
 term.  

 With the class 

suspension, all English 

teachers are familiar 

with “flip-class” 

strategy already.  

 

more frequently to 

support level 

coordinators to 

develop high quality 

students’ work with 

level teachers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Level coordinators 

have to remind level 

teachers to videotape 

the reading aloud of 

good students’ work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Flip-class” strategy 

will be adopted at all 

levels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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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Objectives Plans/ Strategies/ Tasks Performance Indicators Evaluation 
Improvements 

/ Follow-up measures 

Learning and 

Teaching 

2, 3 Learning Strategies 

1. Incorporate Project learning 

(main focuses: language use 

across curriculum and value 

education/ national identity 

development) into the P.4-6 

curriculum and the 

framework and materials 

should be developed and put 

on the server.  

 

2. Incorporate ‘TARGET’ 

(main focus: Authority – 

self-learning) into the P.1-6 

curriculum and teachers use 

some self-learning strategies 

suggested either in the 

departmental self-learning 

guidelines or learnt from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mes regularly when 

preparing lessons.  

 

3. (Recognition) A 

departmental award scheme 

will be launched to recognize 

students’ effort. 

 

 

~ Teachers uploaded the 

framework and materials 

on the server.  

~ 80% of the P.4-6 

students agreed that the 

project learning provided 

them an opportunity to use 

the language in a real life 

situation/ context.  

 

 

 

~ The skills adopted were 

highlighted in the co-plan 

record.  

~ The materials designed 

were kept in co-plan 

records.  

~ 80% of the teachers 

expressed that they tried 

out the self-learning 

strategies in their lessons.  

 

 

 

 

~ Teachers should keep an 

award list and photos of 

chops’ redemption on the 

 

 P5 has done the project 

learning in the 1
st
 term. 

 With the class 

suspension, P4 and P6 

project learning was 

ceased in this academic 

year.  

 

 

 

 

 Self-learning skills are 

not marked down 

clearly in some of the 

co-plan records.  

 100% of the teachers 

expressed that they 

tried out the 

self-learning strategies 

from departmental 

self-learning guidelines 

in their lessons. 

 

 

 The departmental 

award scheme booklet 

and guidelines for 

 

 P4-6 project learning 

will continue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The framework will 

have slightly 

amendments every 

year.  

 

 

 

 Panel head asked 

level coordinators to 

highlight all the 

self-learning skills in 

co-plan records.  

 Teachers should 

adopt self-learning 

strategies more often 

in the lesson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Teachers are advised 

to give more positive 

encouragemen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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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Objectives Plans/ Strategies/ Tasks Performance Indicators Evaluation 
Improvements 

/ Follow-up measures 

 

 

 

 

 

 

 

 

4. In order to promote an 

English speaking 

environment and motivate 

students to speak 

confidently, a wider range of 

activities, such as breakfast 

with the NETs, weather 

report, Reading Buddies’ 

programmes and a drama 

training programme, will be 

organized.  

 

server.  

~ 80% of the students 

thought that the award 

scheme recognized their 

effort put in learning 

English. 

~ 50% of the students got 

50% of the total no. of 

chops in the chop book.  

 

 

 

~ Teachers should keep a 

record and write-up of the 

activities organized and a 

name list of the 

participants on the server.  

~ 80% of the students 

agreed that the activities 

motivated them to speak in 

English.  

~ 80% of the teachers 

agreed that the English 

activities could help 50% 

of the students speak more 

confidently than before.  

 

giving out stickers 

were developed in the 

1
st
 term. Originally, the 

scheme would be 

launched in the 2
nd

 

term. However, with 

class suspension, the 

scheme would be 

postponed to next year.  

 

 Records have been 

kept on server.  

 From observation, 

students are still 

passive in speaking in 

English. They are not 

confident at all.  

 93.75% of the teachers 

agreed that the English 

activities could help 

50% of the students 

speak more confidently 

than before. 

 

students in lessons, 

learning process and 

English activities.  

 

 

 

 

 

 

 

 More interesting 

games, e.g. auction/ 

doing experiments 

should be designed 

for students to enjoy 

speaking in English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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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Objectives Plans/ Strategies/ Tasks Performance Indicators Evaluation 
Improvements 

/ Follow-up measures 

Assessment 2, 3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1. Read aloud booklets will be 

amended because of the 

change of textbooks.  

 

 

2. Unit quizzes and diversified 

assignments will be designed 

as ongoing formative 

assessment for students in 

order to enhance learning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s 

well as to consolidate their 

learning.  

 

 

 

 

 

3. The format and content of 

the P1 and P2 exam will be 

amended.   

 

 

 

 The new versions of 

the booklets were kept 

on the server.  

 

 

 

 The panel head updated 

the assignment and 

assessment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suggestions made in the 

focus inspection in the 

teachers’ handbook and 

assessment guidelines 

respectively.  

 80% of the students 

agreed that the ongoing 

formative assessments 

helped them understand 

their learning progress.  

 

 Panel head updated the 

assessment guidelines.  

 Level teachers 

designed the 

assessment papers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update.  

 80% of the level 

teachers think that the 

 

 It is observable that the 

reading aloud booklet 

is not used as frequent 

as before due to the 

punctuality of teachers.  

 

 From observation, the 

exam questions are 

quite drilling.  

 

 

 

 

 

 

 

 

 

 

 

 A wider range of 

questions is covered in 

the assessment so that 

use of language can be 

assessed.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certain no. of 

questions which are 

drilling. 

 100% of the level 

 

 Teachers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the booklet 

as a useful resource for 

the speaking lessons.  

 

 

 It is advised that 

teachers should 

design some of the 

assessment tasks 

related to the use of 

language.  

 

 

 

 

 

 

 

 

 Teachers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the 

assessment data and 

evaluation in 

co-planning and keep 

making adaptation in 

teaching pedagogies so 

that students w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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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Objectives Plans/ Strategies/ Tasks Performance Indicators Evaluation 
Improvements 

/ Follow-up measures 

amendments helped 

students learn better. 

 By comparing the 

results of the 1
st
 term 

mid-term examination 

and 2
nd

 term final 

examination, 60% of 

the students got 5 

marks improvement in 

overall grade.   

teachers think that the 

amendments helped 

students learn better. 

 With class suspension 

and cancellation of 

assessments in the 2
nd

 

term, teachers could 

not compare the results 

of the 1
st
 term 

mid-term examination 

and 2
nd

 term final 

examination. 

Therefore, it is not 

possible to know 

whether 60% of the 

students got 5 marks 

improvement in overall 

grade.   

 

benefited a lot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The department will 

try to provide training 

for teachers in making 

good use of assessment 

data with the NET 

section in coming 

academic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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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9-2020 年度數學科工作計劃-總結檢討報告 

 

發展目標： 

1. 建立學習型教學專業群體：按照顧差異模式進行專業對話及教學策略/技巧之運用和發揮。 

2. 照顧學習者的多樣性：建立校本課程與教學策略，提升學生的數學科成績。 

3. 透過不同方法（包括實作活動、STEAM 活動和有效運用資訊科技），增強學生學習數學的動機和興趣。 

4. 自主學習：持續推行「課前、課中、課後」的自學任務，培養學生對數學的自主學習能力及思考能力。 

整體規劃：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學習型

教學專

業群體 

1  科組會議安排下列專業交流： 

1.1 查簿、觀課、擬題、個別教師 

   校外培訓的分享 

 

1.2 共同備課： 

 優化「備課資料庫」：有系統 

儲存所有備課資料 

 增強「備課前預備的文化」 

 提供「深度學習的機會」：設 

計聯繫「現實生活情境和問 

題」的學習活動及課業 

 

1.3 同儕觀課：  

 自主學習（Authority）： 

 課前：加強連結課中的學習任 

務 

 

  80%教師認同： 

 專業交流分享的資料

具參考價值（教學重

點及策略）。 

 同儕觀課回饋意見有

助啟發思維、提升教

學表現。 

 在課堂中能運用自主

策略（創設任務：探

究活動），來提升學生

參與度。 

 科研會議有助加深對

數學科發展的認知。 

 

 

 

 

 93% 教師認同專業交流分

享的資料具參考價值。從單

元和課業設計、同儕觀課所

見，教師已掌握專業發展所

分享交流的內容： 

 能加深了老師對新數學

課程發展的認知。 

 應用了 TSA 分析、自主

策略（創設任務：探究活

動）、電子學習於教學及

教材中。 

 93% 教師表示在課堂中能

運用自主策略，提升學生參

與度。惟「課前預習：翻轉

教室」、「提升學生的自學能

力」仍要多加鑽研及實踐。 

 優化「科組會議專業交流

平台」，邀請校外機構 /

友校分享「翻轉教室」的

教學法。 

 整理「備課資料庫檔案系

統」：有系統儲存所有備

課資料，並具質素保證備

課資料機制。 

 深化「自主學習策略」：

設計課前預習及延伸學

習任務。 

 初擬科研會議的內容，包

括「新小數學的課程規

劃、自主學習策略、電子

學習策略、課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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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課中：教師創設任務（探究活

動），給予學生選擇策略及方法

來解決問題，自我發現及歸納

所學，從而提升學習主動性及

思考能力。 

 檢視教學效能（Evaluation）： 

 聚焦提升學生的傳意能力，用

精準的數學語言表達概念。 

 加強觀課後的跟進及延續方案 

 

2. 科研會議： 

2.1 科主任與級統籌老師專業交流

（每學期最少兩次） 

2.2 科研主題： 

 主題（一）：新小學數學的課程的

發展方向、中央課程與校本課程

發展及規劃 

 主題（二）：TSA 分析學生表現 

 主題（三）：校本電子學習教材資

源庫、數學教學與 STEAM 教育 

 主題（四）：高小銜接校本課程 

 透過同儕觀課，教師能

創設任務，提升學生學

習自主性及思考能力。 

 透過觀課及課業設

計，80%科研教師能將

專業所學的知識、策略

或/及教材應用在教學

中。 

 

 

 93% 教師認同「同儕觀課」

的回饋有助啟發思維、提升

教學表現。初小階段的觀課

未能如期進行，因疫情關係

停課（高小同儕觀課的分享

內容，詳閱會議文件）。 

 教大 SECI 課程領導及管

理： 

- 科主任已完成「教育大學

SECI 課程領導及管理」培

訓課堂。 

- 於 8-1-2020（三）的教師專

業發展日，全體老師已完成

「SECI 工作坊」。 

- SECI 備課及觀課專業交流

成效（復課期間進行，成效

待定）。 

 

  3. 建立不同層面多維校外群體協作

/支援： 

3.1 教育大學 SECI 課程領導及 

管理 

3.2 友校科研/交流：教學薈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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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校本課

程規劃

及設計 

2、3、4 課程特色：縱向及橫向課程整合、 

縱向規劃學習策略 

4. 縱向課程連繫： 

4.1 統整縱向的校本課程： 

 調整跨學習階段的學習重點 

 重組及調整初小階段的縱向校本

課程 

 持續發展縱向學習策略來照顧學

習多樣性 

4.2 建立校本電子學習教材資源 

   庫：規劃各級應用程式教材、 

網上資源、即時評估工具資源 

和翻轉教室短片。 

4.3 初步規劃以數學科為基礎 

  STEAM 學習活動 

4.4 持續推行一至六年級速算課 

程  

 

5. 橫向課程連繫： 

5.1 重組及調整初小新數學校本 

  課程 

5.2 電子學習（BYOD 計劃）： 

 對象：四年級全級、五及六年級

精英班 

目的：透過合適的教學策略和電

子資源，提升學與教效能 

 80%教師認同： 

  縱向課程規劃能加

強理解學生建構概

念及思考過程。 

  橫向課程設計能有

助教學時更連貫和

更有效率。 

 「電子學習教材資

源庫」並具教學上

的參考價值。 

 80%四至六年級學生

能應用電子學習工具

學習數學概念。 

 93%教師認同縱向校本課程

規劃能加強學生建構概念

及思考過程，有關概念如

下： 

- 「整數估算」的縱向策略 

- 加減應用題縱向課程 

- 縱向四邊形課程 

 從課業檢視（考績查簿），

需加強應用及銜接各級的

縱向策略，包括： 

- 二至四年級的除法直式 

- 二至六年級解乘法應用題

策略 

 93%教師認同已規劃初小階

段的橫向課程能有助教學

時連貫和更有效率，惟三年

級四邊形和三角形種類的

相互關係仍需重組。 

 從同儕觀課及課業設計可

見，教師能適切運用教學策

略和電子資源進行教學，並

有90%四至六年級學生能應

用電子學習工具學習數學

概念，如：GeoGebra（正方

形與周界、八個方向）、應

用程式（立體圖形）。 

 

 來年度，根據「新小學

數學課程」重新規劃及

修訂「一至四年級校本

課程內容（包括小冊子

內容、評估重點）」： 

 調整跨學習階段的學習

重點 

 重組及調整初小階段的

縱向及橫向校本課程 

 調整縱向規劃學習策

略： 

- 圖形種類的相互關

係 

- 解乘法應用題縱向

策略 

- 統整長除式的計算

方法 

 加強規劃中學與高小階

段的銜接課程 

 搜羅並豐富「電子教材

資源庫」，累積具價值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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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已初步建立具參考價值的

校本電子學習教材資源

庫，包括教學設計、教學簡

報及工作紙。 

 因疫情關係停課，STEAM

學習活動和速算課程未能

完成。 

學與教 2、3、4 6. TARGET 教學分析法： 

（參閱「共同備課」實施綱要） 

6.1 自主學習（Authority）： 

 課前： 

 重溫相關概念，回應學習 

目標 

 連結課中的學習任務 

 課中：教師創設任務（探究活

動），給予學生選擇策略及方法來

解決問題，自我發現及歸納所

學，從而提升學習主動性及思維

能力。 

 課後：修正及整理所學 

6.2 延展學習時間（Time）： 

 以「翻轉教室」教學模式（自拍

短片/科本工具）進行學生課前預

習（短片內容必須緊扣課堂）： 

 對象：四至六年級 

 次數：全年一次 

 原則：引起動機/學習基建 

 80%教師認同： 

  課前預習有助了解

學生已有知識，以

作調整教學策略。 

  自學任務能提升學

生的自學及思維能

力。 

  學生積極投入參與

級本活動。 

  各項政策能有助加

強學生的認許。 

 80%學生： 

  能完成預習任務、

為課堂學習作好準

備，提供有用的參

考及支援材料。 

  對學習數學積極及

投入，自動自覺完

成課堂內外的學習

活動。 

 86%教師認同「課前預習」

有助了解學生已有知識，以

作調整教學策略。接近九成

學生能完成預習任務。從課

業設計可見，四至六年級學

生能透過「翻轉教室」作學

前導入。惟「翻轉教室」的

任務仍需加強與課中學習

連結。 

 79%教師認同自學任務能

提升學生的自學及思維能

力。接近九成學生能積極及

投入參與各項任務。從觀課

可見，教師能給予學生選擇

策略的空間，惟部份教師需

加強課堂完結前，引導學生

釐清及歸納各策略的優

缺。在課堂活動方面，部份

年級需加強探究式學習元

素，加強學生學習主動性。 

 課前：加強「翻轉教室」

的課前預習任務與課中

學習連結。 

 課中：教師需加強「課堂

完結前，引導學生釐清及

歸納各策略的優缺」。 

 豐富「翻轉教室」的教學

方法、形式及電子工具，

如：運用 Google Form 收

集學生圖片及影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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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7.級本自主學習活動（Authority）： 

 對象：一至六年級 

 主題：自擬應用題攤位 

 計劃：高年級學生服務低年級學

生，以小組形式組織攤位，並自

擬攤位題目，供低年級學生參與。 

  因疫情關係停課，自擬應用

題攤位未能如常進行。 

 推行「級本活動：自擬應

用題攤位」 

  8. 奬勵政策（Recognition）： 

 數學英雄（Sobo Hero）：各考試

每班最高分數的學生 

 數學飛躍進步獎（Sobo Star）：每

學期「總結考試」比「中期考試」

的分數多 10 分或以上的學生。 

  93%教師認同各項政策能有

助加強學生的認許。 

 已表揚上學期獲得「數學英

雄」的學生： 

 中期評估（30 人） 

 總結評估（31 人） 

 已表揚上學期獲得「數學飛

躍進步獎」的學生（93 人）。 

增設「小型數學頒奬禮」： 

 在數學課堂內舉行小型頒

奬禮，加強學生的認許。 

  9. 展示政策（Recognition）： 

 善用「學校網頁、數學壁報」，多

展示學生佳作： 

  數學英雄、數學飛躍進步獎的

學生名單 

  展示學生佳作（創意工作紙、

自擬應用題、數學日誌） 

 

 

 

 

 

 

 

 因疫情關係停課，只完成上

學期數學壁報展示學生佳

作。 

增設「數學佳作成就奬」： 

 嘉許張貼佳作在有蓋操

場數學壁報的學生，可獲

小禮物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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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評估 2 10. 分析評估資料，檢視課程強 

弱項： 

10.1 單元小測： 

 每個學習單元完成後會進行「小

測」，以便診斷學生強弱項，並

作出補償教學。 

10.2 學業保證計劃： 

 檢視校內試後數據及學生表現 

 政策措施： 

 以工作紙形式 

 每次考試重點會緊扣上次考

試所反映的學生難點，作檢視

學生表現及教學成效。 

10.3 TSA 評估檢視及跟進措施： 

 重點分析 TSA 高小學生表現 

 80%教師能： 

-  準確分析評估數

據，有效診斷學生

強弱項及成因，提

出對應解決的方法

及策略。 

-  學生於測考表現呈

現進展： 

TSA-各學習單位本

校答對率超越全港

水平最少 3% 

 校內：各級合格率多於

70% 

 大部份教師能準確分析評

估數據，有效診斷學生強弱

項及成因，提出對應解決的

方法及策略。從上學期總結

評估再進行測試的數據顯

示（針對中期評估的學生學

習難點），約 90%題目的答

對率較上次評估進步，這反

映「學業保證計劃」能有效

作補償教學。 

 學生測考方面： 

- 校外： 

 TSA 表現良好，以下學

習單位答對率超越全港

水平最少 3%：立體圖

形、線、方向、倍數和

因數、分數、面積、體

積。 

- 校內： 

 上學期各級中期及總結

考試合格率多於 70%。 

 根據「新小學數學課程」

重新規劃及修訂一至四

年級的單元小測。 

 因疫情關係停課，本年度

三、六年級的 TSA 未能

如常進行。因此，來年度

暫停 TSA 評估檢視及跟

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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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9-2020年度常識科工作計劃-總結檢討報告 

發展目標： 

1. 建立學習型教學專業群體：加強常識科專業交流，優化學與教的策略及技巧 

2. 優化常識科校本課程：優化探究學習及 STEAM 的單元設計，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3. 提升學生的學習技能：持續優化思維策略的運用，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從而照顧學習多樣性 

整體規劃：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學習

型教

學專

業群

體 

1 教師專業培訓 

1.1透過科會議及科研會議，教師

交流校本縱向思維、STEAM 

課程發展及單元設計，藉此

強 化  TARGET 中

「Authority」優化教學設計，

提升學生學習自主性及思考能

力。 

1.2持續建立觀課、評課的文化，

並鼓勵教學表現優異的教

師多分享其經驗。 

 80%教師認同: 

-  科研會議的內容

具參考價值 

-  同儕觀課回饋的

意見有助啟發思

維、提升教學表

現 

 

 83.3%教師認同各項專業

培訓： 

- 上學期只完成一次科

研會，科任了解學校的

期望及展示剪報示

例。如校本縱向思維，

各級剪報的內容聚焦

點和發展。 

- 參加教育大學  SECI 

計劃，強化教學效能，

鼓勵各同事在觀課過

程，實踐所學，及驗證

成效。本安排跨科觀課

促進專業成長，因疫情

關係未能進行。 

- 推展備課資料庫漸有

成效，老師在教學流程

可以更順暢及易於掌

握教學內容。 

 為發展學生的縱向思維，

已重新整理 P.1-6的剪報

冊，現留待下年度使用。 

 

 優化共備，下年度增加共

備時間，按已有基礎，各

級有系統地豐富備課內

容，針對課業(前、中、後) 

的步驟，當中的「課中」

進行設計，加強自主學習

及思維能力的培訓，讓老

師更能掌握備課效能，善

用備課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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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1.3 透過同儕備課，辨清學習難

點，優化學習單元，並聚焦

於 自 主 學 習 的 策 略

(Authority) 及設計具趣味

性、實用性及挑戰性的課前、

課中和課後的學習任務

(Task)，藉此加強自主學習及

思維能力的培訓。 

1.4透過參加教育大學 SECI 計

劃，加強課程領導及管理培

訓，促進教學策略的交流。 

1.5 加強「備課資料庫」（包括硬

本及軟本） 的知識管理與承

傳，優化學習單元，釐清學習

目標、單元設計鷹架，以加強

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同儕備課中的意見

有助提升教學表

現。 

 「備課資料庫」能

幫助教師優化單元

設計及發展級本的

課程鷹架。 

 

- 下學期因新型冠狀病

毒持續停課，STEAM

教學未能有時間進

行，但各級備課內容仍

進行優化，好待下年度

新老師了解課程內

容，並聚焦推展各個項

目。 

 發展同儕觀課文化。 

校本

課程

規劃

及設

計 

2 2.2【迦密新一代及專題研習】 

  持續優化常識科校本課

程內容，展示「迦密人」

的素質 

  透過思維策略，讓學生找

到探究目標， 於課業賦

予 學 生 「 權 力 」

(Authority)， 讓他們按個

人興趣、專長，挑選探究

的內容或行動，提升學生

的學習動機。 

  在「迦密新一代」原有延伸

 70% 學生於課業能: 

-  按個人興趣、專

長，挑選探究的

內容或行動。 

-  連繫同學生活，

實踐「迦密人」

的精神，有效提

升學習的主動性

及實用性。 

 81.3%學生(除小二、小

四、六外)，各級專題研

習按進度進行階段。80%

科任老師觀察，同學對

「迦密新一代」內容感興

趣，設計令同學對探討的

內容有新的覺醒。而引入

「4F的提問重點」亦讓

同學有系統檢視個人所

學。 

 

 但課業對提升學生內在

 具體規劃 4F的設計。來年

會加入跨學科，試行點(小

四) ，盼更能深化學習專

題內容的特色 

 

 初步規劃《迦密新一代》

專題研習框架，配合主題

及學科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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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任務內加強當中的生活連

繫，配合校內現行活動， 讓

同學有機會實踐「迦密人」

的精神。 

 

動機方面仍有改善地

方，須強調「迦密人」元

素，提升同學生命素質。 

 一、五年級的校本課程

(迦密新一代)已於上學期

相繼開展，同學對學習內

容投入，設計令同學對探

討的內容有新的挑戰。 

 一、二、三、六年級因停

課關係，本年度配合參觀

/活動均未能完成，但各級

老師為配合跨科專題研

習，已重新編制內容，配

合校本課程及縱向的發

展更新課程內容。 

 四年級已率先優化專題

內容，及現階段已開始重

新規劃 P1.-6 及優化專題

內容，以配合新學年新常

識課程的需要。 

 

 

 

 重新規劃跨科專題研習的

框架，在跨科專題課業中

加入更多生活應用及實踐

項目，配合校內現行活

動，讓同學有機會實踐「迦

密人」的精神，並強化思

維及自主學習來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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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校本

課程

規劃

及設

計 

 

2 【STEAM】 

2.3 持續優化科學科技課程

(配 合 STEAM 元素) 

  把「迦密小小電子工程師計

劃」、「科學實驗教室」

溶入各級學習單元，加強設

計循環的學習模式及提

升學生的實驗操作技巧。 

  持續在第二學習階段(小

四至小六)的科學科技活

動中加入「翻轉教室」(全

學年最少進行一次)，作

為學生的學習基建、引起

動機，擴展課堂的學習時

間(T)  

 

 

 

 

 

 

 

 

 80%教師認同: 

-  整合計劃後，學

生 能 夠 在

STEAM方面作

更有系統的知識

整合，達致更佳

學習效能。 

 80%教師認同: 

-  翻轉教室能引起

學生學習動機，

擴展課堂的  學 

習  時  間 (T)學

生樂於課外時間

持續學習。 

 

 84.6%教師認同「迦密小

小電子工程師計劃」

P.1-3 已完成，效果理

想，學生亦十分有興趣

學習，更達至自主學習

的效能。P.4-6 因停課未

能進行，若已購買物

資，透過「翻轉教室」

讓學生繼續學習 

 50%教師認同「科學實驗

教室」、「翻轉教室」恆

常教學也有設計，科任

樂於分享教學心得。 

 停課階段，更加促成翻

轉教室教學的持續推

行，各級老師均進行「翻

轉教室」教學，從觀察

學生反應，非常投入及

能提升學習動機，學習

變得更有趣。 

 建議在備課記錄內清楚標

示「翻轉教室」這項目。 

 科研加強在新課程中分享

STEAM的掌握，讓同工作

整體的了解和交流。 

 鼓勵教師開放科學實驗的

課堂、翻轉教室運作，在

科學課，由舊老師帶領新

老師，透過交流，鼓勵同

事分享其經驗。 

 在課堂上因應需要建立翻

轉教室外，可建立翻轉教

室庫，尤以「小小電子工

程師計劃」及「科學實驗

室」，讓學生可以重溫內

容，刺激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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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2.4【國民教育】 

  持續創設校園氣氛結合

現行課程，提升同學對

認識中國歷史及文化的

認知與興趣。 

  把國民教育進深結合於

常識正規課程內容中，配

合思維技巧，強化相關課題

的教學內容，擴闊學生對中

國歷史及文化的認知。 

  優化校本單元設計，滲

入中國人樂、善、勇、

敢的優良傳統及素質，

加強生命教育。 

 80%教師認同: 

-  活動能擴闊同學

對中國歷史及文

化的認知 

-  有效培育國民身

分的認同與承擔 

 87.5%教師認同： 

-  舉辦多元化的活動能

有助擴展同學對中國

歷史及文化的認知。 

-  本年度配合常識科校

本設計，推展國民教

育課程，現只有 P.2

及 P.5級完成，由於教

學時間緊迫，其他級

須優化課程內容，讓

學生更聚焦學習。本

課程在建立國民身份

認同，並以價值觀和

態度為導向，幫助學

生養成良好品德和

「國民素質」，從而豐

富生命內涵，學生感

到很有新鮮感，亦樂

於學習。 

-  在上學期進行了「追

蹤新中華」、「赤子

情、中國心」之「參

觀圍村風貌活動」「國

民教育課程」、「中華

文化日」等多元化活

動。「中華文化日」提

升校園氣氛，對傳統

文化節慶的熱愛。 

 下學年將繼續進行追蹤新

中華、古今聖賢知多少活

動。 

 加強歷史、文化的認知層

面上有系統的傳遞。國民

教育課程排編會簡化教內

容，除了價值觀、國民身

份認同外，聚焦發展自主

學習及思維策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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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配合「赤子情 中國心」

計劃，學期結束前會參

觀「觀塘魔鬼山炮

台」，讓學生認識自己

學校區的歷史文化。 

  國民教育各項活動，均

能擴闊同學對中國歷

史及文化的認知，值得

持續推廣。 

  從推行各項國民教育

活動看，只要是內容有

趣及配合課程，無論是

參與者或演繹者均非

常投入及享受，達至樂

於學習的效能。 

  科任老師都認同課程

能緊扣學生生活經

驗，但同學在「國民身

份認同」、「社會與公

民」等態度以及生活實

踐上，未見有明顯的改

變，需時間內化。 

  另配合跨科多元化學

習「追蹤新中華」本年

度加入以普通話進

行，效果理想。 

 

 

 

 

 

 來年在推行「生命教育」

系列，相信對「國民身份

認同」、「社會與公民」等

態度上會更深化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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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校本

課程

規劃

及設

計 

2 2.5【環保教育】 

 推展環保教育，深化學

生環保意識 

- 於單元設計及專題研

習中，加強實踐綠色生

活的學習任務，加入

樂、善、勇、敢的生

命教育元素。 

- 建立環保教育的整體

規劃，包括學習單元

設計、宣傳活動。 

- 透過校內巡查以及校

外活動加強「環保推

廣領袖生」的領袖角

色，提供更多機會，讓

同學可推動校內環

保氣氛。 

 學生的學習成果能

展現綠色生活的精

神。 

 環保推廣領袖生在

老師協助下，成功

籌組最少一次校內

環保活動 

 

 

 

 與訓輔協作，加強訓育

時段傳遞環保信息，成

效略見，可再強化。 

- 計劃「環保推廣領袖

生」在整學年擔任校

內巡查工作，調查學

校能源使用情況，但

因停課，延至下學年

繼續進行。 

 由於停課階段，早前計

劃未能實踐，但在外間

資源的支援上會作部署

工作，稍後會購買有關

環保活動的物資，善用

資源。 

 常識課程中的環保教育，

事前安排科研會議，清楚

了解操作流程。 

 來年會持續進行環境保護

方向的專題研習。另一方

面，要多透過活動加強「環

保推廣領袖生」的角色。

例如：協助班內清理環保

箱，離開課室時關掉所有

電器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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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學與

教 

3 教學策略 

3.1 加強各課堂、課業當中 

CAC 元素，提高當中的挑 

戰性以及趣味性﹔重視展 

示學習成果，多讓學生以 

多元方式展示，同時亦加強 

匯報技巧訓練，讓學生在過程 

中備受肯定(R)，從而提高自 

信。 

 持續加強學生在學習

的過程中運用自主權

(Authority)﹔而在前中

後的課堂工作紙內，必

須加上「深層」思維類

的題目(批判思維、創造

思維及解難思維)，並在

工作紙上列明是「高階

思維題」。 

 STEAM 及探究的課

堂中刻意加入匯報技

巧訓練及答問的環

節，有助提升學習動

機及發展學習能力。 

 

 80% 教師認同: 

-  課業富挑戰性，

能提升學生的學

習動機 

-  75% 的學生能

有條理地匯報學

習成果並具有分

析性及創新意念 

-  主動為學習任務

作好準備，提問

有價值的內容以

及課堂以外的知

識 

 80%各級常識八達通內

的課業加強了思維教學

(引用列表、兩面思考、

多方觀點等框架)，但「深

層」思維類的題目(批判

思維、創造思維及解難

思維)，會利用每單元的

課業剪報強化思維學

習。 

 P.5、6專題研習為了強化

匯報技巧，計劃學生在

班內分組演繹，再在其

他班巡迴分享，彼此互

評，藉此提升同學的自

信心，但因停課未能進

行。 

 P.1、2及 5學生已完成國

民教育課程，而 P.1「迦

密人的特質」因內容太

深，學生未能領會個人

深意。P.5會再簡化課程

內容。 

 於第一學習階段加入剪

報思維的題目，有助學

生銜接高小常識科。 

 為配合教、考、評，平時

課業需要配合考試內容來

設計。 

 

 下學期在 CAC學習上，學

生有更多多元化展示學生

的學習效能，老師在剪報

設計上，擬定框架，學生

以不同身份表達當時人的

意見。 

 

 來年課業持續優化「深層」

思維類的題目設計，呈現

學生綜合思維應用的能

力。 

 

 在第一學習階段的學生剪

報，科任老師宜多作示範

及指導學生常用的批判性

文字，讓學生可以發揮個

人意見。 

 

 建議下年度各級在各單元

的配套工作紙，會強化學

生的學習效能及思維策略

的提升為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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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按單元的學習，推行閱讀學

習，延伸學習內容，於課堂

中進行分享及互問互答，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知

識擁有感。 

  對學生思維分析的要

求。從學生表現觀察，

整體學生勇於嘗試，惟

整體學生答案太簡略，

可能學生詞彙不足。 

 STEAM 及探究課堂在

恆常課堂加入匯報及指

導學生利用 Kahoot自擬

題目，進行專題研習問

答比賽，提升同學的學

習動機及自學能力。 

 其中在專題研習，老師

更揀選相關書籍供學生

鞏固及延展學習，同學

可配合自己的愛好選擇

書籍及閱讀範疇，效果

理想，又能提升學生的

學習興趣。 

 為配合跨科專題研習的設

計， P.1 專題研習以循序

漸進方式編排，學生會較

易理解。其他各級會優化

內容，配合跨學科課程重

新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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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評估 3 3.2 持續善用評估(E)改善學與教: 

 優化擬題的分數比重，包括

題型、高階思維的佔分比

例。 

 按單元設計需要，加入自

評、同儕評估及家長評估。 

- 針對評估試卷內高階思

維類的題目作具體性的

資料分析，設計跟進課

業、活動，提升學生思

維能力。 

 75% 教師擬試題

表現良好，能運用

合適思維策略、設

計開放性題目、深

化思考能力，促進

知識的應用 

 81.3%教師認同上學期

中期評估已作第 1次評

估資料分析。部分級別

透過數據，找出學生學

習上的疑難，能夠配合

學生能力，改善課堂工

作紙的設計，有更具體

方向，改善教學質素。 

 小一至小六級在迦密

新一代及專題研習、國

民教育、其他課題學習

均加入自評、同儕、家

長評估，從而優化各課

程的內容。 

 常識科在思維題的訓

練上，平時設計的課

業、活動，要呈現考核

學生的思維能力。 

 下學期開始，在擬題前，

同級商議教學進度，題

型、高階思維的佔分比

例，讓擬題時更精準，學

生更易取分。 

 在思維題方面，對於學生

開放的答案，教師先整理

學生答案，同級再共同商

討答案的合理性。 

 新年度常識科各項目的設

計，均配合需要，加入自

評、同儕、家長評估，了

解各持分者的意見，從而

優化教學內容，令學生更

嚮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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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9-2020 年度電腦科工作計劃-總結檢討報告 

發展目標： 

1. 建立學習型教學專業群體，進行專業對話及教學策略。 

2. 發展電腦科校本課程，照顧學習差異，提升學生的養資訊素養、邏輯思維、計算性思維及應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3. 建立正面的學習習慣：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培養自主學能力及解難能力。 

整體規劃：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教學 

專業 

群體 

學習 

型 

1 教師專業培訓 

1. 邀請外間機構到校舉辦工作坊 (micro:bit)以加強教師

在編程上的專業知識 

 邀請外間機構(資訊科技教

育卓越中心到校支援服務)

到校舉辦工作坊，課題由

Micro: bit 改為 Google 

Classroom 及 Google Form。 

(因疫情停課，工作坊未能於本

年度進行) 

 建立校本網上學習平台，更為

切合本校需要。屆時會邀請中

英數常代表各一名及全體電腦

科科任。 

(工作坊將順延至 2020-2021 年度

進行) 

2. 科組會議分享電腦科教學法及課程發展的資訊，互相

交流建立專業的電腦科教師核心群體 

 於科組會議，分享計算性思

維的概念，讓電腦科科任對

計算性思維有更深了解。 

 另分享 ZoomIT 螢幕繪圖軟

件及 Hour of code 編程遊

戲，讓科任掌握電腦課教學

的心得和推動科任對編程

教學的了解。 

 除科主任分享外，安排科任於

科組分享教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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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校本 

課程 

規劃 

及設 

計 

2 發展電腦科校本課程 (特色：編程、資訊素養) 

1. 修訂電腦科編程單元內容 (配合教育局課程文件：《計

算思維－編程教育：小學課程補充文件 （擬訂稿）》) 

課程以螺旋式設計，隨年級、程度提升，將內容加深、

加廣 

  四年級「Scratch Jr.」、「micro:bit」相關概念：拆解、

序列、找出規律、循環、輸入輸出、分支 

  五年級「Scratch」、「micro:bit」、「立體打印」相關

概念：鞏固已有知識、加入抽象化、模組化 

  六年級「micro:bit」相關進階概念：鞏固已有知識、

加入演算法 

 沿用上年度採用之校本教

材，四年級較完整，惟五、

六年級內容尚有不足之處。 

 本年度利用網上資源，豐富

五、六年級之教學內容。 

 電腦科已完成選書程序，於

2020-2021 年度會用出版社提

供之教材，將有更好的教學內

容，以提升教學質素。 

 

 2. 課程實踐及 STEAM 教育 

  跨科合作 

- 與常識科合作，透過聯課活動及專題研習讓學 

  生利用資訊科技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配合常識科專題，跨科合作

於下學期開展。 

 因停課，有關活動將順延至

2020-2021 年度進行。 

  校內及校外活動 

- 全年最少舉辦一次校內活動以提升學生的資訊 

  素養 

- 參加不同校外比賽提升學生計算性思維能力 

 本校下學期參加之校外比

賽的主辦單位尚未公布

19-20 年度之章程。待機構

公布後方可報名。 

 

(因停課，故下學期未能進行校

內及校外活動。) 

 而校內比賽方面，由於要待中

文輸入法之課程完成後，才能

進行中文輸入法比賽。因此本

科計劃在下學期小息期間進行

中文輸入法比賽。 

(因停課關係，有關活動將安排

2020-2021 年度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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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學與 

教 

3 教學策略 

1. 利用科技促進學生學習的過程，強化課前課中及課後

內容 

  課前：每新個單元使用 Google Classroom 發放預習

材料 

  課中：利用 Google Classroom 收發學生課業及筆記 

  課後：透過 Google Classroom 每個單元發放網上練

習及延伸閱讀資料，賦權學生自學並鞏固所學 

 教師應多在課堂給予學生

口頭回饋以助學生提升學

習表現，又善用 Google 

Classroom 作自評及同儕互

評，最後利用 Google 表單更

有效掌握學生表現的強弱

項，及時作出修正及跟進。 

(因停課關係，未能檢視教師課

堂的成效。) 

 為強化課後延伸，本於下學期

須完成 2 次在課堂教學後利用

Google Classroom 及 Google 

Form 發放學生課業，並要求學

生完成。現因停課關係，下學

期未能實踐。2020-2021 年度將

參考此改善建議。 

2. 拔尖訓練 

  利用 LEGO EV3 進深加強學生編程的能力 

  申請優質教育基金，聘請機構作更有系統訓練，以

加強學生編程能力 

 利用課外活動時段之科技

創客團隊，已能提供足夠之

校本編程課程。 

(惟因停課，未能檢視學生於下

學期的學習成效。) 

 優質教育基金將申請項目將改

為申請智能課室。 

 有關優質教育基金，申請如獲

批，將於本學年遞交。於

2020-2021 年度聘請機構力強

培訓學生編程能力。 

評估 3 多元化評估促進學與教 

1. 進展性評估 

  課堂內以口頭回饋評估學生表現及態度 

  以 Google Classroom 建立交流平台讓學生對同儕的

作品進行自評及互評 

 教師通過課堂的提問及回

饋，大致能掌握學生的課堂

表現。惟相關回饋未能作有

效紀錄。在電腦課，學生會

主動在 Google Classroom 留

言，發表對學習課題的疑

問。 

 本於下學期利用 Google 

Classroom 讓學生對課堂的作

品或成果作自評及互評，促進

學習交流。現因停課關係，安

排 2020-2021 年度進行。 

2. 總結性評估 

  以 Google 表單每學期一次評核學生電腦科知識、態

度和技能，讓教師更有效掌握學生表現的強弱項，

及時作出修正及跟進 

 已順利完成上學期學習的

評估，並收集所有學生的作

答數據。 

 

(因停課關係，下學期學習評估

取消，未能收集數據) 

 科主任於中期會議，利用

Google Form 對電腦科上學期

評核作分析，以調整下學期的

學與教策略。 

(因停課關係，下學期學習評估取

消，未能收集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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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9-2020 年度音樂科工作計劃-總結檢討報告 

發展目標： 

1. 持續加強唱歌及器樂技巧訓練，以提升學生演唱演奏的信心 

2. 持續創作教育普及化，善用資訊科技讓學生探索不同潛能，勇於突破，敢於嘗試 

3. 透過不同音樂活動，加強校園唱歌文化，提升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及評賞能力與素質 

4. 透過高展示及環境佈置建立校園體藝文化氛圍 

整體規劃：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課程規

劃 

1 

 

 

 

 

 

 

 

 

 

 

 

 

 

 

 

 

 

 

 

 

 

1. 音樂科校本課程 (特色：評創展藝) 

1.1 持續螺旋式深化歌唱技巧 

 持續按校本課程及規劃螺旋式訓練，統

一恆常訓練項目，深化學生的歌唱技

巧。詳閱<校本音樂學習重點架構表> 

 在平日的課堂中加強歌唱訓練，每學期

以不少於一首月詩作增潤練習。 

 四至六年級每級加入一首與其中一學習

單元內容有關、且旋律為學生熟識的歌

唱，以提升學生唱歌的興趣 

 

1.2 優化創作課程及持續發展評賞能力 

一至三年級 — 以正確的唱歌姿勢唱歌 

（每課節須持續提示） 

— 準確地唱出 s,至 d’組成的旋律 

（每課節須作訓練） 

— 齊唱訓練和注視指揮。 

— 着重手號、唱名及音節節奏名的訓練 

四至六年級 — 視唱訓練 

— 合唱的技巧訓練（每課節須作訓練） 

— 能分部唱出輪唱及混成曲 

— 能以既定的準則評賞歌唱表演 

（每星期最少一課節評賞歌唱表現） 

1.1 持續螺旋式深化歌唱技巧 

一至三年級的歌唱表現: 

 大部份學生以正確的唱歌姿勢唱歌 

 大部份學生能按老師示範唱出 s,至

d’組成的旋律 

 大部份學生接受齊唱訓練時能注視

指揮，部分學生的節奏感較弱，影

響齊唱表現 

四至六年級的歌唱表現: 

 大部分學生嘗試運用唱歌技巧唱出

月詩及不同音區的歌曲 

 大部份學生能評賞同學唱歌的音準

及節奏表現 

 本年度高年級課程加入得票最高的

勵志歌曲，大部份學生投入學習勵

志歌曲，喜歡唱旋律較熟識的勵志

歌曲 

 根據教師問卷 100%任教低年級同工

能每節課堂持續提示以正確的唱歌

姿勢唱歌及持續訓練學生準確地唱

出 s,至 d’組成的旋律 

 來年持續提示唱歌姿

勢、音準訓練及唱歌技

巧訓練 

 

 來年運用奧福教學法

強化節奏教學 

 

 建議來年運用多元學

習策略照顧學生的多

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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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2 

 

 

 

 

 

 

 

 

 

 

 

 

 

 

1 

 

 

 

 

 

 

 

 

 

 

 

 

 

 

 

 重點優化聲響創作的設計，透過發展學

生音樂意念和掌握創作技巧，以培養學

生的創意、想像力、評賞及創作能力，

創作逐步推向普及化。 

一 至 三

年級 

— 探索不同聲響效果，學習運用不同的

音樂元素表達氣氛。 

— 學生運用樂器或物件，為指定的角色

及情節配上聲響效果，用聲音把故事

演繹出來。 

— 增加音色探索活動（重點發展） 

— 以簡單的音樂術語描述音樂特徵 

四 至 六

年級 

— 以簡單的音樂意念創作具結構及組

織的音樂。 

— 利用不同的音樂元素，如速度、織

體、力度及從不同的途徑所獲得的音

色進行聲響作品創作（重點發展） 

— 創作配合歌曲、故事及詩歌，並運用

符號紀錄音樂意念 

— 以既定的準則評賞音樂作品。 

 

 

 

 

 

 

 

 

 

 

 

1.3 器樂訓練普及化 

 根據教師問卷 100%任教高年級同工

能每節課堂持續訓練合唱的技巧及

持續以既定的準則評賞歌唱表現 

1.2 優化創作課程及持續發展評賞能力 

一至三年級創作及評賞表現：  

 根據教師問卷 100%同工認同本年度

增加不同單元的情景創作，讓每一

位學生都有機會參與音色探索活

動，創作逐步推向普及化。 

 大部分學生能分辨及創作不同力

度、速度、連貫或跳躍的聲響 

 部份學生能選擇合適的樂器為指定

的角色及情節配上聲響效果 

 大部份學生能評賞同學選擇的樂

器，其音色與角色配合程度(音高、

連貫的表現等) 

四至六年級創作及評賞表現： 

 高年級的創作課程設計上，運用不

同的音樂元素所獲得的音色，按情

景設計創作聲響。本年度加入聲響

創作的範例及影片示範不同物件的

聲響及其變化 

 大部份學生能按情景選擇音色較接

近的物件/樂器設計聲響效果，但聲

響變化的設計上創意的發揮仍有待

提升 

 大部份學生能評賞聲響作品的聲響

與情景的關係 

 建議於不同物件音

色探索的活動及聲

響創作時老師加強

音色設計、音色特質

及變化與情景配合

方面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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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3  持續發展高年級(四至六)夏威夷小結他

樂器課程，豐富合奏的經驗，認識及學

習和弦，提升伴奏的能力 

 班中合奏及周會中伴奏，培養音樂感，

同時展示學習成果。 

 

1.4 重視生命價值的培育 

  由課堂表演至校內音樂活動，加強欣賞

音樂禮儀的提示及訓練 

  多讓學生歌唱及欣賞勵志歌曲，以提升

學生的抗逆力 

  鼓勵學生於班中作勵志歌曲分享，並安

排歌曲選舉活動，最高票數的勵志歌曲

將納入高年級課程 

 高年級比中年級學習容量更大。 

 上學期五、六年級所有學生均有機

會在班中進行結他合奏。由於周會

的詩歌難度較高，學生所學的和弦

未能配合，故只作班內合奏 

 四年級夏威夷小結他樂器課程因停

課關係取消 

1.4 重視生命價值的培育 

 每次班內學生表演，大部任會先提

示欣賞音樂禮儀 

 大部份學生喜歡唱勵志歌曲，並能

説出勵志歌曲的歌詞帶出的正面訊

息如何應用在生活上 

 四年級約九成學生參與選舉活動，

五六年級約有七至八成學生參與投

票活動 

 來年錄影各班學生

結他合奏的片段，於

藝術周播放展示成

果 

 

 

 

 

 

 

 

 

 

 

 來年加強提示、訓練及

讚賞學生有關欣賞音

樂的禮儀表現 

 

 

評估 1 

 

 

 

2. 多維度的評估 

  所有旋律創作評估評分項目加入情景描

述，從多角度評鑑學生的創作力，包括創

作技巧的運用，具旋律性或運用的音樂元

素能表達主題或情景，以作多維度的評估 

 科任認為從多角度評鑑學生的創作

力，能鼓勵學生發揮創意及想像力

進行創作，讓學生在表達主題或音

樂情景上有更多發揮的空間 

 根據教師問卷 100%同工認為旋律創

作評估評分項目加入情景描述，能

從多角度評鑑學生的創作力 

 

 來年旋律創作評估評

分項目持續加入情景

描述，從多角度評鑑

學生的創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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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發展潛

能，學

生活動

規劃 

3,4 

 

 

 

 

3. 培訓校隊策略 

3.1 提升校隊歌唱技巧 

 持續增聘校外導師，重點培訓低年級合

唱團的歌唱技巧，提升學生表演的信心。 

 按音樂科重點發展方向，將民歌隊改組

為高年級合唱團，重點訓練歌唱技巧，

以加強校園唱歌文化 

3.2 優化學生組織及領袖培訓  

 設立團長，加強表揚音樂團隊團員表現 

 各團隊設立團長，任命團隊中表現優秀

的學生獲此名銜，並賦予帶領、代表團

隊領獎的職能 

 團長名單於壁報板公佈。  

3.3 鼓勵團隊參與校外比賽 

 各音樂團隊每年不少於一次參與校外比

賽，讓各團員透過比賽互相觀摩，提升

表演的信心及技巧。 

3.4 積極安排校內/外表演 

  規劃音樂團隊有均等機會參與校內慶典

中獻奏或參與校外的聯校音樂表演 

3.1 提升校隊歌唱技巧 

 因停課關係，合唱團練習時間有

限，未能為學生的弱項--基本唱功

及運氣方法作加強訓練 

3.2 優化學生組織及領袖培訓  

 各音樂團隊已任命團隊中表現優

秀的學生為團長並安排團長名單

於壁報板公佈，以強化團長的角色 

3.3 鼓勵團隊參與校外比賽 

 安排每一個音樂團隊全年都有機

會參與不少於一次的校外比賽。詳

閱《音樂科第一次會議附件七》。 

 本學期音樂科共兩次參與校外比

賽，共獲得兩個優異獎 

 因停課關係，部分團隊未能參與校

外比賽 

3.4 積極安排校內/外表演 

  已規劃全年各音樂團隊參與的校

外比賽，詳閱《音樂科第一次會議

附件七》。 

 本年度所有音樂團隊曾參與校外/

內的表演 

 

 

 來年合唱團加強歌

唱技巧的訓練及集

中學校音樂節的選

曲中要求的技巧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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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3 

 

 

  

4. 發揮學生音樂潛能 

4.1 安排校內比賽 

 1-3 年級班際比賽 

 低年級班際詩歌敬拜分享會(跨科協作) 

 高年級班際詩歌敬拜分享會(跨科協作) 

 1-3 年級小小歌唱家比賽 

 4-6 迦密巨星歌唱大賽 

4.2 持續跨科創作學習活動 

 持續透過「數白欖對對碰」活動與中文

科進行跨科學習，以五年級中文課所學

古詩創作節奏，以數白欖方式演釋，發

揮學生創作潛能。 

4.3 音樂大使培訓 

 培訓學生彈奏小結他技巧，並成為小老

師於小息時段協助同學練習小結他，以

配合本校夏威夷小結他器樂課程。 

 音樂大使，定期到音樂天地當值，看管

學生秩序、管理樂器，並教授彈奏技巧 

4.1 安排校內比賽 

 由於停課影響活動安排，1-3 年級

班際比賽改為 1-2 年級班際比賽 

 根據教師問卷 93%同工認為透過

音樂科舉辦的 1-2 年級班際合唱比

賽，讓學生有機會發揮音樂潛能 

 各班學生能齊唱歌曲，部分班別能

二部合唱及加入不同節奏樂器作

伴奏 

 低年級班際詩歌敬拜分享會(因停

課關係取消) 

 高年級班際詩歌敬拜分享會(因停

課關係取消) 

 1-3年級小小歌唱家比賽(因停課關

係取消) 

 4-6迦密巨星歌唱大賽(因停課關係

取消) 

4.2 持續跨科創作學習活動 

 因停課關係取消 

4.3 音樂大使培訓 

 本年度持續培訓音樂大使彈奏夏威

夷小結他的技巧，部分音樂大使能

配合本校夏威夷小結他器樂課程教

授基本和弦的指法。 

 八成的音樂大使能按時當值，於小

息時段協助同學練習小結他、看管

學生秩序及管理樂器 

 

 建議校內比賽前播放過

往比賽的錄影片段，讓

學生對比賽及相關禮儀

更了解 

 

 

 

 

 

 

 

 

 

 

 

 

 

 

 

 

 

 

 

 



第 49 頁／共 105 頁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其他 3,4 

 

 

 

 

 

 

 

 

 

5. 建立校園體藝文化氣息 

5.1 建立校園賞識文化 

 在課堂中多邀請同學正面評賞同儕表演

或示範表現 

 定期展示成績 

5.2 展示優秀作品 

 利用電子教材(APPS)展示學生的優秀作

品，邀請同儕利用電子教材(APPS)正面

評賞同學作品 

5.3 聲樂飄飄 

 安排於午膳時段播放及介紹當代民歌作

品，營造校內歌唱的氛圍。 

5.4 藝術團體交流表演 

 邀請藝術團體到校表演，提升校園藝術

氛圍。 

5.1 建立校園賞識文化 

 根據教師問卷 100%音樂科任能邀請

班中學生評賞同儕唱歌或吹奏牧童

笛的表現，大部分學生能正面評賞

同學的表現 

 於有蓋操場展示每級音樂科達優良

成績的學生表現 

5.2 展示優秀作品 

 因停課以致課次不足關係只有部

份學生能利用電子教材(APPS)評

賞同學作品，當中部份學生能正面

評賞同學作品 

5.3 聲樂飄飄 

 製作簡報介紹當代民歌合唱組合的

特色及具代表性的樂隊，以擴濶學

生的音樂經驗 

 逢星期二午膳時間由隨堂師播放歌

曲及簡報。 

 根據科任老師觀察，學生對午間音

樂播放活動的選曲有興趣，亦喜歡

在午膳時聆聽音樂。 

 部份老師表示太頻繁介紹選曲會影

響其他活動的宣布 

5.4 藝術團體交流表演 

 已定期瀏覽及搜羅藝術團體免費到

校表演的資料，暫未有時間上配合

試後時間表的免費藝術表演。 

 

 來年重點加強示範

以正面評價唱歌/演

奏/創作表現 

 

 

 

 

 

 

 

 

 

 

 建議來年介紹聖樂

作品 

 

 

 

 

 

 

 

 

 

 

 瀏覽及搜羅相關的

資料，作出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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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2 教師專業發展 

 安排科任分享交流｢探索音色變化｣的活動 

 

 科主任於第一次會音樂科會議分享

｢探索音色變化｣的活動及單元設

計，因停課關係科任未能於第三次

音樂會議分享，改為設計一個｢探索

音色變化｣的活動與同級作交流分

享 

 

 專業分享交流活動建

議：運用奧福教學法

設計課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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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目標﹕ 

1. 教師專業發展及培訓 

2. 增強低年級學生基礎活動能力，培養高年級學生儀態形象 

3. 提供比賽參與機會，發展學生在學術以外的潛能，提升個人自我概念 

4. 建立校園體藝文化氣息，培養學生勇於接受挑戰 

5. 持續發展健康校園的形象，建立學生健康生活習慣 

整體規劃：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教師培訓 1 1.1 步操訓練班  

 教師專業培訓 

 教師專業發展(體育組) 

 內容加插步操禮儀 

 

1.2 認證護脊校園計劃 

 護脊操 

 

1.3 急救 

 更新同工急救資歷 

 重溫 AED 

 學期初已完成，制服團隊教師及體

育科任清楚了解步操課的目的及

基本技巧。 

 已編寫 5、6 年級進階步操內容 

 已完成啟動禮，全校教師均認識護

脊原理、九式及跳護脊操。 

 已重溫，並提示同工續牌 

 

 來年在教授學生前科任會重溫一次。 

 來年再全面了解教職員急救資歷，提

示培訓需要，8 月向校務處更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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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課程規劃 2 發展新校本體育科課程 – 加強基礎

活動能力 

 一至三年級:遊戲比賽: 

-  障礙賽 

-  擲接豆袋 

-  持棒穿圈 

-  跳繩 

 四年級:步操訓練: 

-  基本步操概念 

-  個人步操技巧 

 五、六年級： 

-  進階步操技巧 

 

 

 更新課程元素，對於學生在跑、

拋、接、用具操控的幫助較大 

 

 

 因疫情停課未能於下學期進行 

 

 

 恆設立班際比賽(基礎活動) 

 

 

 

 安排來年推行 

發展潛 

能，學生 

活動規 

劃 

3  培訓校隊策略 

-  讓更多學生有機會參與班內 / 

校內 / 校外的交流 /比賽，擴闊

學習經驗 

-  聘請排球、籃球及花式跳繩教練 

 校內比賽： 

-  3-6 年級班際閃避球比賽 

-  2-4 年級班際跳繩王比賽 

-  5-6 年級班際籃球比賽 

校外比賽： 

 校隊：男子籃球、女子排球、花式

跳繩  

 

 

 

 

 

 成功聘請排球及跳繩教練，但未能

成功聘請籃球教練。 

 已進行部份班際閃避球(4、5 年)、

籃球 / 閃避球比賽，氣氛良好，學

生投入。 

 校外比賽：技能培訓及成就 

 女排在友校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

小學校慶邀請賽獲得亞軍 

 

 

 

 

 

 除透過康文署外展教練計劃外，嘗

試透過其他專業機構聘請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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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興趣班：中國舞、跆拳道 

-  友校邀請賽(如友校接力) 

-  其他：閃避球、簡易壁球訓練、

田徑比賽 

-  參加簡易運動計劃（壁球） 

-  參加外展(聯校)訓練課程 

-  推薦學生參與「運動章別 / 技

術級別」測試 / 青苖訓練。 

 中國舞高級組獲得甲級獎、跆拳道

在第二十一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獲得 13 個個人獎。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友校接力賽

女子組獲殿軍 

 九東田徑獲得季軍及 4 個優異獎。  

 壁球訓練班有 24 位同學參與。 

 有 10 多位學生參加聯校田徑訓

練，但因停課學生未能參加 3 月份

章別測試。 

 

 

 

 

 

 

 

 來年加強發展聯校田徑專項訓練計

劃，讓更多學生有機會接受訓練，發

掘有潛質學生。 

 加強家長教育，讓家長明白體育對學

生在學業和健康的好處，從而鼓勵子

女參加不同的訓練班。 

 4  建立校園體藝文化氣息 

1. 開放小息跳繩區 

2. 開放小息呼拉圈區 

3. 開放小息足踺區 

4. 開放小息遊戲比賽區 

5. 培訓體育大使，協助推行校內 

體育活動 

6. 體壇資訊區 – 存放課程單張 

、鼓勵學生自行參與課餘體育 

活動 

7. 校園電視台 –「2020東京奧運 

及項目介紹」 

 

 每個小息都有不少學生在體藝區 

 進行不同活動，氣氛良好。 

 

 

 體育大使每個小息協助開放體育 

區，但部份大使未能準時出席。 

 較少學生取閱。 

 

 

 因停課，未能於下學期進行 

 

 

 

 

 

 培養學生主動告訴老師自己需要準時

當值。 

 

 改為於小息集隊或中央咪把報名資料

告知學生。 

 

 東京奧運延期，故安排來年進行 

生命教育  中國奧運英雄- 𡚒鬥故事  因停課，未能於下學期進行，優化

了簡報的內容。 

 配合一至六年級跨學科專題研習，重

新分配各年級的中國奧運英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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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4  組織不同的級本活動課程，培育學

生的體育精神及運動習慣 

- 3-6 年級班際閃避球比賽 

- 2-4 年級班際跳繩王比賽 

- 5-6 年級班際籃球比賽 

- 1-6 年級 SportACT 

- 校運會 (全校參與) 

- 考試後師生球類比賽 

 

 

 

 

 

 上學期進行 4-6 年級 SportACT，金

獎：32 人；銀：11 人；銅 8 人。

比上年得獎人數減少。今年

SportACT 計劃不但記錄運動訓練

時數，更涉及日常生活體適能活動

（如步行、做家務等），計算時數

上較複雜。引至達標人數減少。 

 

 因停課，取消下學期 1-3 年級

SportACT 和 1-4-2020 的校運會。 

 

 

 

 

 

 體育課提示學生要完成 SportACT，檢

視進度以作改善 

 在高年級早會或周會詳細講解計劃。 

其他 4  資源開拓 

-  預訂免費體育館 

-  參加簡易運動計劃(壁球) 

-  外聘校隊教練 

 

 成功預訂 2 個壁球場供簡易運動計

劃(壁球)使用，惟因停課，並沒有

使用。 

 

 

 學界籃球比賽在順利村體育館舉行，

建議賽前預訂作練習用。 

 友校 / 社區交流 

1.  在各項隊際比賽前，邀請友校

進行友誼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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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護脊 5 1. 書包減磅計劃：  

 推行「書包也減肥」活動 

1. 意識期：磅書包，找出書包過重  

 的情況。 

2. 教育期： 

- 在校園電視台教導學生減輕

書包的方法。 

- 派發教育局「如何協助子女減

輕書包重量」宣傳單張 

3. 跟進期：不達標的學生，需在手 

 冊內貼上提示貼紙。 

 

 

 上學期已進行，下學期因停課取消 

 上學期有部份日子社會問題停

課，影響數據完整性，平均約

60-80%有超重。 

 

 在學期初護脊啟動禮已講解執書

包的重要性及方法。惟部份學生依

然沒有每天執書包。 

 能使家長了解子女的書包情況，由

於一學期只有一次，難持續檢視。 

 

 

 

 

2-3 . 把執書包納入訓輔紀錄。著班主任 

 間中抽查學生書包，若學生執書包 

 情況依然沒改善，需通知家長。 

 

 

 

2. 認證護脊校園計劃：   

2.1 於小息進行護脊操，並跟音樂， 

   分 3 段。 

2.2 保健小先鋒計劃： 

- 每個小息帶領全校學生做護脊 

  操。 

 全校學生在小息有做護脊操，但態

度及姿勢有待改善。 

 保健小先鋒大部分小息有協助帶

全體同學做護脊操,，但有時沒有人

帶領。 

  當值主任及老師需協助執整學生姿 

 勢。 

 提示教師要讓學生準時當值。 

 每班都有體育科長，隨機邀請他們出

來帶領。 

護眼 5 3. 全校推行護眼操： 

3.1 每天進行兩次，第一節前及午膳 

    前完成。 

3.2 每月表揚達標班別。 

 只有 2/3 的班別達標。  午間中央咪提示午膳時班主任課時必

須做護眼操。(疫症期間暫停) 

體重超標 4. 健康體重計劃： 

 參加康文署「健步行」計劃，鼓勵

學生每日行 8000 步 及參與體能活

動習慣。 

 成效欠佳，由於需要學生在家利用

手機程式上載數據，絕大部份都不

會定期每星期上載數據。 

 來年參與「我智 FIT」計劃, 增加學生

更多接觸運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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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護齒 5  參加衛生署「陽光笑容滿校園」，

教導及培養學生建立每天刷牙習

慣，並使用牙線。 

 在周會介紹活動及護齒方法。 

 原定下學期進行，但因應停課取消  加強午膳時段播放護齒資訊。 

儀容體格訓

練 

 步操訓練 

-  訓練制服團隊及風紀成員站姿

和自信表現。 

-  每學期 10 節常規課。 

 出席率高(>85%)，學生投入課堂，

學生精神面貌均有改善。 

 鼓勵風紀領袖生要以身作則，主動參

與各項領袖訓練班。 

 沒有出席的同學需提示向老師告假，

培養責任感。(於每年小組培訓首次課

堂述明獎懲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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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密梁省德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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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目標： 

1. 培育學生的創造力、想像力、審美能力，提升評賞能力與素質 

2. 提供比賽參與機會，發展學生在學術以外的潛能，提升個人自我概念 

3. 建立校園體藝文化氣息 

 

整體規劃：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 改善建議 

課程規

劃 

1 視覺藝術科校本課程 (特色：主題教學) 

1. 優化校本課程： 

1.1 持續優化四至六 年級主題教學課程，加強建構

創作意念，將藝術創作從個人視點延伸至社會層

面。 

 四年級：個人─色彩的表現性 

 五年級：社區─社區為本創作 

 六年級：社會─商業化社會與創作 

1.2統整繪畫技法的縱向課程 

 檢視現有課程內容，建構繪畫技法能力架構。 

 修定增潤課程資料庫內容。 

1.3完善立體創作的縱向課程。 

1.4強化美術詞彙的運用。 

 

 

 

 

 已按上學年教學計劃檢討優

化上學期主題教學內容。 

 個別班別的視藝課被安排於

下午時段，課時與上午上課

的班別有明顯差距，影響主

題創作進度，亦影響呈分的

公平性。 

 已編擬《繪畫技法能力架

構》。 

 已按《繪畫技法能力架構》

編擬增潤課程大綱。 

 於停課期間檢視四至六年級

緃向課程，包括立體創作的

縱向課程，並編擬四至六年

級課程大綱。 

 

 

 已額外增加創作時間予受影

響班別，但安排時也較困難。

建議與連接的課堂學科科任

溝通，調節時間。 

 於下學年實行新課程，並檢討

成效。 

 配合四至六年級課程大綱，設

計自評及互評項目，於下學年

實行，並檢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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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 改善建議 

2. 評估： 

2.1 促進學習的評估 

  持續在評估表上列明的學習重點，讓學生能自

我檢視學習表現。 

2.2 多元化評估 

  學習過程以每學期綜合評分，包括課堂探索、

藝術評賞、技法練習、作品創作等。 

  發展高年級的自評及互評文化。 

 

 科任老師均有運用壁報板展

示美術詞彙，能提示學生已

學的相關美術知識。檢視上

學期教學計劃及評估表，均

能以多元化的評估項目評估

學生表現。 

 高年級的自評及互評項目原

定於下學期進行，因停課關

係，暫未進行。 

發展潛

能，學

生活動

規劃 

2 

 

 

 

 

 

 

 

 

 

 

 

 

 

 

 

提升現有校隊質素 

3. 提升校隊創作技巧： 

3.1 低年級「小小藝術家」，認識立體創作與裝置藝

術，培訓相關創作技巧。 

3.2 高年級「創藝小組」，透過名畫欣賞及仿作，訓

練技法及誘發創作，加強評賞和創作的關係。 

3.3 訂立訓練時間表，有效調節技巧訓練、創作練

習及比賽創作的時間。 

 

4. 發展藝術演示潛能： 

  訓練「創藝大使」擔任視藝科活動服務生，包

括任導賞員、工作坊小老師及預備展覽等。 

 

 

 

 

 小小藝術家以培養學生創作

興趣為主。上學期為學校創

作聖誕節期掛飾。 

 上學期教授了畢加索的生平

及畫風，原定於下學期進行

相關創作，因停課關係，暫

未能安排。 

 因應練習及創作進度，微調

時間表編排。 

 已安排創藝大使參與以下服

務： 

 創藝工作室當值 

 Happy Hour服務生 

 藝術快閃會服務生 

 

 

 增加「小小藝術家」學生創作

機會，建議於上學期編排學生

製作多個立體小手工，下學期

利用創意教學法引導學生自

主創作。 

 「創藝小組」於下學年利用仿

作畢加索作品，訓練繪畫技

法。 

 持續篩選合適比賽，安排學生

參加。 

 於下學年延續「藝遊迦密」活

動。 

 「動畫放映會」值得保留，持

續於每年藝術潛能展現周內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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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 改善建議 

2 

 

 

 

 

 

 

 

3 

提供比賽參與機會 

5. 安排全校性視藝比賽，包括校外及校內比賽。 

6. 發佈比賽資訊，包括午間廣播、視藝科壁報板等。 

7. 參與區內比賽或聯校比賽 

8. 參加校外比賽前，先在校內揀選優秀作品，另設

獎項，加以表揚。 

 

建立校園體藝文化氣息 

9. 環境布置： 

於校內公用空間，如有蓋操場、走廊，以裝置形 

式展示學生作品。 

 

10. 藝術快閃會： 

  於小息設置攤位，讓學生透過即興創作及拍照

留念，提升學生藝術創作的興趣。 

  於Happy Hour 時段讓學生能繼續參與即興創

作活動。 

 

11. 藝遊迦密： 

 「創藝小組」參考藝術家名作，進行創作，於 

早上及小息介紹藝術家資料，及其創作，提升 

學生認識藝術流派及藝術家的興趣。 

 

 

 

 將於下學期安排全校性比

賽。 

 不定期更換比賽資訊及於壁

報板前放置比賽作品收集

箱。 

 已安排個別學生參與三項校

外比賽。見《2019-2020年科

組公開比賽活動資料(視藝)》 

 表現優秀的校外比賽作品以

掃描存檔。又另設「優秀校

內表現獎」。 

 分別完成聖誕和新年節期佈

置，並加入學生作品。 

 「藝術快閃會」以「圓」作

主題，分別設「圓形構想」（平

面）和「圓柱建築」（立體）

兩個攤位。 

  小息時段均額滿，尤受低

小學生歡迎。 

  已於 Happy Hour 時段安

排相關攤位。 

 原定於下學期進行「藝遊迦

密」，因停課關係，取消活

動。 

 

 物色更多其他公共空間展示

作品，如投交作品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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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 改善建議 

12. 學習成果分享 

  舉辦「動畫放映會」，分享六年級定格動畫作

品。 

  展示校隊的創作成果，展示學生課堂佳作。 

  申請在公共空間展示學生佳作。 

 由於停課關係，未能安排足

夠課時讓六年級學生完成定

格動畫作品，取消「動畫放

映會」。  

 不定期更新校內展板及展示

櫃的學生佳作。另將於藝術

潛能展現周期間增加展示學

生佳作。 

 將於 5月向港鐵遞交社區畫

廊申請。 

其他 2 資源開拓 

13. 安排藝術家到校分享或舉行工作坊。 

14. 參觀校外藝術展覽活動。 

 原定於下學期進行，因停課

關係，取消活動。 

 下學年再次安排相關活動。 

 生命教育 

15. 透過主題教學的藝術與情境及評賞活動，培育學

生重視生命。 

16. 安排學生推廣及參與藝術活動，發掘潛能及實踐

服務精神。 

 檢視上學期教學計劃，主題

教學內容包括對生命的認

識、藝術家的創作情操、藝

術創作中對生命的表達等。 

 已安排學生任創藝大使，惟

有部分學生在推廣及介紹藝

術活動或作品時稍欠主動及

自信。 

 持續進行。 

 在活動開展前加強演練以提

升學生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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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9-2020年度普通話科工作計劃-總結檢討報告 

發展目標： 

1. 建立學習型教學專業群體，進行專業對話及教學策略/技巧之運用和發揮 

2. 提高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3. 創設普通話語境，營造愉快的學習氣氛，讓學生練習聽、說普通話的機會 

4. 提供機會，讓學生展現普通話才華，提升個人自信 

整體規劃：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學習型

教學專

業群體 

1 1. 持續推行教師專業培訓 

科組會議安排下列專業交流： 

1.1資源運用、教學策略或活動分享 

1.2個別教師校外培訓的分享 

1.3了解新課程的候選書 (2019年 9月新 

   課程) 

 第一次科組會議安排同工分享以視

覺策略，配合圖畫教授不同聲調的方

法。 

 100%同工曾在課堂中運用圖畫(視

覺策略)教授不同的聲調。 

 上學期中期考試周安排四間出版社

到校為科任老師簡介新課程、教師用

書、教學資源及教具使用等資訊。 

 鼓勵同工運用及分享有效的教學策

略。 

校本課

程規劃

及設計 

2 2. 課程特色：漢語拼音 (以提高自學能力) 

2.1一至三年級：校本拼音小冊子 

利用已設計的一至三年級拼音小冊子

內容（聲調、所有聲母及單韻母），加

強學生對漢語拼音的認讀和拼讀。 

 

2.2四至六年級：普通話拼音學習冊 

修訂拼音學習冊，利用遊戲方式，加強  

學生對漢語拼音的拼讀。 

 

2.3運用電子工具，如 iPad Apps及 

   KAHOOT 練習漢語拼音，以增強學生 

   學習漢語拼音的樂趣。 

 

 因疫情停課，未能完整教授校本拼音

小冊子。 

 83%同工認同校本拼音小冊子能加

強學生對漢語拼音的認讀和拼讀。 

 100%同工認同新修訂的普通話拼音

學習冊能加強學生對漢語拼音的拼

讀信心。 

 

 

 83%同工認同運用電子工具能有助

學生學習漢語拼音。 

 

 配合新課本：運用新資源教授漢語拼

音。 

 各級科任老師每節課(約兩分鐘)利用

視、聽資源進行聲韻母誦讀操練。 

 

 

 

 

 

 運用出版社電子教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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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校本課

程規劃

及設計 

2 3. 課程特色：提升朗讀技巧和增進對中華 

   文化的認識 

3.1欣賞校際朗誦節及網上講故事片段，觀 

   摩表演者應有的站姿、眼神、聲線、語 

   速等，了解朗讀的技巧。 

3.2鼓勵同學於課餘時練習及於班中朗讀 

   課文/自選篇章，科任選出班中最佳朗 

   讀者。 

3.3「最佳朗讀者」活動：邀請最佳朗讀者 

   進行錄影，並於校園電視台播放。(朗 

   讀範圍：普通話課文 / 自選，朗讀學 

   生可穿華服) 

 

 

 於十一月份開始，逢周一午膳時段播

放昔日「校際朗誦節優秀者表現」片

段，供學生觀摩。 

 因疫情停課，全學年共 22班完成「最

佳朗讀者」活動，並選出五位最佳朗

讀者，其中一位為「普通話朗讀新

星」。 

 100%同工認同「最佳朗讀者」活動

能提供機會讓學生互相觀摩朗讀技

巧。 

 

 

 由於「校際朗誦節優秀者表現」影片

已被大會下架，故搜尋資料時需注意

影片的來源。建議參考其他舉辦普通

話比賽的機構所提供的網上影片。 

 每班選出一個「普通話朗讀新星」，

代表該班參與校園電視台錄影。 

 參考校外比賽的形式，建議下年度可

考慮舉辦講故事或誦唱普通話歌曲

活動或比賽。 

創設 

語境 

3 4. 善用語境課 

4.1全學年安排約八次語境課活動，提供機 

   會予學生實際應用普通話進行對話交 

   流，培養學生聽、說普通話的能力。 

4.2於語境課時段安排「班際活動」，如朗 

   誦唐詩、數白欖比賽等，讓學生互相觀 

   摩。 

 

5. 星期一普通話日 

5.1每逢星期一，當值主任利用普通話早 

   禱。 

5.2午膳時請普通話科長主動帶領同學用 

   普通話背誦謝飯禱文。 

5.3於午膳播放校際朗誦節片段、講故事片 

   段或歌曲，增加普通話氛圍。 

 

 因疫情停課，只於上學期完成三次語

境課，學生上課的氣氛良好，低年級

學生尤其投入。 

 因停課關係，未能安排「班際活動」。 

 

 

 

 

 每逢星期一，當值主任以普通話帶領

學生早禱。午膳時，大部份學生習慣

用普通話背誦謝飯禱文。 

 只有 50%教師曾在星期一午膳時播

放「校際朗誦節片段、講故事片段或

歌曲」。 

 

 下年度考慮借用出版社所提供的教

學資源，於語境課時段進行普通話活

動，由普通話大使協助。 

 

 

 

 

 

 下年度在校園加貼聖經金句(附漢語

拼音)，供學生認讀。 

 提供更便利方法讓教師協助播放普

通話比賽片段，增加普通話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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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創設 

語境 

3 6. 持續優化培訓普通話大使 

6.1於學期初召集普通話科長進行培訓，讓 

   普通話科長清楚了解自己的責任，以協 

   助推動同學運用普通話。 

6.2訓練普通話大使參與校園廣播 / 參加 

   校外比賽，藉此帶動聽說普通話的氣 

   氛。 

6.3培訓普通話大使協助進行各類普通話 

   活動（班際比賽、暢談普通話活動等）。 

 

 上學期集中兩個月讓普通話大使於

小息於有蓋操場進行推廣普通話活

動，讓同學接觸有關中國文化的項

目。高年級學生反應不俗，低年級學

生反應熱烈。上學期共進行了四次活

動。 

 

 建議活動形式及內容可更多元化。 

發展 

潛能 

4 7. 持續提供活動或比賽 

7.1繼續鼓勵口語能力較強的學生參加校 

   際朗誦節或其他校外活動與比賽，讓學 

   生展現普通話方面的才華，提升個人自   

   信，並擴闊學生視野。 

7.2邀請參與普通話公開活動或比賽的學 

   生進行錄影，安排在校園電視台播放。 

7.3安排普通話大使於校園電視台進行廣 

   播，向同學宣傳普通話活動。 

 

 70%教師曾鼓勵口語能力較強的學

生參加普通話活動。 

 本年度有 23位學生獲家長推薦報名

參與校際朗誦節普通話組個人獨誦

比賽。但因社會事件影響，11位學

生被取消出賽。 

 參加學生的出賽率是 83.3%，約八成

出席比賽的學生獲得良好或以上奬

狀，約 70%參賽者獲得優良獎狀。 

 停課期間，1位學生參與「普出非凡」

網上正讀比賽 ( 教圖香港 )，獲得

傑出表現獎。 

 

 持續提供活動或比賽，科主任繼續留

意坊間的比賽，讓口語能力較強的學

生參與，吸收經驗、擴闊視野。 

 請普通話科任推薦學生參予下年度

朗誦比賽，讓新一年度的科任鼓勵同

學參加。 

 



第 64 頁／共 105頁 

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9-2020年度圖書館工作計劃-總結檢討報告 

發展目標： 

1. 創設理想的閱讀氛圍，提升閱讀興趣和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2. 開發閱讀資源，支援各學習領域推動「從閱讀中學習」。 

3. 配合《迦密新一代》探究式專題研習，協助推動「跨課程閱讀」。 

整體規劃：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興趣

為本 

 

 

 

1 透過不同形式的獎勵計劃引起學生對

閱讀的關注，藉以培養個人閱讀興趣

和習慣。 

1. 親子伴讀計劃（一至三年級）  

2. 閱讀悅樂獎勵計劃（校內）  

3. 閱讀約章（校外）  

4. 閱讀課（P.1-6 學生）  

5. 早讀會（家長）  

6. 故事姨姨計劃 

 

 接近九成同學能於整學年閱讀指

定的中、英圖書各 4本。 

 親子伴讀計劃因疫情停課而取消。 

 全校獲得「閱讀悅樂」獎勵計劃的

學生（上學期）共有 271人獲得閱

讀悅樂獎，佔全學校學生的

44.65%，與去年同期減少了 10%。 

 圖書館主任利用校園電視台介紹

閱讀悅樂獲獎名單及獲獎心得，因

疫情而未能邀約學生進行拍攝。 

 閱讀約章（校外）第一期有 277人

達標，與去年同期相若。 

 普遍同學只能完成印刷版，因同學

尚未習慣利用該系統填寫閱讀資

料。 

 閱讀課老師於每月按節日及校本

主題協助推介圖書（中秋節、聖誕

節及農曆新年），圖書館同期展示

及推介有關圖書，能有效鼓勵同學

到圖書館借閱相關圖書，並加強學

生閱讀不同類型的圖書，如生命教

育規劃的圖書。 

 停課期間鼓勵同學多使用閱讀

約章電子系統（校外）記錄借閱

的圖書。 

 

 閱讀課老師鼓勵同學因應不同

的節期分享主題圖書，加強師生

分享圖書的互動性。新學年採用

「迦密閱讀平台」加強分享圖書

的互動性。 

 

 如跨課程閱讀的 QEF能成功申

請，舉辦家長工作坊，家長支援

提升學生持續閱讀的興趣和習

慣。 

 

 設立「故事姨姨」專櫃讓一年級

同學容易借閱相關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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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上學期安排了 4次早讀會，平均出

席人數約 40人，主題是 6A的力

量。由於涉及管教子女，所以家長

十分投入討論。 

 故事姨姨小組已為一年級進行第

一次講故事活動，並於低年級的

Happy Hour 時段說故事及帶領一

些閱讀活動。 

 

興趣

為本 

1,2 透過壁報及OPAC2.0圖書館系統發放

閱讀資訊 

1. 喜「悅」快訊 

2. 喜「悅」龍虎榜 

3. 喜「悅」推介 

 本學年（9-1月）學生借閱圖書的

總次數為 8333次。 

 公布每班的每月借閱數量﹑各級最

高借閱量（首 5位）及定時發放「閱

讀 VIP」能鼓勵同學積極到圖書館

借閱圖書。 

 234位獲得閱讀 VIP（9-1月）能鼓

勵同學積極到圖書館借閱圖書。 

 閱讀課老師及周會負責同工協助

推介節日圖書及「迦密人」生命繪

本，這有助擴闊同學的閱讀面。 

 下學年拍攝簡單的訪問，同學以

一句話說出所喜歡的繪本因

由，然後在校園電視台播放，加

強閱讀推介材料。 

 新學年採用「迦密閱讀平台」加

強閱讀資訊的發放。 

興趣

為本 

1,2 創設理想的閱讀氛圍，讓學生進行多

元化的閱讀活動。 

1. 繪本快遞  

2. 讀書會（主題閱讀）  

3. 繽紛選書樂  

4. 喜「悅」之旅（校園電視台介紹圖

書館最新動向）  

5. Reading Fun Fun Fun（2020年 5月） 

6. 423世界閱讀周－世閱科普之旅 7. 

階梯閱讀空間（網上閱讀計劃） 

8. 博物館小先鋒－參觀科學館，藉此

增進學生科普知識（2020年 7月） 

 圖書館以海報及專題書展的形式

推介有關圖書，能有效鼓勵同學到

圖書館借閱繪本 （借閱人次約有

900，約佔整體 10.8%）。 

 Happy Hour讀書會（主題閱讀）提

升了星期一的借閱人次。 

 繽紛選書樂因疫情停課而取消。 

 喜「悅」之旅因疫情停課而未能拍

攝。 

 Reading Fun Fun Fun已於 1/6至

12/6放在校網供同學瀏覽。 

 

 主題讀書會可與英文科組合

作，能鼓勵同學主動借閱英文圖

書。 

 

 

 有關閱讀周活動任務在新學年

可利用 Google Classroom平台，

促進師生之間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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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閱讀周活動材料已於 20/4至 24/4

（停課期間）放在校網供同學瀏

覽。 

 超過六成的同學曾使階梯閱讀空

間，同學在字詞題答對率達

84.36%、意旨題答對率 78.65%及

挑戰題答對率 81.24%；表現令人滿

意。 

 獲成功申請豁免入場費用及安排

導賞員，讓 28位博物館小先鋒參

觀科學館，體驗科學遊踪。最後，

因疫情而取消是次體驗活動。 

 

 

 

 

 

 

 

 

 

資源

為本 

2 1. 添置中央圖書館及有蓋操場之藏

書  

2. 推行「一生一卡」  

3. 家長日「繽紛選書樂」  

4. 支援各科，為學生推介合適的閱讀

資源  

5. 善用公共圖書館「團體借閱圖書館

資料」  

6. 優化專題館藏，為老師及同學提供

專題的參考資源 

 善用公共圖書館「團體借閱圖書館

資料支援常識科的專題研習、中華

文化日及中文科—繪本教學與經

典文學推介。 

 推行「一生一卡」可以讓同學在家

中閱讀多元化的電子書。 

 繽紛選書樂因疫情停課而取消。 

 本年度添置了 320本圖書配合相關

閱讀活動及支援各科，包括

STEM、專題研習、福音週圖書及

世界閱讀週。 

 支援各科，為學生推介合適的閱讀

資源存放在學校網頁。 

 已按各科主題優化專題館藏，為老

師及同學提供完備的參考資源。 

 有關師生參考資源加入

QR-Code，方便使用。 

 新學年建立「迦密閱讀平台」添

置多元化的電子書，並開拓不同

的閱讀資源。 

  



第 67 頁／共 105頁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學習

為本 

1,3 配合《迦密新一代》探究式專題研習，

協助推動「跨課程閱讀」；教授學生圖

書基本閱讀策略，以豐富學生研習的資

料及促進學生創「新」思維的發展。 

 一年級：誰是迦密人？ 

 二年級：最佳社區人物大賞 

 三年級：迦密考察隊：走進未來綠

色房屋 

 四年級：美好環境由我做 

 五年級：傑出廣告創作大賽‧迦密中

國深度遊 

 六年級：面對世界．探討_____問題 

 一年級同學大致能通過圖文理解

研習內容，並根據封面、封底、

書脊、書名（圖書資料）猜測大

意。 

 二年級同學透過閱讀電子繪本認

識不同工作的關鍵詞及有關職業

的特質。 

 五年級同學初步掌握 KWL的閱

讀策略，圖書館主任為五年級學

生提供多元化的閱讀資源，包括

「故宮全接觸」短片、兵馬俑模

型的展示及利用 AR加強多感官

的閱讀。 

 其他年級因疫情停課而取消。 

 如成功申請跨課程閱讀的優質教

育基金，建立「迦密閱讀平台」

《 迦密新一代》，協助推動跨學

科專題研習，善用有關電子閱讀

資源與學習交流。 

 

學習

為本 

1,3 閱讀課的好書推介配合「迦密人」生命

教育規劃 

 上學期：各級的閱讀課老師每月

協助推介配合「迦密人」生命繪

本，相關繪本接近 600人次借閱，

佔整體約 7.9%。 

 下學期：校網設有網上自學資源

平台讓同學自主閱讀生命繪本和

德育故事。 

 本年度世界閱讀周讓同學在家中

多閱讀細菌、病毒、同心抗疫等的

電子書和網上資源。 

 圖書館主任鼓勵同學多瀏覽繪本

花園及圓夢繪本資料庫的繪本

外，善用繪本培育學生「因信而

樂於感恩」的品格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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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9-2020年度活動及全方位組工作計劃-總結檢討報告 

發展目標： 

1. 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以配合校本課程發展，並提供普及化、延伸及促進學習的活動，擴闊學習經驗。 

2. 策劃及安排多元智能活動、校外比賽及表演機會，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增強自信心，提升成就感，發展潛能。 

3. 規劃服務學習計劃，安排制服及服務團隊參與不同服務，讓學生透過訓練、親身體驗，學習勇於面對挑戰，培養關愛他人及服務社區

精神。 

整體規劃：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一) 

規劃全

方位學

習活動 

 

 

 

 

 

 

 

1 

 

 

 

 

 

 

 

 

1. 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 

1.1 聯課活動及普及學習活動， 

為學生提供全方位學習活 

動，擴闊學生學習經驗 

  各科組延伸學習活動包

括：科組比賽、學生講座、

專題學習課、集誦訓練、

音樂欣賞 

 

 

 規劃涵蓋100%學生有機會

參與聯課活動/普及活動 

 全方位學習活動規劃涵蓋

延伸、促進或擴闊學習經

驗，全年科組共舉辦多於  

50 個級本活動 

 100%學生有機會

參與全年的聯課

活動 / 普及活

動，涵蓋三個範

疇：學術、體藝、

學生成長  / 其

他  

 

 上學期擬定的全

方位學習活動大

部分已順利完

成，大約舉辦了

28項聯課級本活

動。隨後停課。   

 加強應變計劃，訂

立程序於委員會指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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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1.2 學校交流團/遊學團 

  全年舉辦兩個交流團/遊學

團，以擴闊學生眼界，促進

學習，舉辦的交流團/遊學團

如下： 

  新加坡科技/學科遊學團 

- 五年級學生參與 

  潮汕英語服務學習交流團

(暫定) 

- 全級六年級參與 

 各級參與率： 

- 四年級參與率：約

全級 12-15% 

- 五年級參與率：約

全級 50-60% 

- 六年級參與率：約

全級 65% 

 APASO 高於去年常

模「機會」(3.06)及「經

歷」(2.78) 

 由於本年出現社會運

動及新冠肺炎疫情關

係，決定取消原定的3

個交流團 

 

 

 因疫情變化宜作出

應變計劃，如對外

宣佈(家長、學生)

需制定合適的步

驟，以確保作出合

宜的安排 

 

 (二) 

策劃多 

元智能 

活動 

 

 

 

 

 

 

 

 

 

 

 

 

 

 

 

 

 

 

2 2. 組織多元化課外活動 

 舉辦多元化課外活動，包括

校隊訓練及多元智能課程 

2.1 校隊培訓 

 鼓勵學生透過培 訓 

  ，參與校內、校外比  

  賽，提升自信心、  

  成就感及展現潛能  

- 組織超過二十項校隊培

訓隊伍 

- 由本校老師或聘請校外

導師進行專業訓練，帶領

學生參與校外校際及公

開比賽 

- 着重團隊紀律(包括恆

常出席訓練)，提升團隊

精神及質素，培養反思學

習能力及樂於分享學

習所得 

 (上下學期各一次) 

 課外活動統計能涵

蓋約六大智能 

 全校  70%或以上的

學生參與校隊培訓

或多元智能課程  

 90% 校 隊 學 生 恆

常及準時出席訓練 

 多 元 智 能 課 程

( 興 趣 班)學生出席

率達 80% 

 各校隊學生均有90%

以上出席率，大部分學

生都能準時出席有關

訓練 

 

 全年安排不同智能的

課外活動，包含音樂智

能、肢體動覺(運動)智

能、空間智能、數學邏

輯智能、語文智能及人

際智能 

 

 多元智能課程已於11

月開始，學生大致有

80%以上的出席率 

 

 由於停課關係，多元智

能課程只進行了6堂。 

 

 下學年會考慮增設

一至兩個活動小

組，加強「音樂智

能」、「肢體動覺智

能」培訓，以提升

學生成就感及自信

心 

 

 

 下學年邀請家長協

助多元智能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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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2.2 周六多元智能課程(興趣班) 

與校外機構合辦至少 20 項

興趣班課程給全校學生參

與，包括：跆拳道班、紙黏土

班、小畫家班、英文拼音班、

劍橋英語課程、小司儀班等 

 邀請家長協助多  

  元智能課程 

    

 3. Happy Hour 及興趣班活動 

 星期一第九、十節舉行 

 分一至三年級及四至六年

級兩組，輪流參與 

Happy Hour 及課室興趣活

動 

 學生於Happy Hour 時間自

由選擇自己喜愛的活動 

 隨堂老師與學生一起參

與活動，讓學生享受校

園活動時間 

 新增多元化活動 

- 邀請家長當活動項目 

的義務導師 

- 英語學習活動 

 APASO 高於去年常

模「師生關係

(3.14)」、「成就感

(2.86)」 

 「成就感」中的「我經

常享受成功經驗」同意

的 百 分 比 高 於

上 年 2 - 3 %  

 上學期高低年級大約各進

行了兩次活動，而本年增

設兩個不同智能的活動︰

「語文智能」及「邏輯數

學智能」，令學生可參與

更多元化的活動，受訪學

生都表示喜愛參與Happy 

Hour活動，可自由選擇喜

愛的活動 

 受訪學生認為老師和學生

一起進行Happy Hour活

動，感覺良好，享受參與

活動時間，有助加強師生

關係 

 老師觀察大部分學生能自

行完成活動，有助提升成

就感。 

 

(本年度因疫情未能進行

APSO調查) 

 

 本年度邀請不同家長協助

維持學生活動的秩序，協

助活動順利進行 

 為增強學生參與活

動興趣，下學年將

會在活動前一天播

放主題曲及定期介

紹活動，以加強宣

傳力度。 

 

 下學年將優化活動

項目，配合多元智

能元素，讓學生可

參與不同活動，發

掘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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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4.才藝匯演 

 提供表演平台給學生，站在台上

展示其才能提升學生自信心 

 分高年級及低年級進行 

 透過校園電視台或小息集隊時

段介紹可表演的項目給學生，提

升他們興趣參與 

 80% 參與學生

表現有自信 

 本年度已完成高年級才

藝匯演，受訪老師表示

表演及觀賞學生表現投

入 

 

 根據老師觀察，有90%

表演學生表演得很有自

信 

 

 原定於下學期舉行的低

年級才藝匯演，因停課

關係未能於本年度舉行 

 下學年透過校園電

視台播放高年級才

藝匯演的精彩片

段，表揚有潛能的

學生。 

 

 安排有潛質的學生

在合適的場合 (如

試後的體藝潛能展

現周)進行表演，增

加學生表演機會 

 

(三)

規劃

全校

服務 

學習 

計劃 

 

 

 

 

 

 

 

 

 

 

 

 

 

 

 

 

 5. 透過服務學習，親身體驗學習經

歷，回饋社會 

5.1 社區表演及服務： 

5.1.1 匯演項目 

 觀塘區公民教育委員會舉辦 

慶回歸聯校匯演 

 齊齊認識觀塘區學校展覽暨 

聯校匯演 

 到訪幼稚園聖誕表演 

 社區典禮或嘉年華會表演…(如 

適用) 

5.1.2 社區服務 

 「四順區賀國慶」活動攤位服務 

- 服務團隊每年輪流參與，讓學

生有社區服務體驗，培養服務

精神 

 小幼交流服務 

- 制服團隊參與活動招 

待、站崗等，服務區內 

幼稚園學生 

  因社會問題，基於安全，

中國舞蹈組取消參與慶

回歸聯校匯演 

 

 中樂團已於1月11日出席

齊齊認識觀塘區學校展

覽暨聯校匯演，共有18位

學生參與，是次表演順利

完成，學生表演良好 

 

 高級合唱團小組及手鐘

隊已於12月到訪一間安

達邨幼稚園及2間區內幼

稚園，學生表現良好，幼

稚園學生家長都很喜愛

欣賞學生表演，約有30位

學生參與是此表演，各間

幼稚園校長、老師或家長

都讚揚學生表演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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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3 5.2 愛心關懷社區 

 與校外機構合作，讓各服務團

隊到訪鄰近的長者服務 中

心，或邀請長者到校進行活動

及服務，定期關懷及贈送小禮

物給社區內的長者 

 每個服務團隊全年至少參

與兩次社區長者中心探訪 

 服務團隊學生從服務中學

習到尊重生命及愛惜生命 

 表演及服務團隊學

生投入表演 /服務，

獲校外人士嘉許 

 參與服務學生能從

活動中學習到樂於

服務及勇敢面對挑

戰的精神 

 服務團隊分享或展

示服務學習經驗 

 100%服務團隊學生

最少參與一次社會

服務及一次校內服

務，並於服務活動中

呈現自主籌劃和組

織能力，以提升成就

感 

 幼童軍已於9月29日參

與「四順區賀國慶」活

動攤位服務，學生都樂

意參與服務 

 有17位小女軍參與小

幼交流服務，學生都認

真及樂意參與服務 

 小女童軍及公益少年

軍已於1月探訪區內長

者中心，參與學生表現

投入，表示喜愛與長者

一起活動，期望下次再

參與服務學習活動 

 因新冠肺炎停課關

係，各服務團隊原定於

3月及6月的服務學習

活動需要取消 

 下學年安排其他有

音樂潛質的學生參

與幼稚園表演，讓

其他同學也有對外

表演的機會 

 

 課外活動主任將規

劃來年跨科組服務

學習計劃，訂定服

務團隊每年學習目

標，培訓及提升學

生自主籌劃活動的

能力 

 5.3 制服團隊訓練 

 穩定團隊人數，提升個人及團

隊素質。 

 步操訓練及考章 

- 安排制服團隊參與步操訓 

練，提升訓練質素，增強 

學生自信心。 

- 為每位團隊成員設定考章 

目標 

 85% 校隊學生恆常

及準時出席訓練 

 學生認真參與集隊

及訓練 

 參與步操訓練的制

服團隊學生能有自

信心及成就感 

 每位制服團隊學生

每年考獲至少  1 個

服務章 

 已完成上學期步操訓

練，有85%以上學生準

時出席訓練。學生大致

投入學習，表現良好。

受訪學生表示步操訓

練提升他們的自信心。 

 制服團隊於上學期進

行了數次團隊訓練，學

生大致表現投入。惟因

新冠肺炎停課，下學期

未能進行團隊訓練，影

響了學習進度和考

章，來年再繼續。 

 下學年各團隊人數

將調整至 40 人，提

高參與團隊人數。各

隊來年需推薦表現

較佳的學生出外參

與合適的活動 / 訓

練，提升個人素質及

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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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9-2020年度訓育及輔導工作計劃—總結檢討報告 

關注事項：建立積極的關愛校園文化，全方位培育學生「迦密人─樂善勇敢」的品格素質。  

目標 1. 建立積極的教師協作團隊，推動訓育活動及執行措施。 

     2. 學生表現出堅毅的品格素質。 

     3. 家長認同並積極配合學校的方向，建立對學校的信任共建願景。 

     4. 建立健康安全的校園。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一、 

訓育 

 

 

 

 

 

 

 

 

 

1 1. 持續優化訓輔團隊： 

1.1強化訓輔老師角色： 

 

 

 

 

1.2持續強化「全民皆訓輔」的

理念，加強關愛校園文化。 

 

 

 成效理想，兩位副訓導主任的角色逐漸建

立，重新安排各組員工作，分工更清晰。 

 級訓輔老師為較多行為問題學生進行輔
導，80%學生行為得到改善。 

 「陽光電話」加強家校溝通，停課期間，
支援家長解決學生在學習上的困難，提升

學生出席實時教學至 85%以上。 

 「三承/成」策略成為全校訓輔語言略見成

效，25%老師恆常使用。 

 85%教師認同教師專業發展及級訓輔會

議，能加強教師的效能，提升關愛校園文

化。 

 持續強化訓輔團隊： 

- 訂立機制，讓組員更有效支援訓輔工作 

- 加強副訓導主任的角色，讓能獨當一面。 

 持續強化「全民皆訓輔」的理念，加強關

愛校園的氛圍： 

- 加強班級經營，設立班規、班口號等，

提升學生的歸屬感。 

- 持續進行級訓輔會議，加強級訓輔與班

主任的溝通、交流。 

- 持續透過訓輔會議、發布會進行訓育提

示，加強「三承/成」策略成為全校訓輔

語言。 

一、 

訓育 

2 2.1 持續深化校園約章 

   

 

 學生集隊的秩序較去年改善，低年級成效

更顯著，61%教師認為學生集隊的秩序已

提升；就觀察，在集體聚會中，85%學生

能專注聆聽。 

 學生能堅持達到目標，在行為、學習上均

見進步，就訓輔記錄，學生的違規紀錄與

去年比較，遲到缺點由 1.1%下降至 0.3% 

，欠交功課缺點由 2.6%下降至 0.8%，違

規缺點/小過由 3.2%下降至 1.5%。 

 持續強化校園約章： 

- 加強品格教育，例如：順服、關愛、尊

重、誠實 

- 加強訓輔的預防工作 

- 構思新點子，優化訓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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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一、 

訓育 

2 2.2 優化風紀團隊 

  

 早上值日遲到的情況較去年有明顯改善，

小息及放學時能按時到各崗位值日。 

 風紀服務理想，96%風紀獲得優點作為嘉

許。 

 79%教師認同風紀承諾制度及「優秀風紀」

選舉能加強風紀的領袖及團隊形象。 

 風紀小隊功能有待發揮，小隊長的角色未

夠突出。 

 持續優化風紀團隊： 

- 持續提示風紀在紀律、儀容上要做好，

成為其他學生的榜樣。 

- 強化小隊長角色，加強團隊的凝聚力及

管理。 

- 負責老師加強巡視及監察。 

二、 

輔導 

2 2.3 區本計劃 

為基層有需要家庭之學生提

供支援服務，包括：小組活

動、學習及户外活動，提升

學生不同的能力及自信心。 

 已完成了 10 個小組活動及 2 個户外活

動，學生平均出席率約 90%。 

 從觀察所見，同學十分投入參與活動。 

 由於疫症持續，下學期的活動未能進行。 

 於下學年加強監察導師素質，每次在記錄
學出席情況時需同時監察導師表現，以提

升服務質素。 

2.4 成長的天空計劃  

透過小四輔助課程、小五強

化活動、小六強化活動，提

升學生抗逆力。 

 

 因疫症持續，小四輔助課程仍未完成。 

 成長的天空計劃的問卷統計：超過 75%的

小五及小六學生認同計劃對他們在接受

別人意見、控制自己情緒、按既定的目標

辦事及解決問題能力有幫助。 

 從以上數據顯示成長的天空計劃有助提
高學生堅毅的品格。 

 於下學年加強監察導師素質，每次在記錄

學出席情況時需同時監察導師表現，以提

升服務質素。 

  2.5 修訂班本經營內容 

透過體驗活動，增進師生及

同學之間的關係，全年共 8

次的班本經營活動。 

 從觀察所見，活動能增進師生及同學間的
互動，促進彼此關係。 

 由於疫症持續，仍有 3次班本經營未完成。  

 於下學年加強班本經營與周會及成長課配 

合，以優化班本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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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2.6 成長課之修訂 

檢討及修定 P.1-P.6上、下學期的

成長課內容，並在適合的課節加

插繪本。 

 已完成修訂 P.1-P.6各八課的成長課內

容、工作紙及簡報，並於各級加插一

課節繪本。 

 於下學年持續檢示及優化成長課內容。 

2.7 學生講座 

全學年安排 16個學生講座，並邀

請不同的機構及講員，培養學生

正確的價值觀。 

 已舉辦了 6個學生講座，從觀察中，

大部份同學投入參與講座。 

 由於疫症持續，仍有 10個學生講座未

完成。 

 於講座前加強與講員溝通，以確保講座的

內容能配合學生的需要。 

2.8 健康關愛大使 

培養高年級同學關愛小一同學，

幫助小一同學適應小學生活，提

高自理能力。 

 從觀察所見，大部份大使能盡忠職守

服務同學，充份發揮他們的堅毅精神。 

 由於疫症持續，下學期健康關愛大使

服務未能進行。 

 有部份健康關愛大使因較快完成任務而

離開崗位，下年度將加強培訓，提示工作

要點。 

2.9 中華文化日 

透過中華文化攤位，培養學生認

識及接觸中國文化及藝術。 

 共有 32位家長義工協助支援 18個中

華文化攤位，家長義工十分投入參

與，活動效果良好。 

 今年義賣的賀年食品全部售清，建議下年

度須預備多些小食及飲品進行義賣。 

2.10 「服務學習」計劃 

校內服務：清潔大行動 

學生體驗活動及校外服務： 

P.1-P.2 -「清淡一餐」及講座 

-親子探訪獨居長者 

P.3-P.4 -「黑暗中的對話」P.3 

-「矇眼午餐」P.4 

- 服務視障人士 

P.5-P.6 - 歷奇挑戰體驗活動 

- 服務特殊學校學生 

- 關懷貧窮小天使計劃 

 校內服務已完成清潔大行動，從觀察

所見，同學十分投入參與。 

 由於疫症持續，「服務學習」計劃餘下

活動未能進行。 

 

 配合學校五年計劃，下學年「服務學習」

計劃內容將作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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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2.11 「品德學業」獎勵活動 

提升學生奮進的態度，並學習社

交禮儀，擴闊學生視野。 

 因疫情未能進行。  待下年度再作安排。 

3 3.1 家長學堂、家長教師聚會、早讀

會 

配合家長的需要及學校主題，全

學年安排 6個家長講座或活動、

P.1-P.5家長教師聚會及 8次早讀

會，以提高家長在管教子女的技

巧，並向家長發放學校的教育理

念及訓育政策。 

 已舉辦了 2個家長講座，1個親子遊戲工

作坊。從觀察所得，家長投入參與講座，

每次出席率約 20人。親子遊戲工作坊共

有 24個家庭參加。由於疫症持續，尚有

1個家長講座及 2個親子遊戲工作坊未

能進行。 

 P.1-P.5家長教師聚會順利舉行，家長與

教師溝通融洽。 

 上學期共舉行四次早讀會，主題是「6A

的力量」，平均出席率約 30多名，家長

反應良好。下學期早讀會，因疫症關係，

未能安排。 

 下學年將繼續用電話聯絡已報名的家

長，並透過家教會執委及早讀會加強宣

傳以提高家長出席率。 

三、 

健康 

安全 

校園 

 

4 

 

 

 

 

 

 

 

 

 

 

 

4.1 學校環境 

4.1.1 巡查校舍 

4.1.2定期與政府機構接觸，確保環

境安全。 

 

4.2 安全資訊 

4.2.1 傳染病資訊發布： 

4.2.2  張貼海報：定期提醒學生及教

職員相關防疫措施。 

 

 

 

 

 職員及校務員定期（上、下學期各一次）

巡視校舍安全及衛生情況，跟進須維修

的地方。 

 

 適時向家長及學生發出通告，提高預防

傳染病的意識。 

 定期於中央廣播，提示學生注意個人衛

生及健康作息習慣，以提升個人免疫力。 

 適時張貼衛生署海報，提醒學生及家長

注意衛生。 

 

 校務處加強監察工友工作及防疫意

識，防疫工作定為工友月會必然議題。. 

 

 

 透過校園電台播放宣傳短片，加強學生

的衛生意識。 

 製定校園防疫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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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4.3 急救服務 

4.3.1 啟動「意外處理及急救程序」：

由合資格的急救人員進行急救

及填寫「意外受傷事件報告」。 

4.3.2 足夠的急救人員數量 

4.3.3 充足的急救用品 

4.3.4 重溫 AED執行程序 

 

4.4 學生服用藥物指引 

4.4.1 啟動「藥物處理及治療」指引 

4.4.2 定期更新危機手冊 

 已檢視各急救服務有效執行。 

 

 

 

 學校已有 5名合資格的急救人員。 

 校務人員每月檢視及增添急救箱內的用

品。 

 

 

 已檢視「學生服用藥物指引」有效執行。 

 9月已更新危機手冊。 

 定時向教師提示「意外處理及急救程

序」(教師發佈會)。 

 

 

 

 

 負責老師按需要提供最更新的資料， 

如機構聯絡電話。 

 

 8月首次行政會及校務會議報告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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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9-2020 年度宗教及生命教育工作計劃-總結檢討報告 

發展目標： 

1. 引導學生認識及接受耶穌基督的救恩。 

2. 讓學生從聖經中得着生活的教導，鼓勵學生將聖經真理實踐在生活之中，建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 

3. 推動教師承擔基督教教育的異象與使命，建立同心合一的教師團隊。 

4. 推動堂校合作，幫助學生建立長遠的屬靈追求及帶領未信主的家長信主。 

整體規劃：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學生

的福

音工

作 

 

1,2 1.1 親近天父 

 每天早上由班主任帶 

 領學生研讀聖經 

 學習靈修的方法  

 持續建立學生專心的 

 祈禱文化及在親近天 

   父時間持續 

  學習感恩的禱告，專心 

 仰望，以忍耐堅持的心 

 克服困難。 

 

 80%學生表示喜歡

閱讀神話語，聆聽金

句教導及有恆常禱

告。 

 85%教師表示學生喜歡聆聽

老師講解聖經金句及分享信

仰經驗，也樂意讓老師為自己

的需要代禱。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停課關

係，自 4/2/2020 開始，由校

長及老師拍攝親近天父短

片，上載至學校網頁，讓學生

每天在家中思考神的話語及

禱告。 

 接近七成受訪學生表示喜歡

在「親近天父」時段閱讀神的

話語。 

 五成受訪學生喜歡向老師分

享代禱事項，讓老師為他們的

需要禱告。 

 鼓勵學生分享信仰(禱告蒙

應允的經歷)及安排學生輪

流帶領禱告。 

 星期一「代禱日」在簡報

準備全校性的代禱事項 

(一件社會性或國際性事

項) 。 

 建議在課室放置代禱紙，

收集學生的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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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1 1.2 福音周 / 福音營 

向學生傳講福音的信

息，引導學生追求真

理，得著豐盛的生

命。 

 70% 參與福音營

的老師表示， 學生

能藉個人佈道工

作，清楚認識福音信息

及信仰。 

 

 參加順安堂的栽培     

課程人數達 60 人。 

 參加順安堂的團契  

聚會人數達 15 人。 

 於 14-15/5 舉行「網上福音性

聚會」及小組信仰傾談，幫助

學生認識福音及決志信主。 

 參加老師的信仰栽培小組四

至六年級合共 104 人，反應理

想。 

 

 宜增加小組交談時間，了

解學生對信仰的領受，宜

鼓勵學生交流和討論信

仰。 

學生

的福

音工

作 

 

1 1.3舉行兩次節期崇拜（聖

誕節及復活節），重申其

中真正意義及福音信息。 

 能按計劃順利完

成兩次節期崇拜，

內容涵蓋整全福音

信息，讓學生明白基

督救贖的真確性與

完備性。 

 崇拜活動 /內容配

合學生程度，學生

專注投入。 

 聖誕崇拜、「聖誕金句背誦」

活動、派發士的糖、介紹士的

糖紅白紋的意思及順安堂的

聖誕劇場，能讓學生明白基督

救贖的真確性與完備性。 

 81%教師認同節日崇拜及宗

教活動能傳遞清楚的福音信

息，學生重視生命的成長。 

 復活節崇拜因新冠肺炎疫情

而取消。親近天父加入復活節

的信息。 

 建議可於聖誕崇拜當天邀

請老師及學生於花圃唱聖

誕詩歌，增添節日氣氛。 

 建議請老師及學生扮演東

方博士、牧羊人、動物等

角色，迎接新生王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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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2 2.1 周會 

 以聖經教導為基礎，引

發學生明白真理 立場

和採取行動，應用真 

理，培養學生屬靈品格

和正 確的價值觀。 

 利用繪本與學生於周

會進行互動討論，讓學

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全學年舉行 4 次時事

論壇的周會 

 邀請老師於周會中分

享他們的信仰經歷，發

揮生命導師的角色。 

 設特定周會內容以實

踐「迦密人」「樂善

勇敢」的生命素質及

「異象與承傳」的迦

密精神，實踐校訓。 

- 9-10 月凡事感恩 

- 11-12 月以愛待人 

- 1-3 月面對挑戰 

- 4-6 月經歷困難 

 舉辦生命奮鬥故事分

享會及不同職業見

證分享會，學會如何

克服困難。 

 70%老師認同周會

信息及 相關活動有

助建立學生良 好的

品格及正確的價值

觀。 

 信息演繹能清楚分

辨「真理觀」及「世

界觀」，讓學生留下

深刻印象，帶來校園

生活面貌的轉變。 

 老師及嘉賓的生命成

長見証具激勵性，有

助價值觀的內化，給

行為表現帶來良好的

轉變。 

 已完成兩次時事論壇周會及

兩次繪本分享。學生對時事論

壇及繪本的印象深刻，樂意討

論相關主題。 

 「感恩有你」周會邀請家長及

學生分享，效果良好，學生及

家長都很認真填寫親子感恩

紙。 

 下學期週會因新冠肺炎疫情

而暫停。 

 85%教師認同上學期周會能

成功向學生傳遞「樂於凡事感

恩及善於以愛待人」的迦密精

神。 

 六成受訪學生表示周會的內

容能提升他們對信仰的認

識，引導他們學會倚靠神，克

服困難。 

 持續以繪本、時事等多元

化媒介，傳遞迦密人「樂

善勇敢」的優勢品格。 

 建議選取較有爭議性的時

事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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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學生

的福

音工

作 

2 2.2 學生團契 

 促進師生間的溝通，增加彼

此間的了解，培養共融和諧

的校園氛圍。 

 由班同學揀選一首「班

歌」，在下學期舉行「詩歌

讚美會」，回應神在本學年

的看顧。 

 在情意及社交表

現評估套件問卷

中，有關「社群關係」

的數據獲得 2.9 分

或以上及「關愛」的

數據獲得 3.3 分或

以上。 

 80%學生表示喜愛班

中的同學及老師。 

 原定 15/11 的學生團契因社 

會事件停課而取消了。 

 團契的內容能配合周會的

信息作延伸，如製作書簽送

給老師及寫感恩紙。 

 下學期學生團契因新冠肺

炎疫情而暫停。 

 今年因疫情關係，未能完成

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

件問卷。 

 65% 受訪學生感受到老師

關心他們。74.3% 受訪學

生感覺和同學相處融洽。 

 配合「樂善勇敢」的主

題安排體驗活動。 

 加強「以校為家」的營

造，加強師生性共處時

間。 

1,2 2.3 聖經課 

  一至四年級採用《新編完

美的人生》為教科書 

  五至六年級採用校本課

程 

- 五年級聖經課主題： 

《追蹤生命掌舵人》，讓 

學生認識福音並相信接 

受 

- 五年級舉行「聖經睇真 

D」講座，讓學生認識 

聖經的權威及價值。 

- 六年級聖經課主題：《豐 

盛人生成長路》，讓學生 

認識基督給予我們豐盛 

的人生並在生活上實踐 

聖經的教導 

 80%受訪教師同意

聖經科課堂能吸引

學生對信 仰的興

趣， 幫助他們更明

白聖經真理。 

 同學樂意分享實踐

聖經教導的經歷，

營造正面分享的文

化，激勵成長。 

 只有 61%的五、六年級班

主任及聖經科任認同學生

能專心查考及樂意討論、

分享對經文的體會。 

 以筆試評估學生的聖

經知識及信仰基礎的

認識 

 宜在聖經課堂中增加

討論、分享對經文體會

的時間。 

 三至六年級親近天父

領禱 (預備禱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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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學生

的福

音工

作 

1,2 2.4 生命教育統整 

 優化校本生命教育課程 (見

「迦密人」生命教育規劃指引

及藍圖)，學生能透過有系統

生命教育課程實踐校訓，建立

自尊感、歸屬感、責任感的承

擔，提升「樂善勇敢」的生命

素質，並學懂認識生命、愛惜

生命、尊重生命及探索生命，

活出豐盛人生。 

 在情意及社交表

現評估套件問卷

中，有關 「承擔」

的 數 據 獲 得  

3.15 分以上。有關

「責任感」的數據獲

得 3.3 分以上。有關

「堅毅」的數據獲

得 3.2 分以上。 

 已與科主任開會檢視校本

生命教育課程及完成本年

度的「迦密人」生命教育規

劃藍圖。 

 今年因疫情關係，未能完成

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

件問卷。 

 接近七成受訪學生表示能

透過學校舉辦的活動學會

凡事謝恩，以愛相待，積

極面對困難，勇於接受挑

戰。 

 重整生命教育規劃及

優化推行的活動。 

 於六月份與科組主管

開會，與科組主管釐清

各科組所承擔的目標

與任務。 

2 2.5 校園環境佈置 

 於校舍走廊及課室佈置聖經

金句，並於早上及小息時段播

放詩歌，傳遞正面積極信息，

突顯迦密人的生命素質。 

 於聖誕節及復活節期間營造

節慶歡樂 

-  如節期環境佈置、詩歌、

小禮物、感恩樹、聖誕節

收集禮物，送與他人。 

 透過觀察及訪問，

老師表示校 舍 佈

置 能 營 造 學 校

良好的宗教氣氛。 

 能提醒學生誠信

與自律的生活行

為。 

 85%教師認同校園佈置及課

室佈置能營造宗教及節日

歡愉的氣氛。 

 接近七成受訪學生感覺校

園充滿宗教氣氛。 

 

 在花圃唱聖誕詩歌，在

操場擺放「馬槽聖

景」，及增設課室聖誕

佈置比賽，加強學生對

耶穌誕生的印象及增

添節日氣氛。 

 舉行「聖經金句背誦」

計劃，讓學生將神的話

語藏在心裡，鼓勵學生

在生活中實踐聖經的

教導。 

教師

團隊

的建

立 

3 3.1 教師退修營 

 讓教師透過專題講道及靈

修，深化對基督教教育的認知 

- 加強團隊間的默契及凝聚

團隊的精神，認同教育的核

心價值和對教育的使命 

 

80%教師認為： 

  教師團契的分享能： 

- 建立老師的教育 

 異象。 

- 有助凝聚團隊教 

 育異象， 

- 承擔使命責任， 

    陶造學生的生命 

 87%教師認為牧關分享有助

激勵同工重視學生的生命

成長。 

 91%教師認同學校教育信

念，願意在工作上實踐基督

教的核心價值及使命 

 教師團隊士氣良好，氣氛融

洽和諧。 

 於下學期教師祈禱會

或教師團契重溫退修

營的核心價值「齊來作

聖工，培育下一代」(重

溫校長分享的信息)。 

 

 

 

宗教及生命教育組 04_2019-2020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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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3.2 教師團契 

 加強教師團契屬靈領受的分

享，建立老師的心靈健康，

互相激勵，凝聚團隊精神，

盛載使命責任，陶造學生的

生命。 

 設立牧關分享，讓同工交流

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

心得。 

3.3 教師祈禱會 

 善用星期四的教師祈禱會，

發揮祈禱小組的功能，藉彼

此代求、分享分擔喜與憂，

記念學生的成長。 

3.4 關懷行動 

 建立更緊密的老師支援系統

及通過關懷行動，例如生日

慶祝，祝福問候等，支援及

建立同事健康的身靈，得以

有力承擔教育使命。 

3.5 異象與承傳聚會 

 安排基督教教育專題講座，

重整團隊教育異象，盛載使

命責任，建立正面的欣賞文

化，以陶造學生的生命。 

 互相砥礪互勉，建

立正面的欣賞文

化，營造有利培育

正面價值觀的學校

氛圍。 

 團契聚會、祈禱聚

會及關懷行動能： 

- 促進了解，建立靈 

裡夥伴關係。 

- 分享及分擔教學

工 

作的苦與樂和需

要， 

彼此激勵。 

 一 起 禱 告 記 念 學

生  

成 長 需要。 

  以教育異象及聖經真

理作更多檢視，包括：

退修營、學年主題的核

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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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堂校

合作 

4 4.1 堂校佈道會  

4.2 早讀會/家長樂園 

4.3 母親節主日崇拜 

4.4 路得團契 

 出席路得團契的

家長人數平均達

20人及對福音抱正

面積極的回應。 

 報名出席佈道會

人數達 80人。 

 路得團契及早讀會持續有

20 多位家長恆常參加聚會， 

效果良好。 

 14-12-2019(六)堂校佈道會， 

出席的家長有 60 人，學生

64 人。佈道會的佈道信息不

明顯，救恩信息欠缺。 

 建議來年的佈道會由

與學校聯系較多的協

作人員負責佈道會的

信息分享及呼召，並加

強宣傳佈道會的目的。 

 持續邀請校長及學校

老師、余姑娘及順安堂

的弟兄姊妹分享信仰

經歷及教養子女的心

得，凝聚家校互信及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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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9-2020 年度訓輔及學生支援工作計劃(融合教育)-總結檢討報告 

發展目標： 

1.為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識別及安排支援計劃，照顧學生個別差異。 

2.建立積極的共融關愛校園文化。  

3.家校合作，支援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4.持續教師專業發展。 

整體規劃：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一 ) 學生

支援：照顧

不同學習需

要 

 

 

 

 

1 1. 識別機制 

 小一及早識別計劃 

 非小一學生識別 

 

 75%教師認同識別

機制能識別出有學

習困難的學生，並

讓他們得到支援 

 

 高於 75%教師認同識別機

制能識別出有學習困難的

學生，並讓他們得到支援  

 「先支援後評估」策略拓

展成效良好，能有效提升

教師的識別意識，填寫識

別量表的數量增加 100% 

 學期初向全體教師發

放識別和轉介機制的

資料，並存放於內聯

網和張貼教員室告示

板 

1,2 

 

 

 

 

 

 

 

 

 

2. 學習支援津貼 

2.1 輔導小組 

 於導修課進行補底教學

和功課輔導 

 每組最多 8 人 

 入組準則：考慮學生的特

殊學習需要類別和成績 

 初小：每級每星期進行一

次，每次只集中進行一科

的補底教學(中、英和數

三科輪流進行) 

 高小：每級每星期進行三

次(中、英和數各一次) (每

位學生最多加入兩個輔

導小組) 

2.1  

 80%輔導小組老師

及學生認同透過適

合的策略，如實物

操作，能提升學生

參與度和鞏固學生

的基本學科知識 

 

 

 約 80%輔導小組老師及學

生認同透過適合的策略，

如實物操作，能提升學生

參與度和鞏固學生的基本

學科知識 

 因停課關係，下學期輔導

小組取消 

 持續檢視小組課業的

成效 

 開展重點式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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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一 )學生

支援：照顧

不同學習需

要 

 

 

 

 

 

 

 

 

 

 

 

 

 

 

 

 

 

 

 

 

 

 

 

1,2 

 

 

 

 

 

 

 

 

 

 

 

 

 

 

 

 

2.2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編入

區本計劃的讀寫小組、

專注力訓練小組、社交

小組等 

 

2.2 

 80%教師認同區本

計劃的不同活動和

小組能支援特殊教

育需要學生，建立

共融關愛校園文化 

 參加相關小組的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的

違規紀錄較去年減

少 10% 

 Apaso 的「關愛及社

群關係」常模高於

去年 

 約 75%教師認同區本計劃

活動和小組，能支援特殊

教育需要學生，建立共融

關愛校園文化 

 有受訪老師表達未能把學

生在小組 (第二層支援)所

學的技巧帶到平日課堂中

(第一層支援)(上學期) 

 參加相關小組的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的違規紀錄 (記

缺點和記過總數) 較去年

減少 62.5% 

 因停課關係，Apaso 的「關

愛及社群關係」常模，未

能與去年作出比較，下學

期輔導小組亦會取消 

 加強與小組導師溝

通，把適用的技巧帶

到課堂中，以增強第

一層支援 

1，2 

 

2.3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 

劃 (自閉症學生) 

 

 

2.3 

 80%老師和家長認

同計劃能支援自閉

症學生，改善他們

的社交及學習技

巧，讓他們融入學

校的學習環境，並

增強自信心 

 100%教師 (班主任)、家長

和學生認同計劃有助學生

提升社交技巧 

 因停課關係未能進行的活

動內容，導師改為以短片

和電話形式，為學生進行

訓練和支援家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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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一)學生支

援：照顧不

同學習需要 

 

 

 

 

 

 

 

 

 

 

 

 

 

 

 

 

 

 

 

 

 

 

 

 

 

 

 

 

 

 

 

 

1 3. 加強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與迦密聖道中學組成群

組聘請校本言語治療

師，加強支援有言語障礙

（語障）或其他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幫助他們

發展溝通和語言能力 

 為語障學生進行個別及

小組治療訓練五年級「說

話大使」向低年級語障學

生說故事，並配合簡單的

故事問答題 

 跟中文科老師進行協作

教學 (12 月到一、二年級

進行主題為「說話訓練」

的課堂)，事前言語治療

師會到一、二年級中文課

進行觀課和參加共備會

議 (10 至 11 月) 

 家長工作坊，主題為「詞

彙學習」或「吐字發音」 

 三年級學生講座，主題為

「詞彙學習策略」 

 80%教師認同校本

言語治療服務能支

援語障學生，改善

他們的說話、理解

和溝通能力 

 80%中文科老師認

同協作教學能提升/

改善學生說話技巧

和看圖答題的能力 

 80%家長認同家長

工作坊有助他們協

助子女學習詞彙 

 80%學生認同講座

有助他們認識和認

用詞彙學習的策略 

 

 

 

 約 75%教師認同預防、治

療和提升工作，能支援語

障學生，改善其說話、理

解和溝通能力 

 因停課關係未能進行協作

教學和家長工作坊，改為

支援一、二年級中文科說

話訓練的編排和網上教

學，以及以短片和電話形

式支援家長在家跟子女進

行訓練 

 學生講座已於 2019 年 9月

9 日舉行，約 80%三年級學

生同意講座加深了對中文

詞彙的認識，對理解有幫

助 

 

 加強校本言語治療師

與教師之間的溝通，

鼓勵老師善用語障識

別量表作轉介 

 協作教學和家長工作

坊會於下學年進行 

 講座宜加強與學生的

互動，以及多用圖像

代替文字，以吸引學

生投入參與 

1 4. 駐校教育心理學家服務 

 學生評估 

 學生輔導 

 75%教師認同教育

心理學家服務能評

估輔導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 

 高於 75%教師認同教育心

理學家服務能評估輔導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全學年共 22 次駐校服務，
受停課影響，部分工作改

以電話和電郵等形式跟進 

 已新確診八位學生有特殊

學習需要，並作出跟進和

調適安排 

 學期初向全體教師發

放駐校教育心理學家

約見學生進行評估的

排序準則 

 積極跟進個別學習計

劃 (IEP) 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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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一 )學生

支援：照顧

不同學習需

要 

2 5. 新來港學童支援服務 

 英文輔導班 

 認識社區活動 

 參加服務學習活動或團

隊訓練 

 家訪 

 100%新來港學生於

一個月內能適應校

園和社區生活，與

同學相處融洽 

 

 

 全校 12 名學生接受服務 

 100%新來港學生能於一個

月內適應校園和社區生

活，與同學相處融洽，並

投入參加「英文輔導課程」 

 因停課關係，下學期小組

取消 

 

 負責同工會繼續積極

監察計劃進行 

2 6. 非華語學生課後中文學

習支援計劃 

 80%教師和家長認

同服務能在學習中

文上支援非華語學

生 

 80%非華語學生能

力協助下完成中文

功課追上課堂學習 

 全校 4 名學生參加計劃 

 約 65%教師和家長認同服

務能在學習中文上支援非

華語學生 

 教師反映學生有時未能完

成中文功課(上學期) 

 因停課關係，暫定下學期

小組取消 

 機構為小組更換有責

任感的導師，負責同

工會繼續積極監察計

劃進行 

1 7. 學生一頁檔案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在開學前填寫一頁

檔案，讓班主任和科任更

了解他們 

 80%教師認同學生

一頁檔案有助他們

了解他們需要教授

的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 

 約 73%教師認同「學生一

頁檔案」有助他們了解他

們需要教授的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   

 將「學生一頁檔案」

給正副班主任和特殊

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加強溝通和協作 

1 8. 建立支援學生的電腦系

統 

 有系統地把支援有特殊

學習需要的學生資料存

檔，以便負責同工查看和

提供適切的支援 

 80%學生支援小組

成員認同此系統有

助查看有特殊學習

需要的學生的資

料，並提供適切的

支援 

 系統正處於測試階段，待

系統正式運作，才可收集

教師問卷數據 

 與公司保持緊密溝

通，預計 7 月下旬至

暑假期間可完成輸入

學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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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二) 家校

溝通 

3 9. 家長聚會 

 駐校教育心理學家與家 

  長聚會 

 校本言語治療師舉行家 

  長工作坊 

 與學生輔導主任協辦家 

  長學習小組，例如讀寫 

  小組 

 80%家長認同家長

聚會有助他們支援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80%家長認同家長

聚會有互相激勵、

交流心得和互相扶

持的作用 

 

 每次聚會均有約 40位家長 

   報名 

 100%家長認同聚會有助他

們支援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100%家長認同家長聚會有 

   互相激勵、交流心得和互 

   相扶持的作用 

 因停課關係，言語治療師 

和學生支援組成員改以短 

片、電話和視象形式支援 

家長和學生，包括家中言 

語訓練、學習、情緒、親 

子關係等 

 加強對照料者發放正

面信息，建立家長互

相扶持的支援群組 

(三) 教師

專業發展 

 

 

4 

 

 

10.1 教師培訓 

 推薦教師修讀特殊教育

高級課程 

 推薦教師修讀專題課程 

 

10.2 教師講座 

 兒童及青少年的精神健 

   康 

 

 每學年均有教師報

讀教育局的「三層

課程」或精神健康

的專業發展課程 

 80%教師認同講座

內容有助他們認識

兒童及青少年的精

神健康問題，從而

制定策略以提供幫

助和溝通 

 教師能按計劃參加教育局

的「三層課程」 

 2 月「精神健康的專業發展

深造課程」，因疫情停課

而取消 

 教師講座已於 2019 年 8月

28 日舉行，超過 95%教師

同意講員講解清晰，但認

為內容欠深度，未能擴闊

認知 

 繼續按規則推薦老師

參加「精神健康」課

程 

 宜增加講座相關內容

的深度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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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9-2020年度學校發展與社群關係工作計劃(學生事務)-總結檢討報告 

 

發展目標：  

1. 統籌升中派位事宜，支援學生認識區內中學，協助家長選校 

2. 統籌小一派位申請事宜 

3. 處理學生保健服務及防疫注射 

4. 處理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 

5. 統籌插班生事宜及學生資料 

6. 安排傑出學生選舉 

7. 統籌畢業禮事宜 

整體規劃：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學生事務 

 

 

 

 

 

 

 

1 1.1參加區內 11月舉辦的中學巡禮 

1.2 13/12 六年級升中講座(自行派位) 

1.3 14/1 舉行六年級升中面試講座 

1.4 17 /1舉行升中模擬面試 

1.5 17/4 六年級升中選校家長會 

 

 

 

 

 

 

 

 

 

 

 

 

 中學巡禮因社會形勢動盪而

暫停舉辦。 

 六年級升中講座(自行派位)

超過 95%家長出席。 

 邀請了中華基督教會蒙民偉

書院的校長及老師到校主講

「升中面試講座」，時間流程

順暢，講者側重介紹該中學的

特色，只略略提及升中面試的

策略。 

 講座期間，整體學生紀律良

好，表現專注。 

 大約有 50名家長參加講座，

家長較少提問，主要由學生發

問。 

 更新本年度的《升中面試錦

囊》。 

 家長會改於周六早上舉行，家長出

席情況理想，建議可考慮在早上舉

行。 

 建議下年聯繫講座，告知講座的內

容方向，重點提示多作升中面試策

略的分享。 

 建議可預先收集學生的問題，挑選

較重要的問題於講座時優先發問。 

 多提示學生發問及離開禮堂時的禮

儀。 

 科主任及副科主任於模擬面試前整

理回饋提示要點，供科任老師作回

饋參考。建議繼續沿用此法，確保

面試的老師(特別是新老師)能知回

饋方向和重點。 

 建議可繼續保留學生於面試後，教

師安排個別學生到輔助老師前自行

練習，使學生有即時改進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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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諮詢中英文科主任，擬定模擬

面試考核的中、英文科問題內

容。 

 升中模擬面試運作順暢，時間

控制良好，學生表現認真。 

 六年級升中選校家長會因新

冠肺炎疫情停課而改為家長

及同學收看網上錄影。 

 

2 2.1 23-27/9彙收及覆核小一申請表 

2.2 20-21/11小一自行派位入學註冊 

2.3 16/12-20/12校園開放周 

2.4 9-10/6小一統一派位入學註冊 

 如期完成彙收申請表工作， 

程序順暢。 

 因學校停課，小一自行派位結

果増加了網上公佈。 

 小一統一派位入學註冊於六

月進行。 

 建議可繼續沿用網上公佈小一自行

派位結果。 

學生事

務 

3 3.1 9月派發衛生署舉辦的學生健康檢 

   查及牙科保健同意書 

3.2 10-12月安排學生到學童牙科診所 

   檢查牙齒 

3.3於上學期通知學生健康檢查的日 

   期 

3.3 一年兩次處理學生的防疫注射 

3.4 26/11、14/1安排學生接受流行性

感冒防疫注射 

 

 全校 100%學生參加學生健康

服務，100%學生參加學生牙

科健康服務，參加情況理想。 

 安排家長義工協助，過程順

暢。 

 防疫注射因停課改於二月補

注射。 

 26/11學生接受流行性感冒防

疫注射順暢。 

 防疫注射因新冠肺炎疫情停

課初步延期於五月進行。 

 多提示班主任檢查流行性感冒防疫

注射同意書是否填妥，減少覆核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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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4 4.1全年彙收及處理資助計劃綜合申 

   請 

 

 校務處已於學期初按時彙收

及交回書簿津貼資格證明書。 

 建議可在分級家長會提示家長遞交

資助計劃綜合申請表。 

5 5.1統籌小二至小六插班生事宜 

5.2更新學生資料，管理學生檔案 

 

 插班生家長一般致電學校查

詢學額，部份沒有交相關資

料；已於十一月至十二月接見

申請插班學生，並安排下學期

入學。 

 學生資料已適時更新。 

 先考慮接見交齊文件的插班生。 

6 6.1安排觀塘區優秀學生獎勵計劃選 

   舉 

 下學年進行  事前與學生準備/排練 

7 7.1統籌畢業禮  下學年進行 

 因新冠肺炎疫情畢業禮考慮

於八、九月舉行。 

 預早籌劃後備方案 

 準備在疫情下參加典禮人流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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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9-2020 年度學校發展及社群關係工作計劃(學校推廣)-總結檢討報告 

發展目標： 

1. 重整校本服務學習規劃，培養學生勇於承擔、樂於服務的精神，學習欣賞、尊重、共融的特質 

2. 加強家校聯繫，幫助新生適應 

3. 以不同的推廣策略，讓社區人士認識本校 

4. 參與社區活動或服務，在社區中建立校譽 

5. 籌募經費，更新學與教設備  

整體規劃：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學校

發展 

& 

服務

學習 

1,4 1. 學校大使培訓計劃(中英

拔尖計劃) 

 與中、英文科合作，於拔

尖班加入演說技巧、介紹

學校。 

 70%參與學生認同在

培訓計劃中提升了個

人演說技巧和自信心。 

 參與至少兩項簡介學

校活動。 

 基於疫情及學校推廣安排

有變動，學生暫未能有機會

參與簡介學校服務 

 中英拔尖人數有限，或有重

疊，本身課程亦緊張，需要

在拔尖班以外挑選同學培

訓 

 

 建議獲挑選同學於新冠

肺炎停課後，7、8 月參與

培訓，以協助下年度 9 月

份小幼交流活動 

2. 粵港姊妹學校計劃 

2.1 小領袖培訓 

 

 

 

 

2.2 「南澳廣廈 文化探究 

服務學習 之旅」(考慮延

至下學期進行) 

2.3 接待國內學生在家住宿

計劃 

(視乎姊妹學校是否進行) 

 100%參與學生有機會

在自主服務活動中增

強個人自信心，並有助

他們培養服務精神。 

 100%教師認同學生能 

- 投入服務活動 

- 活動有助學生培養服

務精神 

 100%參與學生有機會在自

主訪問活動中增強個人與

陌生人交談的自信心，亦樂

於參與代表學校的活動 

 100%教師認同學生能投入

活動，然而經過 3 次培訓，

部份在禮儀及留意老師提

示上仍需改善 

 由於社會事件影響，2.2 及

2.3 項活動今年擱置 

 建議合併學校大使培訓

計劃和小領袖培訓，以提

供更有系統及充足的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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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學校

發展 

& 

服務

學習 

1,4 1. 發展跨科組服務學習活

動 

 100%全校學生有機會

參與服務活動 

 上學期活動順利完結，100%

全校學生有機會參與服務

活動 

 下學期由於新冠肺炎停

課，下半年活動擱置 

 建議服務學習跨科組統整

活動，重點提升學生： 

- 自我價值、身份認同及

關愛共融的品格特質 

- 維護校譽的責任感 

學校

發展 

2 2. 小一新生適應計劃 

2.1 暑期小幼銜接課程 

2.2 小幼銜接課程頒獎禮及

家長會 

2.3 小一及插班生家訪計劃 

 80%學生及家長出席 

 80%家長認同活動有

助學生適應及投入小

一學習生活 

 

 各班出席率良好，達 80%以

上 

 家長出席率達 76%，當中

100%家長認同活動有助學

生適應及投入小一學習生

活 

 探訪一年級家庭 23 個 

 建議完善活動及人手安

排：建立家校互信，例如

安排訓輔主任參與(早上

歡迎及活動期間巡視)、鼓

勵老師作充足準備，保持

良好神貌等，有助與家長

建立良好關係 

 暑期銜接課程推廣家訪

計劃，鼓勵家長參加 

學校

推廣 

3 3.1 與幼稚園及社區聯繫 

3.1.1 小幼學習交流活動 

3.1.2 校園開放周 

3.1.3 聖誕祝頌 

 

3.1.4 發送學生感謝卡予幼 

稚園（成績優異學生， 

一年兩次） 

 

3.1.5 派發學校刊物及節日 

賀卡到幼稚園、社福機 

構及議員 

 

 家長選校首三志願較

去年提升 

 自行收生、叩門及統一

註冊穩定、順利依 4

班收生 

 社區人士對學校信

任，樂意推介 

 

 

 

 

 

 

 

 自行收生階段報名人數超

過收生限額，情況穩定 

 學校順利獲開 4 班小一 

 由於新冠肺炎停課，發送學

生感謝卡予幼稚園活動需

於復課後進行，只能完成一

次。 

 刊物能如期刊印及派送幼

稚園 

 

 

 

 宜加強訓練學校大使及

參與表演或服務的同

學，並提升他們的愛校情

感 

 宜提示同工須按各節活

動時間編排進行，以防引

起混亂  

 校園開放周、聖誕祝頌及

發送學生感謝卡予幼稚

園回應正面，值得持續進

行 

 更新社福機構及議員名

單，緊貼派發學校刊物的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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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功準則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3.2 刊物宣傳 

3.2.1 迦密聲情(一年兩期) 

 

3.2.2 嘉言蜜語(一年兩期) 

 

3.2.3 喜訊(一年四期) 

 

3.3 媒體宣傳 

3.3.1 跟進本校網頁的報 

3.3.2 跟進其他媒體宣傳(如 

邀請校友會及家教會 

會員協助發放真實正 

面的學校資訊) 

 刊物能突顯學校發展

和特色，如期刊印及派

送幼稚園 

 

 

 

 

 能適時回應，跟進網上

報導，提供真實正面的

學校資訊（特別是小一

招生前後） 

 不同媒體對學校發放

正面信息，呈現學校進

展及特色 

 刊物內容多元，包括課程發

展及學生校園生活和學習

經歷，展示學生多元學習的

機會 

 因應情況，報導並呈現學校

對突發事件的應對，建立家

長對學校的信心 

 已於長假期及小一收生前

後跟進學校網頁的報導 

 以二維碼連繫刊物與網

頁的報導以配合宣傳 

 加強監察科組活動上載

網頁的情況 

社區

聯繫 

4 4.參與區內機構的表演或服 

務活動 

4.1 賀國慶匯演 

4.2 齊齊認識觀塘區學校 

 成功籌組不少於 2 項

社區服務學習活動 

 受社會事件影響，本學年參

加了「齊齊認識觀塘區學

校」及四順分區委員會舉辦

的「賀國慶嘉年華」活動 

 下學年持續參與校外服

務活動，以聯繫社區 

 服務生自信及談吐表現

需加強培訓 

學校

發展 

5 5.籌募學校發展基金 

5.1 校本便服日 

5.2 一人一利是 

 

 全年籌款額達六萬元 

 80%學生參與活動，支

持學校 

 60%教師參與活動，支

持學校 

 校本便服日共籌得

$47,754.5  

 參與學生共 573 人，佔全校

學生人數 94.4%，整體參與

度仍令人滿意 

 參與教職同工有 39 位，佔

全校教職同工 63.9% 

 一人一利是於復課後才能

完成 

 籌款活動加強推動教職

員參與，為學生樹立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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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9-2020年度關注事項一-總結檢討報告 

關注事項：建立積極關愛的校園文化，全方位培育學生「迦密人-樂善勇敢」的品格素質。 

發展目標： 

1. 建立積極和諧的教師協作團隊。 

2. 建立關愛和積極的校園文化。  

3. 家長認同並積極配合學校教育方向，建立對學校的信任，共建願景。 

整體規劃：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教師專業

發展 

1 

 

持續發展不同範疇的教

師專業發展計劃 

 

 初步建立訓輔及學生支援重屬關係並專

業協作團隊。 

 教師修讀特殊教育培訓課程，有效進行學

生輔導，80%學生行為得以改善。 

 團隊氣氛良好，認同教育信念，融洽和諧。 

 建立「以校為家」不同層級的團隊氛圍。 

 推薦教師修讀與特殊教育相關的課程，

支援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 

 配合教育局教師專業發展最新培訓架

構，調校校本培訓規劃。 

 

學生支援： 

照顧不同 

學習需要 

1、3 建立多維度專業協作社

群關係(駐校教育心理

學家、校本言語治療師) 

 

規劃不同的學習支援服

務 

 與 20個區內機構合作，成功開拓不同資

源： 

- 轉介學生 

- 舉辦小組活動 

- 聯繫幼稚園或長者中心，進行義工服

務，並透過社區網絡，支援學生健康

成長 

 建立了專業協作團隊，定期檢討計劃進展

及成效，加強家長群組的聯繫，成效良好。 

 80%以上的老師和家長認同專業協作社群

能有效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持續定期與不同專業跟校方和家長的溝

通，共同加強支援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

生。 

 加強識別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老師指

引，加快轉介程序和跟進。 

 特殊教育統籌主任參與主科備課會，了

解課程，在學習上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

學生。 

 特殊教育統籌主任參與觀課、查簿，與

老師交流，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 

 建立電子系統，支援有不同學習需要的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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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學校氣氛 2 透過環境佈置，感染學

生品德成長 

 校舍管理清潔整齊，定期更替勵志金句、

標語，另節日佈置，加強歡樂氣氛，有助

感染學生正面的品格成長。 

 加強營造節期歡愉氣氛和宣傳，增加「迦

密大家庭」以校為家的氣氛營造。 

學生的福

音工作 

2 規劃生命教育，優化校

本生命教育課程 

 透過不同形式的周會(時事論壇、繪本、分

享)，有效傳遞感恩及以愛相待的信息。 

 有效加強交流，與科主任共同檢視校本生

命教育課程及修訂本年度的「迦密人」生

命教育規劃藍圖。 

 完成修訂成長課內容及班本經營內容。 

 優化規劃：以繪本、時事、嘉賓訪問等

多元化媒介，傳遞迦密人「樂善勇敢」

的優勢品格。 

 統整生命教育課程，規劃班本經營及成

長課內容，建立以愛為基礎的校本生命

教育課程。 

 加強檢視各科組的生命教育規劃及推

行。 

訓育工作 1 持續優化訓輔團隊，強

化訓輔老師角色 

 

持續強化「全民皆訓輔」

的理念，加強關愛校園

文化。 

 

持續深化校園約章 

 重組訓輔組，設兩位副訓導主任，能加強

訓育措施的策略及執行。 

 加強教師專業發展，探討有效的課室管理

方法，提升關愛校園的文化。 

 加強班主任與家長的溝通。 

 運用「三承/成」策略的意識，處理學生的

問題。 

 強化訓輔團隊，訂立及早支援機制，讓

組員更有效支援訓輔工作。 

 強化級本訓輔工作，加強關愛校園的氛

圍。 

 透過持續、深刻及有系統的提示，深化

校園約章，建立學生「迦密人」的素質。 

 推展「三承／成」成為為訓輔語言。 

家校合作 3 加強家校溝通，建立家

長成為學校夥伴 

 家教會積極協助學校活動，認同學校發展

方向和理念。 

 家長義工聯繫緊密，協助學校大大小小的

活動及服務。 

 家長群組反應良好，穩定出席路得團契、

早讀會、家長講座、家長教師聚會，建立

家校互信。 

 來年 2位資深家教會主席/副主席離任，

加強承接安排。 

 邀請不同嘉賓分享信仰經歷及教養子女

的心得，凝聚家長的參與，建立彼此的

關係。 

 加強不同家長群組（品德課家長義工及

學生支援家長群組)的聯繫，建立共融關

愛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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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成效檢討 改善建議 

對外聯繫 3 緊密對外聯繫，促進學

生成長 

 成功與 20 個社區機構聯繫，籌組服務學

習活動或演出。 

 成功籌劃參觀、出版刊物、小幼活動/升中

體驗交流的模式，聯繫中學及幼稚園。  

 成功選出首位傑出校友，樹立榜樣，加強

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回報母校之心。 

 加強學校大使、領袖生等的生命素質的

培訓計劃。 

 加強與安達臣區區議員、外間機構、中、

小、幼建立友好的關係。 

 不同委員會加強交流及共識，規劃全校

性服務團隊發展方向，培育學生，促進

個人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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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9-2020年度關注事項二-總結檢討報告 

關注事項（二）：發展高動機模式「TARGET」校本課程，加強照顧差異策略運用，提升教學效能。 （2019-2020） 

預期成果 /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檢討 改善建議 

1.建立學習

型教學專

業群體，按

照顧差異

模式進行

專業對話

及教學策

略 /技巧之

運用和發

揮 

 

1.1規劃校本及科本教學專業交流活

動，掌握高動機「TARGET」學

習模式的策略運用。 

 各科於科務會議、科研或共同備

課中以「A」作重點：加強落實

校本自主學習模式及策略，提升

學生學習主動性、思維能力及參

與度。 

  加強各科「備課框架」： 

  以「單元」為單位築建學習點 

  聚焦有關 TARGET中「A」，加  

強科任間於備課會前的準備及 

會議間的交流 

 重新規劃及整理「備課資料庫」： 

  各科建立有效的知識管理，有 

 系統地儲存所有單元的「備課 

 資料」和「同儕觀課資料（包 

 括觀課後跟進方案）」。 

  優化備課記錄表及制定文件 

 夾目錄。 

  定期監察「備課資料庫」。 

 

1.2 建立不同層面多維度專業協作  

 75% 教師能： 

 經常與同儕交流和反

思教學策略的運用與

成效。 

 透過不同層面的專業

對話，能深化「A」的

自主學習模式及教學

策略。 

 能深化「E」的教學策

略運用，準確連繫科

本知識找出改進之關

鍵點，拉近及補回教

與學的差距。 

 提升學生學習主動

性、思維能力及參與

度。  

 75% 教師認同： 

 不同層面的學科專業

意見交流，能促進教

學反思，以及優化備

課資料庫。 

 

 

 本學年已完成不同層面的專業

交流（科務會議、科研、共同

備課和學年分享會）分享實踐

經驗，建立學習型團隊。 

 93%教師能經常與同儕交流和

反思教學策略的運用與成效。 

 90%教師能透過不同層面的專

業對話，能深化「A」及「E」

的自主學習模式及教學策略運

用，準確連繫科本知識找出改

進之關鍵點，拉近及補回教與

學的差距。 

 83%教師認為自己能提升學生

學習主動性、思維能力及參與

度。  

 各科已建立備課框架，大致能

以「課前、課中、課後」來設

計教學和教材。惟各科共同備

課發展階段各異。 

 各科已建立「備課資料庫」，「備

課資料」和「同儕觀課資料」

大致齊備。惟部份級別/課次的

備課紀錄略為簡單，尚欠清晰

 加強專科及跨科教師交流發

展平台（如：科研會議、跨

科觀課（新增術科），促進教

學實踐及新思維的啟動。 

 優化「備課資料庫」： 

 各科需設定兩個時段

（中期檢討及年終檢

討），定期監督及檢視

備課紀錄，確保質素及

齊備。 

 各科宜加強即時檢視

學生課業機制，搜集學

習顯証，從而改善學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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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果 /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檢討 改善建議 

夥伴關係，包括： 

- 校內同儕交流（以「A」作重

點）、 

- 校內外科研 /交流（教學薈

萃）、 

- 教育局校本支援計劃（中文

科_評估素養）、 

- 教育大學院校教學體驗活動

（中文科科本重點及教學策

略）、 

- 中大 SCHOLAR English 

Alliance Programme（英文科） 

- 教育大學 SECI 課程領導及

管理 

 加強分享的「廣度」—邀請更多

科任協作分享，並「深度」—內

容更聚焦自我的教學反思、突破

點、科本處理，提升效能。 

 「備課資料庫」能提供  

 具參考價值、啟發性及 

 有助設計教學的參考 

 資料。 

 75% 統籌教師認同 SECI

模式： 

-  有效促進課程領導與  

 管理，啟動知識及教 

 學策略的創新，有利 

 課程統整的發展。 

-  不同層面的專業交流 

 反應良好，成效得到 

 認受。 

（未能針對學生學習難點而設

計課業）。 

 80%教師認為「備課資料庫」能

提供具參考價值、啟發性及有

助設計教學的參考資料。 

 各支援計劃已按進度開展，與

教育專家建立專業夥伴關係： 

 中：教育局校本支援計劃、  

教大院校教學體驗活動 

 中英數常：「教育大學 SECI

課程領導及管理」培訓課堂 

 SECI備課及觀課專業交流 

-  中文科(3/7) 和數學科

(10/7) 

順利完成 TARGET 與自主

學習公開課觀課及交流； 

-  英文科因疫情停課而取消    

(14/7) 相關的專業交流； 

-  SECI_知識管理委員總結會

議於 17-7-2020透過「視像」

進行。教師交流高質量，呈

現教師對課題的深度研究，

靈活有效應用教學策略，啟

動課堂學生思維與自主性。 

 持續參與不同的專業協作

計劃： 已申請各科相關支

援項目 (2020-2021) 

 著重各支援計劃的知識管

理，透過不同的專業交流

平台，讓參與計劃同工的

經驗能藉分享而承傳： 

 相關的專題簡報、內容、

教案及工作紙等，須放在

校方指定的中央位置，供

下年度科任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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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果 /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檢討 改善建議 

1.3 建立及推行學與教改善機制及   

   政策措施，檢視及反思照顧差異 

   策略之運用及成效。 

 以「E」作重點﹕包括系統評  

   估分析、測考分析、高小重點觀 

   課、課程監察（查簿、觀課）。 

 各科須加強評估資料庫分析，除

持續的措施外，須進行整體的課

程強弱檢視評估，對應學科教學

的目標。 

 日常教學層面，加強老師在課業

上準確回饋學生難點及指出需

改善的關鍵點。 

  已完成各課程評鑑項目，並適

時 向科任作回饋分享。 

 於上學期已進行高小重點觀

課。 

 於 7/1/2020進行「系統評估檢

視及跟進措施分享」，讓科任老

師掌握成績分析及改善方法。 

 因疫情停課關係，校外及國際

性評估取消。 

 72%教師認為學與教領導及評

鑑措施（以「E」作重點），能

檢視課程強弱和反思照顧差異 

  策略之運用及成效，從而調整

對應學科教學目標。 

 優化各級運用評估數據，改

善學與教效能。 

 來年參與校外及國際性評

估。 

2. 建立照顧

差異的科本

課程與教學

策略。 

2.1 發展校本高動機學習模式，以

「TARGET」六個導向進行教學

規劃。 

T- 訂立適切及有系統的教學目標以

有效處理學習難點，並連繫於有

系統和層次的課堂策劃與學習

任務。 

 設計具趣味/實用性/挑戰性的課

業，加強生活應用，激發學習動

機。 

 加強挑戰性的部分，除了以一般

「挑戰題」形式外，可多運用不

 75% 教師能： 

 訂定適切及有系統   

的「教學目標」，並連

繫課堂策劃。 

 課業設計和學習任務

富挑戰性、思考性，

學生主動學習及完成

課業。 

 設計適切的「課前/課

中/課後」的自學任學

務，啟發學生思考、

主動學習。 

教師方面： 

 97%教師認為能訂定適切及有

系統的「教學目標」，並連繫課

堂策劃與學習任務。惟觀課所

見，部份科目及教師之間差異

較大。 

 翻轉教室： 

- 中英數科各級已進行翻轉教

室，惟各科電子學習發展步

伐各異。 

 

 

 推動跨科公開課、觀課交

流及分享，促進跨學科老

師的交流。 

 加強老師應用資訊科技的

能力（如：翻轉教室、實

時導修課），激發學生學

習動機和推動自主學習。 

 資訊科技組定期與各科負

責電子學習的老師交流，

試行新電子學習策略及活

動，以推動各科電子學習。 

 計劃來年度推行四至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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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果 /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檢討 改善建議 

同高階思維教學模式，以「多角

度思考 / 多想一步 /生活實踐 / 

反思」，啟發學生思考。 

A- 設計自學任務：課前（學習基建）

/ 課中（運用）/ 課後（鞏固和

延伸）。 

 配合自主學習的方向及指引，科

任可加強「課前—以情帶動」元

素，配合情境/探究課題/生活問

題，營造學習氣氛。 

 設計多元智能的學習活動，讓學

生選擇學習起點，建立學習自

信，加強主動性。 

R- 加強認許，釐訂相關成果展示及

嘉許政策，營造積極的課堂學習

氣氛。 

 教師多展示學生佳作，並運用作

教材，讓學生從中互相學習。 

 加強課堂內具體認許進步點的

回饋，提升學習信心 

G- 設計小組「互賴互惠」的分組活

動，加強學生參與度，提升學習

效能。 

 設計能從互補中促進學生思考

分組活動／任務 

E- 在不同的學習過程中，透過標準/

 具 體 回 饋 讚 賞 學   

生的進步點。 

 多展示學生佳作，並 

  用作教材，讓學生從 

  中互相學習。 

 學習安排如「翻轉教 

  室」，課業任務設計等 

  能給予學生更多彈性 

  學習時間，以加強聯 

  繫「A」的安排。 

- 認同學生於課餘時間 

  能主動及樂意學習。 

 70%受訪學生認同： 

 在課堂上會努力學習 

和掌握新的事物。 

 有機會參與課堂學習 

活動及討論。 

 課程及功課內容有趣 

味、實用和富挑戰。 

 有信心及主動完成學 

習任務及假期課業。 

 遇上學習難題時，會 

想想有沒有其他可行 

的方法。 

 老師會讚賞我和展示 

我的佳作。 

- 以「翻轉教室」形式進行學

習，能提升大部份學生的學

習興趣，以及加強教學效

能。 

- 部份學生未能掌握電子學習

的技巧。 

 約 70%教師認為能設計「課

前、課中、課後」的自學任務

和課業。只有 40%教師認同學

生於課外時間/停課期間能主

動及樂意學習。從檢視課業所

見，教師可加強設計技巧，提

升趣味；另學生學習自主性亦

宜升。 

 約 80%教師認為自己能具體回

饋讚賞學生的進步點，以及多

展示佳作為教材，讓學生從中

互相學習。 

 約 90%受訪學生認同老師會讚

賞自己和展示自己佳作。從數

據顯示，成果展示及嘉許政策

能有助對學生的認許。 

 

 

 

 

級應用 Google Classroom

平台及 Google Form等。 

 加強建立及豐富各科的電

子學習資源庫。 

 優化各科自主學習策略，

推行「課前、課中、課後

（如：翻轉教室）」的自

學任務，提升學生的學習

動機和自主性。 

 優化長假期自主學習任

務，提升學生提升自我管

理及規劃能力。 

 宜提升高年級上實時導修

課的學與教效能。部份科

目的網上教材內容宜因應

學生的能力和興趣而調

整。 

 強化學科自主學習策略，

提升學生學習效能感及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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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檢討 改善建議 

準則（以學科知識為主），供學

生進行學習上的檢視和監控。 

T- 給予學習時間更多彈性，為學習   

   作更佳的準備，以加強聯繫「A」 

   的安排。 

 持續推行「翻轉教室」： 

  形式：科本工具及自拍片段 

  原則： 

（i）引起動機 

（ii）學習基建 

（iii）鞏固所學 

學生方面： 

- 約 63%的受訪學生表示喜歡

參與課堂學習活動及討論，

努力學習及掌握新事。 

- 55%受訪學生認為自己會主

動完成功課，並勇於尋找解

決難題。 

- 約 43%學生認功課具趣味及

富挑戰性。 

- 受疫情停課影響，學生必須

留家網上學習，以及上實時

導修課。從課業顯示，低年

級比高年級學生的學習表現

較主動，因為低年級的家長

支援較足夠。 

 數據呈現學生在學習興趣、主

動性及策略方面仍須關注和

加強。 

3. 建立學生

積極主動的

學習態度，

掌握自學策

略，提升學

習興趣和表

現。 

3.1發展《迦密新一代》跨科組專題

研習 

 主題式跨境服務學習(潮汕之旅) 

 各級常識科專題研習 

 發展「跨課程閱讀」，加強學生 

在研習中閱讀不同的資料 

 研習內容連繫更多學生生活經 

 驗，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並

配合校內現行活動，藉此以加強

  75%統籌教師認同成功

建立課程統整的基礎﹕

STEAM，《迦密新一代》

跨科組專題研習。 

 75%學生懂得在專題研

習： 

-  定立學習目標，釐訂 

 個人學習計劃及學習 

 因社會問題取消主題式跨境

服務學習(潮汕之旅) 。 

 因疫情停課影響部份級別常

識科專題研習依時完整運作。 

 因疫情停課影響，只有少部份

別完成 STEM活動。因此，

只有 30%參與統籌教師認同 

發展 STEAM、《迦密新一代》

 與課外活動主任協作，規

劃來年全校性交流團，提

升學生自主研習技巧。 

 跨科專題研習，重新編制

內容，配合校本課程及縱

向的發展。 

 成功申請跨課程閱讀的優

質教育基金，建立「迦密

閱讀平台」《 迦密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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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成功準則 檢討 改善建議 

學生「迦密人」善群和律己的特

質，提升學生各方面的內在動機。 

 提供延伸任務，加強學生自主學

習 

3.2發展科本級本學習活動，聚焦自

學策略，提供多些機會，並為學

生設計有質素的級本學習活動。 

3.3 優化語境課 

3.4 規劃多元智能語文學習活動 

 活動設計加強刺激學生學習語 

文的興趣，同時須加強訓練學生

思考能力、有效照顧學習多樣性。 

 活動涉及不同智能，發展校本單

元設計，開放不同學習渠道，鼓

勵學生用不同策略獲取知識。 

 

 

 反思。 

- 閱讀不同的資料，培 

 訓自主學習。 

- 善用資訊科技策略， 

 共用資料、整理資 

 料，以提升同學間的 

 協作能力。 

- 運用不同的思維策 

略，整合和分析資  

料，以完成學習任務。 

- 從研習反思，呈現對 

 主題的新覺識和培養  

 善群和律己的特質。 

- 積極參與延伸任務 

 75%學生在級本學習活

動： 

- 能運用科本的自學策 

 略，主動積極參與活 

 動。 

- 活動能提升學生學習 

 的興趣和表現。 

  75%教師認同語境 

- 課堂有效提供平台供

學生運用語文，學生

積極投入活動。 

 

跨科組專題研習已建立課程

統整的基礎。 

 科本級本學習活動的設計上

多未能達到聚焦自學策略，活

動設計多不須學生運用自學

策略；在質素方面仍有進步空

間。 

 因疫情停課影響級本學習活

動，專題研習未能依期推行。

優化語境課只於上學期進行。 

 只有 39%參與語境課教師認

同語境課堂有效提供平台供

學生運用語文，學生積極投入

活動。 

 多元智能語文學習活動  

- 中文科：P.3科任教師認同   

透過繪本教學，有助訓練

學生不同層次的思維能

力；P.4-6科任教師觀察部

份學生，對學習古詩文感

興趣。 

- 英文科：P.1和 P.2科任教 

師認同 SPACE TOWN課 

程，不同單元的語文活動

能提升學生學習語文的興

趣和能力。  

代》，協助推動跨學科專題

研習，善用電子閱讀資

源，加強培養學生積極主

動的學習態度，掌握自學

策略，提升學習興趣和表

現。 

 設計適切科本的自主學習

活動。 

 優化語境課 

- 英文科任設計：加強運

用已學句式，內容生活

化，引起興趣。可考慮

加入由外間協作元素， 

提供更多練習機會。 

- 普通話「班際活動」，如

朗誦唐詩、 數白欖比賽

等。 

 規劃多元智能語文學習活

動 

- 中文科於六月份試後，

「文學單元」語文活動  

- 英文科來年藉增加人力

資源，強化並提升 P.1

至 P.3 SPACE TOWN多

元智能的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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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學生在多元智能語

文學習活動： 

- 樂於參與，提升學習 

 語文的興趣和能力。 

- 活動訓練學生不同層 

 次的思維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