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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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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自主學習能力和加強學生對學習的檢視和監控能力 

整體規劃：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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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深化「A:自學」，優化教學設計，

並聚焦「E:評估」，透過有效、適切的評

估方式檢視學習進程，並作出調整，提升

教學成效。 

 

 

 

 

 

 

 

 

 

 

 

 

 

 

 

 約 73%同工表示同意透過「跨

級」及同儕觀課，加強教師學

習型教學專業文化，能有助提

升教學成效。 

 80%同工同意參與「中文科教

學啟導計劃」有助提升教與學

的效能。 

 通過仔細地備課，並運用共同

備課簡表，深究讀文及教學策

略，因此有 80%同工認為能

夠在單元設計和教學上，運用

有效、適切的評估方式檢視學

生學習進程，調整學與教。 

 

 

 

 

 

 

 

 

 

 下學年的同儕觀課及同工在編

寫教學計劃時持續深化

TARGET 教學法中「A:自學」

和「E:評估」，並嘗試靈活地運

用 TARGET 教學法於教學之

中。 

 建議須留意在教學中選取關鍵

位置進行多元智能語文學習，精

準到位地提升語文學習的興趣

和質素，並提高自主性。 

 建議在教學設計上多作專業的

交流和教學嘗試。 

 同儕觀課與自主學習扣連，同工

累積教學經驗和優化教材，成效

不俗。惟同工們較難安排時間進

行跨級觀課，且在教擔編排上安

排經驗老師督導、交流，對該級

課程頗掌握，有助級別銜接，故

來年取消跨級觀課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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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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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

「A:自學」的自主學習的課堂及有效且適

切的評估方式「E:評估」來加強學習效能

2) 根據校外評估成績數據，適時檢視教學

策略。 

 

 

 

3. 校內同工於三次科務會議中分享「自主學習」 

及「TARGET」教學法，深化「A:自學」及 

聚焦「E︰評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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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跨科專業交流：與其他科作跨科專業交流， 

深化教學設計(TASK)，聚焦「A:自學」及分 

享「E︰評估」的方法，以助提升教學成效。 

  15/2/2019：高小 

  16/7/2019：初小 

 29/10、8/1、18/3 已順利完成

三次科研會議。各同工在會中

交流經驗、心得。本年度最後

一次科研會議已於 16/7/2019

舉行。 

 有 3 位同工表示同意、1 位同

工表示一般、1 位同工表示不

同意、1 位同工表示極不同意

科研會議能有助促進教師對

本科的專業交流。 

 

 約 73%同工表示同意中文科

會議的教學心得分享能促進

教師在本科的專業成長。 

 

 已於 5 月初順利完成香港教

育大學中文科導師作專業培

訓及指導﹔鄧智超助理主任

代表本科於 12 月在本校與本

地教師交流有關自主學習的

教學心得，成效令人滿意，獲

參與者讚賞。 

 

 因應校慶活動安排，本年度取

消了學期過渡的跨科專業交

流，只保留學期末的跨科專業

交流，並已於 16/7/2019 舉行。 

 

 科主任於去年及本年度因應科

組發展制定科研主題及內容，惟

部份級統籌同工或因未能滿足

個人發展或工作需要而表現不

滿。因此，科主任於科組第三次

會議中讓同工以記名或不記名

的方式表達對科研會議的期

望，盼能在科組發展及同工訴求

之間取得平衡，安排更適切的內

容。 

 

 來年將持續進行中文科會議的

教學心得分享及科研會議，進行

專業交流。 

 

 因應校方安排及科組發展需

要，來年繼續進行相關項目。 

 

 

 

 

 

 

 來年度持續深化「TARGET」教

學法，累積經驗。科主任、級統

籌加強發揮，於備課和教學上多

作專業交流，帶領科任掌握和發

揮自主學習元素於課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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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科組持續兩年發展自主學習

教學，積累一定程度的教學經

驗，故約 80%同工表示同意

透過科組、跨科交流，能啟發

教師設計具自主學習元素的

課堂。 

 惟同工在教學設計和教學實

踐上，對自主學習元素的運用

拿捏和發揮仍有不足，因此約

64%同工表示同意累積了設

計具自主學習元素的課堂的

經驗，並有信心進行設計具自

主學習元素的課堂。 

 約 67%同工表示同意有信心

能在科組內取得支援或進行

交流，提升本科專業成長。 

 部份同工表現較被動，較少主動

尋求支援。級統籌主動協助有需

要的同工，作非正規交流，漸漸

鼓勵同工勇於積極求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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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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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潤文學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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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80%同工表示同意朗讀《美

文集》及教授增潤文學作品，

能提升學生欣賞美文的能力。 

 約 73%同工表示同意本年度

優化後的《美文集》內容及教

授方向(韻律、結構、修辭、

用字或情感)，有助教師在課

堂教授美文。 

 美文教學優秀課堂（小五）已

於 16/7/2018 科研會議中分

享。 

 有鑑試後增潤文學作品教學

各級有異而不具系統，故科主

任於來年為此作相應規劃。 

 

 持續推行美文教學，科任老師教

授美文時，必須就篇章講解其中

的韻律、結構、修辭、用字或情

感等，幫助學生體會語文之美。 

 科主任及副科主任據同工的教

學意見，修訂美文集。 

 開放或攝錄優秀的美文教學課

堂及保存相關教學材料供科任

參考。 

 科主任將訂定試後文學教學規

劃，指示同工剪裁增潤文學作品

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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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根據《美文集》的縱、橫向框架，選取類 

近體裁的文學作品，並運用教授的評賞方 

式。 

 有關生命教育的美文教學 

- 小一、二美文集內容集中與親情、品德

教育有關，回應生命教育組的發展方向

（愛惜生命、尊重生命） 

- 小三、四美文集內容集中與親情、孝道、

熱愛大自然有關，回應生命教育組的發

展方向（尊重生命、探索生命） 

- 小五、六美文集內容集中與孝道、熱愛

大自然、家國情懷、個人修養有關，回

應生命教育組的發展方向（探索生命） 

- 小五沿用去年童詩創作單元，以大自然

為主題。 

 學生大致能從美文中認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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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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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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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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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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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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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80%同工表示同意單元設

計能做到讀寫結合，提升學生

的寫作興趣及效能。 

 《校本寫作筆記》以圖式方式

讓學生對不同文類的寫作結

構和要求，輔以相應的語文知

識或詞彙，略為乏味。約 60%

同工表示同意優化中文科《校

本寫作筆記》，以讀帶寫，能

提升學生的寫作興趣及效能。 

 持續優化訓練學生思考寫作題

材和教授起草大綱方法 

 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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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本寫作筆記》的原意乃針對

教授學生基本的寫作能力，故圖

式教學頗合適，予以保留。惟其

中的文章可於未來數年由本校

學生佳作更換，以期增加閱讀樂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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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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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中特別深化「A:自學」，優化教學設計，

並聚焦「E:評估」，透過有效、適切的評估

方式檢視學習進程，並作出調整，提升教

學成效。 

教學設計內容深究優化︰(1) 內容深究的

題目打*號。(2) 加入重整、延伸類題目供

課堂討論。(3) 加入討論、交流的課堂活

動，加強學生投入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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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93%同工表示同意優化後

的寫作工作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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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趣。 

 約 93%同工表示同意設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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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學年各級持續優化單元教學

設計和積累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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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

升學生學習效能。 

 見中文科校本課程特色二：讀寫

結合，遷移學習的改善建議及學

與教︰設立科本自學能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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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73%同工表示同意設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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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學設計上，持續提供不同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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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任宜多嘗試「課後—延展學

習」元素，配合教學重點，作學

習或興趣的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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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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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閱讀有

關單元教學重點的優秀文學作品、改寫故

事、分享讀後感等等）﹔試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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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學習： 

- 善用網上學習資源，建立延伸學習資料

庫。 

 拔尖與優化小組︰ 

- 精英班的科任老師運用「STAR」平台，

讓學生額外進行聆聽練習﹔推動科本閱

讀獎勵計劃。 

升學生的自學能力。 

 四至六年級教師將於學期末

之前完成「反轉教室」。 

 

 

 

 

 

 

 

 

 

 各級同工持續於內聯網上保

存相關網上學習資料。 

 

 下學年各級持續優化單元教學

設計，靈活地於課堂上運用自主

學習的元素。 

 下學年將嘗試運用科本工具或

網上資源，協助拍攝「翻轉教室」

學習影片。 

 部份精英班的科任老師運用

「STAR」平台，讓學生額外進

行聆聽和閱讀練習，來年宜推展

至各級班別，特別於 BYOD 的

試點班別。 

 為免與圖書館的發展重複，故取

消科本閱讀獎勵計劃，中文科將

於教學設計上按需提供閱讀材

料，鼓勵閱讀，以助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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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60%同工表示同意設立科

本獎勵計劃能培養學生良好

的學習習慣。 

 

 就學科卷別及學生不同的才

能，制定不同的獎勵項目，使

學生的成就得到肯定和嘉許。 

 

 100%同工表示同意評講及展

示學生寫作佳作，能鼓勵學生

彼此欣賞及積極學習。 

 

 維持推行科本獎勵政策，表揚及

肯定同學們的努力，培養學生積

極正面的學習態度。 

 

 級統籌協助提醒該級各班張貼

寫作佳作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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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題材，予以肯定和讚

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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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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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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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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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詩歌朗誦比賽。各級需選取相同的新詩

/古詩作品參賽 

- P.1-P2：詩歌朗誦比賽（14/5/2019 

- P.3-P.4：詩歌朗誦比賽（20/11/2018） 

- P.5-P.6：詩歌朗誦比賽（9/4/2019） 

- 利用校園電視台播放上述活動獲獎的班

別演出，讓學生欣賞及學習。 

 大部份班別於課室壁報有展

示學生寫作佳作或其他具自

主學習性質的課業，以表揚學

生努力的成果。 

 

 

 

 

 

 

 

 

 

 大部份學生表現投入。 

 惟部份班別學生表現欠認真。 

 

 

 

 影片留待試後配合文學教學

開始時播放，作為引子。 

 

 

 

 

 

 

 

 

 

 

 

 

 

 下學年將維持美文朗誦比賽。科

任老師宜管理學生的秩序和提

示表演時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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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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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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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校外評估成績數據，適時檢視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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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73%同工表示同意評估改

善機制（單元小測 / 試後跟

進 / TSA 數據分析）能改善教

學及有效跟進學生學習難點。 

 

 約 73%同工表示能善用評估

改善機制（單元小測 / 試後

跟進 / TSA 數據分析），改善

教學及有效跟進學生學習難

點。 

 

 同工大致掌握運用試後檢討

報告進行量性和質性的學生

表現分析。惟跟進方法略欠精

準。 

 

 維持運用「單元小測」，檢視學

生學習難點，並即時作出有效跟

進。請級統籌協助檢查相關材料

有否保存妥當（硬本、軟本）。 

 持續善用試後檢討報告，反思並

改善教學，跟進學生弱項和學習

難點。請級統籌協助檢查相關材

料有否保存妥當（硬本、軟本）。 

 運用了優化的校本「測考分

析」，宜加強分析學生表現和補

足措施。 

 下學年須根據 8/1/2018 中文科

TSA 評估表現會議落實的各項

調整工作。 

 重視教學設計內容深究優化︰

(1) 加強教導學生歸納主旨、段

意技巧。(2) 加強教導學生回答

複述題、續寫或長答題的技巧。

(3) 在課堂上指導學生構思寫

作題材及內容，並著學生運用詞

彙、佳句進行寫作。(4) 寫作評

講時，針對內容題材、詞語運用

和文句運用三方面作解說，並提

出優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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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mel Leung Sing Tak School 

2018-2019 English Department Annual Plan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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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aluation  Recommendations 

Develop a team of 

teachers engaged 

in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n 

teaching strategies/ 

skills that are 

shared between all 

team  

members 

 

1, 3 

 

 

 

 

 

 

 

 

 

 

 

 

 

 

 

 

 

 

1.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raining 

1.1 Cross level observation will be 

conducted in selected levels, preferably 

in P3 and 4 in the 1
st
 term. This will 

help teachers develop the bridging 

curriculum for the students. Follow-up 

measur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1.2 Lesson studies will be carried out at  

each level. The main focuses will be  

related to self-learning strategies (A:  

authority), evaluation (E), developing  

ideas (supporting details) and  

scaffolding. Debriefing and follow-up  

work should be done after observations. 

1.3 Develop a professional sharing culture  

in the department - Level coordinators  

have to open up their classrooms at  

least once per year to demonstrate  

how to apply the strategies/ pedagogies 

they learnt in the departmenta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mes. 

1.4 Level co-planning meetings should 

focus on pedagogies and scaffolding of 

tasks in order to enhance learning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1.5 Professional committee meetings 

among level co-ordinators will be held 

 

 Teachers videotaped their lessons for cross 

level observation in the 2
nd

 term. Since it 

is not conducted in the 1
st
 term, it is not as 

effective as expected.  

 Level-based lesson studies were done and 

most of the debriefing sessions were 

carried out within 3 days of the lesson 

observation. 100% of the teachers agreed 

that they used the feedback that they 

obtained in the lesson observation and 

lesson studies to help them improve their 

teaching and enhance their teaching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100% of the teachers expressed that they 

tried out the good practices, such as, 

scaffolding of tasks, writing supporting 

details, self-learning strategies and 

‘feet-eyes-head’ writing strategies that 

they learnt in the panel meetings and the 

school-based PD programmes. 

 100% of the level coordinators tried out 

the good practices (i.e. providing extra 

details in writing and speaking, 4 skills in 

TSA, self-learning and evaluation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teaching, 

principles for creating school-based 

 

 Cross level observation 

will continue to be 

conducted in P3 and P4. 

It helps teachers adjust 

the curriculum for the 

students so that they can 

adapt to the P4 

curriculum. It should be 

done as early as possible 

in the 1
st
 term.  

 Teachers should practice 

the pedagogies learnt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example, they should try 

to include e-learning 

elements and 

motivational 

student-centred learning 

activities in the lessons 

so that students can 

participate more actively 

in the lessons and learn 

more effectively. 

Teachers should also 

demonstra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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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Objectives Plans Evaluation  Recommendations 

four times. The sharing will be related 

to scaffolding of tasks, TSA evaluation 

and follow-up work, the learning mode 

‘TARGET’ ---focus on A: Authority 

(self-learning strategies) and E: 

Evaluation for enhanc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the Pre-S1 

training. 

1.6 School-bas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uggested topics: 

~ Cross subject sharing (i.e., Authority: 

(Self-learning) and Evaluation 

elements. 

~ Development of ideas in writing 

~ Scaffolding of tasks to enhance 

teaching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 Self-evaluation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booklet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Pre-S1 training etc) that they learnt in the 

committee meetings. 

 However, from lesson observations, panel 

chairperson found that teachers, including 

level coordinators neither dare try out the 

strategies learnt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nor have confidence in trying 

out those strategies. Also, the feedback in 

debriefing sessions were quite general, not 

constructive enough.  

 Level coordinators opened up their 

classrooms by videotaping this year. Panel 

chairperson found that both level 

coordinators and teachers hesitate to open 

up their classrooms in general.  

 Teachers put more focus on the scaffolding 

of tasks and the design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ir co-planning meetings 

than they did on discussing pedagogy. (P1 

Space Town co-planning is not included in 

this evaluation point.)  

 100% of the teachers agreed that focusing 

on ‘Authority’ and ‘Evaluation’ in lesson 

planning can enhance teaching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However, it could 

not be observed in lesson studies or lesson 

observations. It was partially shown in 

students’ assignments.  

 Professional committee meetings among 

level co-ordinators have been held four 

times as scheduled.  

 The 40th anniversary joint-school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orkshop 

‘Setting Sail on a Self-directed Learning 

strategies used in 

catering for learners’ 

diversity in the lesson 

studies.  

 The main focuses of 

lesson studies for next 

year will be related to 

the design of task (T: 

task), self-learning 

strategies (A: authority), 

developing ideas 

(supporting details) and 

scaffolding.  

 Level coordinators have 

started to help the 

department develop a 

professional sharing 

culture. The atmosphere 

of professional sharing 

in the department should 

be further enriched next 

year by inviting more 

teachers to open up their 

classrooms.  

 Teacher should spend 

more time discussing the 

pedagogies of teaching 

the topics in co-planning 

meetings. A new co-plan 

record form will be 

designed by the panel 

head to help teachers 

discuss the pedagogies 

instead of the design of 

teach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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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Objectives Plans Evaluation  Recommendations 

Journey’, which was related to the 

‘A’ of TARGET (Authority), was 

organized by our school on 20th 

December. 

 The workshop on ‘Development of ideas 

in writing’ and ‘Scaffolding of tasks to 

enhance teaching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was held on 8
th

 May, 2019 

by the officer of the language support unit 

of EDB  

 The element of ‘Self-evaluation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was included by the 

advisory teacher of the NET Section in the 

P1 Space Town co-planning meetings. P1 

teachers and the panel head will serve as 

pioneers in spreading out this idea to other 

level’s co-planning meetings. Therefore, it 

is not necessary to hold a specific 

workshop on this topic.  

 At the Carmel schools’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day, a sharing 

session focusing on enhancing students’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was 

conducted by some of our school’s English 

teachers and our NET.  

 The department provided lots of training 

for teachers to keep them updated with the 

latest education trend and enhance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n 

lesson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training 

was not as helpful as expected because 

teachers did not try them out as often as 

possible in their dail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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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Objectives Plans Evaluation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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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nched in  

P1. Some of our current school-based  

materials will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programme where they are appropriate  

and consistent with the goals and rationale  

of the new curriculum.  

 

School-based Curriculum (Focus: reading to 

writing and developing ideas by self-directed 

learning strategies) 

P.2-6: 

2.2 “Process Writing” should be adopted as  

a pedagogy in teaching writing so that it  

can help us further strengthen our  

students’ development of ideas in their  

writing. Relevant discussion records  

should be kept in the co-plan record. 

 

 

 

 

 

2.3 Teachers should ask students to  

finish the writing in the lesson time 

 

 

 

 

 100% of the P1 teachers agreed that the P1 

Space Town programme is effective in 

developing the four skills of students. 

From the panel head’s observation, more 

should be done in catering for learners’ 

diversity.  

 

 

 

 

 

 

 

 

 

 

 Process Writing is adopted at all levels. 

100% of the teachers agreed that teaching 

students how to write supporting details 

can enrich the content of their writing. By 

observation, the content of students’ 

writing is more enriched than in the past. 

However, teachers should pay extra 

attention to improving the logic and 

coherence of the content in students’ 

writing. Also, teachers put too much focus 

on picture description currently. 

 100% of the teachers did this in this 

academic year. From observation, some 

teachers only asked students to finish a 

paragraph, instead of the whole piece of 

writing.  

 

 

 

 The programme will be 

launched in P2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Apart from writing picture 

descriptions/ stories, 

teachers should set some 

other text types for 

students to write.  

 Teachers should adopt 

writing strategies, like 

‘feet-eye-head’, ‘traffic 

light’ and ‘RAFT’ in the 

writing lessons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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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Objectives Plans Evaluation  Recommendations 

  2.4 The school-based booklets will be  

developed in P5. 

 

 

 

 

2.5 The P4 curriculum will be refined  

to reflect the latest educational trend,  

using e-learning to facilitate and  

enhance students’ reading to  

writing capabilities with the support from 

CUHK.  

 

2.6 The current P5 curriculum focusing  

on reading to writing and grammar  

in context will be optimized with  

support from the language support  

unit of the EDB.  

 

 

 

 

 

 

 

 

2.7 In response to the latest curriculum of the 

EDB, the departmental life education 

curriculum framework will be developed. 

 

 

 

 

 

 8 reading-to-writing school-based booklets 

were created in this academic year. 100% 

of the P5 & 6 teachers agreed that the 

school-based booklet can help the students 

master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in a better way. 

 3 units using e-learning to facilitate 

andenhance students’ reading to writing 

capabilities with the support from CUHK 

were completed in this academic year. 

Teachers involved were more familiar with 

the e-learning tools.  

 

 P5 teachers put emphasis on strengthening 

students’ reading to writing pedagogies 

and design of relevant tasks in this 

academic year because it helped 

consolidate students’ learning. Therefore, 

teachers did not refine the curriculum 

focusing on teaching grammar in context 

in this academic year. Students, especially 

the less capable students, got improvement 

in writing.  

 

 

 

 The departmental life education 

curriculum framework was developed in 

October.  

 

 

 

 

 

 A whole piece of writing 

should be finished in 

lesson time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Reading-to-writing 

school-based booklets will 

be developed in P4 and 

amended in P5 and 6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Teachers will serve as 

pioneers to share the 

experience with other 

teachers in co-planning 

meeting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The strategies adopted and 

resources created should 

continue to be used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so 

that our students can 

develop a set of helpful 

tools for them when 

working on writing tasks.  

 Teachers should make 

reference to the 

framework when teaching 

and designing English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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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Objectives Plans Evaluation  Recommendations 

   2.8 Two e-platforms will be introduced  

to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focuses ---  

MySmartABC (KS1) focus on  

enhancing students’ motivation and  

strengthening reading, listening and  

phonics skills while BugClub (KS2)  

focuses on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read more and see more  

grammar used in a native context. 

 

2.9 Share good students’ work with  

constructive feedback in class. 

Photocopies should be made and kept in 

the co-plan record. 

 Students performed better in both 

platforms after working on them for one 

academic year. However, it seems the level 

of English standard of both platforms are 

not at an appropriate level for our students’ 

levels. Our students need platforms with 

high flexibility when selecting English 

levels.  

 

 

 100% of the teachers agreed that 

displaying students’ work in class and 

sharing good students’ work through the 

reading aloud strategy can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ir writing by learning from 

their peers. Some teachers shared good 

students’ work with constructive feedback 

in class. Due to the change of textbooks/ 

curriculum, only P1 and P3 keep 3 

samples of writing with different learning 

abilities in the co-planning records for 

future use.  

 The panel head will invite 

some service providers to 

come to school and have 

presentations on their 

e-platforms. All the 

English teachers will help 

to choose the best one for 

our students.  

 

 

 These practices should 

become routine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s.  

 

  2.10 Teachers should print some good  

students’ work to share with other  

students in class/ in the form.  

Teachers should also appreciate  

students’ masterpieces by reading  

aloud the best pieces in class.  

Teachers should keep a record of this  

by videotaping it and leaving a copy  

on the server. 

 

 Some teachers have read aloud students’ 

masterpieces in class. However, most of 

them forgot to bring a mobile phone with 

them to record the read aloud for sharing.  

 

 

 

 

 

 The panel chairperson will 

invite teachers at random 

to share the videos in 

panel meetings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P.15／P.106 

 

Scope Objectives Plans Evaluation Recommendations 

  2.11 Teachers should discuss how to improve 

students writing using the students’ work 

kept in the co-plan record from the 

previous year.  

 

2.12 P2, P3 and P6 teachers should use  

the “flip class” strategy in one of  

the units in the academic year. The  

unit plan and related materials  

should be kept in the co-plan record.  

 By observation, some teachers would 

make reference to the past writing 

examples in the co-planning meetings.  

 

 

 Only P2 teachers tried out ‘flip class’ 

strategies in the 2
nd

 term. Most of the 

teachers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flip 

class’ strategy and together with the busy 

preparation schedule of P3 and P6 BCA 

assessments. This means that P3 and P6 

teachers did not have time to try this out in 

the 2
nd

 term.  

 Level coordinators should 

take a leading role in 

working on this practice. 

 

 

 ‘Flip class’ will be the 

focus in e-learning 

development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Teachers are 

recommended to take 

some relevan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Learning and 

Teaching 

2, 3 3. Learning Strategies 

3.1 Incorporate ‘TARGET’ (main  

focus: Task – the setting of objectives  

and scaffolding of tasks) into the  

P.1-6 curriculum and the learning  

strategies should be shown in every  

unit plan.  

 

3.2 (Authority) Teachers use some  

self-learning strategies suggested in  

the departmental self-learning  

guidelines regularly when preparing  

lessons. The skills adopted should be  

highlighted in the co-plan record.  

 

 

 

 

 

 

 

 100% of the teachers think designing tasks 

within a daily life context helps increas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It was done 

in co-planning meetings in this academic 

year. However, scaffolding of tasks is still 

an area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93.75% of the teachers think that setting 

appropriate learning objectives helps 

students get prepared and understand what 

they are going to learn in the unit. They 

believe it helps enhance students’ 

motivation and make learning more 

self-directed. By observation, P1 

performed better in self-directed learning 

with the Space Town programme. Other 

levels are still struggling with the 

self-learning strategies stated in the 

departmental self-learning guidelines.  

 

 Scaffolding of tasks will 

be a focus in co-plan 

discussions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To help teachers become 

more familiarized with the 

departmental self learning 

strategies, ‘Authority’ will 

be the focus for the 

department next year. 

 

 

 

 

 

 



P.16／P.106 

 

Scope Objectives Plans Evaluation Recommendations 

  3.3 (Recognition) Some awards (Dean’s  

list, Dictation Scholar, Sparkling Stars in  

Dictation) should be given out in  

morning assembly/ recess in class to  

recognize students’ effort. 

 

 

3.4 The use of TARGET (especially  

Evaluation) is one of the focuses of the 

peer lesson observations and learning 

material inspections.  

 

 

 

 

 

3.5 In order to promote an English speaking  

environment and motivate students to  

speak confidently, a wider range of  

activities, such as morning duty for  

English Buddies and Ambassadors, will  

be organized.  

 

 

 

 

 

 

 

 

 

 

 

 

 

 Many prizes were given out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is year. Students had a stronger 

sense of achievement when they were 

given the prizes at morning assembly/ 

recess in the covered playground/ by the 

principal/ NET/ English teachers.  

 

 100% of the teachers think that having 

‘Evaluation’ as part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helps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ll of them used it 

effectively as shown in the learning 

material inspection. Only some of the 

teachers demonstrated how to use 

‘Evaluation’ in peer lesson observations. 

 

 93.75% of the teachers expressed that they 

spoke English with students outside of the 

classroom. 

Both the morning buddies programme and 

the Reading Buddies programme were 

launched successfully. By observation, 

students are slightly more willing to speak 

in English. They do however, need more 

practice in meaningful dialogue to help 

them build up the confidence to speak in 

English. The programme is also designed 

in responding to the departmental life 

education curriculum framework, teaching 

students to serve and being served. 

Students explore the values of life through 

the service.  

 

 The department will try to 

arrange giving out some 

prizes in morning 

assembly/ recess time.  

 

 

 

 Teachers need to adopt the 

‘Evaluation’ strategy in 

their lesson so that 

students can learn from 

peer/ teacher’s feedback 

immediately.   

 

 

 

 The department will 

design more interesting 

activities, such as 

breakfast with the NET 

and weather report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speak in English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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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Use of language” and  

“Sustainability” will be the focus of  

the PEEGS programme. These items  

should be highlighted in relevant  

documents, such as lesson plans, co-plan  

records and the school-based speaking 

curriculum. 

In addition, 100% of the teachers agreed 

that the English speaking activities (both 

Gavin’s and the PEEGS’s) and the  

‘Thursday Speaking Lesson’ can 

maximize their students’ English 

speaking opportunities. 

 

 The PEEGS programme w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in December 2018. The 

materials were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use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commented that it was a well-designed 

programme which helped arouse 

students’interest in speaking in English. 

P4 and P5 teachers continued working on 

the programme with the help of the TA in 

the 2nd term. 

 

 

 

 

 

 

 

 P4 and P5 teachers have to 

continue working on the 

programme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Some of 

the lessons have to be 

video-taped.  

 

 The materials have to be 

amended according to the 

learning needs of our 

students and the change of 

the textbooks in KS2. 

Assessment 2 4.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4.1 Read aloud booklets will be amended. The 

content will be chang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TSA past papers.  

 

 The booklets were amended in the 1st 

term. Some teachers made good use of the 

booklet in the lesson time. To a certain 

extent, it strengthened students’ speaking 

skills and confidence. Since most of the 

teachers came to class punctually, students 

did not have much chance in reading aloud 

the passages by themselves.  

 

 With the change of the 

textbooks in KS2 and the 

Space Town programme in 

P2, the reading aloud 

booklets of the respective 

levels have to be amended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The department may hold 

some activities or 

competitions using the 

read aloud book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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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A learning kit for BCA will be developed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studen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
st
 term in P3 and P6.  

 

 

 

 

 

 

 

 

4.3 Teachers should start preparing students  

for the speaking part of the BCA in the 1
st
  

term. 

 

 

 

 

 

 

 

 

 

 

 

 

 

 

 The learning kits were developed in P3 

and P6 in the first term. Teachers taught 

students how to use the kits when helping 

them get ready for the BCA assessment. 

Apart from that, we have organized a 

supplementary tutorial class for some of 

the weaker P3 and P6 students in May so 

that they would have more confidence in 

sitting the exam. The attendance was high 

for both classes.  

 

 Both P3 and P6 teachers started working 

on the reading aloud part of BCA 

assessment in the 1st term. With enough 

preparation, it seemed that students 

performed better on the exam day this 

year. Apart from that, 100% of the teachers 

used the TSA results and the follow up 

measures to enhance teaching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n fact, teachers who were 

not in P3 and P6 levels did not show 

explicitly how they applied the follow-up 

measures to help students get prepared for 

the assessment in their teaching or 

learning materials.  

 

 

 

 The learning kits for both 

BCA and HKAT will 

continue to be used again 

in the appropriate levels.  

 

 

 

 

 

 

 

 P4 and P6 teachers should 

get students ready for the 

HKAT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while P3 

and P5 teachers have to 

prepare them for the BCA 

assessments.  

 Level coordinators should 

take a leading role in 

discussing how to apply 

those follow-up measures 

with level teachers in 

co-plan meetings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so 

that we can get students be 

prepared for the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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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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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An exam evaluation meeting should be  

conducted within two weeks of the exam  

date and relevant follow-up work  

should be done.  

 

 

4.6 The format and content of the  

speaking exam will be amended. 

 100% of the teachers expressed that they 

had used the quiz / examination results and 

examination evaluation information to 

improve their teaching. Through these 

tools, they understood their students’ 

weaknesses and changed their pedagogy to 

help students’ learning. This means that 

they are appropriate forms of formative 

assessment for teachers to monitor 

students’ learning. However, sometimes, 

some teachers could not make good use of 

them because of poor time management. 

 

 All levels have held the meetings 

according to the schedule. Follow-up work 

has been done after the exam evaluation. 

From observation, students are quite weak 

in the reading component at all levels.  

 

 A more specific revision guideline was 

provided for students. Hence, most of the 

students performed better in the exam. 

They are willing to work hard for a better 

result.  

 Teachers should have 

better time management 

so that appropriate 

assessment tools could 

benefit students’ learning.  

 

 

 

 

 

 

 

 

 The focus of exam 

evaluation will be on the 

reading part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We will keep this practice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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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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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學習差異：建立校本課程與教學策略，提升學生的數學科成績。 

3. 電子學習：發展電子學習，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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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能力。 

整體規劃：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學習型

教學專

業群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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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儕備課： 

  設計具趣味/實用性/挑戰性的課業/ 

 活動，加強生活應用 

  以學生學習難點作討論核心，深化 

 相關策略 

1.3 同儕觀課：  

  自主學習（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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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教學效能（Evaluation）： 

 透過觀課，以學生表現（用數學 

 語言準確表達及說明數學概念）檢 

 視教學效能。 

 

1.1 專業交流： 

 TSA 分析學生表現 

 完成同儕觀課、查簿、擬題、課業

回饋 

1.2-1.3 同儕備課及觀課： 

 一至六年級已完成 12 次觀課 

 自主學習（Authority）： 

 各級能以「具趣味/實用性/挑戰性

的課業/活動」設計課堂，例子： 

年級 觀課重點 

一 
利用生活情境應用「昨天、今天、
明天、前後幾天」的概念。 

二 
實作量度物件來探究「複名數」及
「單名數」的互化方法。 

三 
引入多項生活例子，加強「24 小
時報時制」應用。 

四 
針對學生難點：「多於一條對稱軸
的圖案」來設計解題策略。 

五 

引導學生分別採用三個方法找出
「異分母分數加減混合計算的答
案」。 

六 

創設「一粒波子的體積」的難解，
讓學生利用「排水法」自行選擇「波
子的數量」去解決問題。 

 

 整理「備課及觀課資料庫」： 

  建立有效的「同儕觀課資料

庫」 

  定期存放「備課資料（硬本

及軟本）」在校方指定的中央

位置 

 「同儕備課/觀課」交流重點： 

  持續加強先預備共備內容的

文化 

  持續推行及優化「自主學習

（Authority）」： 

- 課中（探究活動）：老師須 

增強學生自主性的課堂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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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加強觀課後的跟進及延續方案  從觀課可見，大部份學生能透過

探究活動，提供學習主動性。部份

年級的觀課重點以「實用性（已提

供解難策略）」為主，宜加強引發

學生思維。 

 檢視教學效能（Evaluation）： 

普遍學生能利用數學語言準確表達

及說明數學概念。 

 100%教師認同科任老師會嘗試應

用科主任對有關「觀課及檢閱課業

後」的回饋於日常教學中。 

 

 

 

 

 

 檢視教學效能（Evaluation）： 

  建議聚焦提升精英班學生的

傳意能力：「宜用更精準的用

數學語言準確表達及說明數

學概念」。 

 

 

2. 科研會議： 

 2.1 科主任與級組長專業交流 

    （每學期最少兩次） 

 2.2 科研主題： 

 自主學習的策略 

 TSA 分析學生表現 

 應用電子學習（修改GeoGebra軟件） 

 簡易方程的縱向課程 

2. 科研會議： 

 全學年已完成 4 次科研會議 

 100%級統籌老師認同科研會議能

加深我認識有關數學科發展。從觀

察可見，科主任與級組長醞釀專業

交流的氣氛。 

 

 

 規劃下年度科研會議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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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電子學習教

材資源庫、數學教學與

STEAM 教 

  主題（三）：高小銜接校本課

程 

  主題（四）：TSA 分析學生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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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3. 建立不同層面多維校外群體協作/支援： 

 3.1 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 

 支援範圍：共同備課、觀課及評課、 

工作坊 

 3.2 友校科研/交流：教學薈萃 

 

 

 

 

3.1 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 

  參與共同備課：28 次 

  參與觀課評課：7 節 

  劉緒志老師主講： 

 自主學習的策略 

 內地與香港數學的異同 

 100%老師認同參與「內地與香港教

師交流及協作計劃」有助我提升科

本知識、教學策略及教學效能。 

3.2 教學薈萃： 

 於 20/12/2018已進行「讓自主啟航」

教學交流會活動（數學科）：汕頭

市私立廣廈小學林清老師與三誠

作公開課及分享交流。當天約 30

位校長、主任及老師出席數學科活

動，各校同工反應熱烈，深感欣

賞。 

 著重支援計劃的知識管理： 

  將相關的專題簡報、教材等

放到數學科指定的位置，供

下年度科任參考使用。 

  科會議時，讓參與計劃的同

工藉著分享經驗而承傳。 

  建立「課程管理及模式」概

念，有利創新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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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校本課

程規劃

及設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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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一至二年級新小學數學校本課

程 

   內容（立體圖形） 

  持續修訂「除法縱向課程 

  （除法直式：0 的處理）」 

  簡易方程縱向課程：5A1 代數、5A2、    

6A1 方程、增潤內容 

  4.2 持續一至六年級速算課程 

4. 100%老師認同「數學科縱向課程設

計」能有助我加強理解學生建構概

念及思考過程，如：除法縱向課程

（分分樂）等。 

4.1.1 一至二年級新小學數學校本課程 

    內容（立體圖形）： 

 已完成修訂 1S1 及 2S1 立體圖形校

本小冊子 

 小冊子設計是配合立體圖形緃向課

程發展 

4.1.2 持續修訂「除法縱向課程（除法 

直式：0 的處理）」： 

 已完成修訂 3N4 除法校本小冊子 

 （「分分樂」計算方法） 

 學生表現有進步： 

 除法直式頗長，同時減少了缺漏 

 補 0 的情況 

4.1.3 已修訂「6A1 方程」小冊子 

4.2 完成「速算」課程： 

 接近八成的學生能達到二級奬或以

上，成效達標。 

 來年度，根據「新小學數學課

程」重新規劃及修訂「一至三

年級校本課程內容（包括小冊

子內容、評估重點）」： 

  一至三年級： 

- 重新編排學習單位重點 

- 新增教學重點 

- 加入新學習元素及概念  

（如： 以數學科為主的 

STEAM 教育） 

  四至六年級： 

- 新增教學重點，加強中小銜

接課程。 

5. 橫向課程連繫： 

   5.1 整合及重編教學重點及教材： 

 修訂一年級新小學數學校本課程內

容（方向與位置） 

 修訂二年級新小學數學整個校本課

程內容 

   

 

 

5. 100%教師認同「數學科橫向課程設

計」能有助我教學時更連貫和更有

效率，如：修訂二年級新小學數學

整個校本課程內容等。 

5.1.1 已修訂一年級新小學數學校本課 

    程內容（方向與位置） 

5.1.2已修訂二年級小學數學校本課程 

    內容：根據共同備課記錄及校本 

小冊子內容，大部份能按新修訂 

課程內容修改。 

 二年級的全級課程： 

  持續進行修訂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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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5.2 資訊科技數學教育發展計劃： 

 對象：四至五年級精英班 

 教材：優化校本電子學習教材 

5.2 已完成電子學習教學： 

 四愛班：使用量 12 次 

 五誠班：使用量 6 次 

 教師反映學生使用電子學習表現

理想，惟 IPAD 保安問題需關 注。 

 建立「電子學習教材資源庫」 

學與教 

 

2、3、4 6. 教學策略： 

6.1TARGET 教學分析法 

 （詳細內容，檢視「共同備課」實施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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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延展學習時間（Time）： 

  以「翻轉教室」教學模式（短片形 

 式），進行學生課前預習（短片內容 

 必須緊扣課堂內容）： 

  對象：四至六年級 

  次數：全年一次 

 

6.1TARGET 教學分析法： 

 (1)自主學習（Authority）： 

 四至六年級能以「翻轉教室」教

學模式進行學生「課前預習」： 

 四年級：繪畫對稱圖的策略 

 五年級：八個方向 

 六年級：體積與容量 

 教師能創設任務（探究活動），給

予學生選擇策略來解決問題，從

而提升思維能力。 

  創設「一粒波子的體積」的難 

解，讓學生利用「排水法」自 

行選擇「波子的數量」去解決 

問題。 

 100%教師認同自學任務：根據學 

生學習需要（學習難點/學習重 

點），設計課前（預習工作紙/翻 

轉教室）、課中（多元活動）、課   

延伸學習）的任務，能有助提升

學生的自學能力。 

 (2)延展學習時間（Time）： 

 「翻轉教室」教學模式的成效： 

 從課業顯示，此模式能減省課

堂教學時。 

 MATHCLST Youtube Channel

點擊率顯示，能促進學生自主

學習能力。 

 來年度，持續推行「自主學習」

及「翻轉教室」： 

  課前預習：加強連結課中的 

學習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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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7. 校本課業政策： 

7.1 校本小冊子（一至六年級）： 

 以單元形式進行設計 

7.2 溫習工作紙（一至六年級）（全學年四

次） 

7.3 創意工作紙（一至六年級）（全學年一

次） 

7.5 自擬應用題（一至六年級）（全學年一 

次） 

7.1 預習工作紙/預習小冊子 

 檢視各級小冊子及工作紙內

容，能讓學生重溫相關知識，

幫助學生銜接新的學習內容。 

 100%教師認同「校本小冊子內

的重溫練習」能有助我理解「學

生能否連接上一階段的學習表

現」，以作調整自己的教學策略

或/及鋪排。 

7.2 校本小冊子（單元式）： 

 一至六年級已完成全學年的校 

本小冊子。 

7.3 溫習工作紙（一至六年級）： 

 一至六年級已完成全學年的工 

作紙。 

7.4 已完成一至六年級創意工作紙 

7.5 已完成一至六年級自擬應用題 

 來年度，持續推行「課前預習、

校本小冊子（單元式）、溫習工

作紙、創意工作紙、自擬應用

題」。 

 

  

  8. 奬勵政策（Recognition）： 

   8.1 數學英雄（Sobo Hero）： 

 各考試每班最高分數的學生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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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教師認同奬勵政策：數學英

雄及數學飛躍進步奬」能有助加強

學生的認許及重視學習進步。 

 已表揚以下同學的人數： 

項目 考試 上學期 下學期 

英雄 
中期 33 人 29 人 

總結 27 人 36 人 

飛躍進步 42 人 142 人 
 

 持續推行奬勵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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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9. 展示政策（Recognition）： 

9.1 善用「學校網頁、數學壁報板（有蓋 

   操場、課室）」，多展示學生佳作，讓 

學生從中互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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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創意工作紙、自擬應用題：

同工反映學生表現投入。 

 已完成展示學生佳作：數學日誌

（腦圖）、「級本自主學習活動」的

精華相片。 

 持續推行展示政策 

  10. 級本自主學習（Authority）的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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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教師認同「級本自主學習活

動（自擬應用題攤位）」能提升學

生對學習數學的興趣。 

 從教師觀察，高年級學生盡心盡力

組織應用題攤位，同時低年級學生

十分投入參與活動。 

 

 持續推行「級本活動：自擬應

用題攤位」 

 加強高年級學生的學習經

歷及豐富題型，如：數學 IQ

題。 

評估 

 

 

2 11.加強評估資料分析，檢視課程強弱項： 

11.1 單元小測：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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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單元小測： 

 小測能即時診斷學生強弱項，作

出補償教學。 

 由於小測的題數較少，以及完成

該單元教學後即進行考核，因此大

部份學生表現良好，從而提升學生

學習數學的自信心。 

 100%教師認同「單元小測」有助

老師診斷學生強弱項，及作出改

善。 

 持續發展及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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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11.2 學業保證計劃： 

 檢視校內試後數據及學生表現 

（跟進 2-3 個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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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已完成「學業保證計劃」： 

 每次考試重點會緊扣上次考

試的學生難點，從考試數據顯

示，約八成透過「學業保證計

劃」所跟進的學習難點已進

步。 

 100%教師認同評估改善機制

（學業保證計劃）能有效跟進

學生學習難點。 

 持續發展及優化 

 

 

 

11.3 TSA 評估檢視及跟進措施 

 

11.3 TSA 評估檢視及跟進措施： 

 已於 8/1/2019 與同工分享： 

「2018 TSA 分析_三年級學

生表現各級應試策略」。 

 老師已按 TSA 分析跟進各項

工作，如：修改部份小冊子內

容、已完成二至六年級長假期

工作紙等。 

 100%教師認同「能善用評估

數據（TSA 及測考），反思學

生學習難點，作出跟進。」 

 持續推行「TSA 評估檢視及跟 

  進措施」 

 重點分析TSA高小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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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8-2019年度常識科工作計劃終期檢討報告 

發展目標： 

1. 建立學習型教學專業群體：與大學及其他團體作專業交流，令教學策略、技巧得以發揮運用 

2. 優化常識科校本課程：優化校本課程當中的自學、延伸任務，提升學生內在動機 

3. 建立正面的學習習慣：持續優化分級探究式專題研習以及主題式跨境學習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整體規劃：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學習型

教學專

業群體 

1 教師專業培訓 

1. 科研會議：級組長與科主任的專業交流 

 

2. 共備過程中，優化課業(前、中、後)設計，

提升同學主動性及思維能力 

 

3. 於科學課堂實施專業觀課交流，建立開放

課堂的文化 

 

 下學期科研會議、共同備課主要聚焦中

國歷史及文化、STEAM項目。100%老

師認同相關教師專業發展項目有助老師

實踐相關教學內容。 

 本年各級於老師亦針對不同的教學主

題，設計了最少兩次的自主學習的課業

(前、中、後)以及 POE科學工作紙。 

 下學期 STEAM教學中，小四具經驗的

老師開放了課堂，讓新任老師觀課，開

展了開放課堂的文化。 

 本校常識科科任盧景叡助理主任亦參加

了 EDB的「常識科教師學習社群」，並

於第三次科務會議中分享當中的內容。 

 

 持續優化共備，來年增加共備

的時間，按已有基礎，針對課

業(前、中、後)當中的「課中」

進行設計，加強自主學習及思

維能力的培訓。 

 鼓勵開放課堂的文化，除了科

學課外，亦鼓勵教學表現優異

的同事分享其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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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校本課

程規劃

及設計 

    2 

 

【迦密新一代及專題研習】 

優化常識科迦密新一代，提升學生內在動機，

以及「迦密人」的元素 

1. 優化「迦密新一代」的反思部分，在課業

的反思部分引入「4F的提問重點」，提升學

生的元認知，強化學生學習動機。 

2. 在「迦密新一代」原有延伸任務內加強當

中的生活連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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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透過議題方式，讓學生反思個人生活經

驗，從而加強課業內「迦密人」(樂善勇敢)

的元素。 

4. 持續優化分級探究式專題研習當中的思維

策略，過程中加強「多角度思考」、「多想

一步」以及「生活實踐」等元素，讓學生

的知識能連繫生活。 

5. 持續運用資訊科技(Google classroom、

Google slide)於專題研習，突破空間限

制，加強老師以及學生之間的協作溝通。 

同學對「迦密新一代」的內容感興趣，但

課業對提升學生內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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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各科任老師觀察，學生對學習內容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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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75%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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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感化。 

 主題式跨境服務學習(潮汕之旅)已於 11

月進行，同學在行程前都能自訂服務目

標，思考過程中面對的挑戰，為跨境研

習作好準備。計劃能培養同學自主自理

的自學特質。 

 小二進行的「跨課程閱讀」亦讓同學以

更立體的方式認識「為我們服務的人」，

除了以豐富的閱讀內容帶動專題外，同

學亦同時透過戶外學習、訪問等活動，

把研習結合服務，回饋社區。 

 小四至小六的同學於日常課堂利用

Google classroom、Slide進行專題研習，

學生已掌握分享資料以及懂得如何共建

簡報。 

 持續優化常識科校本課程，配

合校內活動及思維訓練，提升

學生內省及思維能力。 

 

 

 

 

 

 課業加入更多生活應用，配合

校內現行活動，讓同學有機會

實踐「迦密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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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校本課

程規劃

及設計 

    2 

 

【STEAM】 

強化科學科技課程(配合 STEAM元素) 

1. 加入「迦密小小電子工程師計劃」，由小

一開始逐步培訓同學，於畢業前能運用電

子工程學、編程的技術，完成 STEAM畢

業作品，以作展示。 

2. 持續優化「科學實驗教室」，延伸研習項

目以解決生活中問題作為主軸。 

3. 在第二學習階段的科學科技活動中加入

「反轉教室」(每學年最少進行一次)，擴

展課堂的學習時間(T)。 

 80%以上的老師認同「迦密小小電子工

程師計劃」、「科學實驗教室」不但能提

升同學動手作(Makers)的能力，培養同學

對 STEAM學習的興趣，同時亦讓同學

有機會展示自己多元化的才能。 

 小四至小六在科學科技活動進行前，加

入「反轉教室」的元素，讓同學對將會

學習的內容有初步認識，提升學習動機。 

 來年持續進行「迦密小小電子

工程師計劃」、「科學實驗教

室」，把兩者於第二學習階段內

作整合，令課時更有效地運用。 

校本課

程規劃

及設計 

    2 

 

【國民教育】 

加強跨科協作，創設校園情境，提升同學對認

識中國歷史及文化的認知與興趣 

1. 加強與圖書館、普通話科、中文科等其他

組別的跨科合作，透過活動提升學生對中

國歷史與中華文化以及國家發展認知。 

2. 於專題研習加入價值觀及態度的教育，讓

同學從學生這身份開始以至作為世界公

民，皆有承擔及責任感。 

3. 透過環境佈置、時事新聞、中華文化里等

活動，提升學生對認識中國歷史及文化的

興趣。 

舉辦多元化的活動有助擴展同學對中國歷

史及文化的認知。 

 

 本年度進行了「中華文化日」、「追蹤新

中華」、「出走中華系列之參觀博物館」、

「節日面面觀」等多元化活動。讓同學

對中國文化、時事有新的認知。 

 來年把國民教育進深結合於常

識課程內容中，強化相關課題

的教學內容，擴闊同學對中國

歷史及文化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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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校本課

程規劃

及設計 

    2 

 

【環保教育】 

推展環保教育，深化學生環保意識 

1. 於小三、四持續推展家居、社區的環保研習議

題(小三:環保智能家居設計、小四:四順區回收

設施考察)，讓學生透過研習，深入探討保護

環境的具體可行方法。 

2. 加強培訓「環保推廣領袖生」，讓他們於節能、

綠化、減廢等環保工作上作小領袖的角色，推

動校園綠色文化。 

 

 小三、小四的同學透過研習，對回收、

節能等課題有進一步的認識，66%老師

認同環保活動能培養「迦密人」(樂善

勇敢)的品德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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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同學亦較為被動，角色未見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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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與教 3 教學策略 

1. 持續優化科本自學能力政策，提高當中的挑戰

性以及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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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優化時事課業，提升以及擴闊學生的思維能力 

 修訂第一學習階段的剪報課業，加入初步

「深層」思維類的題目(批判思維、創造思

維及解難思維)。 

 修訂第二學習階段的剪報課業，每學段除

了多方思考外，再加入六帽子、兩面思考

等分析框架，讓學生掌握更多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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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不

足，下學年有待加強。 

 於第一學習階段加入「深層」思維類的

題目，有助學生銜接高小常識科對學生

思維分析的要求。 

 

 來年課業需要加強「深層」

思維類的題目設計，呈現學

生綜合思維應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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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學與教 3 持續優化常識科主題式跨境學習，提升學生自學態

度 

1. P.4-6：「新加坡 STEAM交流團」:透過跨境學習

提升學生對 STEAM的學習興趣，同時培養學

生自主學習能力。 

 

跨境學習活動有效提升同學積極主動的學

習態度 

 整體而言，透過是次交流活動中同學的

「學生學習手冊」的各項任務，反映同

學對於 STEAM有濃厚的興趣。 

 另外，學生亦表示，他們在完成交流

後，不但了解如何自訂學習目標，而且

更了解認識事物可從多元的角度。由此

可見，主題式跨境學習能培養同學自學

精神以及探究能力。 

 100%參予的老師亦表達主題式跨境學

習，能加強學生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

讓學生掌握自學策略和提升學習興趣。 

 推展其他地區主題式跨境

學習，透過當中的研習，持

續提升同學積極主動的學

習態度。 

評估 3 善用評估(E)改善學與教: 

1. 針對高階思維類的題目作評估資料分析。 

2. 在資訊科技、STEAM以及專題研習學習過程

中，透過標準/準則，供學生進行學習上的檢視

和監控(Evaluation)，另一方面，亦讓老師有具

體方向改善教學質素。 

 

 本年針對高階思維類的題目作評估資

料分析，部分級別透過數據，找出學生

學習上的困難，例如了解到同學在書寫

表達上仍有不足，須替同學建構當中的

框架，改善課堂工作紙的設計。透過評

估檢討，讓教與學有更具體方向，改善

當中的質素。 

 學生進行STEAM以及專題研習等學習

過程時，會先了解評估的標準/準則，

令學習目標更清晰。 

 

 來年持續推行透過評估改

善學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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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音樂科工作計劃總結檢討報告 

發展目標： 

1. 持續優化校本課程，加強唱歌及器樂技巧訓練，以提升學生演唱演奏的信心 

2. 創作教育普及化，資訊科技培育學生的創造力、想像力、審美能力，提升評賞能力與素質 

3. 透過參與比賽及舉辦不同音樂活動，加強校園唱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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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課程規

劃 

1 

 

 

 

 

 

 

 

 

 

 

 

 

 

 

 

 

 

 

 

 

 

音樂科校本課程 (特色：評創展藝) 

1. 縱向課程： 

螺旋式深化歌唱技巧 

— 重點發展學生的唱歌技巧，以高大

宜理論並配合本校學生能力築建課

程架構及螺旋式訓練深化學生的歌

唱技巧。詳閱<校本音樂學習重點架

構表> 

一至三 

年級 

- 以正確的唱歌姿勢唱歌 

- 準確地唱出 s,至 d’組成的旋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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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能分部唱出輪唱及混成曲 

- 能以既定的準則評賞歌唱表演 

 

 

 

 

 

音樂科校本課程(縱向及橫向): 

  螺旋式深化歌唱技巧 

- 已按學生能力於各級教學計劃及

學習重點架構表加入歌唱技巧及

增加唱歌的次數。 

- 根據問卷調查，100﹪科任老師同

意本年度音樂科設計縱向課程螺

旋式深化歌唱技巧，有助提升學生

唱歌的技巧。 

- 大部份學生喜歡唱歌，勇於在課堂

內表演，能準音以上行級進唱出唱

名 

- 宜加強視唱及運氣的訓練 

- 大部份高年級學生喜歡唱旋律較

熟識的歌曲。 

- 增加歌唱訓練，以致學習樂理的時

間相對減少，科主任抽查低年級試

卷發現學生筆試的表現較弱。 

 

 

 

 

 

 持續按學生能力增加不同唱歌

技巧的訓練。 

 每次進行筆試前先與學生以工

作紙重温學習內容，以鞏固樂理

及音樂知識。 

 一至三年級的筆試卷聆聽部分

重點考核該學段所學的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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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學生熟識的歌曲。 

 

 

 

 

 

 來年的創作課程重點優化聲響創

作的設計 

 增加音色探索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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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2 

 

 

 

 

 

 

 

 

 

 

 

 

 

 

 

 

 

 

 

 

 

 

 

 

 

 

 

 

 

 

持續發展評賞及創作能力 

 透過不同單元的情景創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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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每一位學生都有創作的

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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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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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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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發展評賞及創作能力 

 根據問卷調查，100﹪科任老師同意

本年度透過不同單元的情景創作，

讓每一位學生都有創作的機會，創

作逐步推向普及化。 

 根據問卷調查，100﹪科任老師同意

本年度加入情景創作的設計，讓學

生按音樂情境選擇合適的音樂元素

進行創作或聲響創作，能提升學生

的創意發揮。 

一至三年級創作及評賞表現：  

 學生能以簡單的音樂術語描述音樂

特徵，以不同的音樂元素表達氣氛。 

 學生創作的聲響變化不大，宜加強

聲響創作的訓練。 

四至六年級創作及評賞表現： 

 學生於分析情景與音樂元素之間的

關係表現出色，以符號表達節奏/速

度/音高及運用不同的途徑所獲得的

音色進行聲響作品創作方面表現稍

遜。 

 本年度重點運用<<小小作曲家>>電

子教材配合課程的及設計評賞及創

作活動。大部分學生能利用<<小作

曲家>>持續修訂作品及評賞同學的

作品。 

 

 

 

 

 

 

 

 

 

 

 

 

 

 

 

 

 

 

 

 

 

 建議在四年級的課程中，持續優

化聲響創作活動。 

 建議五年級和六年級沿用以往的

歌曲創作為創作評估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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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1、2 

 

 

 

 

 

 

 

 

 

 

 

 

 

1 

 

2.橫向課程 

 在平日的課堂中加強歌唱訓練，加

入合適的月詩作增潤練習。 

 持續修訂配合課程的電子教材及設

計評賞及創作活動。(學習及運用創

作技巧) 

 為使學校的資源最有效運用，重點

運用電子教材 (APPS) 配合創作活

動。 

 加入情景創作的設計，讓學生按音

樂情境選擇合適的音樂元素進行創

作或聲響創作。 

 

 

器樂訓練普及化 

 發展中高年級夏威夷小結他樂器課

程，讓三至五年級全級學生有機會

於聯課活動時段學習夏威夷小結

他，有助學生認識及學習和弦，並

豐富合奏的經驗。 

 持續訓練提升演奏/演唱的技巧以體

驗和表現音樂，在實踐過程中，重

視培養音樂感，同時讓學生展示學

習成果。 

器樂訓練普及化 

 根據問卷調查，接近九成科任老師

同意本年度發展中高年級夏威夷小

結他樂器課程，有助學生認識及學

習和弦，並豐富合奏的經驗。 

 四、五年級已完成各五節課程 

 已安排大部分音樂科任入班觀課或

安排為隨堂老師從旁協助，作專業

發展 

 根據科任老師觀察，五年級比三、

四年級的學習容量較多，大部份學

生能彈奏二至三個和弦，部分學生

能彈奏樂曲 

 根據科任老師觀察，本年度到校的

導師比以往聘任的導師更盡責及按

學生興趣能力教授。大部份導師經

常早到十五至二十分鐘為全班結他

調音。 

 提供小息時間練習及個人指導的機

會，但只有少部分學生參與練習，

故安排部分樂器班學生在畢業典禮

中表演，讓學生更有目標練習小結

他。 

 建議來年安排四至六年級學習夏

威夷結他。 

 建議來年繼續聘請結他班導師以

解決調音及編班的問題。 

 建議夏威夷小結他班導師多作安

排表現良好的學生在班中表演，

吸引有興趣彈奏結他的學生小息

時練習，以善用學校資源提升彈

奏的表現。 



   第 36 頁／共 106 頁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評估 1、2 多元化評估 

1. 於評估中按學生能力及興趣持續修

訂創作評分項目及準則，藉以提升

學生對音樂創作的興趣 

2. 學生於創作過程中進行互評，教師

能利用互評數據及資料作更具體的

回饋，以促進學生學習 

3. 校內音樂比賽/ 表演互評。 

多元化評估 

 創作評估按學生能力及興趣加入情

景項目，部份學生未必有能力創作

優美的旋律，但能發揮想像，按情

景創作旋律，也有機會得到好成

績，藉以提升學生對音樂創作的興

趣 

 經科任老師觀察，下學期的創作評

估旋律評分加入情景描述後，部分

學生能因此多運用想像，取得佳的

成績 

 部分學生能利用平板電腦進行互

評，給予具體評語以促進學習 

 透過校內音樂比賽/ 表演設計互評

活動，大部分學生從欣賞角度評賞

同學表現，部分評賞內容未夠精準。 

 

 建議在四年級的課程中，持續優

化聲響創作活動，並以此為創作

評估的部份。 

 科任建議五年級和六年級沿用

以往的歌曲創作為創作評估的

部份。評估評分項目可加入情景

描述 

 來年繼續鼓勵學生能利用平板

電腦進行互評，給予具體評語 

 活動設計中提供更多的具體的

評賞用語例子 

發展潛

能，學

生活動

規劃 

3 

 

 

 

 

 

 

 

 

 

 

 

 

培訓校隊策略 

1. 提升校隊歌唱技巧 

  增聘校外導師，重點培訓低年級

合唱團的歌唱技巧。 

2. 音樂團隊獎勵計劃 

  公開表揚準時加時訓練、投入練

習的學生，將音樂團隊得獎名單

於中央咪及壁報板公佈。  

3. 積極參與校外比賽： 

 規劃全年各音樂團隊參與的校外

比賽，讓團隊學生透過比賽互相

觀摩，提升表演的信心及技巧。 

 

 

 提升校隊歌唱技巧 

- 已增聘校外導師，重點培訓低年級

合唱團的合唱技巧，並為合唱團安

排學校音樂節比賽及畢業禮表

演，讓學生更多機會參與比賽及表

演，豐富經驗 

- 多安排表演/比賽活動，讓學生能有

機會展示所學的合唱技巧。上學期

合唱團分別於親子佈道會及校慶

感恩崇拜表演。大部份學生能投入

參與表演 

 音樂團隊獎勵計劃 

- 安排於中央咪及壁報板表揚準時

加時訓練、投入練習的學生。 

 

 持續增聘校外導師 

 

 

 

 

 

 

 

 

 

 建議按學生練習表現選出團

長，鼓勵訓練、投入練習的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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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4. 積極安排校內/外表演 

 安排各音樂團隊有機會於校內慶

典中獻奏或參與校外的聯校音樂

表演 

 積極參與校外比賽及校內/外表演 

- 已規劃全年各音樂團隊參與的校外

比賽，每一個音樂團隊全年都會參

與不少於一次的校外比賽及校內/

校外表演，詳閱《音樂科第一次會

議附件六》 

- 音樂科全年共獲得 11 個獎項，共

217 人次曾參與校外表演或比賽，共

167 人次獲獎。 

 持續安排音樂科校外/校內比賽/

表演。 

 3 

 

 

  

發揮學生音樂潛能 

1. 全學年不同時段安排校內比賽，讓

學生有更多機會發揮歌唱或器樂演

奏的潛能 

  1-2 年級班際歌唱比賽 

  3-4 年級班際牧童笛比賽 

  5-6 年級班際詩歌比賽(跨科活動) 

  5-6 年級班際合奏(錄影) 

  1-3 年級歌唱比賽 

  4-6 迦密巨星歌唱大賽 

 

2. 持續跨科創作學習活動 

 「數白欖對對碰」：與中文科跨科

學習，選出五年級中文課所學古

詩，為古詩設計節奏，加上正板

及底板記號，以數白欖方式演

釋，建立欣賞同儕創作的文化。 

 

 

 根據問卷調查，100﹪科任老師同意

全學年不同時段安排校內比賽，讓

學生有更多機會發揮歌唱或器樂演

奏的潛能。 

 1-2 年級班際歌唱比賽 

- 透過這比賽活動，所有一、二年級

學生有機會站台表演。 

- 大部份一、二年級學生投入參與 

- 由於比賽當天學校同時進行不同

活動，難以安排代課，負責老師有

不同職務，如場務、司儀、司琴、

評判等，平均每級只有兩位老師看

班，而一、二年級又第一次參與有

關活動，部分學生未掌握音樂會禮

儀，須老師多次提示。 

 3-4 年級班際合奏比賽 

- 透過這比賽活動，90%三、四年級

學生有機會站台表演。 

- 大部份三、四年級學生投入參與，

 

  建議來年持續安排以下活動 

- 3-4 年級班際合奏比賽 

- 5-6 年級班際詩歌比賽(跨科活

動) 

- 1-3 年級歌唱比賽 

- 4-6 迦密巨星歌唱大賽 

 在活動開始前加強音樂禮儀訓

練。 

 建議避開多校內活動進行的日

子安排活動，安排足夠的看班老

師(避免安排負責老師身兼看班

老師)，以提醒學生維持音樂會

的禮儀。 

 高年級課程較密集，建議宗教組

安排部份團契時間協助排練 5-6

年級班際詩歌比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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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3. 增設音樂大使 

  為配合本校夏威夷小結他器樂課

程，本年度部分小息將開放音樂

天地供學生練習結他，挑選合適

的學生擔任音樂大使，定期到音

樂天地當值，並成為小老師協助

同學練習小結他。 

能注視指揮齊奏樂曲。 

- 部份班別能訓練學生成為指揮參

與演出。 

 5-6 年級班際詩歌比賽(跨科活動) 

- 下學期與宗教組合作於兩次學生

團契時段為五、六年級學生安排了

班際唱詩歌比賽，每級設冠亞季優

異各一名 

- 科任觀察，部份五、六年級學生能

於台上有投入並有信心合唱。 

 5-6 年級班際合奏(錄影) 

- 下學期音樂活動頻繁，以午間音樂

會取代。 

 1-3 年級歌唱比賽 

- 服務生不太清楚協助的角色及每

隊參賽隊伍所需的音響要求，活動

正式開始前須重申服務生的角色

及稍作綵排，以致活動未能依時完

成。 

- 部分一至三年級學生能於台上有

投入並有信心合唱。 

 4-6 迦密巨星歌唱大賽 

- 根據四至六年級科任老師觀察，大

部分學生投入參與。 

- 訪談四至六年級學生，大部份學生

認為「迦密巨星歌唱大賽」能提供

機會讓學生發展潛能。 

 

 

 

 

 

 

 建議加強提示 1-3 年級歌唱比

賽負責人預備各參賽項目更詳

細的物資清單，並先與服務生作

簡單指導，讓服務生更清楚協助

的內容。 

 建議增加 1-3 年級歌唱比賽的

活動時數。 

 建議歌唱大賽初賽時間延長，多

給予參賽生選曲、對咪等提示。 

 建議校方購入質量更佳的擴音

器材。 

 

 

 

 建議「數白欖對對碰」活動持續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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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 評賞環節能增加他們的投入感。 

- 部分學生因選曲、對咪及咪的聲量

問題影響表現。 

3. 持續跨科創作學習活動 

- 下學期五年級各班於第 17 週，利

用課堂時間進行《數白欖對對碰》

活動 

- 大部分學生能選擇合適的樂器作

伴奏，能創作的節奏並正確運用正

板和底板符號記譜。 

- 大部份學生對數白欖活動感興

趣，大致按記譜數白欖。 

4. 增設音樂大使 

- 每星期兩天第一、二小息安排音樂

大使負責看管同學練習夏威夷小

結他，並記錄參與同學的出席資料

和表現。 

- 大部份音樂大使能從旁指導同學

練習 

 

 

 為配合學校的器樂訓練普及

化，來年繼續安排音樂大使定期

當值。 

其他 3,4 

 

 

 

 

 

 

 

建立校園體藝文化氣息 

1. 建立校園賞識文化 

  在課堂中多邀請同學表演或示範 

  定期展示成績 

2. 舉行午間音樂會 

 邀請參加校際音樂節的同學於比  

賽及表演前前演出 

 

 建立校園賞識文化 

- 根據問卷調查，100﹪科任老師每

節音樂課，都於上課開始的時候讓

學生唱月詩/考試歌，並會多鼓勵學

生於課堂中表演及參與音樂科活

動。 

 

 

 

 建議音樂科任持續邀請班中學

生表演或示範吹奏牧童笛及唱

歌，同時可邀請學生讚賞同學的

演奏/唱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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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3. 聲樂飄飄 

-  安排於午膳時段播放及介紹聲樂

作品，營造校內唱歌的氛圍。 

 

4. 表演交流，營造校內藝術氣氛。 

-  安排友校音樂團隊或校外機構到

校表演，提升校園藝術氛圍。 

5. 環境佈置 

-  持續更新音樂資訊壁報，宣傳音

樂會資訊。 

- 音樂知識壁報，介紹不同種類的聲

樂作品或創作聲樂作品的音樂

家，讓學生學習更多音樂的知

識，營造校園的音樂氣氛。 

-  展示班中音樂科最高分的學生名

單於有蓋操場的壁報，以鼓勵學

生的音樂表現。 

 

 舉行午間音樂會 

- 午間音樂會已於 26/2 及 12/3 分高

低年級舉行。 

- 全校一至二及五至六年級學生參

與午間音樂會。 

- 參加校際音樂節的表演生能按老

師提示的音樂會禮儀於表演前後

有良好禮儀表現。 

- 一至二年級的午間音樂會按科主

任提升加入評賞環節，讓學生從欣

賞的角各度給予表演生，增強參與

比賽同學信心。 

- 五至六年級的午間音樂會於會前

能詳細介紹音樂會的禮儀，可惜評

賞環節太短。 

- 大部分學生能遵守音樂會禮儀，安

靜專心欣賞表演者的演奏。 

 聲樂飄飄 

- 由十月份開始已安排逢星期二午

膳時間由隨堂師播放聲樂名曲。 

- 已製作簡報介紹聲樂作品特色及

具代表性的聲樂家，讓學生一邊聽

音樂一邊看樂曲的介紹。 

- 根據科任老師觀察，學生享受一邊

吃飯一邊欣賞樂曲。 

- 科任建議增加聆聽的歌曲數量 

 

 建議音樂會中以不同方式進行

互評，讓學生學習正面欣賞表演

者，透過鼓勵，增強參賽者參與

比賽的信心。 

 

 

 

 

 

 

 

 

 

 

 

 

 

 

 建議來年的「午間音樂廣播」主

題為「當代民歌」，每個月會播

放兩首不同的「當代民歌」，加

深學生在這範疇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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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表演交流，營造校內藝術氣氛。 

- 畢業禮安排迦密中學的中樂團與

本校中樂團合作交流演出。 

 環境佈置 

- 本年度以音樂知識壁報，介紹八類

聲樂作品及八位著名的歌唱家，讓

學生學習更多音樂的知識。 

 來年持續安排交流表演 

 

 

 來年持續進行 

  6. 生命教育(後補) 

-  加強唱校歌、國歌(理解歌詞-身分

認同)及音樂會禮儀表現 

-  安排音樂活動讓學生探索不同潛

能，敢於嘗試，勇於突破 

 

 

 

 

 

 

 

 不少於一個月一次，不時更新音樂

科壁報板，宣傳音樂會資訊。 

 將唱國歌、校歌的應有態度及參與

音樂會的禮儀納入低年級課程內容

<詳閱音樂科一至三年級教學計劃>  

 大部分學生於典禮唱國歌及校歌時

肅立，態度認真，能表現出合適的

禮儀。 

P1-P6 音樂評賞學生表現 

 所有學生在課堂中都有表演的機會 

 同學擔當觀眾時表現合宜，例如會

在同學表演前後拍手以作鼓勵。 

 藝術周的兩個樂活動設計特別增加

音樂禮儀及欣賞生命的環節，讓學

生能透過音樂欣賞創造與生命<詳

閱藝術周活動設計> 

P1-6 音樂會禮儀(自尊自重)學生表現 

 大部分高年級學生參與音樂會或校

內音樂比賽時，態度認真，能表現

出合適的禮儀，低年級學生經歴多

 持續提示各音樂活動負責老師

加強音樂禮儀的回饋，檢視活動

設計須加入欣賞生命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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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次提示有關音樂會的禮儀，於午間

音樂會的禮儀表現有明顯進步<詳

閱《音樂 03_2018-2019 附件二》> 

 全年為學生安排了不少音樂活動，

讓學生有更多機會發揮潛能、突破

自己。詳見<發揮學生音樂潛能及建

立校園賞識文化>有關活動檢討 

 1,2 教師專業發展 

1. 音樂科專業發展社群-課堂音樂創作 

2. 培訓教師學習夏威夷小結他 

3. 培訓教師合唱技巧 

 科主任利用第三次音樂科會議的專

業發展，與科任交流分享探索音色

變化的例子及以符號表達節奏/速度

/音高等例子， 讓科任老師能帶動學

生多探索音色進行聲響創作。 

 第三次音樂科會議已安排科任分享

合唱技巧。 

 建議來年音樂科會議安排專業

發展，分享交流「探索音色變化」

的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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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8-2019 年度體育科工作計劃總結檢討報告 

發展目標﹕ 

1. 增強學低年級學生基礎活動能力，培養高年級學生儀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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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勇於接受挑戰的精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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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課程規

劃 

1 1. 發展新校本體育科課程  

  一至三年級:遊戲比賽: 

- 障礙賽 

- 擲接豆袋 

- 持棒穿圈 

- 跳繩 

 四至六年級:步操訓練: 

- 基本步操概念 

- 個人步操技巧 

- 進階步操技巧 

 

2. 步操訓練班 – 教師專業發展 

 

 

 有效增強學生基礎活動能力，為進入第二

學習階段打好良好的基礎 

 

 

 在下學期完成，每級各四節 

 課後班學生出席率高(>80%)及投入參與，

除基本課節外，可成為雨天課的練習內容 

 

 

 制服團隊導師明白步操的正面好處及基本

步操技巧。 

 

 

 恆常化，設立班際比賽 

 

 

 

 五至六年級會進行進階步操課

程 

 

 

 

 來年度繼續安排訓練班，由科

主任陳榮燊助理主任負責訓

練。內容會加插步操禮儀。 

 參與教師，除制服團隊教師

外，也邀請體育科教師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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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發展潛 

能，學

生活動

規 

劃 

2 培訓校隊策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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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比賽： 

1. 1-2 年級遊戲比賽 

2. 3-6 年級班際閃避球比賽 

3. 3-4 年級班際跳繩王比賽 

4. 5-6 年級班際籃球比賽 

校外比賽： 

1. 校隊：男子籃球、女子排球、花式跳繩  

2. 興趣班：中國舞、跆拳道 

3. 友校邀請賽(如友校接力) 

4. 其他：閃避球、簡易壁球訓練、田徑比賽 

5. 參加簡易運動計劃（壁球） 

6. 參加外展(聯校)訓練課程 

7. 推薦學生參與「運動章別 / 技術級別」測

試 / 青苖訓練。 

 

 

 

校內比賽: 

 順利完成。 

 

 

 

校外比賽: 

 聘請教練除提升訓練成效，更能營造專

業氣氛。 

 

 

 今年開設 2班共 24個名額的簡易壁球訓

練班，報名積極，兩班同時滿額。 

 共 17 位學生參加，部份學生將參加章別

測試 

 

 

 

 個別項目需要一級安排 2 日

9-10 節或試後進行比賽。賽事

時間可更充足。 

 

 

 

 聘請排球教練、籃球及花式跳

繩教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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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大使協助開放小息各運動區，讓較

多學生在小息能做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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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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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宣傳運動員分享「敢於經歷

困難」 

8. 在跳繩區每個小息播放跳繩或足踺的教學

片段，讓學生自學。 

9. 生命教育課:奧運英雄 - 奮鬥故事 

 不定期放置單張，如「青苖培訓」。 

 

 

 

 由於資訊技術關係，暫時未能進行。 

 

 學生投入課堂，能從奧運人物身上學到

堅毅精神。 

 

 

 改為用簡報，在雨天時進行體

育常識課，讓學生學習奧運英

雄的精神 

 雨天課時，在課室播放。 

 需編排不同年級學習不同主題

人物，以免重覆 

組織不同年級的級本活動，培育學生的體育精

神及運動習慣 

1. 1-3 年級遊戲比賽 

2. 3-6 年級班際閃避球比賽 

3. 3-4 年級班際跳繩王比賽 

4. 5-6 年級班際籃球比賽 

5. 2-6 年級 SportACT 

6. 校運會 (全校參與) 

7. 考試後師生球類比賽 

 

 

 1-4.氣氛熱烈。 

 

 

 

 金獎：165、銀獎：79、銅獎：79，康

文署活力校園獎 

 順利完成 

 在體藝潛能展現周進行 6 年級師生排

球比賽 

 在 13/7 校友會進行師生籃球比賽 

 

 

 

 

 

 

 全校參與。 

其他 3 資源開拓 

1. 預訂免費體育館 

2. 參加簡易運動計劃(壁球) 

3. 外聘校隊教練 

 

 免費預訂了壁球場舉辦兩班壁球 

 

 

 上學期排球隊邀請了佛教慈敬學校

(23-1-2019)與本校進行友誼賽。 

 

 

友校 / 社區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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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護脊 4 1. 書包減磅計劃：上、下學期各進行一次。 

推行「書包也減肥」活動 

 意識：磅書包，找出書包過重的情況。 

 教育： 

- 在周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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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進：不達標的學生，需在手冊內貼上提

示貼紙。 

 上下學期完成。 

 書包超重情況: 

- 上學期→下學期 

- P.1: 75%→80% 

- P.2: 64%→68% 

- P.3: 58%→41% 

- P.4:72%→42% 

- P.5:61%→50% 

- P.6:34%→49% 

 比上學年平均 80-90%超重有顯著改善 

 

 

 

 部分學生沒有執書包的習慣，

建議班主任或訓輔老師不定期

抽查學生書包，建立執書包習

慣。 

2. 認證護脊校園計劃： 

2.1 教師專業發展。(只限新入職教師) 

2.2 於小息進行護脊操，並跟音樂，分 3 段。 

2.3 保健小先鋒計劃： 

- 於學期初教導全校的保健大使帶領護

脊操要訣。 

- 監察保健大使帶領班中同學完成。 

2.4 護脊填色比賽  

2.5 P.1-6 護脊講座 

 

 

 

 兒童護脊基金 - 「併出您想護脊操」

填色創作比賽 - 小學組 – 亞軍(9 位

學生) 

 在學期初週會進行護脊講座，讓學生鞏

固各招式重點及護脊知識。 

- 10 月:78.4% 

- 11 月 81.4% 

- 12 月 80.6% 

- 1 月 83.3% 

- 2 月 86.6% 

- 3 月 87.5% 

- 4 月 91.2% 

- 5 月 91.5% 

 

 

 

 

 

 由體育科當值老師負責帶領及

指導護脊操，其他當席老師協

助個別指導學生。 

 

 

 

 

護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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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P.5-6 進行護眼講座 

 由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主辨 - 「愛護

您的眼睛」講座，對象:4-5 年級 

 

 

 

 



第 47 頁／共 106 頁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體重超

標 

4 4. 健康體重計劃： 

  參加康文署「我智 FIT」計劃，為家長及

學生提供健康講座，提供運動課程。 

 計劃已進行四個體育課程中的兩個，學

生出席率達八成(平日)，但星期六的出

席率編低。 

 改為全部課程在平日進行，增

加出席率。 

 

護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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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園電視台介紹活動及刷牙方法。 

 積極推廣活動大使（5 位） 

 別具心得大使（5 位） 

 一至三年級： 

-  金獎：113 人 

-  銀獎：29 人 

-  銅奬：42 人 

 在周會或聯課活動舉辦「陽光

笑容滿校園」講座及活動介

紹，學生會更理解活動內容及

護齒方法 

儀容體

格訓練 

4 6. 步操訓練 

  訓練制服團隊成員站姿和自信表現。 

  每學期 10 節常規課。 

 下學期進行 

 三十位六年級學生，共四堂，學生有做

好準備上課，投入學習，師生都感到受

到認真嚴肅的學習氣份。 

 一定要在室內進行 

  生命教育成效： 

1. 學生每天做護眼護脊操，明白每天執書包對保護脊骨的重要。 

2. 學生積極投入體育活動。 

3. 學生喜愛參與步操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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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8-2019年度視覺藝術科工作計劃總結檢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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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課程規劃 1 視覺藝術科校本課程 (特色：主題教學) 

1. 縱向課程： 

1.1 透過主題教學發展創作意念： 

一至三

年級 

發現藝術創作與生活的關

係。 

四至六

年級 

透過主題，將藝術創作從個

人視點延伸至社會層面。 

1.2 依《校本評賞教學架構》，持續設計配

合主題的評賞教學活動及評賞工作

紙。 

1.3 增加兩課節增潤課程資料庫內容： 

- 一至二年級：拼貼藝術 

- 三至四年級：拓印 

- 五至六年級：工藝創作 

1.4完善立體創作的縱向課程。 

 

 

 

 

 

 

1.1 在各課題的開首，均有相關教學

活動介紹或探討主題。 

然而，各班在上學期的進度差異

較大，除了課時有異外，也受學

生學習差異影響。以致在意念建

構時較為趕急。 

 

 

1.2 各班均能按教學設計進行評賞

課。 

 

1.3 基於各班課時差異，不是所有班

別都能開展增潤課程。 

現時增潤課設計具連貫性，循序

漸進，但由於難以計算餘下課

時，有些班別可能未能較完整地

完成某創作技能的學習。 

 

1.4已修定五年級上學期主題教學，

強化紙雕創作技巧，從紙的可塑

性延展至以紙創作立體作品，以

過渡至六年級創作。成效有待檢

討。 

 部分主題介紹適合以大課形式進

行，如五年級社區為本課程、六年

級廣告與超現實主義等，建議安排

聯課活動時間進行。 

 

 

 

 

 持續進行。 

 

 

 增潤課應以簡單和多元為主，建議

每課在兩節內完成，而增潤課之間

無須聯繫，以提升繪畫技巧為主。 

 

 

 

 

 建議提供短片教材或參考書供學

生參考，以豐富其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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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2. 橫向課程：  

2.1 強化美術詞彙的運用。 

 

 

 

 

 

 

2.2 調整高年級學習內容，編排充足的創

作時間。 

 

 

 

3. 評估：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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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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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級加插不計分的自評項目及 

互評項目。 

2.1 展示美術詞彙 

 分別於視藝日誌及課室壁報張貼

美術詞彙表。 

 部分班別的視藝科壁報板可見老

師展示附有相關美術詞彙的示範

例子。 

 學生在評賞及創作時均比以往多

以美術詞彙表達。 

2.2各級均在完結上學期教學內容後

立即開展下學期教學內容，故進

度理想。然而，仍有班別創作時

間緊迫。課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

部份班別上視藝科的日子較

少，或於下午上課。 

3.1 評估表已列明的學習重點。 

3.2  

 各級評估包含多元化的評估項

目，詳見各級評估表。 

 六年級學生於藝術周為下學期課

題三的創作進行自評及互評。除

了可解決課時的局限，亦可有機

會欣賞到同級其他班的作品。 

 不少教學簡報內清晰講解一些美

術詞彙，建議列印下來，張貼於課

室壁報板。 

老師把課堂上教授的美術詞彙張

貼課室壁報，已能發揮功效，故下

學年暫不會再於視藝日誌內張貼

美術詞彙表。 

 

 編排一些技法練習在家完成。若學

生需要較長時間完成作品，除呈分

作品外，容許回家完成。 

同級商議修訂教學內容，並列於教

學檢討內。 

 

 持續進行 

發展潛

能， 

學生活動

規劃 

2 

 

 

 

 

 

 

提升現有校隊質素 

4. 提升校隊創作技巧：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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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高年級「創藝小組」，透過模仿名畫，

訓練技法及透發創作，加強評賞和創

作的關係。 

4.1 小小藝術家全學年共創作了 6件 

   作品，包括節日飾品、環保手 

    工、玻璃畫等。 

4.2上學期參考秀拉作品，創作點彩 

畫。 

 

 

 建議增加 STEAM元素的學習內

容，以先導的方式拓寛校隊的創作

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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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2 

 

 

 

 

 

 

 

 

3 

 

5. 發展藝術演示潛能： 

5.1 安排高年級「創藝小組」成員擔任視 

藝科活動服務生，向校內學生介紹壁 

報展覽、擔任小老師教授學生創作 

等。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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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比賽參與機會 

6. 安排全校性視藝比賽，包括校外及校內比

賽。 

7. 發佈比賽資訊，包括午間廣播、視藝科壁

報板等 

8. 參與區內比賽或聯校比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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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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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藝遊迦密： 

 「創藝小組」參考藝術家名作，進行大

型創作，於小息輪流在各樓層介紹藝術

家資料，及其創作，提升學生認識藝術

流派及藝術家的興趣。 

5.1 現有 10名「創藝大使」，在 Happy 

hour、藝術快閃會、藝遊迦密校

慶嘉年華中任小老師協助推廣藝

術。大部分學生按時當值，表現

積極。 

5.2 已訂定訓練時間表，然而未能完

成所有活動或比賽創作。 

 

 

6. 已安排全校參與校外填色比賽、

迦密聖誕卡填色比賽及校運會場

刊封面設計比賽、興學會 55週年

會慶徽號。 

7. 持續在壁報板更新比賽資訊。 

8. 共安排了四次比賽。 

9. 已展示了一次參賽作品。 

 

 

10.  

 除了節期佈置，下學期以一年級

的《神奇小鳥》作品作環境佈置，

於藝術潛能展現周期間展示。 

 邀請四至六年級學生創作大型磁

磚畫，並安裝在創藝工作室。 

 

11. 參與人數： 

 低年級 162人；高年級 77人。 

 由於在樓層介紹或會影響小息秩

序，改在有蓋操場進行，但容易

與其他科組活動相撞。 

 推薦服務優良的學生獲記優點，以

示鼓勵 

 

 

 

 學期中段按學生表現調整訓練時

間表內容。 

 

 

 持續進行。 

 

 

 

 

 

 

 

 

 學生對其他同學的作品都感興趣 

，會主動欣賞。可持續進行。 

 

 

 

 

 

 建議在早上上學時在花圃介紹，讓

學生及家長也能欣賞創藝小組創

作成果及認識藝術家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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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12.藝術快閃會： 

  於小息設置攤位，讓學生透過拼砌，即

興創作及拍照留念，提升學生藝術創作

的興趣。 

 

13. 學習成果分享 

  舉辦「動畫放映會」，分享六年級定格 

動畫作品。 

  於校園電視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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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低年級反應較為熱烈。 

 創藝小組學生準備材料需時，若

相同材料只使用一次，那就略有

可惜。 

13.  

 學生能透過「定格動畫放映會」

讓我欣賞到六年級的創作成果。

然而，學生在評選作品時較傾向

個人喜好，而非「定格動畫」的

評選準則。 

 改於藝術周期間播放影片介紹佳

作。 

 已安排學生作品於港鐵觀塘站展

出。 

 

 建議安排在 Happy Hour 時段讓學 

生再參與。 

 

 

 

 修定「學生觀賞記錄表」，強調評

選準則，包括流暢度、視覺效果、

情節編排等。 

 持續進行，並把影片上載網頁及派

發 QR code。 

 持續安排學生作品於公眾空間展

出。 

 

其他 2 資源開拓 

14. 安排藝術家到校分享或舉行工作坊。 

15. 參觀校外藝術展覽活動。 

 

14.已邀請匯知中學到校表演。透過

演出及分享環節，讓學生認識到

一套戲劇的製作流程及欣賞中學

生自行籌組戲劇演出。 

15.原獲善一堂安逸幼稚園邀請參 

與該校大型立體創作展覽。因展 

覽期在假期中，未能安排。 

 

 匯知中學每年均有巡迴戲劇演

出，可持續邀請或物色其他表演團

體。 

 

 持續物色其他合適的展覽參與或

參觀。 

 2 生命教育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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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安排學生推廣及參與藝術活動，發掘潛能 

及實踐服務精神。 

16.學生能在評賞工作紙及作品中回

應的主題，分別表達對個人、社

區及環境的看法。 

17.創藝小組學生參與團隊立願禮 

，明白其肩負的責任。當中四年

級的學生初次參與推廣服務，表

現未見主動，仍有進步空間。 

 持續進行。 

 以師徒制方式，安排舊組員帶領新

組員完成任務。 

 

https://www.schooland.hk/kg/syto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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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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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學習型

教學專

業群體 

1 持續推行教師專業培訓 

科組會議安排下列專業交流： 

1. 資源運用、教學策略或活動分享 

2. 個別教師校外培訓的分享 

3. 了解新課程的候選書 (2019 年 9 月新 

   課程) 

 兩次科組會議安排同工分享教授熟記聲韻

母策略及分享校外培訓所學，詳見科組會

議紀錄。 

 科主任已於 1 至 2 月期間參加了三間出版

社的新書發佈會。 

持續推行 

 鼓勵同工參加校外培訓課程，提

升學與教效能，及持續邀請同工

分享教學心得，擴闊教學視野。 

校本課

程規劃

及設計 

2 課程特色：漢語拼音 (以提高自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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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至六年級：普通話拼音學習冊 

利用遊戲方式，讓學生反覆認讀「聲

母韻母」及利用拼音冊，加強學生對

漢語拼音的拼讀。 

 

3. 運用 iPad Apps 練習漢語拼音。 

 約 89%的同工表示校本拼音小冊子能加強

學生對漢語拼音的認讀和拼讀。 

 約 80%的同工表示普通話拼音學習冊能加

強學生對漢語拼音的拼讀能力。 

 檢視考試卷的成績記錄，五年級學生在「漢

語拼音」的表現有上升的趨勢，上下學期

分別有37%及約63%的學生獲得合格分數。 

 高年級學生積極地在課堂上運用 iPad Apps

練習漢語拼音，部分學生為了在 Apps 的遊

戲中拿取高分，主動記下不同常用字的拼

音。 

 

 建議於課堂利用電子工具  (如

iPad Apps 及 KAHOOT) 讓學生

反覆練習漢語拼音，增強學生學習

漢語拼音的樂趣，電子工具可推行

至各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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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校本課

程規劃

及設計 

2 課程特色：提升朗讀技巧和增進對中華

文化的認識 

 欣賞 CCTV 朗讀者及校際朗誦節片

段，觀摩朗讀者應有的站姿、眼神、

聲線、朗讀速度等，了解朗讀的技

巧。 

 鼓勵同學於課餘時練習及於班中朗

讀課文/自選編章，科任每學期選出一

位最佳朗讀者。 

 「最佳朗讀者」活動：每班最佳朗讀

者，於校園電視台進行錄影 (朗讀範

圍：普通話課文 / 任選，朗讀學生可

穿華服) (上學期安排四至六年級；下

學期安排一至三年級) 

 於普通話課前，普通話科長帶領同學

用普通話朗讀美文集篇章。 

 CCTV 朗讀者片段對低年級同學來說較沉

悶，因學生不認識朗讀者及朗讀的篇章，

故部分學生未能投入聆聽觀賞。 

 校際朗誦節片段 (包括獨誦、集誦) 適合同

學程度，同學可從中學習朗誦時要注意的

事項，部分同學能用欣賞的角度觀賞片段

及能指出影片中朗誦者的優點。 

 部分自行報名參加普通話朗誦比賽的同學

願意於班中朗讀作品，展示練習成果。 

 「最佳朗讀者」活動：因同學能自選朗讀

篇章，故大部分同學願意在班中朗讀文

章，亦嘗試按朗讀要求 (站姿、眼神、聲線

及朗讀速度) 表演。 

 每班均完成一次活動。 

 建議持續使用校際朗誦節片段或

尋找普通話講故事比賽作為例

子，讓學生多方吸收。 

 建議於「星期一普通話日」的午

膳時段播放朗誦片段、講故事片

段或歌曲，增加普通話氛圍。 

 安排學生於班中舉行朗讀者活

動，由同學選出最佳朗讀者後，

錄影同學片段，於校園電視台播

放，讓全校能有機會觀賞其他班

同學的表現，互相學習，增加普

通話朗讀氛圍。 

創設語

境 

3 1. 善用語境課 

 全學年安排約十次語境課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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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語境課時段安排「班際活動」，讓

學生互相觀摩。 

 按特定主題，修訂一至兩節語境課內

容。 

 全年共完成約十次語境課活動。 

 不少學生能運用普通話在不同的情景中交

流，完成課堂任務。 

 一至三年級已安排其中一次的語境課是級

本活動，進行班際「唸兒歌」比賽，氣氛

熱烈，大部分同學樂意站在台上表演。約

75%科任同意學生能投入活動，並能夠透過

比賽互相觀摩。此外，三次比賽分別均邀

請兩至三位普通話大使當活動司儀，惟進

行級本活動時宜注意學生的秩序。 

 

 持續優化語境課活動，除「唸兒

歌」外，建議朗誦唐詩、數白欖

等。 

 建議在班際活動時，增設秩序

分，以鼓勵同學有正面態度觀賞

比賽。 



 

第 54 頁／共 106 頁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2. 多聽多說普通話 

 每逢星期一，當值主任利用普通話早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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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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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午膳播放片段或歌曲，增加輸入詞彙

外，學生聽出語調和語氣變化所表達的

不同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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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看管午膳的老師於逢星期一的

午飯時段播放片段或歌曲，學生反應

良好。 

 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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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績優化午膳播放片段或歌曲，可引

入學生參與。 

創設語

境 

3 3. 持續優化培訓普通話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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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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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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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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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同學唸詩歌、猜謎語及運用

iPad Apps 練習漢語拼音。高年級學

生反應不俗，低年級學生反應熱烈。

全年共進行了十二次活動。 

 

 持續優化培訓普通話大使活動，增加

普通話大使與同學講普通話的機會。 

發展潛

能 

4 持續提供活動或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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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有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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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參賽人數較去年少 5 位，

但參賽學生的出賽率達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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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普通話科任預留課堂時間，讓參加

朗誦比賽的同學有一個練習的機會，

建立朗誦普通話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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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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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聯課活動時段進行「班際問答比

賽」，通過比賽提升學生對學習拼音的

興趣。 

 約七成參與朗誦比賽的學生獲得良好

或以上奬狀，約 57%參賽者獲得優良獎

狀，參賽學生的表現比上年度進步。 

 本年度共 51人次參與普通話校外公開

活動或比賽，較上年度增加四成，參與

率持續增多。 

 部分參與校外公開比賽的學生已進行

錄影，並安排在校園電視台播放。 

 於聯課活動時段進行「班際問答比

賽」，同學普遍投入參與活動，氣氛熱

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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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課節及場地的安排，建議於下學

年可於課堂運用 Kahoot 題目進行練

習，提升學生對學習拼音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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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8-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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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教學專業

群體學習

型 

1 教師專業培訓 

1. 參與校外支援計劃：香港大學「小學編

程教育專業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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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學期並沒有收到相關工作坊資

訊，故沒有科任參與工作坊。 

 科主任於期間參與了 APPLE的

AR及 AI工作坊、micro:bit工作

坊，並於年終會議與科任分享相

關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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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主任及科任持續參加不同工作坊

並於科會及共備分享相關資訊以跟

貼最新課程發展的方向 

校本課程

規劃及設

計 

2 發展電腦科校本課程 (特色：編程、文書及

圖像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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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概念：鞏固已有知識、加入抽象

化、模組化 

 六年級「mblock」、「micro:bit」相

關概念：鞏固已有知識、加入演算法 

● 現有校本教材以已覆蓋小四及

小五，來年校本教材將延伸至小

六。 

 

 校本教材中「立體打印」改為在五

年級教授，以便學生應用立體打印

的技術於專題研習上 

 小六 mbot 部分改為 micro:bit 進階 

(接駁擴充板，讓學生透過編程解決

不同生活問題，以鞏固在小四及小

五所學的編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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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1. 課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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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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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跨科合作在試後於小四至小六展 

  開，課題如下： 

  小四：計步器 

  小五：毛蟲機械人 

  小六：太陽能船 

 學生對科探活動有濃烈的興趣，

大部分學生及組別都能完成有關

任務，並能不斷嘗試找出改良的

方案。唯毛蟲機械人穩定性不

高，要求學生製作技巧較高，太

陽能船則對太陽能燈的輸出需求

很高，雖把燈放得很近才能推動。 

 學生在比賽中能展現學習成果，

遇到突然的事故時，亦能即時修

正程式解決問題。 

 5月 4日聯校機械人大賽 Robot 

Challenge 2019取得全場總冠

軍，編程部份則取得季軍。 

 可考慮簡化有關的專題，以增加成

功率，提升學生在過程中的成就感。 

 持續參與不同的比賽讓學生展現學

習成果。 

學與教 3 教學策略 

1. 利用科技透過不同的任務，促進學生學

習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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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發放延伸閱讀資料，賦權學生自學 

2. 拔尖訓練 

 利用LEGO及micro:bit進深加強學生

 

 課前預習較少，以課中課後的任

務較多 

 

 

 

 

 

 

 

 

 由於比賽以 LEGO EV3為主，下

 

 下學年應加強課前預習元素。 

 

 

 

 

 

 

 

 

 

 



第 58頁／共 106頁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編程的能力 學期依然集中以EV3作核心訓練

內容 

 micro:bit等應用集中在電腦科及跨

科專題，拔尖以 LEGO EV3為主，

可利用優質教育基金或「徐奇榮慈

善基金」支助尋找機構作更有系統

訓練並加強編程部分的廣度及深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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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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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OD有助學生使用 Google 

Classroom作學習平台 

 

 

 

 

 

 運用電子評估能迅速跟進學生評

估表現並在教學上作出跟進 

 

 在四年級完成 BYOD採購後，於電

腦科加強使用 Google Classroom的

教學並為四年級各科科任提供工作

坊以促進師生運用 Google 

Classroom作互動學習的平台。 

 

 

 科主任在科會分析有關評估數據；

並調整下一學年的學與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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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8-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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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動「從閱讀中學習」。  

整體規劃：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興趣為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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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伴讀計劃（一至三年級） 

 

 

 

 

 

 閱讀悅樂獎勵計劃（校內） 

 

 

 

 

 

 

 閱讀約章（網上版－校外） 

 

 

 

 

 接近九成同學能於整學年閱讀

指定的中、英圖書各 8本。 

 家長從訪談中表示計劃能引導

孩子多表達感受，同時也讓家

長多聆聽孩子的意見。 

 

 全校獲得「閱讀悅樂」獎勵計

劃的學生（上學期）共有 317

人獲得特等獎，佔全學校學生

的 54.71%；下學期共有 311人

獲得特等獎，佔全學校學生的

49.76%。 

 上、下學期獲獎人數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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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悅樂》的親子伴讀錦囊

可加入「親子閱讀小技法」予

家長參考。 

 

 

 

 下學年圖書館主任利用校園電

視台介紹特等獎名單及獲獎心

得，有關節目內容約長 6 至 8

分鐘。 

 

 

 

 鼓勵所有五、六年級同學完成

閱讀約章（印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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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校外） 

 

 

 

 

 閱讀課（P.1-6學生） 

 

 

 

 

 

 

 

 

 

 

 

 早讀會（家長） 

 

 

 

 

 

 

 故事姨姨計劃 

 約有 80 位同學能完成此計

劃。因該計劃將於 31/8 才完

結，而同學亦可自行交回紀錄

冊予公共圖書館。 

 

 閱讀課老師於每月按節期及校

本主題協助推介的圖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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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題的圖書。 

 超過九成的閱讀課老師同意學

生在閱讀課投入閱讀圖書。 

 超過五成的閱讀課老師同意學

生喜歡在閱讀課分享圖書。  

 接近九成的閱讀課老師同意設

立喜「悅」龍虎榜及喜「悅」

推介能提升學生閱讀興趣。  

 上、下學期各安排了 4次早讀

會，分別是教養子女學理財和

培養家長與子女有關精神健康

的方法。平均出席人數約 40

人。由於課題涉及子女的成長

問題，所以家長十分投入參與

和討論。 

 「故事姨姨」小組本學年已完

成三次講故事，學生的反應十

分理想。 

 

 

 

 

 

 

 

 

 

 

 

 

 

 

 

 

 

 

 如跨課程閱讀的 QEF能成功

申請，可舉辦家長的講故事及

演譯技巧工作坊，加強親子的

連繫。 

 

 

 

 可利用 Happy Hour 的時段與

同學一起講故事和做手工（故

事的延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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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興趣為本 

 

 

 

1,2 2. 透過壁報及 OPAC2.0圖書館系統發

放閱讀資訊 

 喜「悅」快訊 

 

 

 

 

 

 

 喜「悅」龍虎榜 

 

 

 

 

 喜「悅」推介 

 

 

 2018年 12月 2019年 5月學生

借閱圖書的總次數為 13311次

（中：11185；英：2126］，比

去年［23060次（中：16358；

英：6702］，減少超過 80%。

由於是2018年9-11月圖書館進

行七樓工程而暫停開放及借閱

英文圖書減少了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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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位獲

得閱讀 VIP）能鼓勵同學積極到

圖書館借閱圖書。 

 閱讀課老師利用閱讀課時段協

助推介節日圖書及多元化主題

圖書，這有助擴闊同學的閱讀

面。 

 

 

 

 閱讀課老師每月利用喜「悅」龍

虎榜及喜「悅」快訊能鼓勵學生

積極到圖書館借閱圖書。此外，

新學年需加強英文科與圖書館主

任協作 Library Visit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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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興趣為本 

 

 

 

1,2 3. 創設理想的閱讀氛圍，讓學生進行

多元化的閱讀活動。 

 繪本「動」起來 

 

 

 讀書會（主題閱讀） 

 

 

 

 

 

 繽紛選書樂 

 

 

 

 

 喜「悅」任務（校園電視台） 

 

 

 Reading Fun Fun Fun 

(Detective Stories) 

 423 世界閱讀周－世閱偵測之旅 

 

 

 

 繪本教學選用及推介生命教育

的圖書可以培養同學積極的人

生觀，學習接納自己、尊重別

人及關心社會。 

 三年級同學以讀書會的形式分

享「堅毅、尊重、感恩及親情」

的繪本，同學與書中人聯繫起

來，能具體地說出深刻的情節

和個人的體會。 

 2019年 2月 16日舉行，是次活

動讓學生和家長自費購買圖書

外，學生可利用電子投票選書

系統投選成為學校圖書館的館

藏。 

 喜「悅」任務只在 Happy Hour

播放，每次收看的同學平均約

有 30位。 

 本年度 Reading Fun Fun Fun 

(Detective Stories) 緊接 423世

界閱讀周，學生在五月份的借

閱英文圖書達 465人次，佔全

學年借閱圖書 3.5%。 

 一年級最喜愛的活動是布偶劇

場；二至四年級最喜愛的活動

是我和老鼠記者有個約會。 

 

 

 

 可手作「閱讀心意卡」（利用

小印章和打孔器）作延伸活動。 

 

 有關繪本也會給其他年級的同

學借閱。 

 

 

 

 

 

 

 

 

 

 喜「悅」任務可在星期四午膳

時間播放有關節目。 

 

 新學年以「科探」及「太空」

的能力延續本學年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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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興趣為本 

 

 

 

1,2  博物館小先鋒 

 

 獲成功申請豁免入場費用及安排導

賞員，讓 25位博物館小先鋒體驗中

華文化—潮州木雕（香港歷史博物

館）。由於該主題較著重潮汕風俗，

與小學生的生活經驗有一段的距

離，因為部分木雕展品介紹潮州人

盂蘭勝會、潮劇和宗教儀式等，所

以只能重點介紹傳統人手工藝的特

色。 

 下學年可帶領同學參觀科學

館，藉以增進同學的科普知識。 

資源為本 2 4. 開拓資源 

 添置中央圖書館及有蓋操

場之藏書 

 

 

 

 

 

 本年度添置了 107本圖書配合相關

閱讀活動及支援各科，並因應本年

度的閱讀活動 STEM(科學、科技、

工程、數學、常識科專題研習（動

植物圖書、環保）、福音週圖書（基

督教及生命教育）及世界閱讀週（名

人傳記及歷險類圖書）。 

 本校會每年增加添置電子書可

開拓不同的資源。 

   推行「一生一卡」 

 

 家長日「繽紛選書樂」 

 支援各科，為學生推介合適

的閱讀資源 

 善用公共圖書館「團體借閱

圖書館資料」 

 優化專題館藏，為老師及同

學提供專題的參考資源 

 優化學校刋物／教師參考

資源庫 

 推行「一生一卡」同學可以閱讀多

元化的電子書。 

 「繽紛選書樂」獲得學生及家長的

熱烈支持。 

 有效支援常識科的專題研習、中文

科種籽計劃及英文科的”Library 

Visit”等。 

 全學年已向公共圖書館借閱 1005

本圖書，有關圖書能有效地支援中

文科種籽計劃、英文科、專題研習

等活動。 

 「STEM」、「迦密人」生命教育

及學與教專題館藏的資源表會定期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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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學習為本 1,3 5. 配合《迦密新一代》探究式專題

研習，協助推動「跨課程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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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環境由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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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級同學透過繪本認識不同工作

的關鍵詞及有關職業的特質 

 四、五年級同學在掌握 SQ3R法和

KWL的閱讀策略都有初步的認知。 

 六年級同學在辨別資訊的真偽及仿

效 LapBook的形式展示資訊十分感

興趣。 

 超過九成的常識科任老師表示添置

中央圖書館及有蓋操場之藏書配合

專題研習的需要。  

 超過九成的老師表示圖書館主任教

授圖書基本技能、知識及閱讀策略

配合專題研習的需要。 

 接近七成同學表示閱讀不同資料，

能豐富專題研習的內容。 

 

 

 如跨課程閱讀的 QEF 能成功申

請，促進學生「創」新思維的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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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8-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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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供普及化學習活動，擴闊學習經驗，讓學生能多方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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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學生自信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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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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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規劃全

方位學

習活動 

 

 

 

 

 

 

 

 

1  

 

 

 

 

 

 

 

 

 

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配合學校課程發

展，延伸及促進學習，擴闊學生視野 

1. 聯課延伸活動 

1.1善用星期二聯課活動時間，舉行延伸活 

動，讓學生在各科中有更多學習體驗， 

舉辦的活動如下： 

1.2音樂器樂普及訓練、班際比賽 

 三至五年級夏威夷結他班(音樂器 

樂普及學習) 

 班際球類、音樂及視藝比賽 

- 於星期二聯課活動、上下學期試

後期間舉行音樂、體育試後比賽

或活動，營造體藝文化氣氛，提

升學生參與活動的興趣。 

2. 藝術潛能展現周 

 於下學期試後時段內進行，加入不 

  同的體藝欣賞、學習，讓全校學生 

擴闊視野，營造體藝文化氣氛， 

 

 音樂器樂普及訓練已順利完成，

三至五年級各級已於聯課活動時

段學習夏威夷小結他的基本彈

奏。經老師觀察所得，大部分學

生都能跟隨導師學習，而且他們

的學習表現也良好。個別學習能

力較弱的學生由各班協助上課的

音樂老師跟進及指導。 

 部分能力較高的學生將會被安排

於校內活動時間內作表演，分享

學習成果。 

 本年度於星期二聯課活動及試後

時間舉行不同科組的活動或比

賽，學生都表現投入。 

 老師都認為活動均能營造校內體

藝文化氣氛。 

 視藝科與體育科合作舉辦校運會

場刊設計比賽 

 本年度藝術潛能展現周將於 7月

舉行，是次活動更會邀請匯知中

學學生表演話劇，讓同學欣賞。 

 來年會持續聘請校外的導師到

校教導學生學習夏威夷小結

他，由三年級年紀較小，學習

彈奏結他上有一定難度，下學

年會給予四至六年級的學生繼

續學習，讓每一位學生都有機

會學習樂器，多元化學習。 

 下學年的聯課活動將於 6-7月

編定，開放給各科組舉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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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策劃多

元智能

活動 

 

 

 

 

 

 

 

 

 

 

 

 

 

 

 

 

 

 

 

 

 

2 

 

 

 

 

 

 

 

 

 

 

 

 

 

 

 

 

 

 

 

 

 

 

1.透過提供多元化活動，發展個人潛能， 

 喜歡與人分享，增強學生成就感及自信心 

1.1課外活動-校隊培訓 

   全校設立十多個校隊，培訓學生進行不 

   同體藝、科技及其他訓練，由本校老師 

   或聘請校外導師進行專業訓練，並帶領

學生參與校外校際及公開比賽，增加表 

演及比賽機會，以提升學生成就感及自 

信心。 

 團隊紀律 

 恆常出席訓練(每名團隊學生全年至 

少有 95%出席率)、遵從老師教導) 

 校內預演 

 每個團隊全年至少參與兩個比賽項 

  目 

 

 

 

 

 

 

 

1.2團隊立願禮及感恩回顧(反思學習) 

 學期初舉行團隊立願禮，讓學生在

全校師生見證下，承諾盡全力參與

團隊培訓，積極參與比賽及表演，

並於學期完結前進行反思學習，分

享全年學習所得。 

- 分享訓練學習成果 

 

 

 每個團隊大致出席率達 95%以

上。 

 全年的訓練都順利完成，大多學

生都會按訓練時間準時出席訓

練，只有小部分學生因要參加其

他比賽，未能出席原定的訓練。

就訓練老師所見，團隊學生都樂

意服從老師教導，表現良好。 

 部分團隊已在校內校外進行表

演，展示他們的學習成果，訓練

老師亦觀察到透過比賽或表

演，提升了他們的自信心。多個

團隊將於六月參與 40周年校慶

畢業典禮的表演，以展示他們的

學習成果。 

 各團隊已完成本年度編定的訓

練，及參與了各項比賽，其中女

子排球隊、民歌隊、手鐘隊、花

式跳繩隊、中國舞蹈隊、中樂

團、合唱團、科技創客小組、聖

經朗誦隊、英詩朗誦隊等團隊均

獲得優良成績。 

 各團隊已派發反思表給學生填

寫，並已選出寫得較好的兩張，

將於試後時段張貼在流動板，分

享學生感想。 

 訓練團隊老師來年需持續提示

團隊學生緊記自己是團隊的身

份，積極參與訓練及表演。並需

提示學生如未能出席訓練，必須

在訓練前親自向訓練老師請

假，做個有責任感的學生。 

 

 

 

 

 

 

 

 

 

 

 

 

 來年建議各團隊在上下學期訓

練完結後，都請學生填寫反思

表，讓學生能了解自己在團隊的

學習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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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2.舉辦多元智能活動，讓學生拓闊個人興 

 趣，提供適切的表演平台給學生發揮所 

長，享受參與活動時間 

2.1 Happy Hour及興趣班活動 

  

 

 

 

 

 

 

 

 

 

 

2.2試後班際體藝比賽於上學期增設試後活 

   動，舉行班際歌唱比賽、球類比賽、視 

   藝創作比賽等活動，提升學生參與活動 

   的興趣及體藝文化氣氛。 

 

2.3星期六多元智能課程 

 與校外機構協辦二十多項課程，提

供給全校學生於星期六參與不同的

興趣班，讓學生有多元化學習。提

升參與人數目標：佔全校 50%人次                                                                                                                                                                                                                                                                                      

- 宣傳多元智能活動 

 

 全學年編定的 Happy Hour及興

趣班活動已順利完成，學生在活

動時間中都表現投入。特別在

Happy Hour時段，學生能和同學

選擇喜愛的活動進行，部分學生

更有機會和老師一起參與活

動，十分享受參與活動的時間。

下學期更增設七樓的活動室，包

括圖書館、Steam Lab、創藝室，

讓學生可有更多自主及愉快學

習的機會。下學期更安排家長義

工主要協助進行部分活動或看

管秩序。負責老師均認為家長義

工能協助老師維持學生的秩

序，令各活動能順利進行。 

 為加強校內體藝文化氣氛，活動

及全方位組於本年安排音樂、體

育的班際活動或比賽於上學期

完結後的試後時間進行，學生大

多投入參與，氣氛良好。 

 本年度所有多元智能課程已順

利完成，參與人數達到接近全校

人數的 50%。 

 部分低年級的活動中，有數位學

生不守課堂秩序，影響課堂學

習，已由課外活動主任跟進及提

示學生應注意課堂秩序，避免影

響其他同學學習。 

 下學期已在不同的平台、給予部

分學生進行表演，展示他們的學

習成果。 

 建議下學年可邀請部分家長義

工帶領部分活動，如由家長帶領

同學摺紙、做手工，以增加不同

的活動項目，讓學生參與。 

 

 

 

 

 

 

 

 

 

 

 

 來年會持續於上下學期的試後

時間舉辦體藝的班際比賽或活

動，如能配合，會同步加入視藝

的活動，讓學生可參與更多校內

活動。 

 下學年會建議校外協助機會在

低年級的活動中提供多些人手

支援，以協助維持學生課堂秩

序。 

 下學年持續於星期六舉辦多元

智能課程，並適時安排參與多元

智能課程的學生有合適的表演。 

 下學年將邀請家長到校協助監

察多元智能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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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2.4才藝匯演 

  定期於小息時段介紹不同表演類型，

並提供小型表演平台給學生，讓學生

有機會嘗試站在台上向其他人面前展

示其才能的經驗。 

  全年舉行低年級及高年級才藝匯演各

一次，讓學生可在禮堂進行表演，讓

全校師生欣賞。 

 

 本年度在小息加入合適的示範

表演後，吸引了很多低年級的學

生參與，共有 54組同學參加，

約有 141人參加，反應熱烈。每

位參加的同學均有機會上台表

演，展示他們的才能。 

 而其他同學也有機會觀賞同學

的表演，他們也很投入欣賞。而

高年級同學參與反應一般，下學

期暫進行了四、五年級的表演，

6月 11日才進行第二次才藝匯

演。 

 由於本年高低年級的才藝匯演

都在下學期進行，在安排學生表

演上時間較緊迫，建議下學年在

活動安排上可作調節。 

 

 下學年持續進行，讓學生可有機

會展示才能。 

 下學年將才藝匯演分上下學期

進行，高年級在上學期進行，低

年級在下學期進行，令活動安排

上較順暢 

 

規劃全

校服務

學習計

劃 

3 透過服務學習，親身體驗學習經歷，回饋社

會 

1. 社區服務 

 賣旗(全年至少兩次、參與親子賣旗有

100人次) 

 

 下學期已進行本年度第二次賣

旗活動，全校約有 35-40多位同

學與家長一同參與賣旗活動。家

長、學生投入參與是次活動。 

 全年約有 95人次參與經統計

後，主要參與的是低年級的學生

和家長，高年級較少人參加，因

大多家長都需要上班，未能陪同

學生一起參與賣旗。 

 下學年持續於派通告前多作宣

傳，鼓勵多些同學邀請家長一起

參與。 

 邀請曾參與賣旗活動的同學作

校內分享，以鼓勵同學多參與此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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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規劃全

校服務

學習計

劃 

 

 

 

 

 

 

3 

 

 

 

 

 

 

 

 

 

 

2. 愛心關懷社區 

各服務團隊全年至少兩次到訪長

者服務中心，定期關懷及贈送小禮

物給社區內的長者。 

  分享服務經驗 

  填寫反思學習小冊子 

 

 

 

 

 幼童軍及公益少年團安排部分團員於

下學期有 2次探訪安達邨長者中心作

義工服務，同時亦安排部分學生參與親

子探訪獨居。學生大多樂意參與服務，

關心他人。 

 親子探訪獨居長者較少家長願意參

加，參與率較低，建議下學年集中探訪

長者中心。 

 小女童軍於下學期邀請鄰近長者中心

的長者到校進行服務，學生都能從服務

中學習關懷有需要的人。 

 

 

 

 下學年會再組織服務團隊參與

不同的探訪活動，建議可保留

探訪四順區、安達邨等鄰近社

區的長者中心，讓更多學生可

參與。 

 

 

 

  3. 制服團隊訓練 

 穩定團隊人數，提升個人及團隊

素質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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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團隊成員每年都要考章。 

 

   3.2 探訪區內長者中心 

      各團隊全年兩次探訪長者中 

      心，培養服務精神 

 

 本年度上下學期各有十多位制服團隊

參與步操隊，學生透過訓練，提升他們

的自信心。 

 各團隊能按學期初的目標安排學生參

與考章，以提升他們的成就感。 

 幼童軍、公益少年團及小女童軍按編定

的時間帶領學生進行服務，幼童軍及公

益少年團到訪位於安達邨的東華三院

邱木城長者鄰舍中心與長者進行活

動，亦探訪一些獨區長者，關心他們的

需要。而小女童軍探訪順安長者地區中

心的長者，更邀請他們到校進行活動及

參觀校舍。服務團隊的學生大致表現良

好，樂於服務。 

 整體而言，有關生命教育成效已有提

升，但仍有進步空間。訓練老師需持續

鼓勵學生多參與服務及訓練，以學習如

何尊重生命。 

 為提升制服團隊的素質，下學

年會要求學生每年訂下考章數

目，以及參與步操訓練。 

 建議訓練老師於下學年將步操

隊的學習引入團隊，提高全團

學生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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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8-2019 年度訓育及輔導工作計劃總結檢討報告 

發展目標﹕ 

1. 建立積極和諧的教師協作團隊。 

2. 學生表現出勇於面對挑戰的品格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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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健康安全校園。 

整體規劃：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一、訓育 

 

 

 

 

 

 

 

 

 

 

 

 

 

 

 

 

 

1 

 

 

 

 

 

 

 

 

 

 

 

 

 

 

 

 

 

1. 持續優化訓輔團隊： 

 

 

 

 

 

 

 

 

 

 

 

 

 

 

 

 訓輔組成員定期召開訓輔會議，匯報各級的

情況，並商討改善訓育問題及措施。 

 安排訓輔老師專責一個訓育範疇，負責策劃

早會、周會及推行訓育活動，令訓育措施更

有效實行。訓輔老師的角色仍須加強。 

 關心學生計劃：已於開學前及中期考試前後

進行「陽光電話」，讓家長了解學生在學校

的學習情況及學生在家中的情況。93%教師

同意能落實執行學校推行的政策。 

 於開學前召開級訓輔會議，安排該級資深老

師及級訓輔老師分享，交流課室管理策略，

並於中期試再進行級訓輔會議，了解各班的

情況，對於一些較多行為問題的學生給予支

援，大部分情況得到改善。91%教師認為透

過級訓輔會議、日常分享及商討，可以協助

跟進課室及班風的管理。 

 

 

 重組訓輔組架構： 

- 重組訓輔組，設兩位副訓導主任，加

強訓育措施的策略及執行。 

 

 持續強化「全民皆訓輔」的理念，加 

強關愛校園的氛圍： 

- 教師專業發展：透過個案分析，探討

有效的課室管理方法，提升關愛校園

的文化。 

- 持續透過級訓輔會議與老師交流課

室管理策略及處理學生的技巧。 

- 持續進行「陽光電話」，多與家長溝

通學生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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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不時透過發布會及電郵進行訓育小提示，讓

全體老師一致執行訓輔組的措施。 

一、訓育 

 

 

 

2 

 

 

 

 

 

 

 

 

 

 

 

 

 

 

 

 

 

 

 

 

 

 

 

2. 持續深化校園約章： 

 

 

 

 

 

 簡化校園約章「自律篇」，突出幾個重要要

點，讓約章的內容更鮮明突出，並於開學周

進行「校園約章承諾日」，讓學生一起承諾

遵守校園約章。同時安排於早會，周會進行

訓育提示，加強學生自我約束的意識。78%

教師認為活動能突出「校園約章」的自我約

束及守約精神。 

 訓輔組處理學生問題時，會運用「三承/成」

策略，亦不斷提示老師把策略連繫於日常對

學生的教導中。 

 於開學周安排所有值日主任一起監察學生

集隊，要求學生排隊做到「快、靜、齊」。

就觀察，高年級學生大致能做到排隊要求，

低年級表現較弱，一年級集隊仍須多次提醒

才能安靜。 

 按時舉行不同的訓輔活動（「校園約章齊遵

守」、「交齊功課強人榜/強化班」、「五星級

課室/洗手間」、「三好學生選舉」、「優秀班

級選舉」），加強學生在紀律、清潔、勤學、

關愛上的意識。 

 從教師問卷中，83%的教師認同不同的訓輔

活動能加強學生在紀律、清潔、勤學、關愛

上的意識。 

 從欠交功課記錄表顯示本年度欠交功課的

情況較去年下降。（一次書面警告由 19.6%

降至 11%，兩次書面警告由 6.7%降至

3.5%，缺點由 5.5%降至 4.3%） 

 

 持續強化校園約章： 

- 配合本年度主題，進行「感恩有你」

承諾日，讓學生明白老師及風紀生都

是幫助及陪伴他們成長的人，要學會

感恩及自律。 

- 深化「三好學生」、「三誠/承」策略 

- 加強品格教育，例如：誠實、關愛、

尊重 

- 品格成長挑戰月：反思校園約章，為

品格成長定下目標，再付諸實行。 

- 加強校外的巡視。 

 

 提升學生集隊表現： 

- 由訓輔老師主持集隊。  

- 加強步操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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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回應生命教育課程規劃，上、下學期各級在

班級經營時段安排了「自理迦密人」的活

動，教導學生生活起居技能及品格禮儀。

74%教師認為活動能提高學生對生活禮儀

及技能的認識，培養學生的自理能力。 

一、訓育 

 

 

2 3. 優化風紀團隊 

 

 全年進行了三次風紀領袖培訓，加強風紀的

領導才能。  

 負責風紀團隊老師利用早上開崗前的集隊

時間進行提示，讓風紀更有效執行任務。 

 定期與風紀隊長會面，了解隊員的情況。 

 74%教師認為設立風紀承諾制度（就職禮、

嘉許禮）及「優秀風紀」表揚計劃能加強風

紀的領袖及團隊形象。 

 生命教育成效：透過維持校園的秩序，風紀

能提升個人的自律能力及責任的承擔，學習

尊重他人、尊重生命。 

 63%%教師認為風紀在當值的崗位上能表

現自信，協助老師維持秩序。 

 持續優化風紀團隊： 

- 早上開崗前集隊，由專責風紀的老師

進行提示，讓風紀更有效執行任務。 

- 分小隊，方便管理及提升團隊歸屬

感。 

- 安排風紀進行步操訓練。 

- 優秀風紀選舉（全校參與，以小隊為

單位進行選舉） 

 

二、輔導 2 1. 區本計劃 

  為低收入家庭及 SEN 的

學生提供支援服務，包

括：小組活動、服務學習

及户外活動，提升學生不

同的能力及自信心。 

 已完成了 21 個小組活動及 4 個户外活動，

小組活動學生平均出席率超過 90%，户外活

動平均出席率接近 100%。由此可見，同學

十分積極參與活動。 

 已加強與合作機構的聯繫，瞭解參加計劃的

學生在小組的表現，導師能合作配合協助提

升學生不同的能力及自信心。 

 於下學年安排駐校輔導員盧姑娘協助

監察及支援各項活動，以提升活動效

能。 

 

 

 



第 73 頁／共 106 頁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2. 成長小組 

 透過小組活動，包括：讀

寫訓練小組、社交技巧小

組等，提升 SEN 學生不

同的能力及自信心。 

 已完成了 4個讀寫訓練小組及 2個社交技巧

小組，6 個小組各自的平均出席率超過

90%。從觀察所見，同學十分投入參與活

動，同學在學習和與人相處上均有進步。 

 已加強與合作機構的聯繫，瞭解參加計劃的

學生在小組的表現，導師能合作配合協助提

升學生不同的能力及自信心。 

 建議交由 SENCO李天盈主任統籌及跟

進有關活動，讓同學得到更適切的支

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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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培養學生肯接受

別人的意見、控制自己的

情緒、按既定的目標辦事

及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 

 

 小四輔助課程，開設 2 組，共有 33 位學生

參加，出席率 96.4%。從問卷統計中：有

100%的學生認為活動可幫助他們接受別人

意見；有 100%的學生認為活動對他們控制

自己情緒有幫助；有 100% 的學生認為活動

能幫助他們按既定的目標辦事；有 93.3% 

的學生認為活動能幫助提升他們解決問題

的能力。 

 小五強化課程，開設 2 組，共有 24 位學生

參加，出席率 81.5%。從問卷統計中：有

81.3%的學生認為活動可幫助他們接受別人

意見；有 87.5%的學生認為活動對他們控制

自己情緒有幫助；有 87.5% 的學生認為活

動能幫助他們按既定的目標辦事；有 93.8% 

的學生認為活動能幫助提升他們解決問題

的能力。 

 小六強化課程，開設 2 組，共有 23 位學生

參加，出席率 79.5%。從問卷統計中：有

100%的學生認為活動可幫助他們接受別人

意見；有 100%的學生認為活動對他們控制 

 於下學年安排駐校輔導員盧姑娘協助

監察及支援各項組活動，以提升活動效

能。  

 

 

 

 



第 74 頁／共 106 頁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自己情緒有幫助；有 100% 的學生認為活動

能幫助他們按既定的目標辦事；有 100% 的

學生認為活動能幫助提升他們解決問題的

能力。 

 已加強與合作機構的聯繫，瞭解參加計劃的

學生在小組的表現，導師能合作配合協助提

升學生不同的能力及自信心。 

 

  4. 班本經營  (與學生團契合

併) 

  透過生命教育課程規

劃，全年 8 次的班本經營

活動，除了提升師生的關

係，並幫助學生認識生

命、尊重生命及探索生

命。 

 已完成 8 次班本經營，包括：迦密 Family、

生日周、清潔大掃除、校內服務、自理迦密

人(一)及(二)、服務體驗活動、感恩回顧等。 

 從觀察所見，活動能增進師生及同學間的互

動，提供合適的機會及平台讓他們反思生命

成長。 

 2018-2019 的「情意及社交表現」調查報告

顯示師生關係本年是(3.14)較去年(3.08)有

進步。 

 繼續年檢示班本經營與生命教育課程

規劃的結合，以優化班本經營。 

 

 

 

5. 成長課教師培訓。 

 修訂 P.1-P.6(上、下學期)

成長課 

 檢討及修定 P.1-P.6 上、下

學期的成長課內容，每級

各有 8 課，內容函蓋：個

人、學校、家庭、社會、

國家及世界，並以基督教

教育為基礎，培養學生正

確的價值觀。 

 

 已舉辦教師工作坊分享交流成長課的設計

及施教策略。 

 

 P.1-P.6 各級之成長課(共八課)已完成。 

 

 繼續檢示成長課與生命教育課程規劃

的結合，以優化成長課。 

 於下學年將部份成長課的內容加入繪

本，以豐富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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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6. 學生講座對應全校學生不

同的成長需要，全學年安排

18 個學生講座，並邀請不同

的機構及講員，以培養學生

正確的價值觀。 

 已舉辦了 18 個學生講座，從觀察所見，大

部份同學投入參與講座，講座內容切合他們

成長的需要。 

 繼續選取合適的講題以對應學生的不

同的成長需要。 

 為小四、小五及小六學生於主題小冊子

上製作講座日誌，以強化高年級對講座

的記憶及學習。 

7. 關愛大使 

 透過高年級同學指導小

一學生抄寫功課表、收拾

書包、檢查文具、温習英

文默書範圍等，藉此幫助

他們適應小一生活，並提

高自理能力。 

 

 共有 38 位同學參加健康關愛大使服務，為

18 位小一同學提供檢查手冊、文具、書包

及温習英文默書範圍等服務。 

 全學年每位健康關愛大使共進行了 43 次的

服務，上下學期各有 33 位同學表現良好獲

記優點。 

 因應部份小一同學的自理能力較差，已安排

能力較高及有耐性的健康關愛大使協助他

們，他們的表現有改善。 

 從觀察所見，活動有助改善小一學生的適應

及提高自理能力。 

 於下學年安排駐校輔導員盧姑娘及教

學助理員協助帶領服務活動，以加強對

健康關愛大使的支援。 

8. 中華文化日 

  透過新春祝賀慶祝活

動，包括：攤位遊戲、中

華文化電影欣賞、手工製

作、賀年食品義賣、穿着

華服等，培養學生認識中

國文化，促進家校合作。 

 從觀察所見，當天洋溢喜慶愉快的氣氛，學

生十分投入參與各項活動，有助培養學生認

識中國文化。 

 共有 35 位家長義工協助主持各式中華文化

攤位，充分發揮家校合作精神。 

 建議盡量安排新舊家長一起合作，以舊

帶新的方式提升家長對學校的歸屬感。 

  9.「服務學習」計劃 

 培養學生從小建立關愛

有需要社群的美德，實踐

服務的精神，提升學生的

 校內服務人數佔全校人數 100%；校外服務

人數佔全校人數 9%。 

 校內服務已完成清潔大行動，而高年級同學

 建議繼續保留清潔大行動及及高年級

同學服務低年級同學活動，以提高對同

學的關愛及對學校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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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效能感、樂觀感及尊重生

命。 

 校內服務：清潔大行動、

高年級同學服務低年級

同學。 

 學生體驗活動及校外服

務： 

- P.1-P.2 參加清貧宴，

體驗貧窮生活；家庭

(10-15個)進行。 

- P.3-P.4 P.3「黑暗中的

對話」體驗活動；P.4

「矇眼午餐」體驗活

動； 

- P.3-P.4 (20位同學)探

訪及服務失明人。 

- P.5-P.6 參加「勇對挑

戰」體驗活動； 

- P.5-P.6(20位同學 )探

訪及服務特殊學校的

學生。 

- P.1-P.6總結分享會 

 

服務低年級同學是合作完成「迦密是我家」

活動，效果良好。 

 P.1同學已參加「清淡一餐」體驗活動；P.1-P.2

同學已參加「飢餓大作戰」講座，體驗活動

及講座效果良好。共有 14 個家庭參與親子

探訪獨居長者活動，家長表示活動很有意

義，值得再舉辦。 

 P.3 同學已完成「黑暗中的對話」體驗活動，

活動效果滿意。P.3-P.4 共有 19 人探訪及服

務視障人士，同學能主動與他們交談及玩遊

戲，氣氛良好。 

 P.5-P.6 同學已完成「勇對挑戰」體驗活動，

活動內容著重遊戲及競賽，並缺少整體合作

解難活動，加上缺乏「解說」及反思，活動

效果一般。共有 20 位同學先後 3 次探訪及

服務靈實恩光學校，同學能勇敢及主動與智

障兒童交談及進行活動，充分發揮服務他人

的精神。 

 已舉辦「服務學習分享會」，讓初小及高小

學生分享服務他人的感受和體會，分享會有

助推動同學參與服務。 

 2018-2019 的「情意及社交表現」調查報告

顯示「關愛」本年是(3.20)較去年(3.14)有進

步。 

 建議下年度將 P.5-P.6 的「勇對挑戰」

體驗活動改為歷奇體驗活動，並在活動

中加入「解說」及反思。 

 繼續檢示「服務學習」計劃與生命教育

課程規劃的結合，以優化「服務學習」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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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10. 「品德學業」獎勵活動 

透過獎勵30位在品德或學

業有進步的高小學生於學

期末段在酒店共聚自助午

餐，以提升學生社交禮

儀，擴闊學生視野。 

 已安排 P.1-P.6 每班一至二位同學其品德在

B 級或以上及在學業有進步的學生於學期

末段在酒店共聚自助午餐，參與學生共 30

人，同學十分欣喜能獲得這樣的嘉許，並表

示會努力學習。 

 高年級同學更協助照顧低年級同學取食

物，同學亦學會有節制用餐，充分實踐社交

禮儀。 

 建議在下年度上學期總結考試後宣布這

項「聚餐獎勵」活動，以提高同學勤奮

學習的動力。 

二、輔導 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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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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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個家長講座，從觀察所得，家長

投入參與講座。報名的家長人數平均每次約

40 多人，但出席率平均只得 20 人。 

 已舉辦了 2 個親子遊戲活動，家長十分喜愛

親子遊戲活動，兩次活動各有 24 個家庭參

加。 

 P.1-P.5 家長教師聚會順利舉行，家長與教師

溝通融洽。 

 早讀會上學期共舉行四次，主題是「教養子

女學理財」，每次平均出席率約 30 多名，家

長反應良好。 

 早讀會下學期共舉行四次，主題是「精神健

康」，每次平均出席率約 30 多名，家長反應

良好。 

 建議在下學年於家長講座、工作坊或親

子活動前先用電話聯絡已報名的家

長，以提高出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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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三、健康 

安全校園 

 

4 

 

 

 

 

 

 

 

 

 

 

 

 

 

 

 

 

學校環境 

1. 巡查校舍：由教職員、家長

及學生代表於上、下學期各

進行一次。 

2. 定期與政府機構接觸，確保

環境安全。（如長假期後復

課，知會並爭取資源進行環

境清潔。） 

 

安全資訊 

1. 傳染病資訊發布： 

 當有任何傳染病進入高

峰期或爆發時，會派發學

生通告、在中央進行廣播

及在網頁上發放相關防

疫資訊。 

2. 張貼海報：定期提醒學生及

教職員相關防疫措施。 

 

 職員及校務員定期巡視校舍，留意設施的安

全狀況，立時跟進須維修的地方；注意校舍

內外的環境衛生情況，如有需要會主動聯絡

房屋署跟進。 

 從教師問卷中，87%老師感到學校整潔和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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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工友與校務處職員的溝通，提升須

處理的清潔及維修地方的意識。 

 

 

 

 

 

 

 

 

 

 向患有傳染病學生的班主任及科任老

師派發相關傳染病的資訊，加強留意學

生是否有被傳染的表徵，有效控制蔓延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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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急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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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足夠的急救人員數量：學校

有 5 名合資格的急救人員。 

3. 充足的急救用品：校務人員

每月檢視及增添急救箱內

的用品。 

4. 重溫 AED 執行程序。 

 

學生服用藥物指引 

1. 啟動「藥物處理及治療」指

引：由校務人員填寫學生「服

用藥物紀錄表」。 

2. 定期更新：危機手冊（每年

9 月按需要修訂相關內容。） 

 

 已檢視各急救服務有效執行。 

 

 

 

 

 

 

 

 

 

 

 

 已檢視「學生服用藥物指引」有效執行。 

 負責老師會與服藥學生的家長保持溝通，以

確保資料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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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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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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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學生的福

音工作 

 

 

 

 

 

 

 

 

 

 

 

 

 

 

 

 

 

 

 

 

 

 

 

 

 

1, 2 

 

 

 

 

 

 

 

 

 

 

 

 

 

 

 

 

 

 

 

 

 

 

 

 

 

 

培育學生良好的屬靈品格 

1. 周會 

－ 2018-2019 全年主題「興學育苗四十

載，主愛迦密恩常在」（40 周年校慶主

題） 

－ 向學生介紹以「敢於經歷困難」為題的

詩歌及金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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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於周會介紹不同人物（社會人士、聖經

人物）堅忍克服困難的故事或邀請嘉賓

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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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於不同場合及活動滲入「迦密人」與別

不同的生命素質及「異象與承傳」的迦

密精神 

－ 邀請詩歌敬拜隊來校舉行敬拜音樂會  

2. 學生團契 

－ 學習聖經有關「靠主得力，克服逆境」  

的教導 

－ 整合班級經營及學生團契的內容及規 

劃 

 本學年一共舉行了 19 次周

會(上學期 11 次，下學期 8

次)，其中包括 4 次時事論壇

周會，只有 74%教師及 62%

學生表示時事論壇周會可

以引導學生運用「世界觀」

及「真理觀」的角度分析時

事。在生活中實踐聖經的教

導。 

 73%學生於本年度學會積極

面對困難，勇於接受挑戰。

73%學生表示願意在生活中

實踐聖經的教導，藉禱告將

遇到的困難帶到神面前，求

主幫助。70%教師認為學生

較往年積極面對困難，勇於

接受挑戰。 

 本學年一共邀請了 16 位老

師於高、低年級周會分享他

們的生命見證及喜愛的金

句。另外邀請了黃愛恩博士

分享見證。71%學生及 96%

教師表示外來嘉賓的見證

及老師分享能提升學生對

 持續邀請校外人士到校分享。建

議分享有關祈禱的見證，提升學

生重視禱告的心。 

 可將黃愛恩博士的著作《手尋夢

想》介紹給學生，與圖書館主任

合作，成為閱讀課的好書推介或

邀請黃博士於 423 世界閱讀周

期間到校說故事。 

 建議於時事論壇周會後在親近

天父或校園電視台設立延伸討

論的問題，讓學生回課室與班主

任一起探討。 

 在預備時事論壇及繪本分享內

容時，宜選取合適的價值觀與學

生分享。 

 回應「迦密人」生命教育課程的

規劃，中央禱告時間多為世界、

國家及香港的時事及社會民生

禱告，學習關懷別人的生命，增

加學生為家國及社會禱告的心。 

 下年度會邀請順安堂同工負責

聖誕崇拜的信息，帶出聖誕真正

的意義，讓學生懷著感恩的心迎

接聖誕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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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學生的福

音工作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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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校園電視台 

－ 透過校園電視台的節目，讓學生認識基

督徒應有的生命素質，在每集的片尾加

入思考問題。 

佈道工作的拓展及生命栽培 

5. 聖誕及校慶崇拜 (21-12-2018)及復活節 

  剪崇拜 (17-4-2019) 

－ 讓學生認識及接受耶穌基督的救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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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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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福音周 / 福音營 (25-3-2019 至 

   27-3-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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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順安堂 SO-KIDS 及暑期活動 

－ 鼓勵老師引領學生參與順安堂的團契 

 聚會、栽培課程及暑期活動 

－ 學生從五年級為建基，鼓勵老師引領學 

 生參與教會的聚會 

信仰的認識，引導他們學會

倚靠神克服難關。 

 福音營中有 52 位學生表示

決志信主並願意接受福音

栽培。已於四、五月份的午

膳時間進行五次的福音栽

培。有 12 位六年級學生參

加恩信團契迎新聚會。 

 由 SUPERBOOK (P.1 – P.3)

及香港讀經會 (P.4 – P.6) 

舉行了聖誕崇拜，氣氛良

好。 

 回應「迦密人」生命教育規

劃，各級的聖經課均有系統

地讓學生探索生命之源及

認識神美好的創造，透過不

同的聖經人物及聖經故事

引導學生學會欣賞自己，愛

惜生命及尊重生命。 

 暑期聖經班日期：
17-20/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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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 參與順安堂校園福音工作事工會議，建 

 立堂校聯繫平台，加強堂校在福音工作 

 的配搭。 

9. 午間學生祈禱會 

－ 與順安堂同工合作，邀請學生到順安 

 樂園午膳及祈禱。 

教師團隊

的建立 

3 1. 教師退修營 (19-8-2019 至 20-8-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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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促進教師之間分享見證及互相禱告守 

 望 

2. 教育主日 (21-10-2018) 

3. 教師團契 

－ 有兩次專題講道，致力建立一個屬靈的 

 教師團隊 

－ 透過靈修及查經等周會，培育教師承擔 

 基督教教育的使命 

－ 持續邀請同工於每次教師團契分享校 

 園牧關的策略與技巧 

－ 增加同工的牧關分享交流，藉此堅固同 

 工在基督教教育上的信念。 

4. 教師祈禱會 

 (逢星期四、五的早上舉行，由老師輪流分 

 享見證，並為學校各方面的需要和福音工 

 作代禱) 

5. 新教師啟導計劃 

－ 邀請新入職同工參加基督教興學會舉 

 辦的「辦學異象分享會」 

－ 向新入職教師介紹基督教教育的理念 

 

 上學期由宗教組同工定時

送上書簽及小禮物予同

工，成效一般。78%教師享

受參加教師祈禱會，67%教

師喜愛參加教師團契聚會。 

 教育主日共有 259 人出席。

朱分永先生的分享內容很

充實，讓學生能有反省的空

間。 

 每次教師團契都設有牧關

分享環節，讓同工交流關愛

學生的心得。 

 每週為學校發展及學生學

習祈禱 

 新入職老師已於 18-8-2018

參加「辦學異象分享會」 

 已於4-9-2018舉辦教師工作

坊，提升教師對帶領時事論

壇周會的技巧。反思是次工

作坊選取的時事（泰國少年

足球隊）內容議論空間有

限，但能啟發討論。 

 來年教育主日會由順安堂邀請

講員。 

 增設牧關分享主題的周會提升

同工向學生傳福音的心，鼓勵同

工多將學生放在禱告中，讓同工

一起為學生的行為問題禱告，或

邀請同工與有行為問題的學生

一起禱告。 

 舉辦多一些小組分享的團契聚

會，加強團隊的建立。 

 持續舉辦教師專業發展，讓教師

對透過時事論壇教授學生運用

「真理觀」分析社會時事，在生

活中實踐聖經的教導。 

 建議來年工作坊可選取新的繪

本故事，讓同工一起設計值得與

學生分享的生命教育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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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6. 舉辦教師工作坊，提升老師在時事論壇資

料分析及價值觀培育的演繹 

堂校合作 4 帶領未信主的家長信主 

1. 8/12 堂校佈道會  

2. 早讀會/家長樂園 

3. 懇親佈道會 

4. 路得團契 

邀請順安堂會友為學校發展禱告守望 

1. 邀請教會為學校的發展祈禱，將學校的代

禱事項刊登在崇拜程序表中 

 8/12 堂校佈道會檢討: 

 出席：40 多位家長、60 多

位學生、2 位決志 

 每年以合唱團獻詩作表演

的吸引性不大。 

 12/5 母親節主日崇有 54 位

家長及 29 個學生參加

So-Kids 聚會。有 23 位學生

參與獻唱。鮑副校長於崇拜

前舉行家長茶聚，有大約二

十位家長參加。此茶聚有助

加強家校溝通，也鼓勵表演

學生的家長留下出席崇拜

聚會。 

 路得團契平均有十七人出

席。 

 建議下年改用其他更有吸引的

表演，如親子互動表演。 

 建議佈道會當天取消所有多元

智能活動及中國舞訓練，以讓表

演組早一點使用禮堂進行綵排。 

 邀請一年級班主任參與及主動

邀請家長參加佈道會。 

 崇拜前可持續舉辦家長茶聚。 

營造充滿

宗教氣氛

的校園環

境 

2 1. 在上學時段及小息時段播放詩歌 

2. 在梯間的亞膠力膠板張貼「抗逆力」的金

句 

3. 在節期製作相關的校園佈置，帶出節日的

意義 

 按時完成 

 71%學生及 80%教師認為校

園環境佈置能帶出校園的

宗教氣氛。 

 持續推行 

 下學年可增設海報突出主題金

句及節期的意義，加強校園的宗

教氣氛 

  



第 84頁／共 106頁 

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8-2019年度融合教育工作計劃總結檢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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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一) 

學生支

援---照

顧不同

學習需

要 

 

 

 

 

 

1, 2 1. 加強輔導教育計劃： 

a. 一至六年級，以小組形式輔導 

 IRTP學生。 

- 輔導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 

- 每科一星期各 2節。 

- 於導修課及課後進行。 

- 此外，二至六年級 IRTP學生每星 

 期各有 2節中文及英文課堂抽離 

 學習活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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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 (自閉症學 

 生) 

 

1.加強輔導教育計劃： 

  a. IRTP教學內容： 

 中文科：指導寫作、溫習默書、說話分享 

 英文科: 英文文法、溫習默書、L.S. Exercises 

 補底課堂的成效 

A. 教學方面:   

 集中學生的弱項 (例如: 句式、文法) , 重 

  覆複習。 

 由於重覆複習, 學生容易理解。 

 個別班級進度不一致, 指導寫作有困難。 

B. 功課指導: 由於只有 30分鐘, 未能完成功 

  課。 

b. (參閱訓輔組內的總結檢討區本計劃) 

c.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 

 4名組員 

 共 12節 (每節 1小時 30分) 

 學生表現及進度： 

 學生的專注及集中力，一開始較弱，其後有

改進。 

 導師運用獎勵計劃、有趣的遊戲及活動，有

效提高學習效能，後期學生明顯專心多了。 

 學生亦能運用上堂所學表現友好行為。 

 由老師負責小組教學 

 集中學生的弱項 

 透過實物、活動、遊戲，提高

學生的學習興趣。 

 建議加設一、二年級讀寫小

組、專注力訓練小組及社交小

組。 

 持續參加賽馬會喜伴同行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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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1,2,3 2. 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a. 個別及小組治療 

b. 觀課 

c. 中文科任個案會議 

d. 中文科任備課會議及協作教學 

e. 舉辦家長工作坊: 

- 「日常生活中的語言訓練」。 

f.  為一年級學生舉行學生講座，主題

為「齊來說故事」，以提升學生段

落組織能力的技巧。 

g. 五年級「說話大使」朋輩小組學生

培訓。配對低年級語障學生和他們

說故事。 

 言語治療師為 72名語障學生提供治療。 

 經治療後，超過 90%學生於溝通能力上見進步，

學生整體的詞彙量、句子複雜度、段落組織能

力、發音能力亦均見改善。全年共 9位學生能達

標出組。 

 與一年級中文科老師共同備課如何訓練學生的

說話技巧。活動大致能幫助提升學生的段落式表

達及說故事技巧。 

 言語治療師曾就中度語障學生觀察他們於小息

時與同學溝通時表現，從而加深了解學生於治療

課外的表現。 

 本年度家長日共邀請 8 位家長與言語治療師會

見，讓家長更了解子女的溝通障礙及學習進度。

言語治療師亦曾透過日常面談或通電向家長講

解治療進度及家居訓練方法。 

 100 %家長對家長工作坊內容感滿意。 

 建議進行社交訓練小組，讓

言語及社交能力較弱的同

學應用日常課堂所學習的

說話技巧於小組活動。 

 1.2.3  3. 駐校教育心理學家服務 

a. 學生評估 

b. 學生輔導 

c. 家長支援 

d. 家長聚會 

e. 教師諮商 

 

 全學年共 21次駐校服務。 

 100%完成評估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成功約見或電話聯絡 100%相關家長，商討有特

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的支援建議。 

 為兩位有情緒問題的學生進行輔導。 

 協助學校完成「小一及早識別計劃」，及早識別

一年級有學習困難的學生，並就支援策略提出建

議。 

 就「個別學習計劃」的支援目標及措施給予意見。 

 舉辦 1 次家長聚會，由教育心理學家負責分享提

高孩子識字量、閱讀及寫作能力的策略。100 %

家長整體感滿意。 

 就小四及小五加強輔導計劃 (中文)的教學，進行

觀課及評課。 

 建議教育心理學家舉辦教

師培訓，分享如何透過跨專

業的協作去支援有精神及

情緒健康問題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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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就小一「賽馬會喜伴同行」小組進行觀課，並就

提升自閉症學生的社交溝通技巧，提出建議。 

 於 6月 6日(下午)舉辦香港路德會聯校教師培

訓，分享如何透過跨專業的協作去支援有精神及

情緒健康問題的學生。學校派出１位同事出席。 

 

 1, 2, 3 4. 新來港學童支援服務 

a. 英文輔導班 

b. 認識社區活動 

c. 家訪 

 本學年參加新來港學童計劃共有 9名學生。8名

一年級學生、1名五年級學生。 

 44% 新來港學生英文成績合格。 

 8名新來港學童於 4月中參加認 識全方位活動

---參觀太空館。 

 杜老師到英文班觀課，監察教學質 素，課堂秩

序等。 

 李作榮主任於學期初探訪新來港學童家庭，了解

他們在生活及學習上的適應情況。 

 新來港學童學習態度認真。 

 持續新來港學童計劃，重點

支援英文學習課程。 

 持續課室監察和溝通以保

證質素，進行不定期觀課。 

 

 3 5. 家長聚會 

a. 駐校教育心理學家與家長聚會 

b. 建立家長群組: 

  ─ 家長聚會 

  ─ 與輔導主任協辦家長學習 

     小組—— 讀寫小組。 

 舉辦 1 次家長聚會，由教育心理學家負責分享提

高孩子識字量、閱讀及寫作能力的策略。100 %

家長整體感滿意。 

 杜老師於 12月及 5月與家長聚會，了解學生在

校和在家的學習情況。2次聚會各有 10名家長出

席。 

 共舉辦 4次讀寫小組，每次有 5名家長出席。 

 持續維持家校合作的良好

關係。 

 

 4 6. 教師培訓 

a. 一位教師修讀特殊教育高級課程 

b. 兩位教師修讀專題課程 

 1位教師於 11月完成特殊教育高級課程。 

 2 位教師於 1月及 5月完成專題課程。 

 18.3%教師修讀特殊教育基礎課程、5名教師完

成高級課程及 9名教師完成專題課程。 

 

 持續推薦教師修讀特殊教

育基礎、高級及專題課程

（「三層課程」），達到教育

局訂定的培訓目標。 

 教師修讀高級課程未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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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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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出版迦密聲情 

7.安排傑出學生選舉 

8.統籌畢業禮事宜 

整體規劃：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學生事務 

 

 

 

 

 

 

 

 

 

 

 

 

 

 

 

 

1 1. 參加區內 11月舉辦的中學巡

禮 

2. 14/12 六年級升中講座(自行

派位) 

3. 22 /1 舉行六年級升中面試

講座 

4. 25 /1 舉行升中模擬面試 

5. 9/4 六年級升中選校家長會 

 

 中學巡禮有 118 人次參加，參加人數與

去年相約，家長反應大致滿意；帶隊家

長表示工作輕省，沒有太大壓力。 

 約八成半六年級家長出席升中講座，參

與積極，家長和學生對自行分配學位派

位程序不太理解。 

 六年級升中面試講座約有 60 名家長參

加，反映熱烈；同學在講座表現尚算守

規，亦有合適的提問。 

 1)根據上年度部份中學的面試內容，更

新本年度讓學生預備面試的《升中面試

錦囊》。 

2)升中模擬面試的運作尚算順暢。 

3)模擬面試考核的中、英文科內容，根

據上年部份中學的面試內容，由統籌老

師再咨詢中英文科主任協調而成。英文

科考核篇章中備有程度較深的，用以考

 中學巡禮可繼續邀請家長帶隊。 

 班主任可利用午膳時間播放升

中選校光碟，讓學生了解自行分

配學位派位程序。 

 統整升中銜接計劃，包括: 

1) 9 月校外友重聚日 

2) 11 月校友會會員大會(校友

會主辦) 

 可沿用今年的方法選取下年度

的模擬面試考核內容，累積六年

級學生面試試題，成為一個升中

試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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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核精英班的學生。 

 六年級升中選校家長會有八成多家長

參與，家長參與積極，關心子女升學問

題。 

學生事務 

 

 

 

 

2 1. 24/9-28/9、2/10 彙收及覆核小

一申請表 

2. 28-29/11 小一自行派位入學

註冊 

3. 17/12-21/12 校園開放周 

4.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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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自行派位入學註冊程序順利完成。 

 校園開放周進行了一天，共有 5 

個家庭報名，7 人出席，人數較去年

少，可能本區家長對本校有相當的認

識，而校園開放周的活動欠吸引力，所

以他區家長參觀的興趣不大。  

 小一統一派位入學註冊順利定完成。 

 嘗試安排不同的教學助理協助

彙收申請表，以減輕校務處職員

的工作。 

 校園開放周考慮培訓校務行政

同工在校園開放周時接待訪

客，簡介學校，加強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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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12月安排學生到學童牙科

診所檢查牙齒 

3. 於上學期通知學生健康檢查

的日期 

4. 一年兩次處理學生的防疫注

射 

5. 6/12、24/1 安排學生接受流行

性感冒防疫注射 

 

 全校有 3 名學生不參加學生健康服

務，沒有學生不參加學生牙科健康服

務，參加情況理想。 

 學生在班主任及家長義工的帶領及協

助下按時到學童牙科診所檢查牙齒，過

程順暢。 

 當收到衛生署學生健康檢查的日期，已

通知學生按時檢查。 

 防疫注射已於 18/10 進行，過程大致順

暢。 

 第一次及第二次流行性感冒防疫注射

已於 6/12 及 24/1 進行，過程順暢。 

 建議將一至四年級學童牙科保

健應診時間表張貼在教員室，方

便教師提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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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學生事務 4 1. 全年彙收及處理資助計劃綜

合申請 

 

 已於學期初按時彙收及交回書簿津貼

資格證明書，其後繳交的證明書，部份

教師未能及時遞交校務處，以致家長未

能盡早收到津貼。 

 建議開學後適時通過電郵提示

班主任遞交證明書，讓教師能回

應家長查詢。 

 5 1. 統籌小一至小六插班生事宜 

2. 更新學生資料，管理學生檔案 

 家長可透過網上索取報名表並將有關

的資料郵遞本校，但不少家長漏交成績

表，以致未能初步篩選學生。 

 已於學期初讓學生或家長更新學生資

料。 

 試行方法，待下學期再檢討。  

 建議增設新生校園適應計劃(學

生支援銜接計劃)，內容： 

— 以家庭單位與校長會晤 

— 插班生於第一天上課先領受

校長祝福及歡迎 

— 大哥哥大姐姐帶領插班生參

觀學校，於首星期導修課指

導學生填寫家課冊、學習護

脊操、校園生活常規及介紹

學校設施等。 

— 教學助理於首兩個月於小息

或午休時與插班生了解在校

適應情況。 

 6 1. 協助出版迦密聲情  十二月初已完成第 47 期迦密聲情，因

內容所需，需後補相片，以致在最後對

稿時才補交相片。 

 建議在定下的截稿前完成所有

工作。 

 7 1. 安排傑出學生選舉  六年級班主任各提名一位學生，再由兩

位負責老師及校長推薦其中一位參加

觀塘區優秀學生獎勵計劃。 

 該生有充裕的時間撰寫指定題目的中

英文作文，其間老師多番指導寫作方向

及提供意見，並為其面試預先進行準

備。 

 學生在寫作前先擬定大綱，老師

再作修訂，學生才開始寫作，省

卻重新撰寫文章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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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學生事務 8 1. 統籌畢業禮暨綜藝匯演  當天有 60 多位嘉賓及約 400 位家長參

加畢業禮，氣氛熱鬧，老師互相合作，

呈現團隊精神。  

 學生秩序一般，當老師獻唱時更

覺顯嘈吵，建議訓導在平日及綵

排時多加提示。 

 家長未能依序出場表演，建議預

早與家長有清晰的溝通。 

 典禮時間較長，建議有專業的拍

攝公司拍攝，可減省老師拍攝工

作及缩短典禮時間。 

 畢業生及表演學生在中學時間

長，建議除了提示學生帶輕便午

餐外，可多帶乾糧。 

 學生在茶會中取過多食物，建議

班主任提示學生用餐禮儀。 

 典禮結束時，學生乘車回校有點

混亂，建議每名學生只參加一項

表演項目，讓老師容易點齊學生

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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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8-2019 年度學校發展與社群關係組工作計劃(學校推廣)總結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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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學校發展

─籌募學

校發展基

金 

5 本校學生及家長 

－ 24/9/2018 校慶便服日 

 

 

 

 

 

 參與學生共 576 人，佔全校學生人數 94.6%，其

中低年級參與度達 96.2%，較高年級 93.1%參與

度為高，但較去年 87.7%，增加 5.4%，全校有 10

班是全班參與，整體參與度令人滿意。 

 61 教職同工有 27 位參與，佔總人數 44.4%，較去

年 80%同工參與，下跌約一倍。 

 共籌得$52,188.4 ，佔校慶籌款目標(30 萬) 

17.4%。 

 

 因鼓勵教職同工可於整年校慶

年參與其他的籌款活動，所以參

與人數下跌，須繼續向教職員發

放清晰的籌款目的及其異象，並

提升同工對學校歸屬感。 

 

 

學校發展 

& 

服務學習 

 學校大使培訓計劃(中英拔

尖計劃) 

 已完成修訂內容。 

 已完成培訓，部份同學將於 14/6 李樹福幼稚園參

觀中協助介紹學校。 

 

 建議挑選參與觀塘區聯校匯展。 

 須於 14/6 更新簡介內容，讓學生

於 9 月的幼稚園參觀活動中準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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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學校發展 

& 

服務學習 

1、4 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促

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

流試辦計劃) 

i. 11/2018「南澳廣廈 文化

探究 服務學習 之旅」 

 

 

 

 

ii. 1/2019 接待國內學生在

家住宿計劃 

 

 參與學生共 30 人，教師 5 人 。 

 活動達預期目標，效果理想。 

 讓學生有更多親身體驗，提升學生自信心及服務

精神。 

 學生積極參與服務及表演，包括教導內地學生學

習跳花式跳繩、歌唱表演、演奏古箏及手鐘。 

 學生能投入參與當地交流活動。 

 學生透過專題研習認識當地文化及歷史。 

 學生紀律良好。 

 16 個接待家庭，接待共 24 位同學。 

 26/1 活動能準時開始及完結，活動流程暢順。 

 出席 28/1 觀課及教學交流的內地老師共 7 位，交

流氣氛良好。 

 注意與旅行社的安排和溝通，並

採納確認書的跟進，以保障校方

利益。 

 

 

 

 

 

 

 宜於家長會及家長團契加強宣

傳，鼓勵參與。 

 建議教學助理(IT)應了解學校音

響操作。 

 IT 同工及當天負責當值的 IT/TA

同工，應確保器材已預備妥當。 

學校發展 

& 

服務學習 

1 & 4 重整校本服務學習規劃  完成了整合全校各科組的服務學習活動及籌劃部

份活動的內容 。 

 藍圖已按「迦密人」生命教育方向及範疇 – 認識

生命、愛惜生命、 尊重生命及探索生命完成規劃。 

 與科組共識，來年度修訂及執

行。 

學校發展 2 1. 23-24/8/2018暑期小幼銜 

  接課程  

 

 

 

 出席率達九成。 

 學生初步體驗小學生的校園生活，表現理想。 

 增設了 2 天家長教育活動，內容圍繞家長如何配

合學校，協助孩子心理及學科上的適應。反應熱

烈，兩場均約 100 位家長出席 

 建議六月家長會派發暑期銜接

功課，提供網上資源連結幫助同

學學習，預早幫助學生作銜接準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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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2.25/8/2018 小幼銜接課程 

 頒獎禮及家長會 

 

 

 

 

3.9-12/2018 小一及插班生 

  家訪計劃 

 共收問卷 87 張，100%家長認同家長會能幫助他

協助子女適應小一入學，了解如何為子女做開學

準備。 

 100%家長滿意頒獎禮及家長會的整體安排。 

 家長回應三天的參與感受到全體教職員的用心與

愛心。 

 與順安堂合作，參與的一年級及插班生家庭共 35

個，校長及老師共探訪 13 個家庭。 

 

 家長參與人數較預期多，可於六

月家長會詢問參與意向，初步統

計人數。 

 

 

 

 持續進行。 

 能加強家校聯繫，展現關愛校園

文化，值得持續發展。 

學校推廣 3 1. 幼稚園聯繫 

  8/9/2018 小幼學習交

流活動(體驗課、學校

簡介展覽、茶聚) 

 

 

 

 

 

 

 

 

 

 

 

 

 四順及觀塘區幼稚園學生、家長及老師共約 176

人報名參與。13 個四順區以外的家庭報名，與去

年相約。但實際出席人數受其他學校舉辦同類型

活動而影響出席。 

 共收 50 份幼稚園家長、老師問卷，100%家長認同

親子示範課能讓家長認識本校課程的特色和滿意

活動安排。 

 親子體驗課及校長分享佔家長最喜悅指數四成。 

 首次讓家長一同參與學生活動，反應良好 

 家長欣賞老師們準備充足，有活力、氣氛很好。 

 有家長反映英文課堂上太擠及建議裝修校舍外

牆。 

 共開放了 2 天，報名人數共有(5 個家庭)，但實際

出席 7 人 ，全部均就讀四順區以外的幼稚園。 

 成效一般。 

 

 設計教學活動時宜注意課室空

間的運用。 

 現時參與活動的學生主要來自

同一所幼稚園，因為是學校活

動之一，可探討是否有改變活

動做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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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統一派位前推廣活動 

- 18-21/12/2018 校園

開放參觀活動 

 

 

- 14-19/12/2018 聖誕

幼稚園探訪 

 

 

 

 

- 12/2018 校慶嘉年華

會 

 

 

 定期派發學校刊物及

按需要聯繫  (重點擴

展至安達邨幼稚園 ))

（全年）以郵寄方式傳

達特快叩門處理 

 共 3 間幼稚園參與(包括一所位於安達邨)，主要

由 15 位手鐘隊同學參與。 

 學生在禮貌上，仍需加強訓練。 

 達服務社區目標，讓社區人士認識學校的果效。 

 

 派發校慶填色比賽表格逾 3000 張予幼稚園，其

中約有 10 多間回應，反應理想。 

 派發校慶嘉年華會攤位遊戲券逾 3000 張，但參

與活動的反應不顯著。 

 到來領獎的幼稚園生，雖已獲邀出席 STEAM 活

動，但獲獎後也即離開，也沒有參與，亦甚少留

下參與嘉年華活動。 

 於聖誕新年前夕送發節慶賀卡予友好觀塘區中

學、幼稚園及觀塘區區議員，以加強與社區聯

繫，提高於社區的知名度。 

 於 5 月尾公布統一派位結果前，再次送予學校簡

介、校長推介等到幼稚園，讓派位不理想的家長

可考慮選擇我們學校。 

 

 仍繼續進行，作為家長認識學

校的途徑。 

 

 

 

 

 持續與安達邨幼稚園保持聯

繫。 

 負責同工宜加強提示學生在表

演及與回應學校老師提問時的

禮儀。 

 

 

 

 建議邀請幼稚園協助表演，加

強幼稚園生的參與，作間接宣

傳。 

 建議集齊近年的賀卡作品，日

後可循環使用。 

學校推廣 

 

 

 

3 2. 社區聯繫 

 7/2019 參與觀塘區小  

學巡禮 

 

 

 主辦單位只安排星期天上午活動，故未能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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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3. 刊物宣傳 

  1/2018 & 6/2018 迦密 

  聲情(一年兩期) 

  喜訊(全年) 

 

4. 重整學校推廣策略 

 

 各學校刊物如期按主題完成。 

 迦密聲情內容印刷如喜訊派發友好學校或機

構，協助宣傳。 

 

 已邀請校友會及家教會會員於網上媒體宣傳，協

助發放真實正面的學校資訊。 

 

 

 

 

 須適時(於自行收生及統一派位

前席)再報導學校近況，協助宣

傳。 

 緊貼學校網頁報導的資訊。 

 留意可報導及宣傳學校的平

台，與科組聯繫，探討報導的

方向。 

社區聯繫 4 1. 參與區內機構的表演活

動 (全學年不少於 2 項) 

 9/2018 賀國慶匯演 

 

 1/2019 齊齊認識觀塘 

   區學校 

 

 

 

 

 15 位中樂團同學參與表演。 

 

 12 位中國舞同學參與演出。2 位同學、2 位家長

協助派發學校簡介。 

 

 

 

 

 團隊輪替參與。 

 

 重整當值時間、人手、位置，

統籌主任及委員會角色的編

排，詳見會議紀錄附件「活動

改善建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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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8-2019年度關注事項一總結檢討報告 

關注事項一：建立積極的關愛文化，全方位培育學生「迦密人─敢於經歷困難」的品格素質。 

發展目標： 

1. 建立積極和諧的教師協作團隊。 

2. 建立關愛和積極的關愛文化，學生表現出敢於經歷困難的品格質素。 

3. 家長認同並積極配合學校教育方向，建立對學校的信任，共建遠景。      

整體規劃：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不同學

習需要

的學生 

1,2 1. 全面關顧不同學習需要的

學生 

 提名老師已經完成 SEN學生的師資培訓課

程，安排同工分享。 

 牧關分享亦有助老師認識如何與 SEN學生相

處技巧。 

 於教師團契內分享關愛學生的點子，照顧不同

年級及不同類型的學生 

 從校本問卷調查：超過 80%老師認同「牧關個

案」分享，令我關注到基督教教育對不同成長

學生的重視；超過 90%老師認同學校教育異象

與使命，樂意配合並實踐教育目標。89%的學

生認同教師關心學生成長上的需要，給學生樹

立良好的榜樣，並能激勵學生改進。 

學生支援組： 

 建立支援學生的電腦系統，供支

援組老師作內部信息交流及提

供合適支援給相關學生。 

 優化學生支援小組及政策：設立

統籌老師及支援老師。 

訓輔組： 

 持續優化「關愛校園」，透過牧

關個案分享，凝聚教師對學生教

導的共識，管教及關愛並施。 

 重整及增加學生的支援服務 

- IRTP學生  

(1)課堂抽離小組 

(2)課後補底課堂 

參與小組的老師認同有效協助學生於補 

償課堂追回未能掌握的學習內容。 

-  善用資源，提供足夠的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及駐校教育心理學家服務：下學期增加言

語治療服務的時數及一名學生輔導員，有

效提升協助學生的效能。 

訓輔組： 

 加強班級管理：各級級訓輔會議

中，教師交流如何協助 SEN學

生學習。 

 舉辦「學生個案分享會」：訓導

及輔導主任與教師分析如何處

理有特別學習需要的學生，提升

教師的專業能力。 

 

 

學生支援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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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從校本教師問卷調查：80%教師認同在過往一

年，能在學生支援上運用不同的訓輔、學習或

特殊教育支援策略，並略有成效。 

 有系統及有機制轉介學生、統籌按時與言語治

療師及教育心理學家檢討及跟進學生的情況。 

 優化言語治療服務，與屬會中學

共同聘請一位言語治療師，增加

服務的時數。 

 下學年增加一名學生輔導員，協

助處理學生個案及協助籌辦校

本輔導活動。 

學生品

德 

2 2. 學生品德及成表素質的培

育 

 在提升自我管理能力和訂定個人的學習目標 

- 結合學生團契及班級經營內容，增加各級

的提升個人自理能力的課程和校本輔導活

動。從會議檢討中，教師認同課程可以有

系統幫助學生建立自理能力，珍重自己的

生命。 

- 推行基督教及生命教育課程：透過時事及

繪本的信息分享，建立學生成長的價值觀

及學習目標，從而認識生命及愛惜生命。 

- 超過 80%的學生認同從周會中，能夠學習

到「敢於經歷困難」的精神、但只有 65%

的教師認同本年度校園生活提升了學生敢

於經歷困難的意識。 

訓輔組： 

 優化學生個人自理能力課程，讓

學生從小愛護自己，珍惜生命。 

 與學生訂立品格成長挑戰：製定

活動及訓育措施，協助學生反思

需改善的成長方向，定下目標建

立優良的品格。 

宗教組及訓輔組： 

 年度主題內容周會：強化全體教

師及學生對學校精神「樂善勇

敢」的意識，透過周會、班級經

營及校本訓輔活動留下更深刻

的印象。 

 人人夢想可達到─生命奮鬥故事

分享會：認識各項各業的特點，

如何克服在工作上所遇到的困

難和挑戰，提升學生面對困難的

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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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學校氣

氛 

 

2 3. 關愛和諧及互助的校園  跨科組的校本服務計劃：透過周會、成長課、

體驗課、訓輔活動、服務學習、常識科，培育

學生「優勢品格」：樂、善、勇、敢的學校精

神，各範疇服務的學生給予服務學習分享機

會，略見成效。 

 為教師提供培訓：時事論壇、成長課及繪本的

教學技巧交流會，能提升教師在學生價值觀培

育的效能。 

學校發展社群關係組： 

 持續優化服務學習及體驗活動

的聯繫 

貫穿一至六年級的服務學習，讓

學生學習到認識生命、愛惜生

命、尊重生命及探索生命。 

宗教組及訓導組合作： 

 生命教育課程教師專業發展工

作坊：提升教師對宗教及生命教

育課程的認識。 

家校合

作 

 

3 4. 家長為學校的重要夥伴  家教會與學校緊密合作，支持學校的發展方

向，參與學校舉辦的講座；並積極籌辧及參與

學校校慶活動，展示共同的信念。從家長的問

卷調查：超過 70%的家長認同參加學校的講座

/工作坊是有幫助的，並豐富他們的知識。 

 家長義工團隊穩定參與學校的各項服務及參

與各項校慶活動。 

 認同參加學校的講座/工作坊， 覺得有幫助，

豐富了知識。 

 超過 85%的家長認同教師關心學生成長的需

要，並給予協助解決成長上所遇到的困難；

90%的家長認同學校重視學生品格的培育。 

宗教組： 

 維繫家長之間的關係及讓一年

級及插班生家長融入學校：輔導

主任、班主任及教會同工合辦家

訪活動、家長學堂、早讀會及家

長團契。 

家教會： 

 新舊家長配對認識：透過各項義

工服務，讓舊有家長認識新家

長，並學習校內各服務活動的運

作(中華文化日、校運會、水果

日....... )發揮互助友愛的精神。 

對外聯

繫 

3 5. 緊密聯繫、促進學生成長  教育群體：舉辦富有學校特色的校慶活動：積

極聯繫各教育專業團隊及內地姊妹學校，協助

教學發展及互相交流「自主學習啟航」，提升

教師專業。 

 友校群體：「校慶嘉年華會及各項比賽」：與區

內幼稚園及中學有緊密的交流，發展幼小銜接

及中小銜接課程。 

 社區群體：主動參加社區及外間機構的服務。 

學校推廣及社群關係組： 

 強化教學專業團隊：與教育局課

程發展、社區專業人士交流、展

示學生品格的優良培育。 

 加強聯繫校友：鼓勵校友積極參

加校友會活動；提名「優秀校

友」，為學生樹立優良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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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校友群體：藉校慶時機，加強聯繫，上學期

12/12 校友於校慶崇拜分享見證，嘉年華會舉

行籌款拍賣；下學期參與 23/2盆菜宴，13/7

舉行校友見證分享會，並參與 29/6畢業禮暨

綜藝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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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梁省德學校 

2018-2019 年度關注事項二總結檢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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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照顧差異的科本課程與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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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規劃：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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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聚焦有關 TARGET 中「A」及「E」

的專業交流，藉分享實踐經驗 

    「A」-加強落實校本自主學習模   

式，提升學習主動性及思

維能力； 

     「E」-著重學習過程中，透過以

學科知識為主的標準及準

則，讓教師/學生進行學習

上的檢視和監控。 

  優化備課會及同儕觀課的內涵，以

課堂的關鍵點/難點作為「備-觀-

評」過程中的討論核心，深化相關

策略交流，以檢視成效。 

  著重觀課後的跟進方案，科任須根

據意見跟進及完善教學，以優化備

課資料庫。 

 檢視及優化各科「備課框架」 

 各科於科務會議、科研或共同備

課中聚焦有關 TARGET（重點 A

和 E）的專業交流，讓科任分享

實踐經驗，建立學習型團隊。 

 於教師發展日「同儕觀課成果分

享會」進行跨科交流，與全體同

工了解如何透過評課交流，優化

教學設計（「A」及「E」）。 

 98%教師認同透過不同層面的專

業對話，能深化對「TARGET」

的「A」及「E」的策略運用。 

 100%教師認為自己的教學已養

成追求質素，並持續優化。 

 各科透過「一課兩教」觀課模式

（不斷優化教案設計、教材及工

作紙），讓科任於科務會議、科研

或共同備課中，分享實踐經驗，

建立學習型團隊。 

 100%教師認為以「備-觀-評」的

「備課框架」，可深化相關策略交

流，以檢視成效。 

 87%教師認為「科本備課資源庫」

能提供參考價值，如：參閱已觀

課後跟進的《教學設計》等。 

 須加強有關 TARGET 中「A」及

「E」的專業交流，藉分享實踐

經驗。 

 「A」方面： 

 課業設計：增加思考性的題型 

 教學內容：老師須掌握教學的

關鍵點，選擇適當

的教學策略。 

 課堂教學：增加學生自主性的 

課堂活動 

 「E」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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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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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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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有效的知識管理，有系統

地儲存所有單元的備課資料

（備註：同儕觀課的資料存在 

獨立的文件夾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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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1.2 立不同層面多維度專業協作夥伴關 

係，包括：校內同儕交流（教學目標 

及課堂築建系統）、教育局校本支援 

計劃 （英文科）、種籽計劃（中文 

科）、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 

劃(數學科)、境外科研/交流活動（教 

學薈萃）、教育大學院校教學體驗活 

動（中文科科本重點及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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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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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研究及發展(「種籽」)  

    計畫 

英：教育局語文支援組英文科校本 

   支援計畫、NET Section Space 

   Town Programme、語常會 

   PEEGS 計劃、中文大學 CEELT 

   小學英文科讀寫計劃 

  數：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 

      計劃 

 於 20/12/2018 已進行「讓自主啟

航」教學交流會活動，當天有 38

所中小學 112 位校長、主任及老師

參與，各校同工反應熱烈，深感欣

賞，活動內容如下： 

  中：科主任專題分享，葉建源先生 

      、寧波公學前校長鄧敬池校長 

      作回應分享。 

  英：本校外籍老師及寧波公學黃美 

      珠助理校長專題分享 

   數：汕頭市私立廣廈小學林清老師 

       與三誠作公開課及分享交流 

 優化備課記錄表及制定文件夾

目錄。 

 定期存放「備課資料（硬本及軟

本）」在校方指定的中央位置。 

 學期中，常識科已執整共同備課

籃圖規劃，來年度持續優化。 

 增加備課次數： 

 2018-19 年度下學期完結前，進

行第一次 2019-20 年度共備會議

（每級 1.5 小時） 

 2019-20 年度常識科備課次數改

為每學期三次 

 除恆常同儕觀課外，鼓勵科任開

課堂互相觀課。 

 持續參與不同的專業協作計劃： 

  已申請各科相關支援項目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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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2 頁／共 106 頁 

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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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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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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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各課程評鑑項目，並適時

向科任作回饋分享。 

 已於上學期進行高小重點觀課。 

 於 8/1/2019 進行「系統評估檢視

及跟進措施分享」，科任能善用數

據，已掌握系統評估分析方向，

並持續監察改善措施是否落實。 

 已優化校本「測考分析」表格，

讓科任老師更掌握學生的難點，

作出跟進。各科使用情況如下： 

中：宜加強質性的回饋及具體的 

跟進方法。 

英：重點分析「閱讀」範疇，能 

找出學生的學習難點及優 

點。 

數：能準確指出學生學習難點及 

擬題時關注點，並能提出適 

切的跟進方法。 

常：重點分析「思維」題目，能 

根據數據分析學生表現。 

 已完成校外及國際性評估，包括： 

英：TOEFL 

（參閱英文科校外比賽紀錄）  

數：ICAS  

（參閱數學科校外比賽紀錄）  

 93%教師認為學與教領導及評

鑑措施能檢視課程強弱和照顧

差異策略的成效，從而釐訂有效

的對應策略，作出專業支援，提

供指引或方向。 

 

 

 落實使用「測考分析」表格 

 加強老師分析學生非描述性的

表現，找出精準及連繫本科知

識，補充差距的方法。 

 持續參與校外及國際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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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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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不同的專業發展活動，同工

大致掌握相關學習模式。 

 就 觀 課 所 見 ， 科 任 均 以

「TARGET」六個導向規劃課堂

設計，已建立一套校本的高動機

「教學語言」。惟於教學實踐上表

現參差，須藉不同渠道作更多交

流觀摩。 

 「T」方面： 

 課程組創設了「農曆新年假期

主題式課業」，課業內容連繫學

生生活經驗，富趣味性，具自

主學習元素。 

 「A」及「E」方面： 

 課程組已建構「自主學習校本

指引」，各科已積極實踐，漸見

成效。 

 「翻轉教室」： 

各科推行現況，請參閱科組工 

作總結檢討。 

 100%教師認為能找出學生的

學習難點，重點關注「A」及

「E」以訂立適切具體的教學重

點及目標。 

 98%教師認為自己了解科本所

釐訂的自學策略，並嘗試實

踐，以及與同儕交流改進。 

 「T」方面： 

 設計課業上仍須加強CAC元

素：優化「假期主題課業」，建

議發展「暑假冰淇淋」假期課

業，以促進學生學自主性及學

習興趣。 

 「A」及「E」方面： 

  持續推行「自主學習」。 

  持續推行「翻轉教室」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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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方面： 

 多讓學生於口頭展示（匯報）

學習成果，並加強匯報技巧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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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E- 在不同的學習過程中，透過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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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翻轉教室」 

 96%教師認為能設計適切的「課前

以情帶動（預習/翻轉教室）」活

動，配合情境 /探究課題 /生活問

題，營造學習氣氛。 

 98%教師認為能有效連繫預習活動

於「課中」，配合設置學習區，啟

發學生思考、主動學習。 

 94%教師認為能連繫學習重點，設

計有價值的「課後（延伸/翻轉教

室）」學習活動，延展學習時間。 

 93%學生認為自己有信心及主動完

成學習任務，如：家課、學習活動

等。 

 「R」方面： 

 已建立高展示（學習成果）文化，

學生作品能以不同形式受到表

揚，有效提高自信。 

 87%學生認為「老師會讚賞我和展

示我的佳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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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延伸任務，加強學生自主學習 

 2018 年 11 月份音樂科和體育科老

師及跳繩教練帶領 30 個六年級學

生到潮汕姊妹學校，進行服務學習

和文化交流活動。學生除透過專題

研習認識當地文化及歷史外，學生

積極主動，親身體驗，投入參與交

流活動。 

 學生教導內地學生學習花式跳 

繩、歌唱表演、演奏古箏及手鐘。 

 領隊老師看到活動能提升學生 

自信心及服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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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3.2 發展科本級本學習活動，聚焦自學策

略。 

3.3 規劃多元智能語文學習活動 

  活動必須根據學習重點而制定，並

加強刺激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 

  活動涉及不同智能及科本知識，發  

 展校本單元設計，開放不同學習渠 

 道，鼓勵學生運用不同策略、渠道 

 獲取知識。 

 

 2019 年 4 月份常識科老師帶領 30

個五年級學生參與「新加坡

STEAM 科技考察之旅」，從《學

習冊》反映同學對於 STEAM 有濃

厚的興趣。100%領隊老師表達主

題式跨境學習，能加強學生積極主

動的學習態度，讓學生掌握自學策

略和提升學習興趣。 

 小二進行的「跨課程閱讀」，圖書

館主任就「為我們服務的人」這主

題，為同學提供多元化的閱讀材

料。 

 90%學生認為自己閱讀不同資 

料，豐富專題研習的內容。 

 同學除了以豐富的閱讀內容帶動

專題外，亦透過實地戶外學習、訪

問等活動，以加強認識對為我們服

務的人。在延伸活動，親身經歷服

務到訪學校的長者，把研習結合服

務，回饋社區。活動中，看到小小

年紀的學生熱情又投入主動參與

服務，實踐研習所學的。 

 93%學生表示為鞏固和深化所 

  學的，樂於完成老師所提供的延 

  伸學習活動。 

 各級專題研習引入「4F 的提問重

點」讓同學有系統檢視個人所學。

但整體提升學生內在動機、自主學

習態度上仍有待改善空間。 

 

 為學生有不同的學習經歷和提升

學生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不同

主題式和不同地區的跨境交流是

值得持續進行。 

 下學年進行的研習應加入更多生

活應用，配合校內現行活動，藉

此以加強學生「迦密人」善群和

律己的特質，提升同學各方面的

內在動機。 

 本年度小二「跨課程閱讀」專題

研習的規劃會作為參考，校方再

就常識科現行的專題研習為藍

本，為下年度申請 QEF 發展校本

「跨課程專題研習」。 

 來年度教師持續加強聚焦科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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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除星期二進行外，英文 

科和普通話科可考慮星期四

「語境課」連同第十節進行級本   

活動。這可騰空多些機會讓學

生獲取不同的學習經歷。 

 教師在設計多元智能語文學習活

動上，須加強訓練學生思考能力、 

有效照顧學習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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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配合 

發展目標 
活動 / 計劃 檢討(進展、成效) 

改善建議 

(調校、重新部署、優化、持續……) 

    各科「科本級本學習活動」已於星

期二聯課活動時間順利完成 

 94%學生認為自己積極參與級本 

  的學習活動。 

 本年度教師對學生運用自學策略頗

滿意 

 95%教師認為學生在級本學習活 

  動懂得運用科本的自學策略。 

 教師在設計級本學習活動已加強聚

焦 

 97%教師表示已按科本的自學策 

  略設計級本學習活動 

 多元智能語文學習活動： 

中文科：二至六年級已於同儕觀課

嘗試進行多元智能語文學習活動。 

英文科：P.1Space Town Programme

教師配合主題為學生在課堂設計多

元智能語文學習活動。 

 從教師觀察，表示學生投入活動 

 90%學生表示喜歡參與提升學習 

  語文的活動 

 教師對所設計的活動並不滿意 

 74%教師表示活動能訓練學生思 

  考能力 

 74%教師表示所設計的活動能讓 

  學生用不同策略獲取知識，並有 

  效照顧學習多樣性和刺激學生學 

  習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