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葵盛信義學校
學校報告
（2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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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本校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屬下的政府資助小學，除遵循政府的教育政策外，更秉承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之辦學宗旨：提供全人教育，服務社會，見證基督。以「敬愛誠
勤」為校訓，讓學生在優良的環境中學習，使他們在「德、智、體、群、美、靈」
各方面得到均衡的發展。

我們的學校
本校座落於葵涌葵盛東邨，於 1972 年建成啟用，為一所有 24 間課室之政府屋邨校
舍，開辦全日制政府資助小學。原名是挪威差會葵盛信義學校，由挪威差會在 1972
年創辦。隨着辦學團體轉變工作方針，學校於 1997 年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接辦，易
名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2005 年學校擴建的新翼校舍正式啟用，學生
的學習環境及設施更臻完善。

校舍設施：
本校在每個課室內設有充足的無線網絡(WIFI)、投影機和電腦，學生能透過平
板電腦進行電子學習，並在舒適的學習環境中體驗資訊科技教育，增強學習效果。
全部課室內均裝置了電子白板，以加強課堂師生的互動。此外，本校的新翼內設有
完善的多媒體電腦室、校園電視台、中央圖書館、語言學習室、常識實驗室、音樂
室、視覺藝術室、多用途室及禮堂等，同時更裝置升降機，供有需要的學生使用，
為學生提供一個全面、多元化的學習環境。另一方面，校園內設有新翼地下操場及
小型籃球場，在舊翼操場更附設中英數常學習角及表演台，供學生學習及表演。校
園內外設小花園供學生種植，校外則設有以「環保主題」的公園及籃球場供學生進
行與課程相關的活動。

學校管理：
 學校在 2000 至 2001 年開始推行校本管理。
 於 2011-2012 年度成立法團校董會，由校監及校董組成。
 法團校董會架構如下：
成 員
年份
辦學團體 校監
校長 家長校董 校友校董 教師校董 獨立校董
19/20

7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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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我們的學生

班級組織：
班別數目
級別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班數

4

4

4

小五 小六

4

4

總數

4

24

學生人數
級別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總數

男生人數

50

51

47

52

50

58

308

女生人數

43

51

46

49

51

47

286

學生總數

93

102

93

101

101

105

594

學生出席率：
本校的學生出席率如下︰

學生出席率
100.00%
80.00%
60.00%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40.00%
20.00%
0.00%

2017-2018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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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我們的教師

教師資歷：
教師數目
年份

17-18

18-19

19-20

教師數目

48

50

52

19-20 年度教師的學歷

26%
學士
碩士
74%

19-20 已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
2%

已接受專業教師培訓
未接受專業教師培訓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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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經驗：
教師教學年資
70%
60%
50%
40%

0-4年

30%

5-9年
10年或以上

20%
10%
0%

17-18年度

18-19年度

19-20年度

教師專業發展：
本年度教師專業發展組為教師提供了適切的培訓活動：
 本校已成立「正向教育小組」
，訂定正向教育的發展方向，小組每周召開會議，
檢視正向教育在不同層面的推行情況及進行共同備課。同時，於校務會議中讓
老師了解學校推行正向教育的方向和策略，促進正向教育的發展。為了推展正
向教育，強化教師對正向教育的認識，學校除了舉行三次全體老師的正向教育
講座外，還會在周三的教師專業時段加入正向小組分享環節，透過分享靜觀練
習、文章、影片、圖書、小遊戲及班級經營小點子等，讓教師認識正向教育的
理念及應用技巧。此外，亦透過教師團隊活動，加強教師之間的凝聚力，讓團
隊享受當中樂趣，建立正向態度。
 為了強化教師對資優教育的概念，學校安排新入職教師報讀「資優教育基礎課
程---網上學習」
，有助他們推行校本資優教育課程，發掘校內表現優秀的資優
學生，為他們提供適切的培訓，以發揮潛能。此外，資訊科技組為老師舉辦了
「ZOOM教學」、「錄製教學影片」及「AR工作坊」，讓教師掌握在停課期間運用
資訊科技作為教學工具的技巧，以達致「停課不停學」的教育目標。
 在支援學生成長及特殊教育培訓方面，本年度安排了一位老師參與精神健康的
專業發展課程：「在學校推廣精神健康及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深造培訓
2019/20 (小學) 」和一位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師修讀「照顧不同學習需要」
高級課程 (2019/20) 」
，以及讓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修讀「普通中、小學的
新任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的專業發展課程 (2018/20) 」
，期望能進一步支援
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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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離職率：
教職員離職率
50.00%
45.00%
40.00%

百分比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00%
2017-2018

2018-2019

2019-2020

年份

我們的學與教

學與教方面的特色：
 本校老師採用多樣化的教學策略，設計有意義的全方位學習活動，如超學科專
題研習、戶外學習日、全方位學習日、STEM Day、中圖日、數普日、英文日和
各科組的活動。於平日課堂內設不同的合作學習活動，並運用資訊科技學習，
因應學生的學習能力、興趣及需要，調節教學步伐及內容，以照顧個別學習差
異。在教學過程中，老師採用聲情教學，着重高參與，多展示，常給予學生正
面鼓勵及回饋，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成就感。教師善用教學活動，鼓勵學生回
應、發問和參與學習活動，啟發學生思考及引導他們表達意見，營造愉快的學
習氣氛，使其投入課堂學習。
 此外，本校致力推展全班式資優教育課程，在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的課
堂活動及課業內加入教授高層次思維技巧及創意教學元素，藉此提升學生的高
層次思維能力、個人及社交能力及創意思維，並加強學生對增潤課題的認識。
 學校在三至六年級的中文、英文、數學、常識及電腦科推行電子學習【其中四
年級一班為自攜裝置班（BYOD 班）
】
，透過運用平板電腦，進一步提升學生的自
學能力及發展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加強師生和學生之間在課堂中的互動
性及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學校注重學生的語文能力，致力持續優化中文科、英文科及圖書科的校本課
程，建立跨課程閱讀架構，通過有系統的多元化活動，如全方位/超學科/中國
歷史及文化等活動，推動跨課程閱讀，並提供機會予學生於本科學習及應用所
學的閱讀策略和技巧，讓學生連繫已有知識、生活經驗和學習經歷，從而建立
和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寫作能力、自學能力、溝通能力、創造力及明辨性思
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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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致力推行 STEM 教育，透過課程滲透、舉辦科學與科技活動、拔尖活動及
加強校園氛圍，結合常識科、數學科、電腦科及視藝科的元素，讓學生在活動
中對科學產生好奇心，建立學生科學探究、解難及創造能力。同時，透過編程
應用程式及機械人配件，讓學生將科學概念實踐及應用，從而訓練學生邏輯及
創意思維。
 學校以校本形式推展「小學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以協助優化中文科小一
至小四校本課程，同時透過備課，讓老師更靈活地將校本課程結合「悅讀．悅
寫意」課程，藉以提升學生的語文能力，效果頗佳。
 教師善用社區資源及學校附近的公園，帶領學生到不同的博物館、展覽館及公
園進行與課題有關的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

各主要學習領域的課時：
過去三年在小一至小六時間表中分配給各個學習領域的課程時間的百分率。

中國語文教育 英國語文教育 數學教育

科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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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

體育

學校實際上課日數：
小一至小六在校曆表中的總上課日數及供授課用的總上課日數。
200

學校上課日數

190

190

182

190
182

182

日數

180
160
校曆表中的上課日數

140
120

供授課用的上課日數

100
2017-2018

2018-2019

2019-2020

年份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愉快學習、愉快教學」是我校的核心價值。本校秉持「愛與尊重」的信念：
致力推行高效能「聲情教學」模式；特以生命教育作為「班級經營」的核心；推
動惠澤社區的活動；與家長攜手合作，建設校園。
本校訓輔合一，除了訓育工作外，還積極推行各項「校本輔導活動」，藉以
培養學生在學業及品德兩方面的良好態度和行為。學校按學生的成長需要為他們
提供發展性、預防性和補救性的多元化訓育及輔導活動，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勇
於承擔、服務他人、守承諾、以禮待人及恪守規則的態度，以及提升學生的自理、
合作、解難、溝通等能力。本校透過定期早會及級周會，建立學生常規，灌輸學
生正確的行為、態度，糾正學生的錯誤行為，表揚模範的學生。本校在獎懲方面
亦有清晰的制度，以正面鼓勵的方式強化學生的好行為，例如在上、下學期各班
設有操行獎和服務獎，「葵信小精兵」獎勵計劃以表揚學生在各科課堂表現積極
態度，「交齊功課智叻星」獎勵計劃則鼓勵同學用心完成而且準時交齊家課。除
校內行為外，學校亦著重學生在校外其他角色的重要，「我家SUPER KID」及「義
拾行動」培養學生在家庭、社會保持良好行為，愛惜家庭、服務社會，令學生成
長發展更為全面。而「禮貌之星」以表揚學生以禮待人、守禮的行為；「品格之
星」則有助建立學生的品格強項，並嘉許當中表現良好的學生。
此外，本校聚焦推行正向教育，建立學生正面的價值觀。班主任透過個案分
享、課室佈置和在成長課課堂中滲透正面價值觀。班主任亦會對於學生的生活分
享作正面的回應，建立師生之間的良好關係。
學校十分重視教師的專業發展及家長教育，透過不同的輔導講座及培訓，讓
教師及家長對兒童及子女發展的需要有進一步的認識，透過教師、家長的交流，
協助學校推展訓輔工作及各項活動，使校本訓輔工作能夠順利完成和得到穩健的
進步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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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亦致力建立共融文化，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I. 政策

II. 資源

III. 支援措
施及資
源運用
方式

 本校致力建立共融文化，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透過資源調配，為學生提供適切和多元化的支援服務，以
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及協助他們融入校園生活；及
 學校重視家校合作，建立恆常溝通機制，透過不同渠道，與家長一
起商議有關支援學生的策略。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本校獲教育局增撥的額外資
源包括：
 學校發展津貼；
 學習支援津貼；及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本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下列支援措施，包括：
 成立學生支援組，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SENCO)作統籌，成員包括特
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師(SENST)、社工、教育心理學家和各支援人員等；
 為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小二/三/四/五/六中文、小三/四英文及小
五數學的抽離小組教學；
 購買「言語治療服務」，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提供約每週一或兩次的
小組/個別言語治療/訓練；
 安排教師及教學助理，以協作教學模式在課堂上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
 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學習、家課和測考調適，又透過課堂觀察，記錄
學生的學習成果，在適當時候，向家長報告；
 設立「小老師計劃」
，為初小學生提供幫助；
 提供家長教育，包括講座、培訓班及工作坊，讓家長了解有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的學習特性，從而配合學校的措施；及
 邀請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及校本言語治療師，為教師提供培訓，包括「培
養正向思維，增強學生抗逆正能量」及「認識兒童的言語發展及提升
方法」等。

學生表現
學業表現：
本年度的升中派位結果理想，獲派往首三志願中學的學生高達 100%，表現高於
全港水平（90%）
，成績令人滿意，部分學生更獲分派以下中學：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東華三院陳兆民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跨區)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跨區)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
荔景天主教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裘錦秋中學
獅子會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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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校際活動獲得的獎項：
類別
朗誦/
說故事

體育
(田徑)

體育
(球類)

音樂

視藝

比賽名稱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獎項

2019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葵涌區校際田徑比賽

佛教葉紀南中學三人籃球邀請賽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十周年校慶四校籃球邀請賽
迦密愛禮信中學「小學男子籃球邀請賽」
迦密愛禮信中學「小學女子排球邀請賽」
吳禮和女子排球邀請賽
李惠利中學籃球邀請賽
迦密愛禮信中學「小學男子排球邀請賽」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校慶盃 - 閃避球新秀賽
葵青區分齡羽毛球比賽男子青少年組(單打)
HKCEA 第十六屆香港傑出兒童音樂大賽 2020 木管樂器
- 牧童笛
2019 第六屆香港青少年鋼琴比賽二級組
HKCEA 第十四屆香港傑出兒童音樂比賽 2019
(P.3-P.4-歌唱組)
Good Morning Class × 國家地理雜誌全港兒童繪畫比
賽 2019-中國畫組
Good Morning Class × 國家地理雜誌全港兒童繪畫比
賽 2019-西洋畫組
兒童藝術發展協會海洋大探險繪畫比賽小學一至三年
級組
兒童藝術發展協會海洋大探險繪畫比賽小學四至六年
級組
第七屆葵青區繪畫比賽小學西洋畫組
第九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0
第三屆 Go! 頑遊世界繪畫比賽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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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項目：
集誦優良獎
獨誦冠軍兩名
獨誦亞軍兩名
獨誦季軍一名
獨誦優良獎狀兩名
獨誦良好獎狀四名
普通話項目：
獨誦優良獎狀三名
英詩項目：
集誦優良獎
獨誦季軍一名
獨誦優良獎狀十一名
金獎一名、銀獎三名、銅獎一名
男子乙組團體賽冠軍
男子甲組團體賽優異
女子甲組團體賽優異
男子丙組團體賽優異
男子乙組 100 米冠軍
男子乙組擲壘球冠軍
男子甲組跳高亞軍
男子乙組 200 米亞軍
男子甲組擲壘球季軍
女子甲組擲壘球季軍
男子乙組 60 米季軍
女子乙組跳高季軍
男子乙組 4X100 接力殿軍
男子丙組 4X100 接力殿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及最有價值球員
亞軍
亞軍、最傑出球員及最佳攻擊球員
季軍
亞軍
優異獎
優異獎
金獎
金獎、優秀獎、嘉許獎六名
銀星獎三名、銅星獎一名
金星獎一名、銀星獎兩名
冠軍及優異獎四名
金獎一名、銀獎一名、銅獎六名及
創意大獎一名
特等獎兩名、一等獎四名

類別
舞蹈
數學
其他

比賽名稱
第 56 屆學校舞蹈節比賽(高小組)
2019-2020 華夏盃初賽

獎項

甲等獎
一等獎兩名、二等獎七名、
三等獎二十八名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2019/20
二等獎四名、三等獎七名
傑出學生獎三名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第二十七屆中小學傑出學生選
(小學組)
優秀學生獎三名
第一屆世界 STEM 暨常識公開賽初賽
金獎及銅獎各一名
「兒童心臟基金會學業獎勵計劃 2018/2019」(小學組) 學業進步獎
「認識葵青體驗計劃 2019」
表演工作坊最具潛質獎
香港水務署「惜水學堂」節約用水教育計劃

優秀指導教師獎及知水．惜水小先鋒
兩名

香港升旗隊總會聖誕節賀卡設計比賽
公益少年團團隊獎勵計劃
第八屆「司徒華獎」頒獎禮
仁濟醫院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基金 2019-2020
年度獎勵計劃
2019/20 非華語學生中文寫作及才藝比賽

季軍
積極團隊獎
司徒華獎

2019 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
第十五屆影藝新秀金葵獎

入選學校
小五組冠軍、小六組優異
關愛校園榮譽學校及
「10 年或以上關愛校園」
最具創意大獎

經過各方面的努力之下，學校已成功地建立了一個多元化的課後活動系統，
讓學生於語文、數學、體育、視覺藝術、音樂、舞蹈、資訊科技及制服團隊等各
方面培養優良的素質。本年度繼續設立了多個範疇的活動項目，如音樂的樂器培
訓(長號、小號、單簧管、色士風、木笛、環保敲擊樂、結他、長笛、琵琶、古
箏、二胡、笛子、小提琴及揚琴)及配合 STEM 課程的 LEGO、機械人工程師班、數
學思維和多智課的數學邏輯訓練，也有 GAPSK 普通話水平測試班、Rummikub 智力
棋班等，再加上原有的體育、視藝、制服團體、語文、話劇、個人成長、舞蹈、
學術、宗教及科技與資訊科技，超過 70 項活動，為學生提供一個發揮多元智能
的好機會，使學校的課外活動更多元化及更具規模。學校致力統籌訓練場地及時
間的編配工作，使各個項目均有適切的訓練時間，讓學生接受有系統的訓練，在
校外比賽中爭取佳績。在 2019 至 2020 年期間，學生在所有校外比賽中共獲得 167
項個人獎項及 22 項團體獎項，成績十分理想。
在體育方面，田徑隊伍榮膺葵涌區田徑比賽男子乙組冠軍、兩個單項冠軍、
兩個亞軍及四個季軍；女子排球隊奪得兩項邀請賽冠軍，包括吳禮和女子排球邀
請賽及迦密愛禮信中學小學排球邀請賽，而男子籃球隊則在四項邀請賽獲得冠
軍，當中學生於李惠利中學籃球邀請賽更獲得最有價值球員獎項。在其他體育項
目方面，閃避球隊在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校慶盃閃避球新秀賽中獲得亞軍、最傑
出球員及最佳攻擊球員獎。總括而言，學校在運動方面共獲得 9 項冠軍、4 項亞
軍及 5 項季軍。
在朗誦方面，學生於第七十一屆第香港學校朗誦節奪得 2 個單項冠軍、2 個
單項亞軍及 2 個單項季軍，同時在「2019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中
獲得金獎一名、銀獎三名及銅獎一名。
在學術方面，學生在華夏盃初賽中奪得兩個一等獎及 7 個二等獎，在小學數
學精英大賽中也奪得 4 個二等獎，以及在所有數學比賽中均取得佳績，共有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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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人次獲得獎項。此外，學生於資訊科技比賽中也獲得獎項，於第一屆世界 STEM
暨常識公開賽初賽榮獲金獎及一名銅獎。
在藝術方面，舞蹈組於第 56 屆學校舞蹈節獲得高小組甲等獎。此外，學生在
多項視藝比賽中均獲得金獎或冠軍，包括 Good Morning Class × 國家地理雜誌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2019-中國畫組及西洋畫組、兒童藝術發展協會海洋大探險繪
畫比賽小學四至六年級組、第七屆葵青區繪畫比賽小學西洋畫組及第九屆世界兒
童繪畫大獎賽 2020，更於第 3 屆 Go! 頑遊世界繪畫比賽 2020 中奪得兩項特等獎。
總括而言，學校在視藝方面共獲得特等獎兩名、金獎或冠軍 5 名、銀獎 6 名、銅
獎 7 名。
此外，學生於「認識葵青體驗計劃 2019」奪得表演工作坊最具潛質獎；在第
十五屆影藝新秀金葵獎奪得最具創意大獎；公益少年團在團隊獎勵計劃中奪得積
極團隊獎。
在校內表演活動方面，共有 71 學生人次在午間小舞台及 196 人次在綜藝匯演
中踴躍參與，表演不同類型的項目，如歌唱、奏樂器、說故事、朗誦、鼓藝及中
國舞等，發揮潛能，給予家長一個欣賞子女表演的機會。
學生於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第二十七屆中小學傑出學生選舉(小學組)中奪得三
個傑出學生獎及三個優秀學生獎，而學校繼續第十年獲頒發「關愛校園」榮譽。
總括面言，這幾年學生在校外比賽中獲得豐碩的成果，顯示學生的潛能在系
統性的培訓中得以發揮，並從比賽中建立了一定的自信。

體格發展：
本年度各級每周兩節體育課(共七十分鐘)，每節最少有五至十分鐘進行體能訓
練;逢星期二早上有「RUNNING MAN」晨跑活動;每天小息、午息中設「體育活力廣場」;
一至六年級「多智課」加入體育活動;課後設十項相關的體育訓練，約 300 人次參與;
全校學生亦參加了康文署舉辦的 Sport ACT 計劃，以上活動均能培養學生多做運動
的習慣。
本年度，男生體重達標率佔 84.3%，女生體重達標率佔 91.3%。整體上，全校體
重達標率達 86.3%，為了讓學生繼續保持良好的體格，來年會繼續參加康文署舉辦
的「Sport ACT 計劃」
、
「晨跑獎勵計劃」及「試後體育及健康日」
，鼓勵學生多做運
動，令更多學生注重身體健康，符合標準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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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男生體重達標率
100%

90% 86% 90%

92%
81%

82%

85% 80%

90%
84% 84%

80%

71%
71%

71%

84%

75% 76%
71%

2017-2018
2018-2019
2019-2020

60%
40%
20%
0%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全校女生體重達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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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校外比賽項目和制服團隊的情況：
學生參與校外比賽項目的情況

參與人數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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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學校參與制服團體和社會服務團體的情況

參與人數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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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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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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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表格列出過去三年參與校際比賽及制服團體的學生人數:
17/18

18/19

19/20

校際體育項目

85

124

60

數學比賽

77

54

46

音樂比賽

78

77

4

朗誦比賽

102

103

101

戲劇比賽

18

22

0

舞蹈比賽

38

39

10

辯論及演講比賽

4

7

0

即席演說

11

6

0

說故事

6

10

5

徵文比賽

31

72

16

書法比賽

9

9

9

視藝比賽

27

19

26

小女童軍

23

24

23

幼童軍

20

15

19

基督少年軍

37

30

26

小童軍

11

12

12

升旗隊

23

25

24

科技與科學

8

4

2

機械人聯盟競賽

12

24

0

棋藝

9

7

0

獅藝

20

20

0

總數

627

683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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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一︰開展正向教育，發揮學生品格優點，建立正向校園。
1.1 學校層面
1.1.1 制定校本正向教育的發展方向，建立正向校園。
1.1.1 課程組
成就：
 本年度「正向教育小組」統籌及推動正向教育的發展，逢周一召開會議，檢視
正向教育在不同層面的推行情況及進行共同備課，優化成長課的設計。同時，
於開學初的校務會議及逢周三的全體老師會議中，持續讓老師了解學校推行正
向教育的方向和策略，強調個人正向素質及推行正向教育的態度，促進正向教
育的發展。根據教師問卷調查顯示，98%教師均認同學校推展正向教育的方向，
88%老師表示校園的正向文化有所提升。
 此外，本年度在課堂上強化聲情教學，根據共備圈、考績觀課的觀察，中英數
常科主席表示大部分老師能在課堂上運用聲情教學，給予學生具體、正面鼓勵
的說話，能強化學生正面的品格優點。部分課堂欣見學生能互相讚賞，從中建
立自信。根據「校本學生問卷」結果，99.4%的學生表示老師在課堂中能給予
他們正面的鼓勵，同時表示自己學會欣賞別人；98.7%的學生表示能與同學之
間建立正向人際關係。
反思:
 下學期在疫情下停課，學校改以錄製教學影片讓學生學習或以 ZOOM 進行實時
教學，減少了老師給予學生讚賞及灌輸正面價值觀的機會。
回饋及跟進:
 建議來年繼續定時召開小組會議，適時跟進及檢討有關正向教育推展情況，並
商討在疫情下持續推展正向教育的策略，進一步建立正向校園文化。

1.2 教師層面
1.2.1 教師能掌握正向教育理念及應用技巧，建立正向工作環境。
1.2.1a.課程組
成就：
 全年學校共舉辦三次有關正向教育的講座，包括「培養正向思維，增強學生抗
逆正能量」、
「洗滌心靈，正向人生」及「三大正向元素–提升孩子學習力」
。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92%老師認為以上正向講座有助他們認識正向教育的
理念及應用技巧，表示講座內容能讓他們學會固化思維及成長思維如何影響孩
子學習。
 此外，共 6 位老師參與「正向教育新趨勢–教學語言篇」或「正向教育新趨勢–
授課工具篇」講座，參與老師均表示有關講座十分實用，能讓他們掌握在教學
上運用正向教育的技巧，並學以致用。
 本年度正向小組透過周三的教師專業時段，與老師們分享陽光時段小點子、播
放影片、簡介正向語言及正向關係等，92%老師認為分享內容有助其認識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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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念及應用技巧。與此同時，正向小組每周進行成長課的集體備課，優化
課堂設計，進一步讓教師掌握在成長課中滲透正向教育的應用技巧，以建立學
生的正向態度。
反思:
 由於疫情關係，本年度未能安排老師前往澳洲進修(原定於 3 月 8 日至 14 日進
修)；正向教育聯校網絡的學校暫停進行觀摩活動；同時原定在 2 月份進行的
校本正向教育成長課同儕觀課(五、六年級班主任)，亦因停課而取消。
回饋及跟進:
 來年將視乎機構會否舉辦正向教育實地考察團，而考慮安排老師前往澳洲汲取
推展正向教育的經驗。
 來年將安排四至六年級班主任進行同儕觀課，讓各班主任透過課堂觀摩，進一
步掌握教授正向教育的技巧，落實於課堂中。
 建議來年繼續舉辦與正向教育相關的培訓，以及多鼓勵老師自行參與教育局或
外間機構舉辦的正向教育工作坊或友校經驗分享會，學習他校實踐正向教育及
設計正向教育課程的技巧。

1.2.1b.圖書科
成就：
 本年度購置了34本有關正向教育/正向管教的參考書，放置在圖書館「正向教
育」角，讓老師認識正向心理學。
 每位老師均曾借閱一本正向書籍，讓教師更了解正向教育，有助營造校園的正
向環境。(詳見科組報告)
反思：
 由於停課日數較多，較少機會向老師推介相關圖書。
回饋及跟進：
 本年度老師均曾借閱正向教育圖書，來年度可作推廣及分享正向圖書，期望效果會
更理想。

1.2.2 注重教職員身心健康，加強教師之間的凝聚力。
1.2.2 課程組
成就：
 本年度舉辦兩次的教師團隊活動，包括「按穴方法及穴位筋骨肌肉痛症療法」
及「疫情下的身心靈健康」
，88%老師認為參與團隊活動能加強教師之間的凝聚
力，以強化正面情緒。此外，老師可於生日的月份選擇一天沒有課後訓練的日
子提前下班，與家人慶祝，讓老師感受到關愛及重視。

- 17 -

 本年度共 10 位老師及 1 位教學助理參與「正念」(靜觀)專業培訓，學會處理
情緒及減壓的方法。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全體參與老師認為培訓有助他們
學會「正念」(靜觀)的技巧和處理情緒減壓的方法，能促進身心健康。
反思:
 因應疫情停課的緣故，原定四次的教師團隊活動，取消了兩次。當中一個團隊
活動因需要而改為與疫情相關的講座，內容雖與教師身心健康相關，但形式較
為沉悶。
回饋及跟進:
 建議來年可先收集老師意見，配合不同老師的興趣，舉辦更多元化的教師團隊
活動，如興趣班、烹飪、靜觀、建立團隊合作或其他輕鬆的活動等，讓老師享
受其中，進一步加強教師之間的凝聚力。

1.3 學校環境氛圍
1.3.1 透過不同形式的滲透，營造正向環境，體會正向文化。
1.3.1a.視藝科
成就：
 本學年科主席和正向小組就「品格強項角色創作活動」的得獎作品尋找設計公司，
優化角色的外形及製作電腦檔，令角色更為完整、富獨創性及方便使用。為加強
校園的正向文化，於早上校園電視台介紹品格強項角色，讓全校學生初步認識角
色的造型及了解它們代表的品格強項元素。在評賞過程中，學生能思考及加深認
識 24 個品格強項的特色，並參與「角色徵求大行動」
。透過這次分享及評賞活動，
所有老師表示更能幫助學生認識品格強項，提升正向校園氣氛，效果理想，98%老
師認為能建立校園正向文化。
反思：
 因轉換公司和設計 24 個角色的時間較長，因此延遲了製作課室海報及文件夾。
回饋及跟進：
 來年派發每位學生正向品格強項文件夾及在校園內張貼課室海報，讓學生分享及
評賞，期望每位學生能對 24 個品格強項有更深刻的印象及認同感，提升校園的正
向氣氛。

1.3.1b.活動組
成就:
 本年度繼續利用校園成就展示區(獎盃櫃、壁報、橫額、櫥窗、校網、校訊、電子
通告、電子顯示屏、家校聯繫應用程式及早上宣佈)，展示學生成就。從問卷調查
的數據顯示，95.9%接受訓練的學生認同這些成就展示區能提升他們的成就感，肯
定他們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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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學生分享比賽感受的方法可再多元化，如邀請不同類型比賽獲獎的學生於早上
宣佈或大息時段進行分享或表演。
回饋及跟進:
 建議在比賽後兩個星期內，繼續安排學生(例如球類比賽、舞蹈比賽或其他隊比
賽項目)在早會上作簡短的分享，讓全體師生能從他們的分享中體會生命成長的
種種經歷。
 建議安排參賽學生(例如朗誦比賽、音樂比賽)在大息時表演給各級同學欣賞。

1.3.1c.音樂科
成就：
 本年度因疫情停課而取消了福音日，因此復課後在班內進行正向詩歌分享，讓
學生能從歌曲中明白正向的信息。根據問卷顯示，所有老師均表示正向詩歌分
享能營造學校正向文化的氛圍，全校 97%學生認為正向詩歌分享能營造正向文
化的氛圍。
 本年度在早禱及級周會中加入配合雙月主題的正向歌曲，學生能從中體會正向
文化，並在學期中舉行最受歡迎詩歌選舉，學生都能積極投入，參與其中。根
據問卷結果顯示，所有老師均認同雙月主題歌曲能營造校內的正向氣氛，99%
的學生表示早禱和級周會中的正向歌曲能營造校內的正向氣氛。
反思：
 本學年因疫情關係而取消了福音日，因此學生未有機會以班際形式作詩歌分享。
回饋及跟進：
 建議下學年可讓學生在午間音樂會或音樂平台多選擇正向歌曲作分享，提升他
們的參與度。
 建議下學年如因事故而停課，可於網上班主任時段播放配合雙月主題的詩歌，
持續加強校內正向文化的氛圍。

1.3.1d.宗教組
成就：
 本年度宗教組與音樂科合作，揀選配合雙月主題的正向歌曲或詩歌，於星期
一、三、四早禱時間頌唱。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100%老師和 99.3%學生同
意早禱正向詩歌及歌曲能營造校內的正向氣氛。從老師觀察，學生很喜歡並認
真地唱詩歌，表現投入。本年度加入「十大最受歡迎正向詩歌」選舉，超過 100
位學生參與投票活動，問卷顯示 96.9%學生喜歡是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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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除了於週三早禱時簡介性格強項外，亦會以故事分享帶出相關主題的內
容，分享《雨中的小島》正向圖書(配合雙月主題:公平和公正)，並按雙月主
題背誦簡單易記的口號，幫助學生更了解和明白相關正向信息。根據問卷調查
結果顯示，100%老師和 98.3%的學生認為週三早禱的分享能幫助學生進一步認
識性格強項及正向訊息。今年加入「為你打打氣活動」
，94.3%學生表示活動能
提升他們正向的態度，達到互相鼓勵的效果。
 本年度逢週五的早禱，主要以《星火飛騰的見證集》作分享，培養學生感恩及
正向思想的人生態度。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100%老師和 98.1%學生同意週五
的早禱見證分享能培養學生的感恩及正向態度。從老師觀察，學生觀看見證分
享時非常投入及專注，見證內容能吸引學生，大多數故事適合學生，有鼓勵性。
反思:
 本年度除了在早禱頌唱詩歌外，還會在不同的時段(早禱前、早會前、級週會
前和放學前)播放詩歌，學生能更熟悉詩歌，亦嘗試以採訪轉播的形式，讓學
生有更多分享的機會，惟因疫情停課的緣故，只進行了四班的分享，下年度期
望有更多學生能參與分享。
 透過分享正向圖書，以故事形式帶出信息，學生能容易明白，效果理想。惟因
疫情停課的緣故只能作一次的分享，期望下年度能增加分享次數。
 本年度原本計劃邀請舊生拍攝，作見證分享，惟疫情未能進行，下年度再作嘗
試。
 本年度受停課影響，福音日未能進行，原定復課時於聖經課堂以「一分鐘小挑
戰」活動作替代方案，惟教育局宣佈提前放暑假，最終未能進行。
回饋及跟進:
 為了讓學生更熟悉正向歌曲，建議與校風組配合，於早禱前、放學前和週會均
播放同一首詩歌。為了增加學生的投入感，建議繼續嘗試到各班進行轉播採
訪，讓學生有更多的分享機會。
 建議聖經科與圖書科合作，每學期多作一次正向圖書分享和介紹，同時鼓勵學
生多到圖書館借閱正向圖書。
 建議揀選容易理解及切合學生生活經驗的節目作見證分享，如明星的見證等，增
加趣味性。此外，嘗試拍攝舊生分享，讓學生能從學兄學姐的經驗中有所學習。
 建議下年度「一分鐘小挑戰」可再次嘗試推行，培養學生不同的品格強項。

1.3.1e.圖書科
成就：
 圖書組本年度購置了 34 本有關正向教育/正向管教的教師參考書，以及 48 本
學生圖書(詳見附件二)，放置在圖書館「正向教育」角，上學期借閱次數為 200
次，借閱情況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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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組全學年6次透過早會、校園電視台或課堂，分享正向教育圖書，讓學生
認識性格強項，以及在一至六年級的圖書課上，以正向教育圖書作為必讀書，
從觀察所見，學生普遍能透過必讀書，認識當中的性格強項。
級別
一年級

正向教育必讀書
《小泰的小小貓》
《阿松爺爺的柿子樹》
《傑米的一棵小橡果》

性格強項
愛和被愛的能力、有希望、創造力、
堅毅

二年級

《麵包王國》《第一百個客人》

愛和被愛的能力

三年級

《小紅狐尋親》《圖書館老鼠》

勇敢、堅毅、有希望、創造力

四年級

《希望牧場》《大象男孩》

愛和被愛的能力、有希望

五年級

《美言一百》《我們是正生好孩子》

創造力、堅毅、有希望

六年級

《穿越時 Home2》
《好孩子 壞孩子》

創造力、好奇心、堅毅

反思：
 由於停課的緣故，學生較少機會借閱和分享正向圖書。
回饋及跟進：
 下學年可購置更多有趣的正向圖書，並邀請學生和老師於校園電視台多作分享。

1.3.1f.校風組
成就：
 本年度於手冊、走廊壁報加入正向元素(性格特徵)及金句，以及在課室內張貼
具富正向特質的海報(正向教育六大範疇、24 個品格強項)，各個課室內均設計
具班本特色的正向佈置，形式多樣化。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100%教師及 95%
學生均認同班級經營中的美化環境佈置能營造校園的正向氛圍。從檢視各個課
室佈置所得，除了設計具班本特色的正向佈置外，大部分班別會讓學生把心愛
的物品或照片放在課室展示，營造和諧正面的氣氛。另外，從老師觀察所得，
高年級學生能於「陽光時間」中分享正向語句，部分學生更把喜歡的金句記錄
在正向日記內。
 逢星期三早禱後，班主任利用陽光時段進行班本活動，低年級主要以唱遊形式
為主；而高年級則較多樣化，例如：進行呼吸法、brain break games、「靜觀
330」及感恩事項分享等，其中五、六年級會寫正向日記。透過各班主任的觀
察，大部分學生表現投入，積極參與。根據教師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 90%
老師認同陽光時間能有效建立師生關係。從老師的觀察所得，於陽光時段學生
能分享如何運用不同的品格強項去完成自己的目標，從而強化自身的品格強
項，建立對校園的歸屬感。
 本年度於五、六年級設置「正向資訊板」，老師和學生會定期將祝福語、鼓勵
語句寫在心意卡上，然後貼在資訊板上。透過老師的觀察，學生能全班式參與，
大部分學生均能寫上正向的語句、勉勵的說話，而師生之間亦彼此祝福，能達
致互相關愛的效能。根據五、六年級班主任的意見，「正向資訊板」能建立良
好的師生關係，加強學生對校園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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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優化生日會方面，本年度設立「生日之星」待遇，學生可於生日當天佩戴生
日襟章和收到小禮物，除了接受老師和其他同學的祝福外，也可於大息時優先
進入電腦室使用電腦，以及於小息二、大息到社工室玩遊戲。根據問卷調查結
果顯示，超過 95%教師及學生均認同優化生日會能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加強
學生對校園的歸屬感。
反思：
 部分班主任反映班務繁多，收功課時間亦較長，故沒有充足的時間進行「陽光
時段」活動，尤其以低年級的情況較為普遍。因此，學生分享或參與活動的時
間相對較短。其次，少部分五、六年級學生不太願意書寫/創作正向日記，加
上因停課關係，學生未能養成在學校寫正向日記的習慣，內容較為簡單。
 本年度設立「生日之星」待遇，但部分學生對於優先進入電腦室及到社工室玩
遊戲的措施不大感興趣。另外，透過老師觀察，較少學生佩戴「生日之星」襟
章，部分班別的使用率稍欠理想。
回饋及跟進：
 來年度建議班主任準時收功課，並建議各科老師於星期二不宜給予太多功課，
以確保星期三有足夠時間進行「陽光活動」。倘若時間不太足夠，建議高年級
班主任可跟學生進行呼吸法及「靜觀 330」
；低年級班主任可跟學生唱兒歌，讓
學生放鬆身心，達致正向的效能。各班主任亦可利用成長課時段讓學生分享雙
月主題、正向訊息、感恩事項等。
 建議遇有停課，鼓勵高年級學生利用不同形式寫正向日記，如繪畫、四格漫畫、
剪貼、摘錄正向金句、簡述感恩事項等，藉以培養學生寫正向日記的習慣。另外，
班主任亦可建議學生先在白紙／卡通紙上書寫，回校後才張貼在正向日記內。
 來年度將優化「生日之星」待遇，凡佩戴「生日之星」襟章的學生，除了仍可
優先進入電腦室及到社工室玩遊戲外，更可使用夾公仔機或扭蛋機一次。校風
組會加強宣傳此活動，亦會邀請 IT 同事協助拍照，從而提升學生的參與度。

1.3.1g.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成就：
 本學年逢星期二於早禱後播放漸進式肌鬆弛法片段，讓學生一起進行，幫助
學生學會減壓，亦嘗試於考試期間讓學生進行漸進式肌鬆弛法，以緩解考試
的壓力。根據班主任的觀察，發現學生投入參與，而學生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近九成學生認為漸進式肌鬆弛法有助減輕壓力，並嘗試運用於生活當中。在
成長課的檢討會當中，全體班主任表示大部分學生均投入地參與漸進式肌鬆
弛法，認同漸進式肌鬆弛法有助學生減輕壓力，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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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以五、六年級作重點發展年級，利用正向日記(感恩小冊子)讓學生寫
上日常感恩事件，在班中分享感恩事情，啟導學生正向成長。依據班主任觀
察，大部分學生能認真完成及製作精美的正向日記，於陽光時段向同學分享
感恩事情或經歷，認為寫正向日記能讓學生持續地分享感恩的事，培養感恩
的心，成效理想。

反思：
 停課期間可鼓勵學生於家中進行漸進式肌鬆弛法，來年度會繼續鼓勵學生於
早禱以外的時間進行肌肉鬆弛法，讓學生將肌肉鬆弛法當作一種良好的生活
習慣。
 本學年的正向日記於陽光時間內進行，成效良好。五、六年級以畫冊作正向
日記，成效理想，唯本學年因停課而運用正向日記的時間較少。
 因停課關係，本學年未能進行學生訪談。
回饋及跟進：
 下學年將繼續鼓勵全體老師使用漸進式肌肉鬆弛法的影片，按需要如：陽光
時間、午飯後、上課前及考試前等，讓學生進行漸進式肌肉鬆弛法，並繼續
鼓勵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多利用漸進式肌肉鬆弛法，學會減壓。
 正向小組優化正向日記的內容大綱，於來年學期初向四至六年級班主任作簡
介，同時提供學生佳作供班主任參考，並於周三成長課備課會議中向四至六
年級班主任提供適切的協助及支援。
 來年度會於四至六年級進行，五、六年級以畫冊作正向日記，學生於五年級
時購置一本正向日記，供學生五、六年級兩年間使用，以持續優化及建構正
向日記的運作；而四年級則建議由本組製作一本小冊子作正向日記，以協助
師生在小冊子的引導下進行感恩分享。
 遇有停課，可鼓勵學生在家中寫正向日記，持續培養學生感恩的心。

1.3.2 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建立學生的成就感，以發揮個人的品格強項。
1.3.2a.活動組
成就:
 透過課外活動、班際表演及校外比賽，鼓勵學生全情投入活動，體會團隊和堅
毅精神，從中讓學生建立成就感和培養學生的品格強項。從問卷中顯示，100%
負責老師均同意學生享受活動或比賽，並於比賽中發揮互相幫助及團隊精神。
老師帶領學生從訓練及比賽中檢討得失，讓學生學習面對困難及逆境的方法，
從而建立個人的堅毅精神。
 透過制服團隊(小女童軍、基督少年軍、小童軍、幼童軍及升旗隊)及服務學習(如
公益少年團團員參與探訪老人院、義賣盆栽、成長的天空之義工等)，培養學生
領導才能及關愛他人的心，讓學生體會正向意義，與他人建立正向關係。從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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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調查的數據顯示，100%制服團隊導師及 98%隊員表示參加制服團隊能提升自己
的領導才能、團隊精神及培養關愛他人的生命素質。此外，各團隊均認為週會
活動能讓隊員提升社交智慧，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明白互相協助的重要及體
會別人的感受，使所屬的制服團隊更加團結。
 透過戲劇藝術，引導及建立學生的正向人生思維與價值。本年度學校中文話劇
社的劇本中繼續滲入積極的正向人生觀，遇到困難時不可輕易放棄，教導學生
學習想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反思:
 部分學生在正向日記內只記下簡單內容，未能充分寫出真正的感受與經歷。
 制服團隊的學生較少分享他們在週會內的學習成果。
 由於新冠肺炎引致下學期大部分時間需要停課，劇社未能完成排練及公開演出。
回饋及跟進:
 建議活動組與正向小組商議，提供簡單指引，讓老師引導學生從多角度寫正向
日記，如於練習時學到的知識、比賽中的經歷、獲獎的感受、寶貴經驗及運用
性格強項的情況。
 建議制服團隊的隊員在午間小舞台或校園電視台分享他們在週會學習到的各種
知識、技能及從團隊中的實際經歷。
 建議導師於下學年重新召募部分學生，並繼續藉着劇本帶出正向信息，讓學生
明白每個人都有獨特性，能接受自己的長短處及希望找到人生目標，為目標奮
鬥。此外，在考試後安排中文劇社公演機會(如不同級別學生)，好讓劇社的學
生展示他們的成果，宣揚正向訊息。

1.3.2b.體育科
成就：
 本年度體育科上學期透過 13 項多元化的體育校隊，參與兩次校隊表演及十次
比賽，建立學生的成就感。在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三人籃球邀請賽、福建中學
附屬學校十周年校慶四校籃球邀請賽、李惠利中學籃球邀請賽、迦密愛禮信中
學小學男子籃球邀請賽、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葵涌區小學分會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團體、迦密愛禮信中學小學女子排球邀請賽、吳禮和小學女子排球邀
請賽中均獲冠軍；在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校慶盃 - 閃避球新秀賽、迦密愛禮
信中學小學男子排球邀請賽均獲亞軍；在九龍塘宣道小學 65 周年校慶盃籃球
邀請賽獲季軍，學生表現出色。
 100%老師認同學生參加校隊表演及比賽時十分投入，能建立成就感、堅毅和團
隊精神。根據老師觀察，學生熱愛參與體育活動，校隊球員亦能把他們訓練及
比賽的長期及短期目標記錄在校隊小冊子內，用心裝飾小冊子封面及記錄比賽
片段。從小冊子內容中得知，學生能明白要尊重每一個對手和團隊精神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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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同時，在球隊訓練及比賽過程中遇到困難亦能堅持到底，繼續向著自己的
目標前進，發揮品格強項。
 98%學生認同參加校隊表演及比賽的學生能投入活動，建立成就感、堅毅和團
隊精神。
反思：
 由於疫情關係，下學校的活動及比賽取消。
 參與體育活動或比賽的學生成績優異，然而參與活動或比賽的人數仍可提升。
回饋及跟進：
 來年足球隊宜增加學生參賽的機會，為學生提供更多學習經歷，提升學生的自
信心。

1.3.2c.校風組
成就：
 本年度於級週會和早會時段，加入正向雙月主題，包括「公平和公正、創造力
/好奇心和愛與被愛的能力」，老師透過故事、影片等向學生講解正向教育專
題，大部分學生表現投入，踴躍發表意見，積極分享個人經歷和好人好事。根
據問卷統計結果顯示，98%老師認為透過隔周一次的早會及級週會，能建立學
生的品格強項；而 95%學生能掌握雙月主題的品格強項，並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出來。
 本學年進行了兩期的「品格之星」選舉（公平和公正、愛與被愛的能力），由
班主任或學生選出兩位有傑出表現或有進步的學生，於早會或級周會中頒發獎
狀以示嘉許，並把得獎學生相片展示於地下家長資源中心門外的壁報板上，以
及發放電子通告通知家長，以示鼓勵。老師表示大部分學生在課堂、課外活動
中都能夠發揮「公平和公正、愛與被愛的能力」的品格強項，而獲選為「品格
之星」的學生更能成為其他同學的模範。根據問卷統計結果顯示，98%老師和
97%學生認同設立「品格之星」能有助學生建立個人的品格強項。
 上學期「我家 SUPER KIDS」計劃小冊子（小一至小四）的回收率為 86.5%，85%
學生能履行有關公平公正的任務，從而建立個人的品格強項。另外，超過 50%
的家長能正面留言鼓勵子女，老師輯錄了部分留言，在電子綜合通告中發放予
家長，讓家長與學生從中得到啟發及鼓勵。從家長的回應得知，
「我家 SUPER
KIDS」計劃能夠達致預期的效果。根據問卷統計結果顯示，超過 95%學生認為
「我家 SUPER KIDS」計劃能有助建立個人的品格強項。
 上學期「義」
「拾」行動工作紙（小五至小六）的回收率為 90%，85%的學生能
夠連續一星期進行一項有「意義」的活動，以正面的態度完成所定目標，大部
分學生都能從活動中建立個人的品格強項，包括感恩、仁愛、自我控制/謹慎、
熱情與幹勁等，並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出來。根據問卷統計結果顯示，超過 95%
學生認為「義」「拾」行動計劃能有助建立個人的品格強項。
 42 位學生透過一系列「成長的天空計劃」的活動，包括小組、日營及義工服務
等，從中學習抗逆及解難。活動內設有不同的挑戰活動，就工作員觀察所得，
學生能勇於嘗試，努力完成各項活動，組員間相處大致融洽，能接受其他組員
的意見，在情緒管理及社交技巧上有進步。學生從小四開始進行「成長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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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活動，為小五及小六的校園生活訂立目標，達到自我成長的目的，並對
高小生活有期盼。從家長問卷中顯示，超過 95%同意整體來說活動對學生有幫
助。
本學年，共 14 位學生參與「義人行」服務學習小組，進行了一次長者探訪活
動，從工作員觀察所得，學生們均能發揮他們的長處，一同籌備活動，在探訪
日當天，他們與長者們一同玩遊戲及做手工，能主動積極地為長者提供協助。
100%的組員表示活動有助他們增進對長者的認識及了解、發揮愛和被愛的品格
強項，提升關心社群及貢獻自己的意識。
40 位小五至小六風紀在麥理浩夫人渡假村進行領袖生歷奇日營，由歷奇導師帶
領學生參與活動，學生態度正面及勇於面對挑戰。學生在攀爬活動中憑著堅毅
的精神完成目標；同時在夜行活動憑著勇氣克服蒙眼的恐懼，組員互相建立默
契，100%學生認為活動能夠提升他們的領導能力及團隊合作性。
本年度挑選了 20 位風紀參加朋輩調解大使課程，學習運用調解五步曲為學生
處理紛爭，成為朋輩調解員後便進行服務，實踐所學。在七月份，工作員安排
朋輩調解員當值，並向小一及小二學生介紹朋輩調解員的服務，亦成功為一年
級學生處理不和事件。100%組員表示參與小組後，對朋輩調解的槪念有所認
識，能嘗試在學校/家中應用調解技巧，認為課程能讓他們建立寬恕的品格強
項。
由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新界會所的導師帶領 15 人參與的「挑戰無極限」歷
奇訓練小組，學生進行六節活動，其中包括兩節外出低結構歷奇活動，學生在
活動中勇於挑戰自己，與隊員一起進行解難活動，表現堅毅。在活動過程中，
主動舉手回答導師提問及參與歷奇活動，超過 95%組員同意活動有助他們於活
動中表現認真專注。
敬師活動於十月下旬開始進行，為期兩星期，學生積極排練敬師獻唱的歌曲，
與家長拍攝親子敬師短片，致送禮物予老師，而全校學生亦參與致送敬師心意
卡。在過程中，學生都很投入排練，同時，家長能出席與子女一同參與敬師活
動，表示對老師的謝意。97%老師表示敬師活動能培養學生感恩的心。100%參
與獻唱的學生認為敬師活動(致送心意卡/獻唱/錄製敬師感言)有助他們學會
感恩。
透過「葵信小精兵」獎勵計劃協助學生建立正面行為，如：用心做功課、上課
積極、有禮貌。本學年的獎勵計劃更新了「蓋印」的模式，每節課堂由老師「蓋
印」，作即時的獎勵。全年共 289 位學生取得獎勵。從校風組年終學生問卷所
得，98%學生表示透過葵信小精兵獎勵計劃，能鼓勵他們表現正面的行為（如
用心做功課、上課積極、有禮貌）
；從教師問卷所得，88%教師認為「葵信小精
兵計劃」能讓老師即時鼓勵學生，強化學生正面的行為。
整體而言，根據負責老師、導師與工作員的觀察及反映，學生均能積極投入參
與各項活動，從而提升自信心、發揮學生個人堅毅的品格強項。從義工服務中，
學生體驗助人為樂的精神，發揮愛與被愛的能力。綜合各項活動的學生問卷結
果，每個活動均最少有 95%以上的學生或家長同意活動有助他們建立不同的品
格強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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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部分低年級學生認為早會、級週會中的正向雙月主題內容較難理解，尤其是理
論性的講解，反而透過動畫及影片較容易掌握。另外，因疫情關係，復課後早
會和級周會改以校園電視台進行直播，故負責主持活動的老師未能與學生進行
交流、討論，欠缺互動性，而學生分享的時間也相對較少。
 由於宣傳不足，部分學生不太了解「品格之星」選舉的目的及意義。另因停課
關係，本年度只進行了兩期「品格之星」選舉（公平公正、愛與被愛的能力），
未能完成「創造力/好奇心」的「品格之星」選舉。
 在「我家 SUPER KIDS」計劃中，部分學生訂立太多目標，以致難以實行。而在
「義」
「拾」行動計劃中，部分學生反思的部分欠具體、清晰，未有因應所訂
立的目標而寫下需要改善的地方。
 「成長的天空」計劃受疫情影響，小四成長的天空活動未能如期進行，機構嘗
試以視像形式進行小組活動取代原來活動，建議導師與學生在疫情期間保持溝
通，以建立良好關係，提升學生的抗逆力及情緒管理技巧。
 在「義人行」服務學習小組中，組員們的能力、主動性有差異，當持不同意見，
容易出現爭執，亦會出現分工不均，需工作員作出協調。
 領袖生歷奇日營中，由於負責活動的工作員有交接期，以致與營地導師未能有
效溝通。
 朋輩調解大使課程所學的內容較難，需要較多的機會練習才能掌握應用調解五
步曲的技巧。受疫情影響，朋輩調解員只能安排有限度的服務。
 在「挑戰無極限」的歷奇活動期間，少部份學生表現緊張及慢熱，需要頗長時
間與同學建立互信關係，須導師鼓勵才能開始活動。
 親子敬師短片需要招募家長拍攝，反應一般，需要更多的宣傳。
 「葵信小精兵」獎勵計劃需要老師每堂為達標的學生蓋印，但由於課堂時間緊
迫，部份老師未能及時為學生蓋印，影響計劃的效果。此外，受疫情的影響，
避免人流聚集，故取消以攤位遊戲形式作獎勵，沿用過往頒發獎品之形式。
回饋及跟進：
 建議下年度調整級周會中正向雙月主題的內容，按學生程度製作簡報，刪減不
必要的部分，並挑選有趣的故事及影片，以提升學生的興趣。同時增加學生分
享的時間，讓學生有更多發言的機會。
 建議下年度於早會加強宣傳，讓學生了解「品格之星」選舉的目的及意義，並
鼓勵學生盡力發揮個人的品格強項。另外，下學年會補辦「創造力/好奇心」
的「品格之星」選舉。
 建議下年度宣傳「我家 SUPER KIDS」及「義」「拾」行動計劃時，老師可給予
範本或具體例子供學生參考，提示學生需要注意的事項，讓學生容易掌握及實
踐。
 建議遇有停課，
「成長的天空」可嘗試以視像會議替代小組形式進行；以半日
活動代替宿營活動，讓學生在較安全的情況下繼續體驗不同的服務學習。
 「義人行」服務小組可加入團隊活動，有助學生學習如何與組員合作及相處，
令他們在籌備活動中更有默契。另外，透過日常學習的知識，籌劃及優化義工
服務的內容，讓學生能學以致用，在日常生活中時刻謹記幫助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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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風紀訓練日營開始前進行一節破冰活動，讓參與學生互相認識，建立互信
關係，使歷奇活動的流程得以流暢地舉行。另外，工作員與營地導師宜緊密溝
通，以提供適切的活動予學生。
 朋輩調解大使課程可增加角色扮演或練習的環節，好讓朋輩調解員熟悉有關技
巧，有助他們學以致用。
 建議在「挑戰無極限」活動前先向學生簡介低結構活動須知，提升安全意識。
 敬師活動可以通告形式邀請親子在家中拍攝感恩片段或製作心意卡，收集佳作
作展示。
 在獎勵計劃方面，宜設定特定的時段讓老師蓋印，定期提示老師。

1.3.3 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建立學生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
1.3.3a.學生事務組
成就︰
 本校持續優化及執行健康校園政策，透過通告、在校門和每個課室張貼健康飲
食和小食海報，營造健康飲食的氛圍，喚起學生對均衡飲食的關注。教師每月
檢查餐單確保符合五穀類、蔬菜和肉類佔飯盒容量的比例符合 3：2：1 的要求，
並填寫午膳營養質素評估表。同時，與家教會合作設立監察小組，安排家長委
員及老師試食，監察食物質素。根據問卷結果顯示家長和老師都滿意午膳的食
物質素和營養。本校確保汽水機內只售賣符合衞生署建議的健康飲品，鼓勵學
生實踐健康飲食的習慣。根據問卷結果顯示，高於 95%的教師和學生都同意學
生能養成健康飲食的習慣，並漸漸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學校能為學生提供健
康午膳，有助學生養成健康飲食的習慣，因此，本年度繼續獲得衞生署頒發「至
『營』學校認證計劃」的認證資格、「健康午膳優質認證」和「健康小食優質
認證」資格，並獲嘉許為「至『營』學校」
，為期三年（2019 年 3 月 26 日至
2022 年 3 月 25 日）
。
 全年一至六年級各舉辦一次以健康為主題的級周會，介紹水果、小食和營養，
以推廣身心健康生活。問卷結果顯示 90%學生和 100%教師表示級周會能提高他
們對健康飲食的關注。
 與宗教組合作，逢星期四早禱時段進行護眼操，舒緩學生眼睛疲勞，學生已養成
定期做護眼操的習慣。根據問卷調查，九成學生同意護眼操有助舒緩眼睛疲勞。
 與體育科合作，於課堂教授護脊操，並於校網上載已錄影之片段，讓學生於停
課和假期中在家練習。問卷結果顯示多於八成五的學生同意護脊操有助提高他
們對脊骨健康的重視。
 與資訊科技組合作，本學年透過 11 次在校園電視台、6 次在 eClass 及校網宣
揚健康生活訊息，如：宣傳護脊操、多吃水果、均衡飲食、認識營養標籤、預
防新型冠狀病毒、洗手歌及如何處理口罩等。問卷結果顯示，超過九成半教師
和學生及 100%的家長同意校園電視台的訊息能提高他們對健康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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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本學年大力推動健康校園，學生的飲食和運動習慣大有改善，惟仍有部分學生
會攜帶不健康的小食回校或疏於運動。
 原定四月為開心果月，因疫情關係改為 22/6-17/7 進行。但鑒於疫情嚴峻，提
早放暑假而取消本年活動。
 原定試後活動安排學生進行脊骨檢查，但因疫情關係未能進行，所以本年度未
能評估護脊操改善學生脊骨健康的成效。
回饋及跟進︰
 繼續進行午膳監察，檢視餐單，提醒飯商注意餐盒營養比例，確保符合衞生署
的規定。
 與校風組加緊合作，提示當值老師加強巡查學生進食小食的情況，並於早會時
多教育學生須吃健康小食。
 下學年繼續舉行「開心果月活動」，鼓勵學生多吃水果。
 繼續與資訊科技組緊密合作，通過校園電視台宣傳各種健康生活訊息，建議題
材可更多元化，例如：運動、護脊及護眼等。
 護眼操效果良好，將繼續每周早上進行。
 繼續與與體育科合作，於課堂教授護脊操，並於長假期時著學生於家中練習。

1.3.3b.體育科
成就：
 本年度體育科安排了不少體育活動讓學生提升運動量，當中包括「Running
Man」、
「護脊操」
、「SportAct 獎勵計劃」及「體育活力廣場」。上學期進行了
「Running Man」8 次，學生表示喜歡，認為晨跑令他們身心健康，上課更精神。
在小息和大息時段進行的「體育活力廣場」
，每個時段約有五十人參與，非常
受學生歡迎。100%學生及老師認為透過這些活動能令學生身心健康。
反思：
 學生們很喜歡小息及大息的「體育活力廣場」時段，但由於球場面積小，所以
輪候時間會較長。
 本年度有部分班別參與 SportAct 計劃但未能達標，因此未能獲得活力校園獎。
回饋及跟進：
 可利用禮堂作韻律活動。
 建議體育老師多鼓勵學生每天運動一小時，讓學生養成每天做運動的習慣。同
時，可清晰提示學生獲獎準則，並定時檢視學生記錄 SportAct 小冊子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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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課程及教學層面
1.4.1 完善成長課及生命教育課程，滲透品格強項元素，認識及發掘學生品格優點。
1.4.1.1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a.透過雙月主題，於四至六年級成長課滲入正向教育主題或元素，設計學習活動，
讓學生從經歷中學習，建立學生的品格強項。
成就：
 本學年四至六年級成長課課題按雙月主題重新編排，於原有教學設計中加入正
向元素，設計學習活動，讓學生從經歷中學習，逐步建立品格強項，根據班主
任的觀察及學生的分享，學生能將品格強項實踐於日常生活之中，表現理想，
成效良好。
 本年度繼續將生命教育單元滲入成長課課題教授，
《生命教育單元(感恩) 》讓
學生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培養學生感恩的心。四年級的《生命教育單元(感
恩) 》，當中的秘密天使經歷活動讓學生學會珍惜友情，懂得感恩；五年級的
《生命教育單元(感恩) 》
，透過當一天的媽媽的經歷活動，讓學生體會家人的
辛勞，向家人表示感恩。六年級的《生命教育單元(感恩) 》
，學生為同學服務，
過程中學生能互相欣賞，作出感恩。
 另外，本學年繼續進行《生命教育單元(具團體精神)》，讓學生透過活動發揮
團隊精神。四年級拋接乒乓球活動，讓學生學會尊重及接納他人；五年級透過
製作紙坦克，學生學會接納不同的意見或處事方式，透過這個活動學生提升了
應變及處理衝突的技巧；六年級則透過情境分享，讓學生分享其應變及處理衝
突的經驗。當學生能夠學會尊重、接納他人及處理衝突，在進行不同的活動或
服務時，同儕可以互相學習及提醒相關技巧，團隊精神定能有所提升。根據班
主任觀察及調查結果顯示，學生能充分發揮團隊精神，成效理想。
 本年度繼續挑選較合適的課題以配合雙月主題。四年級的《衝突處理》、五年
級的《面對逆境》及六年級的《建立友情網》均讓學生分享個人經驗及如何運
用品格強項來幫助處理或面對問題，接近九成學生於問卷調查中表示曾嘗試在
日常生活中應用成長課中所學，成效良好。
 成長課的課題除了認識 24 個品格強項外，同時建立學生正向思維，為學生提
供反思的空間。例如；在四年級的《脾氣處理》中，除學習處理脾氣的方法外，
還讓學生分享運用哪些品格項來幫助處理情緒。在五年級的《面對逆境》中，
學生樂於分享自己曾面對的逆境，同時亦能清楚地向同學表達自己曾運用哪些
品格強項去面對逆境或解決問題。在六年級的《我的理想》一課中，讓學生首
次進行生涯規畫，並分析哪些品格強項有助成就自己的目標，從學生的分享及
班主任的觀察中，均見學生的品格強項能逐漸建立。
 根據教師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全體班主任老師認同成長課的內容有助建立學生
的品格強項。而根據學生問卷調查的顯示，接近九成學生表示能掌握雙月主題
內容，有助建立或發揮自己的品格強項，並曾嘗試在日常生活中應用成長課中
所學，可見以雙月主題編排成長課課題的效果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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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新編成長列車中未必所有課題能配合品格強項元素，本組需為部分內容作出調
整。
 部份課題因停課未能如期進行，相關課題已作記錄，以供下學年參考。
回饋及跟進：
 透過檢視四至六年級各級成長課的課題、各級班主任於下學期檢討會議中的意
見及本學年因停課而未能教授的課題，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下學年將四至六年級
成長課的課題加以調配、增刪及優化，以配合新學年的雙月主題，設計學習活
動，加入師生分享或學生反思，讓學生從經歷中學習，期望能為高年級學生建
立正向思維及品格強項，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
 在學期初的成長課會議中向班主任清晰講解課程特色及重點，並列出滲入品格
強項的教學例子讓班主任作參考。此外，本組將於成長課備課時段與班主任進
行備課，為班主任提供適切的支援及協助，同時繼續以協作教學形式讓新入職
班主任有效掌握成長課的教學技巧。
b.透過生命教育單元，配合經歷學習，體會正向文化。
成就：
 本學年各級進行了至少兩個主題的生命教育課。下學期各級設計關於有希望的
生命教育單元：一年級課題為面對界限；二年級課題是人生滿希望；三年級的
課題是憐憫的心；四年級課題是堅毅樂觀；五年級課題為心靈的滿足；六年級
課題為生之勇氣。透過班級經營老師的活動設計，讓學生培養有希望的正向態
度。根據老師們的檢討及分享顯示，接近 90%老師認為學生能夠掌握主題目標，
效果理想。
反思：
 受停課影響，本學年的生命教育單元設計及運作有所限制。
 本學年備課未能安排一個年級的支援形式進行，情況稍欠理想。
回饋及跟進：
 下學年會使用本年度設計的「有希望」生命教育單元於成長課內進行教學。
 為提升生命教育單元備課質素，有關備課會議分三次進行。第一次會議向全體
老師簡介單元主題及教學元素，以及簡述正向教育元素；第二次及第三次以分
級形式進行，讓本組同事有效地為該級生命教育單元備課提供支援及協助。每
次只安排一級進行備課，讓級營同事與本組成員集中商議課程設計，加入正向
教育元素以及跟進單元進度或預備情況。
 來年度開展新的生命教育單元「正直」，將檢視現有的成長課課題會否有相類
似的主題，從而進行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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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優化科組教學內容，加入品格強項元素，啟導學生正向成長。
1.4.2a.課程組
成就：
 本年度聖經、中文、常識三科均在一至六年級各級選取合適的單元或課題作滲
透式教學。聖經科主要透過聖經人物故事(每學期不少於三次)和生活例子教授
品格強項。中文科配合課題融入合適的品格強項，通過課堂活動或課業滲透正
向思維元素，並連繫生活經驗，鞏固學生的正向思維；常識科則配合課題，設
計合適的活動或情境分析，以培養學生的品格強項。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全體老師及九成以上學生均認同課堂活動能建立學生的正向思維，各科成效詳
見其報告書。
反思：
 下學期因疫情關係停課，課時較緊迫，以及需保持社交距離，因此簡化了部分
課堂的小組活動或以口頭提問取代課業。
回饋及跟進：
 建議來年保留現有單元，並繼續按雙月主題及全年主題，於合適的單元加入正
向思維元素。同時，善用生活事件，配合不同的課業及工作紙，培養學生的品
格強項，以鞏固學生的正向思維。

1.4.2b.宗教組
成就：
 本年度透過「所羅門獎勵計劃」，配合雙月主題，進行品德及生命教育活動，
包括：
「代禱事項及見證分享卡」培養學生的靈修性；
「詩歌點唱」培養同學感
恩的態度；「EASYEASY 好小事」鼓勵學生仁愛的學習和實踐，以建立學生的品
格強項。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100%老師和 94.5%學生同意「所羅門獎勵計
劃」能培養和建立學生的品格強項。經過聖經科老師的鼓勵，大部分學生能用
心參與計劃，成為其他同學的榜樣。
 在聖經科滲入聖經人物故事或生活分享，進行靈修性培養，建立學生心靈健
康。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100%老師和 98.1%學生同意聖經課中的靈修內容，
能建立學生的心靈健康。聖經科任老師表示課題合適，配合生活例子，能有效
教授學生與上帝的關係，學習感恩、交托、包容及代禱等靈修性培養，更於不
同的活動中(如：早禱分享、代禱卡和為你打打氣等)學習在生活中實踐。
 此外，聖經科滲入品格強項/正向元素，例如:小一「博士獻禮物」教導學生要
學習仁愛;小二「亞伯蘭離開家鄉」教導學生要勇敢;小三「寬宏大量的大衛」
教導學生要多寬恕別人;小四「瞎子看見」教導學生學習愛和被愛;小五「彼得
立志」教導學生學習堅毅；小六「永恆的生命」教導學生人生是充滿希望的。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100%老師和 98.6%學生認為聖經課中教授的品格強項
內容能培養學生的正向態度。整體上，各課題能滲入品格強項，以聖經故事和
- 32 -

學生的生活例子作分享，學生容易明白，且大多數學生都表示願意於生活中作
嘗試，加上透過「EASYEASY 好小事」作生活實踐，效果良好。
反思:
 本年度宗教組主任已參與有系統的靜觀課程，盼望下年度能有更多科任老師能參加。
回饋及跟進:
 繼續建議老師盡早為「所羅門獎勵計劃」加印章作鼓勵。另建議調節課程，騰
出空間讓學生作分享，鼓勵學生更投入活動。
 下年度可邀請更多老師嘗試參加靜觀的課程，以適合小學生靜觀的活動進行靈
修，並於早禱深入解釋靈修的意義和體驗，讓學生明白靈修的重要性和對心靈
健康的意義。

1.4.2c.中文科
成就：
 一至六年級各級上下學期各選取最少一個適合的單元作滲透式教學，配合不同
的課堂活動，建立學生的正向思維(愛和被愛的能力、創造力、勇敢等)。科任
教師在專業平台時分享各級的教學內容及檢視相關課業，表示大部分學生能通
過課堂活動或課業明白所滲透的正向思維元素，也能連繫生活經驗及運用所學
的正向思維，已把記錄存檔於共備檔案、科組的分享平台檔案及關注事項表格
中。
 100%科任教師同意課堂活動能建立學生的正向思維；99.8%學生同意課堂活動
有助建立其正向思維。
反思：
 由於正向教育以滲透形式教學，而下學期因疫情關係停課，課時緊迫，部分內
容是口頭提問，未有讓學生完成相關課業。
 各級反思見附表。
回饋及跟進：
 建議來年按學校的發展方向優化現有的單元或在其他單元中加入正向思維元
素，配合適切的課堂活動，把正向思維運用於日常生活中。
 建議運用預習工作紙、課業、隨筆或寫作作為鞏固正向思維學習的工具及佐證。

1.4.2d.常識科
成就：
 一至六年級各級選取適合的單元作滲透式教學，並配合不同的課堂活動，建立
學生的品格強項。科任教師在設計教學內容時，配合課題融入合適的品格強
項，例如教授歷史人物或傑出人物時，可以透過他的事跡反映其勇敢、堅毅的
性格強項；教授戰爭的課題時，可彰顯人類愛與被愛的能力；教授玩具、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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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的課題時，可以引發學生的好奇心，明白發揮創意的重要性等。另外，因
應本年度疫情關係，教授傳染病的課題時，加入「堅毅」的性格強項，反映不
同界別人士同心抗疫，不再只是單純知識的輸入。
 透過課堂教授、老師觀察及課業表現，均反映學生能掌握這些品格強項，例如
學生能說出感謝家人的方法、在課堂上提問感好奇的事情及說出助人的方法和
感受等。
 100%常識科任同意課堂活動能建立學生的品格強項；98%學生同意課堂活動有
助建立其品格強項。
反思：
 老師大多按課文主題而加入正向元素，忽略了就生活事件如新冠肺炎引起的社
會問題，均可作為正向教育的主題內容。
回饋及跟進：
 建議來年度繼續按雙月主題及全年主題於合適的單元加入正向思維元素。
 除了配合不同的課業及工作紙外，老師可善用生活事件來培養學生的品格強項。

1.5 家長層面
1.5.1 讓家長認識正向教育的理念，認同及支持教師的工作。
1.5.1a.校風組
成就：
 本年度，學校致力推動家長教育，上學期共舉辦了兩個與正向教育相關的家長
講座，包括「三大正向元素-提升孩子學習力」正向家長講座（104 人）和「親
子調解講座」
（27 人）
。下學期受著疫情影響下，
「培養孩子的創造力，讓他察覺
自我潛能」正向家長講座分別以三段網上影片形式發放予全校家長:第一段影片
「孩子創造力不可不知的五種類型」
（149 人次）
、第二段影片「用你的眼睛提升
創造力」（64 人次）及第三段影片「提升孩子創造力的兩大關鍵」（44 人次），
合共 280 個家長人次參與講座。此外，學校亦舉辦了三個「快樂學員」親子平
衡小組（初階、進階及高級）
，合共 13 個家庭參與；另有 15 個家庭參與「雨後
放晴」家長小組和 11 個家庭參與家長情緒管理小組。全年參與正向家長教育的
家長約佔全校家長 56%。根據每次的問卷調查得知，90%以上參與家長認同講座
有助他們認識正向心理學的理念和正向管教的方法，能促進親子間的關係，讓
協助子女成長，當中包括了解「正向思考」如何提升孩子的學習力、讓他們學
會親子關係對學習力的影響、管理自己的情緒和提升孩子創造力。至於平衡小
組方面，100%參與家長表示小組有助他們認識正向教育的理念及方法、提升管
教子女技巧和效能，以及促進親子間的聯繫。從小組家長訪談的過程中，欣見
家長能具體地說出一些管教子女方法的改變，並分享與子女相處的情況，對小
組的成效有正面的評價。
反思：
 部分家長講座出席人數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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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的緣故，部分家長講座取消，為方便家長認識正向教育，因此在 eClass App
設正向教育/正向管教的影片資訊，以及在學校網頁不時更新正向教育的資訊
網，讓家長隨時隨地均能了解及重溫正向管教的方法，藉以提升家長對正向教
育的認識。
 為增加家長的參與度，已於上學期透過問卷滲透正向教育元素，邀請家長選出
子女在 24 個品格強項中最突出的三項，然後製作「家人眼中的我」
，張貼在課
室內，不但能讓家長思考子女的性格優點，同時可讓學生得知家人對他們的肯
定，起鼓勵的作用。
回饋及跟進：
 來年度將加強宣傳，繼續推廣正向管教方法，鼓勵家長出席家長學堂的活動，
並定時更新 eClass App 中正向教育的影片及學校網頁有關正向教育的資訊。同
時，可提供教育局及外間機構有關正向教育的免費講座予家長，讓家長能透過
不同的途徑去認識正向教育，促進親子間正面的關係。
 建議來年度如疫情仍未緩和，可嘗試以 ZOOM 形式舉辦家長講座。

1.5.1 讓家長認識正向教育的理念和身心健康的重要。
1.5.1b.學生事務組
成就︰
 原定與家教會合作，全年舉辦約 2 次不同的健康活動，但因疫情關係，只完成
上學期講座。於 26/11/2019 舉行題目為「齊來認識紅黃綠」的講座，共有 22
名家長參加，家長反應正面，所有家長均認為講座能提升他們對子女健康飲食
的關注。
 與資訊科技組合作，透過 eClass 6 次及校網宣揚健康生活訊息，如：宣傳護脊
操、多吃水果、均衡飲食、認識營養標籤、預防新型冠狀病毒、洗手歌和如何
處理口罩等。
反思︰
 現今科技發達，網上資訊豐富，要善用網上資源進行家長教育，讓家長認識身
心健康的重要。但部分家長較少開啓 eClass，以致未能閲讀有關資訊。
回饋及跟進︰
 來年會繼續與家教會緊密合作，舉行更多不同健康主題的家長講座和親子活
動。如疫情持續，建議以其他形式取代。
 建議在家長日中，提醒家長定時開啓 eClass，並繼續透過 eClass 向家長宣揚各
種的健康生活訊息或應用程式，同時加入更廣泛的題材，如：運動、護脊、護
眼等，讓家長認識健康的重要，從而教導子女，以及與子女一起實踐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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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提升學生讀寫語文能力。
2.1 加強教師專業發展。
2.1.1a.課程組
成就：
 本年度英文科參加了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英國語文教育)支援計劃，為三
年級科任老師提供有關教授閱讀策略的專業培訓，並把相關技巧運用於課堂
上。教育局的支援人員與科任老師定期進行備課會議，支援及培訓老師設計課
程及教學策略，並參與以實證為本的共備圈觀課，給予專業的意見，優化教學。
老師能善用社區資源，讓三年級學生參觀區內商場，進行全方位學習，提升學
生學習英文的興趣。根據問卷調查，84%參與計劃的老師認同校本支援計劃有
助他們提升英文科的教學效能，並於七月九日在校內向全體教師分享有關三年
級的教學成果及教師回饋。
 本年度學期初中文科與圖書科合辦閱讀策略工作坊，英文科亦舉辦了擬題技巧
工作坊及教授閱讀策略的工作坊，從中英文科工作坊的問卷調查、觀課、評估
擬卷內容及教案可見，大部分中文科任及英文科任能掌握工作坊的內容，並於
日常教學、共備圈觀課及考績觀課中，提問高階思維問題及使用回饋策略，在
評估擬題(閱讀範疇)中，亦能運用不同層次的提問。
（詳見各科報告書）
反思：
 本年度中文科沒有參與校本支援計劃。
 由於下學期因疫情而停課，故未能了解英文科老師教學策略的進展。
 在評估卷的閱讀範疇中，擬定高層次思維題目時，部分科任教師未能按文本或
閱讀課程架構擬題，題目不太適切。
回饋及跟進：
 建議來年中文科參與外間機構或教育局的校本支援計劃。
 建議來年英文科繼續申請參與校本支援計劃，持續培訓老師。
 在科務會議時，向全體科任教師說明擬卷準則，重申本科的擬題要求，並舉例
說明開放題的內容。
 建議科主席於學期初舉辦工作坊，選取一些優質課堂作為分享例子，亦可以請
教師就着一些教學目標共同設計不同層次的提問，然後互相交流，即時實踐，
加深印象。

2.1.1b.中文科
成就：
 於學期初與圖書館主任合作舉辦閱讀策略工作坊，讓教師了解校本閱讀架構及
各項重點推行的閱讀策略。
 100%參與科任教師認同工作坊有助他們認識校本課程架構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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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至六年級在正規課程中加入閱讀策略教學，結合各單元的教學重點教授。本
年度已完成《一至六年級閱讀策略一覽表》
，供老師參考。
 100%新科任教師認同工作坊有助他們掌握設計不同層次的提問及回饋策略，並
能在評估擬題(閱讀範疇)及課堂運用不同層次的提問。從評估擬題表的數據
中，大部分教師能以 2:6:2(低：中：高)的比例擬定各層次的題目，並把題目
的層次及分數填寫在評估擬題表內。
 教師能在各單元教案中記錄不同層次的提問問題，並標示各題目的提問層次。
 在考績觀課及共備圈觀課中，大部分新老師都能擬定最少三題高層次題目。
反思：
 可優化《一至六年級閱讀策略一覽表》
，配合課程指引中的閱讀策略和縱向的
銜接。
 需檢視各項教學活動能否配合閱讀策略教學。
 在評估卷的閱讀範疇中，擬定高層次思維題目時，部分科任教師未能按文本或
閱讀課程架構擬題，題目過於開放，應以考核語文能力為主。
回饋及跟進：
 來年參加了教育局語文組的支援計劃，協助學校檢視、整理及優化現有的閱讀
策略教學，以小四作開端，往後繼續發展其他年級。
 提示全體科任教師在設計教學流程時，宜加入適當份量的高階思維問題。如有
新入職教師，會繼續舉辦提問技巧工作坊，讓新入職教師了解科組對於提問及
擬題的要求。
 可嘗試邀請校外機構或教育局語文組同工到校舉行相關講座。

2.1.1c.English
Achievements:
 In the academic year of 2019-2020, our school joined the school-based support
services from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Primary) Section of the
Education Bureau. We aimed at developing a new school-based reading
curriculum for P.3. P.3 teachers had regular collaborative planning meetings with
the officer who gave intensive onsite support on designing the curriculum and
pedagogy. She also gave support for P.3 visit and peer observation. The teachers’
questionnaries reflected that 84% of them agreed that the support services could
enhance their pedagogy in reading strategies. The officer provided professional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ir teaching.
 On 5th September, 2019, the English department organized a teachers’ workshop
on setting assessment papers. The workshop was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rrelation of the scope of assessment and the teaching content. Examples of
good assessment papers were show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eachers’
questionnaries, 80% of teachers agreed the workshop provided useful idea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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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 to set assessment papers. Most teachers recognized the scope of assessment
should closely relate to the teaching content.
On 7th January, 2020, the English department invited the EDB officer, Ms Eve
Chan to present a workshop on Taking the Teaching of Reading a Step Further to
all the English teachers. It set off by letting participants distinguish various
reading skills and have group discussio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reading skills
was shown by concrete examples done by the other schools. Henceforth, result
from the questionnaires showed that 88% of teachers agreed the workshop could
enhance their pedagogy in reading lessons. Teachers recognized the ways to teach
the reading skill.

Reflections:
 It was hard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P.3 teacher’s pedagogy in the second
term due to school suspension and early summer break.
 With reference to the assessment papers, 25% of teachers could not set appropriate
questions in the reading papers which matched the teaching content.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of lesson observation, there were few higher order
thinking questions asked in the observed lessons. 50% of teachers could merely
ask a minimum of 3 higher order thinking questions.
Feedback and Follow-up:
 There is a ne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er’s pedagogy in the new
school year.
 Teachers should be reminded to refer to the curriculum framework as well as the
guidelines in the handbook when they are setting the assessment papers.
 In the co-planning meetings, it is important to remind teachers to use the higher
order thinking questions recorded in the co-planning record in their lessons as
usual.

2.2 持續優化校本課程，提升學生讀寫能力。
2.2.1 提升閲讀能力
2.2.1a.課程組
成就：
 本年度透過「跨課程閱讀小組」，優化校本跨課程閱讀策略架構，在一、二、
四、五年級中文、英文及圖書科的課程，加入適合的閱讀策略和技巧，記錄在
教學進度表中，按照架構來教授閱讀策略。大部分中文、英文及圖書科教師均
認同「跨課程閱讀策略架構」能有效幫助學生運用閱讀策略和技巧，同時就着
教師的觀察，大部分學生能掌握相關的閱讀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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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本年度於一、二、四、五年級的超學科推動跨課程閱讀，在有關級別的
學習日誌內加入中英圖書的參考書目，期望學生能應用所學的閱讀策略和技
巧，在活動中運用閱讀、寫作、自學、溝通、創造及明辨思考等能力。（詳見
各科報告書）
反思：
 由於疫情關係，雖已設計超學科活動，但因活動取消而未能實踐。
回饋及跟進：
 下年度宜擬定替代方案，讓學生在疫情或停課下仍能運用有關的閱讀策略和技
巧。

2.2.1b.中文科
成就：
 已成立的「跨課程閱讀小組」，為跨學科設定校本閱讀課程架構，在一、二、
四、五年級教授相關閱讀策略，並設計了相關的工作紙或課業。根據問卷調查
顯示：100%科任教師認同「校本閱讀課程架構」有效幫助學生運用閱讀策略和
技巧。
 科任老師運用工作紙或依課堂觀察所得，一年級在上學期單元二、單元五及下
學期單元七教授了「運用推測閱讀」及「把內容化成圖像」的閱讀策略，學生
透過題目預測課文內容，能從關鍵詞─「生日」聯想文中小朋友慶祝生日的情
況，也能透過圖像化理解課文內容，從木馬圖片聯想快樂的情況；二年級上學
期單元四、單元五及下學期單元十中教授了「圖像化」和「預測」，學生大部
分能在預習中用圖像表達主題，並能按課文內容作預測，再作分享。四年級在
單元一及單元八教授了「搜尋關鍵字詞」及「簡述撮寫」
，學生能找出段中的
關鍵字詞，並完成段意，也能運用關鍵字詞來完成主旨；五年級在上學期單元
一教授了「綜合分析」，學生能透過綜合分析找出自然段和結構段，並以段中
的關鍵字詞來完成段意和主旨。
 由於疫情的關係，超學科活動取消了，所以未能與超學科結合，加入相應的閱
讀策略，但教師仍會把閱讀策略結合在正規課程。如一年級及二年級在復課後
選取其中一個單元，特別教授「圖像化」和「預測」這兩個指定的閱讀策略，
讓學生在課堂中實踐；四年級主要利用課文段落找關鍵詞、找段落，然後把「簡
述撮寫」運用於專題閱讀報告內。五年級由於專注在課程上，以應付呈分試，
故此沒有替代方案，但學生會在專題閱讀報告內運用「綜合分析」能力做相關
的題目。
 100%科任教師同意閱讀活動能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
 檢視 19-20 年度上學期進展性評估及總結性評估閱讀部分成績所得，全校取得
甲級成績比率為 23.5%(進展性評估)及 29.5%(總結性評估)，合格比率為
68.3%(進展性評估)及 75%(總結性評估)，兩者均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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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由於疫情的關係，超學科活動取消了，部分活動採取了替代方案(一、二年級
作單元滲透，完成相關練習；四、五年級在專題閱讀報告中加入相關項目)，
但簡化了形式。
 教師已完成超學科紀錄冊，也設計了相關的課業，但由於未能應用，故不能評
估學生的表現。
回饋及跟進：
 教師已完成超學科紀錄冊，也設計了相關的課業，來年可沿用或按情況優化，
待學生完成後，再作評估。

2.2.1c.English
Achievements:
 By the end of the first term, there was a reading week for P.1, P.2, P.4 and P.5.
Teachers chose two good quality readers and designed a reading week booklet.
Each reading week booklet comprised a self-learning part, vocabulary learning
and the teaching of reading skills. Teachers taught students specific reading skills
according to the framework of reading strategy curriculum established by the
Read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 committee. Based on teachers’ evaluation from the
second panel meeting, the P.1 and P.2 students enjoyed reading the books and
could manage the reading skills. The P.4 and P.5 students were interested in
reading the epic books and books about festivals respectively. The P.4 students
could manage the reading skill on locating specific information.
Reflections:
 P.4 students still struggled a lot in managing the reading skill of main idea while
P.5 students needed teachers’ support to grasp the skill of synthensis. Apart from
this, students were unable to further apply their learnt reading skills and other
generic skills because of the cancellation of RaC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affected
by school suspension. There was a substitute measure to check students’
communicative skill and critical thinking by journal writing. However, the early
summer break in July did not allow teachers to carry out the measure.
Feedback and Follow-up:
 The reading week booklets plus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should be fine tuned so as
to enable students to manage the reading skills. In case of future school
suspension affected by Covid-19, substitute measures should be done earlier. The
addition of a higher order thinking question in the KS2 reading week booklets is
necessary so that students can apply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skill. Students’
reflections have to be completed in their journal writing right after the reading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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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d.圖書科
成就：
 中、英及圖書科已於跨課程小組會議上檢視閱讀策略課程架構，並了解各科的
閱讀策略推行進度，以進一步優化閱讀策略課程架構。從老師在課堂上觀察學
生的回應所見，大部分學生能掌握老師所教授的閱讀策略，並能加以運用。
 圖書科已把閱讀元素加入一、二、四、五年級的超學科專題研習學習日誌內，
並於圖書館設置「專題研習」角，擺放相關圖書讓學生借閱。在課堂上由圖書
科老師介紹專題研習主題圖書，教授搜集和篩選資料的方法。
 本年度與中文科合作舉辦閱讀策略工作坊，讓教師了解校本閱讀架構及各項重
點推行的閱讀策略。根據問卷調查結果，100%中文科任教師認同舉辦閱讀策略
工作坊，能讓教師了解校本閱讀架構及各項重點推行的閱讀策略。
反思：
 由於停課的緣故，本年度未能舉行超學科專題研習周，讓學生實踐所學。
回饋及跟進：
 下年度舉行超學科專題研習前，圖書科老師宜先跟學生重溫上學年所學的閱讀
策略，讓學生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來完成專題報告。

2.2.2 閲讀課程
2.2.2a.課程組
 本年度中文科完善三、四年級的閱讀課程架構及目標，英文科則完善二、五年
級的閱讀課程架構及目標，中英文科老師均同意利用清晰的閱讀課程架構能有
效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根據教師的觀察，學生能掌握教授的閱讀策略，並應
用在閱讀課業及評估卷中。
（詳見中、英文科報告書）
反思：
 因每年學生的程度及學習難點不同，閱讀課程架構及目標需適時修訂。
 中文科部分內容宜與一、二年級的課程銜接。
 部分英文科任擬卷時，未能完全配合閱讀課程架構的重點，設計閱讀評估中的
題目。
回饋及跟進：
 教師宜就着學生的學習情況作檢討，並修訂合適的閱讀課程架構及目標。
 中文科來年將重新整理一、二年級的閱讀課程架構及目標，而英文科則重整
三、六年級的閱讀課程架構及目標，以優化本科的縱向課程。
 英文科宜提示擬卷老師多參考閱讀課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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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b.中文科
成就：
 本年度重整三至四年級校本「閱讀課程架構及目標」，以及優化五至六年級校
本「閱讀課程架構及目標」，並配合寫作教學及其架構，在課堂中實踐。
 在共備會議中，科任教師找出學生在閱讀範疇上的學習難點，商討應對的教學
重點及流程；從日常教學中觀察及檢視課業得知，大部分學生能掌握相關學習
重點。
 100%科任教師同意閱讀課程架構及目標能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令學生能由閱
讀遷移到運作(寫作)。
 檢視 19-20 年度上學期進展性評估及總結性評估閱讀部分成績所得，全校取得
甲級成績比率為 23.5%(進展性評估)及 29.5%(總結性評估)，合格比率為
68.3%(進展性評估)及 75%(總結性評估)，兩者均有提升。
反思：
 因每年學生的程度及學習難點不同，「閱讀課程架構及目標」需適時修訂。
 為完善整體校本「閱讀課程架構及目標」，需重整一至二年級校本「閱讀課程
架構及目標」以作銜接。
 本學年停課時間較長，部分課題有刪減或略教。
回饋及跟進：
 因應 19-20 年度的檢討及共備檔案內容，持續優化「閱讀課程架構及目標」
。
來年將重新整理一、二年級的「閱讀課程架構及目標」。
 由於部分課題有刪減或略教，來年需跟進各級學生未能掌握的閱讀重點。

2.2.2c.English
Achievements:
 The reading curriculum of P.1, P.2, P.4 and P.5 has been refined. 84% of teachers
from these levels agreed that the refined reading curriculum could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on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the first term reading
assessments, the P.1 students performed well in two reading skills namely locating
specific information and pictorial cues. The average passing rate for both skills
was 64%. The P.2 students performed well in the same reading skills as the P.1.
Their average passing rate for locating specific information and pictorial cues
were 60% and 75% respectively. The P.4 and P.5 students performed well in
locating specific information with an average passing rate of 55% and 62%
respectively.
 The school-based read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 programme was implemented in
P.4 and P.5. Students were reading newly purchased guided readers of various text
types. 78% of P.4 and P.5 students agreed that they were more interest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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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English books of different text types and cross-curricular topics. The
matcing of students to their reading levels were unable to finish due to the school
suspension and early summer break. The matching will be done in the new school
term.
Reflections:
 In the academic year of 2019-2020, 75% of reading assessment papers could
match the curriculum framework in which questions of various reading skills were
set in the papers. Some teachers could not set appropriate questions in the reading
assessment papers.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on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the first term reading
assessements, the P.1 students could not perform well in book terminology,
locating specific information on numbers or pronoun reference. The average
passing rate was 58%, 50% and 45% respectively. The P.2 students were weak in
working out the main idea with an average passing rate of 49%. The P.4 students
could not manage the reading skills of main idea and pronoun reference. Their
average passing rate was 49% and 47% respectively. The P.5 students had the
same problem in working out the main idea. They were very weak in the skills of
inference and dictionary skills. Their average passing rate was 46%, 47% and 42%
respectively.
 The school-based read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 programme was not able to
continue in the second term because of social distancing after school resumption.
However, students’ interest in reading English books needs to be sustained
whenever it is available.
Feedback and Follow-up:
 The reading curriculum needs to be refined. Teachers should be reminded the
importance and ways of setting appropriate assessment papers in panel meetings
and co-planning meetings.
 A teachers’ workshop on the strategy of teaching main idea and dictionary skill is
needed. Teachers are encouraged to apply the skills to teach the reading texts in
the course books. KS2 teachers can make good use of guided reading lessons to
teach the reading skills in a small group.
 All KS2 students should have the chance to read guided readers of various text
types and cross-curricular topics in the guided reading lessons. In case of social
distancing, new seating of guided reading groups can be arranged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uided reading lessons. New home readers funded by
PEEGS should be given to students as home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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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提問技巧及策略
2.2.3a.課程組
成就：
 本年度於四至六年級(中文科)、一至六年級(英文科)教授以高層次的提問，四
至六年級學生在中文科的各單元預習內能按教師指定要求自擬高層次思維的
問題，表現不俗。超過九成的四至六年級科任同意自擬問題能培養學生的高階
思維能力；英文科老師均能設計高層次問題，並記錄於共備檔案中。根據老師
問卷顯示，超過八成老師能在課堂中，提問最少三道高階思維問題。
反思：
 大部分學生能自擬中文科的題目，但答題表現較參差。
 英文科老師反映低年級所認識的詞彙有限，較難設計高階思維問題，而部分高
年級班別須老師較多提示，才能回答高階思維的問題。
回饋及跟進：
 來年中文科會於三、四年級教授學生運用六個思維層次，五、六年級學生會重
温該技巧，而在日常課堂中，建議教師需多講解及訓練學生答題技巧。
 英文科老師宜設計與學生生活經驗相關的高階思維問題，讓數位學生作答後才
作出結論。

2.2.3b.中文科
成就：
 教師於九月，在四、五年級教授「六個思維層次」
，六年級重溫高層次的提問，
在開學首三天完成「六個思維層次」工作紙。
 四至六年級學生在各單元的預習內能按教師指定要求自擬高層次思維的問
題，教師按學生的學習階段設定不同的自擬題目要求(四年級把重點放在重整
或伸展；五、六年級則重於重整、評鑑或創意)。
 100%四至六年級科任同意自擬問題能培養學生的高階思維能力；99.2%學生認
同自擬問題能培養他們的高階思維能力。
反思：
 大部分學生能擬定題目，但在答題時表現仍較參差。
 本學年停課時間較長，部分課題均有刪減。
回饋及跟進：
 來年會於三至四年級教授學生運用六個思維層次，而五、六年級學生會重温該
技巧。
 在日常課堂中，教師需多講解或示範如何運用六個思維層次，亦要多練習答題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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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部分課題有刪減，來年需跟進各級學生未能掌握寫作重點。

2.2.3c.English
Achievements:
 All P.1, P.2, P.4 and P.5 teachers could design higher order thinking questions
during the co-planning meetings. Teachers of each level discussed two sets of
higher order thinking questions for teaching language focus and the reading text.
82% of them could ask at least three higher order thinking questions in each
reading lesson.
Reflections:
 Teachers reflected that it was hard to design higher order thinking questions for
KS1 students as their vocabulary capacity was limited. The KS2 teachers reflected
that they needed to rephrase the challenging questions so that students could
respond accurately.
Feedback and Follow-up:
 Teachers can design some higher order thinking questions that are applicable to
students’ daily life. These questions are related to students’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offer opportunities for them to explain the reasons. Teachers are advised to
collect responses from several students with one higher order thinking question
before they draw the conclusion or give feedback.

2.2.4 寫作課程
2.2.4a.課程組
成就：
 本年度中文、英文科任已重整校本寫作課程架構及目標(中文科：三至六年級；
英文科：一、二、四、五年級)，從檢視學生的中、英文科隨筆及作文得知，
絕大部分學生的寫作內容能切合題目，並運用單元所教授的寫作技巧。100%中
文科任同意寫作課程架構及目標能有助教授學生寫作方法，84%英文科任認同
優化的寫作課程架構能為教師提供學教評的參考，從而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
另外，超過六成一、四年級學生在英文科寫作評估中能豐富寫作內容和提高運
用生字的能力。
反思：
 中、英文科的寫作課程架構仍須修訂，優化寫作教學的藍本。
 由於疫情關係，下學期教授寫作的時間減少，學生的中、英文寫作練習不足，
影響學生表現。
 部分學生寫作內容較簡單，可多鼓勵學生豐富寫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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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及跟進：
 建議來年中文科重整一、二年級的寫作課程及目標架構;英文科完善三、六年
級的寫作課程架構，並繼續優化中、英文科其他級別的寫作課程。
 建議設計有趣的寫作題材，加入學生的生活體驗活動，有助他們豐富寫作內容。

2.2.4b.中文科
成就：
 本年度透過以讀帶寫，完善三至六年級寫作課程架構及目標。在共備會議中，
教師已重整三、四年級的校本寫作課程架構及目標，及持續優化五、六年級的
校本寫作課程架構及目標，並已存檔。從檢視學生的隨筆及作文得知，絕大部
分學生的寫作內容能切合題目及能運用單元所教授的寫作技巧，在用詞上也有
進步，部分高年級學生能以諺語作感受，感受部分漸見深刻。
 100%中文科任教師同意寫作課程架構及目標有助教授學生寫作，能提升學生的
寫作能力。
 檢視 19-20 年度上學期進展性評估及總結性評估寫作部分成績所得，全校取得
甲級成績比率為 19.6%(進展性評估)及 16.8%(總結性評估)，合格比率為
73.9%(進展性評估)及 68.4%(總結性評估)。
反思：
 因每年學生的程度及學習難點不同，「寫作課程架構及目標」需適時修訂。
 寫作內容宜涵蓋一、二年級的「寫作課程架構及目標」，以作銜接。
 因為 11 月時停課的關係，教授寫作的時間減少，影響個別級別(一、三年級)
的表現，其中對一年級的影響較大。
回饋及跟進：
 因應 1920 年度的檢討及共備檔案，持續優化「寫作課程架構及目標」
。來年將
重新整理一、二年級的「寫作課程架構及目標」。
 來年開課初期，各級需跟進上學年的寫作重點，二年級及四年級需加強複習
19-20 年度時所教授的寫作重點，期望下年度學生的寫作評估成績能有所提
升。

2.2.4c.English
Achievements:
 The writing curriculum of P.1, P.2, P.4 and P.5 has been fine-tuned. 84% of
teachers agreed that the refined writing curriculum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 for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According to the evaluation of P.1, P.2, P.4 and P.5 students’ first term writing
assessment papers, there was a comparison between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the
formative assessment and summative assessment. 85% of P.1 students could write
more ideas in their SA writing than the ones in the FA. 7% of P.2 students wr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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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ideas in the SA writing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FA. 63% of P.4 students
could write more words in their SA than the ones in the FA. 59% of P.5 students
could write more words in their SA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FA. The success
creteria met in P.1 and P.4.
Reflections:
 Some P.2 students did not understand the format and rubric of the SA writing
assessment.
 The P.2 students had a 57% underperformed in their writing assessment while the
P.5 students had 1% lower than the success criterion.
Feedback and Follow-up:
 The writing curriculum needs to be refined. Teachers should be reminded to read
the rubric of any writing task with the students and demonstrate the process of
writing clearly in the lessons.
 More ideas on setting interesting topics and giving feedback on journal writing
can be shared to teachers. Student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write more ideas in
their journal writing and writing tasks. The practice of journal writing should be
continued and proceeded to the other levels.

2.3 透過加強語境及語文活動，提升學生運用語文的能力。
2.3.1a.課程組
成就：
 本年度中文科鼓勵學生閱讀有關中國文化的書籍，部分一至三年級已閱讀有關
書籍，並完成一個閱讀報告。四至六年級學生分別已閱讀《西遊記》
、
《水滸傳》
及《三國演義》。
 本年度英文科繼續於各級課室及樓層內展示不同英境圖咭，例如每天的日期、
天氣及問題咭等，並擴大英文室的閱讀角，增加書架及有趣的圖書，以吸引學
生進行閱讀。此外，英文科於大息舉辦了三次的小型英文日、二年級學生參觀
科學館，以及三年級學生參觀葵盛東商場和在麥當勞餐廳購買食物，超過八成
參與的學生對英語學習感興趣，大部分老師亦同意不同活動能鼓勵學生利用英
語溝通。
 至於普通話科，本年度繼續以「小型普通話日」在早禱時段以普通話廣播，老
師於小息及大息集隊時用普通話宣佈;午膳時間學生用普通話背誦謝飯禱文，
並播放普通話歌曲、唐詩及小故事等。此外，隔周於大息舉行「特別普通話日」
，
進行「普通話小任務」
，內容包括提問、考查語音知識、朗讀古詩或繞口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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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設立「普通話小舞台」，安排各級各班進行不同類型表演。根據問卷調查所
得，全校 100%科任老師認為普通話日活動能提升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自信
心及能力。95.7%學生認為普通話日活動能提升他們學習普通話的興趣、自信
心及能力，成效理想。
 圖書科為學生舉辦了不同的閱讀活動，包括一、二年級的正向書籤設計比賽，

三年級的小書迷小書創作比賽，四年級的立體書籤設計比賽，以及五年級的圖
書創作比賽。從老師觀察所得，學生表現投入、積極，學生的表達能力亦有所
提升。上學期一、二年級透過多智課說故事時間，提升學生的說話理解能力。
反思：

 由於疫情關係，中圖日、歷史及文化活動(包括境外及境內參觀)、英文日及數
普日取消，營造語境以提升運用語文的能力方面稍弱。
回饋及跟進：
 建議中文科繼續鼓勵一至三年級學生借閱有關中國文化的圖書及完成閱讀報
告，而推動中國文化活動宜集中境內參觀。
 建議英文科繼續使用圖卡、舉辦參觀活動及小型英文日，藉以加強學校的語
境，並善用資訊科技，增加學生使用英語的興趣。
 建議普通話科優化「小型普通話日」及「普通話小任務」的活動內容，使學生
更積極參與。
 建議中文科與圖書科來年繼續舉辦「中文暨閱讀活動日」，並制定替代方案，
遇有疫情，仍能讓學生能透過語境的氛圍，有效地學習語文。

2.3.1b.中文科
成就：
 部分一至三年級學生閱讀了最少一本有關中國文化的書籍，並紀錄在閱讀紀錄
冊中及完成一個閱讀報告。四至六年級學生則已閱讀《西遊記》
、
《水滸傳》及
《三國演義》
。四至五年級學生於暑假完成專題閱讀報告，從回收的閲讀報告
中顯示，部分四年級學生能寫出書本的內容撮要，並能評價書中的人物；五年
級學生大致能運用書中的情節表達出「勇敢」的正向思維，也能加入生活反思。
反思：
 由於疫情的關係，中圖日、歷史及文化活動(包括境外及境內參觀)取消。
 由於停課的關係，部分一至三年級學生未能借閱圖書及完成閱讀報告，而六年
級學生則未能完成閱讀報告。
 四年級專題閱讀報告中，因為中圖日取消，所以與音樂科合作的聲響設計比賽
也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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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及跟進：
 來年度繼續鼓勵一至三年級學生借閱圖書及完成閱讀報告。
 來年繼續以不同的語境及語文活動，提升學生運用語文的能力。
 「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一筆過津貼原定於本年度完成，但由於疫情的關係，
撥款會順延一年，故此本年度取消的活動可於來年進行，並可外聘機構舉辦中
國文化及歷史相關活動。來年的參觀活動將專注在境內遊。

2.3.1c.English
Achievements:
 Lots of visual aids were displayed in forms of word walls, theme-based display
boards, ‘Date’, ‘Day’ and ‘Weather’ cards in addition to questions word cards in
the classrooms, English room, at the corridors and playground. 86% of teachers
agreed the visual aids could enrich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at school.
 The reading corner was enlarged with four mats and three shelves. More shaped
books and famous readers were added for students to read. Based on teachers’
observation, the reading corner was favourable to reading.
 All the KS1 students were able to join interactive games during the lunch recess.
They enjoyed playing with the NET since the games were fun and the themes
were related to their recent learning. Each class had the activities once in the first
term.
 The Mini English Day on Tuesdays was held once a month. There were three
times of activity day in the first term. Students listened to short talks, the English
Channel, presented by English teachers in the morning assembly on Tuesday
morning. Speak Up activity in the lunch recess was carried out. The responsible
English Ambassadors encouraged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to read aloud the
words on the word wall or did daily conversation with them.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eachers’ questionnaires, 80% of teachers agreed that the activities on
Mini English Day can encourage students to speak English.
 The annual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 visit was held on 25 th October, 2019.
90% of P.2 students were interested in the activity and 88% of them reflected that
they could learn more English through the activity. The P.3 students visited Kwai
Shing East Shopping Centre and bought food at McDonald’s in November 2019.
96% of them were interested in the activity and 84% of them agreed that they
could learn more English through the visit.
 The English Fun Day was originally planned to take place by the end of the school
term. Substitue measures were designed and interesting videos were produced to
replace the fun day after the school resumption in June.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do the online tasks of Smart ABC at home. Students
had to do ten-day-online tasks in each term. Results from the statistics showe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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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of students and 88% of students completed the tasks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term respectively.
Reflections:
 The school can be utilized as a language-rich learning environment.
 Teachers reflected that students should be exposed to different means of reading
materials.
 KS1 students could not join the lunch recess activities in the second term due to
the school suspension and half-day school after school resumption.
 English Channel in the morning assembly and Speak Up activity in the lunch
recess were unable to carry out due to half-day school after the school resumption
in the second term.
 The P.2 teachers reflected that students did not have enough time to visit the
Science Museum.
 The substitute measures for the English Fun Day were forced to cancelled because
of the early summer break affected by Covid-19.
 KS1 students were not able to complete targeted number of online-tasks in the
first term since they lack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kills.
Feedback and Follow-up:
 Apart from the decorations for the new word walls, some readers can be placed
near the word walls to provide more resources for reading.
 There is a need to establish an e-station in the English room to promote e-reading.
 The KS1 lunch activities will continue next year.
 Eight times of Mini English Day will be planned for the next school term.
 There will be excursion for P.2 and P.3 students in which details of the visit will be
planned by teachers so that students can enjoy the visit and learn English well.
 Suitable guests or performers will be invited to present a show to students.
Interesting games will be designed for students on English Fun Day next year.
 The English department will seek help from the teachers who teach Computer
Studies to familiarize KS1 students with the login procedures.

2.3.1d.圖書科
成就：
 圖書科為學生舉辦了不同的閱讀活動，包括一、二年級的正向書籤設計比賽；
三年級的小書迷小書創作比賽；四年級的立體書籤設計比賽，以及五年級的圖
書創作比賽。從老師觀察所得，學生表現投入、積極，學生的表達能力亦有所
提升。本年度因停課關係，未能與中文科合作舉辦「中文暨閱讀活動日」。
 上學期一、二年級透過多智課說故事時間，提升學生的說話及理解能力，並學
習以不同詞彙用語來表達。根據問卷調查結果，38%及 62%學生分別表示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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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及明白老師和故事姨姨演繹的故事。62%及 38%學生分別表示非常認同及
認同說故事活動能提升其說話及理解能力。由此可見，說故事活動能有助提升
學生的說話理解能力，下學年可繼續保留。
反思：
 本年度因停課關係，未能與中文科合作舉辦「中文暨閱讀活動日」，在營造語
境以提升運用語文的能力方面稍弱。
回饋及跟進：
 下年度將如期舉行「中文暨閱讀活動日」，舉辦多元化活動以營造語境。

2.3.1e.普通話科
成就：
 本年度繼續逢星期四進行「小型普通話日」，於早禱時段跟宗教組合作，學生
能以流利的普通話廣播，負責敬禮、報告、講聖經故事、唱詩歌或背誦主禱文
等；小息、大息時，負責老師用普通話集隊或宣佈；午膳時段，學生用普通話
背誦謝飯禱文，並播放普通話歌曲、唐詩、小故事等。以上活動均能加強語境，
增加全校學生接觸普通話的機會，藉以提升學生聽說普通話的興趣和能力。
 本年度隔周於大息時段進行的「特別普通話日」
，全年安排共 15 次。由「普通
話小領袖」進行「普通話小任務」
，內容包括向學生提問問題、考查語音知識、
朗讀古詩或繞口令等，以提升學生學習普通話興趣和運用普通話的能力，全年
安排共 3 次。另設立「普通話小舞台」
，安排各級各班進行不同類型表演，有
朗讀詩歌、說故事、唱歌、短劇等。本年度共 11 班 93 人進行表演，另 3 班於
復課期間在課室以班本形式進行，共 8 人表演，全年「普通話小舞台」演出總
人數達 101 人。表演學生有充足準備，積極落力，欣賞的學生亦反應熱烈，當
中以低年級學生尤其投入。據老師觀察，學生能於普通話日以普通話交流，並
以流暢的普通話作表演。根據問卷調查所得，全校 100%科任老師認為普通話
日活動能提升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自信心及能力。95.7%學生認為普通話
日活動能提升他們學習普通話的興趣、自信心及能力，成效理想。
反思：
 「特別普通話日」的「普通話小舞台」活動頗受歡迎，惟因新冠肺炎爆發疫情
而停課，活動於下學期暫停，故只能進行上學期安排的次數，參與演出的人數
及次數未能比上年度有所提升(10%)；
「普通話小任務」安排次數較少，且因疫
情停課而未有進行。
回饋及跟進：
 建議優化「特別普通話日」的「普通話小任務」活動內容，增加活動的趣味性，
讓學生能更投入參與。
 建議來年度提前安排「小任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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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透過參加不同類型的比賽，提升學生運用語文的能力。
2.4.1a.課程組
成就：
 本年度中文科、英文科及普通話科安排能力較高的學生進行拔尖訓練，培訓更
多有潛質的學生參加各種活動或比賽，例如校際朗誦比賽、說故事比賽、即席
演説、英語話劇及寫作比賽等。學生在中文科、英文科及普通話科的公開比賽
中，表演優良，屢獲佳績。根據教師觀察，學生在過程中表現積極和自信，在
比賽中能發揮所長，能提升學生運用語文的能力及自信心。
（詳見各科報告書）
反思：
 部分在下學期舉辦的賽事因疫情關係而取消。
回饋及跟進：
 建議舉行校內的比賽活動，讓更多學生參與，增加學生運用語文能力的機會。

2.4.1b.中文科
成就：
 本年度安排中文能力較高的學生參與共六個拔尖項目，分別是：口才訓練班、
粵語說故事、中文散文集誦、中文獨誦、即席演說及創意中文寫作班。參與比
賽的學生人數為 60 人次，學生能認真練習，表現頗佳。(獲獎情況詳見關注事
項教材目錄)。100%帶隊教師同意參加不同類型的比賽，能提升學生運用語文
的能力；100%參與的學生同意參加不同類型的比賽，能提升運用語文的能力。
反思：
 由於疫情的關係，大部分的比賽(特別是下學期)都取消了。
 由於個別學生參加較多的活動，故此訓練團體比賽時，能作整體訓練的時間有限。
回饋及跟進：
 教師可以調節訓練時間，避免學生因要出席其他訓練或活動而影響集體訓練。
 下年度鼓勵科任教師多帶領比賽及增加訓練學生的人數，讓更多學生參與校內
及外間機構舉辦的語文活動及比賽，藉此加強其自信心，並提升語文能力。

2.4.1c.English
Achievements:
 Forty-two P.1 and P.2 students joined Choral Speaking for Primary 1 to 3 Mixed
Voice in the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They gained 82 marks
which deserved a Merit Certificate from the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There were twelve high ability students from P.1 to P.5 who
were trained by seven English teachers to join the solo verse speaking
competitions. 100% of them got merits as their marks ranged from 81 to 87.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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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m came third in the competition. Comments from the adjudicators showed
that their performance was well appreciated.
In the year 2019-2020, twenty-two capable P.3 and P.4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join Speech and Drama Club. They learnt performing skills and rehearsed their
play once a week. 85% of them have improved their language skills. Thirteen P.5
and P.6 students joined Fun and Friends and met regularly on Fridays. The teacher
in charge reflected that 80% of participants had progress in their language skills.
Seventeen P.4 to P.6 students joined the training of English Ambassadors every
Monday after school. They had duty on Mini English Day during the lunch recess.
Reflections from teacher’s questionnaries showed that 80% of participants had
progress in their speaking skills.
The inter-class writing competiton at school was held after school resumption.
72% of teachers agreed the writing competition could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writing.
Eleven elite KS2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join the Creative Writing Workshop.
After learning various writing skills, 80% of them had progress in their writing
skills.

Reflections:
 Eight students were unable to join the solo-verse speaking competition as the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cancelled the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events in November 2019.
 Th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20 was cancelled and members of the
Speech and Drama Club got no chance to improve their language skills in
performing arts.
 Owing to the school suspension and half-day school after school resumption,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could not practise their speaking skills with the cancellation
of Mini English Day activities in the second term.
 Promotion of the inter-class writing competition could not be done after school
resumption. Teachers could only choose students’ work in the first term. Therefore,
the success criterion was not met.
 Seven meetings were cancelled for the Creative Writing Workshop in the second
term. The oraganizations cancelled all writing competitions. Students could not
learn more writing skills or join any inter-school writing competitions.
Feedback and Follow-up:
 Teachers should continue to invite students to join the solo-verse speaking
competitions. More teachers are encouraged to coach the students.
 Teachers will choose capable students to join the Speech and Drama Club and join
th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21 n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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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2 students will be chosen to have training as English Ambassadors and fulfil
their duty on Mini English Day.
A promotion video of inter-class writing competition will be taken and
broadcasted on Campus TV.
Apart from contiuing Creative Writing Workshop, teacher in charge will seek
some inter-school online writing competitions for students to join.

2.4.1d.圖書科
 本年度因疫情停課關係，未能安排學生參加故事演講比賽。
回饋及跟進：
下學年將繼續訓練學生參加故事演講比賽，以提升學生運用語文的能力。

2.4.1e.普通話科
成就：
 本年度繼續安排普通話能力較強的學生進行拔尖培訓，讓他們參加各種普通話
活動或比賽，包括校際朗誦、普通話即席演講、普通話講故事和全港中小學普
通話演講等比賽，參與拔尖活動的人數為 24 人。成績方面，朗誦節比賽獲優
良獎 3 人；全港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獲「金獎」1 名、
「銀獎」1 名及「銅
獎」3 名。本年度培訓「普通話小領袖」共 17 名，為學生提供不少發揮潛能的
機會，訓練他們擔當不同的工作及服務，包括跟宗教組合作主持早禱、主持特
別普通話日、參與即席演講比賽訓練、普通話說故事及教授普通話拼音等。根
據教師觀察，學生在過程中表現積極和自信，能操流利的普通話，咬字清晰。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100%參與拔尖培訓學生認為普通話活動或比賽能提升他們
對普通話的興趣和自信心，同時認為所參與的普通話訓練、活動及比賽均能提
升他們運用普通話的能力。
反思：
 參與普通話活動或比賽的學生態度積極，惟因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即席演講比
賽取消，以及未能持續訓練而沒有參加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同時，在
培訓學生參加港澳地區中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GAPSK)方面，亦因新冠肺炎疫
情而取消，期望來年參與活動或比賽的人數可再提升。
回饋及跟進：
 來年宜增加學生參賽人數，為學生提供更多學習的機會和經歷，提升學生的自
信心和運用普通話的能力。
 建議來年繼續培訓學生參加港澳地區中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GAPSK)，並加強
宣傳，鼓勵家長讓子女參加普通話水平考試。同時繼續撥備資金購買獎品獎勵
獲「A 等」學生，鼓勵學生參加考試，爭取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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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三︰推動 STEM 教育，培養學生科探精神，提升他們解難的能力、創意思維
及學習興趣。
3.1 制定校本 STEM 教育政策及教學策略，更有系統和方向地發掘及培育學生的潛能。
3.1.1，3.1.2 課程組
成就：
 小組共召開 3 次會議，檢討 STEM 教學策略及推行情況。小組成員於各次會議
中均能完整地匯報有關科目推展 STEM 教育的情況及檢討跟進工作進程。100%
參與教師同意在課堂及活動中能落實 STEM 教學策略。
反思：
 基於去年的建議，把 STEM 的第一次會議時間安排在各科科會之後，但各科主
席未有時間共同商議來年發展的方向及實施方法，於科會時難以收集科任意
見，效果未太理想。
回饋及跟進：
 建議第一次會議時間安排於各科科會前，以便各科主席於會議中共同商議，並
先確定 STEM 的發展方向，有助科主席於科會向科任匯報來年 STEM 教育中各項
跨科活動的情況。

3.2 推展全班式 STEM 教育課程，引發學生對科學與科技的興趣，培養學生創造、協
作及解難能力，強化學生的綜合學習和應用能力。
3.2.1a.課程組
成就：
 本年度一至六年級常識科任於備課會議中討論探究活動時能注意「科學過程技
能」的運用，三至六年級常識科任也能於有關探究的教學設計中強調「科學探
究步驟」，從教師的探究課業和探究評估的設計、教師專業平台分享的內容及
課堂的觀察，學生能有系統地運用相關的學習技巧完成各個探究活動，從而解
決活動中的探究問題。老師亦能在設計中加入延伸或應用的部分，加以培養學
生解難及創意思維能力。根據問卷調查，100%常識科任認同在常識科的探究活
動中滲入「科學探究步驟」及「科學過程技能」的學習技巧，能培養學生的探
究及解難能力。
 此外，本年度電腦科發展三至六年級的編程課程，並於課程中加入視藝元素。
從教師觀察學生的學習過程，學生除了對編程感興趣外，亦能培養他們邏輯思
維及解難能力，超過 80%學生能掌握編程的技巧，並能運用視藝科所學有關色
彩運用的知識，應用在電腦科編程作品之中。根據問卷調查，100%電腦科任同
意透過編程教育能訓練和提升學生的邏輯思維及解難能力。100%視藝科任認為
學生的作品富創意，教學活動設計能提升學生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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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復課後上課時間比較短，常識及電腦科均表示部分年級未
能完成教師已設計的課程。同時，由於學生要保持社交距離，未能進行分組活
動，常識科未能與二、五及六年級學生進行探究活動，電腦科未能與六年級學
生進行機械人分組活動，而視藝科未能於三、五及六年級的編程課程加入視藝
元素。
回饋及跟進：
 來年各科需要檢視教學進度，以進行未完成的課程內容。另外，各科將會善用
本年度的優質設計，應用於各年級的課程。

3.2.1b.常識科
成就：
 本學年教師設計科學探究活動時，更注意「科學探究步驟」及「科學過程技能」
的運用，並於探究課業及探究評估上以表列形式列出各級的「科學過程技能」，
而三至六年級則於課業上顯示探究步驟，讓學生明白探究活動所涉及的技能及
步驟。從考績觀課及共備圈觀課中得知，老師善用「科學探究步驟」組織課堂
內容，讓學生能依循這些步驟，循序漸進掌握實驗的過程，並加入延伸或應用
的步驟，培養學生解決問題及創意思維的能力，效果不俗。
 從學生課業表現得知，學生均能掌握「科學探究步驟」及「科學過程技能」的
概念。在探究的過程中，學生表現投入，能與組員互相合作，享受做實驗的過
程。
 100%參與教師認同在常識科的探究活動中滲入「科學探究步驟」及「科學過程
技能」的學習技巧，能培養學生的探究及解難能力。
反思：
 由於下學期停課及因疫情需保持社交距離的影響，各級學生均未完成科學探究
活動。
 如課題合適，建議各級老師以「科學探究步驟」組織課堂內容，令科學實驗活
動更有系統。
回饋及跟進：
 老師已經完成相關 STEM 活動設計，來年可在課堂中運用。
 建議各級在最後的「科學探究步驟」中，均加入延伸或應用的步驟，讓學生加
以發揮，遷移及應用學科知識。
 若仍然受疫情影響，建議下學年老師利用 ZOOM 教導學生在家完成科學探究活
動，並嘗試着學生在鏡頭前展示其學習成果，或以拍攝照片或影片作分享，待
完成活動後再檢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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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c.電腦科
成就：
 本年度原定於三至六年級發展校本編程課程：三年級為 Lightbot(編程遊戲)、
四年級為 ScratchJr (透過應用程式，用編程創作故事)、五年級為 Scratch (利
用編程製作遊戲和動畫)、六年級為 mBot (利用編程操作 mBot 機械人完成任
務)。根據教師觀察，學生對編程感興趣，超過 80%學生能掌握已教授的編程教
育技巧，並能運用課程所學的技巧，完成作品。100%教師同意透過編程教育能
訓練和提升學生的邏輯思維及解難能力。
反思:
 由於疫情關係，六年級的 mBot 因應學生要保持社交距離而未能進行分組活動。
 原定本年度的編程課程會加入視藝元素，三年級︰Beebot(設計尋寶圖)、四年
級︰ScratchJr(設計角色和背景)、五年級︰Scratch (設計角色和背景)、六
年級︰mBot(具主題性的裝飾)，惟下學期復課後的課時有限，只有四年級的作
品能夠加入視藝元素。
回饋及跟進：
 建議未來三至六年級在復課後，安排部分課時 (例如上下學期考試後)教授本
年度未完成的部分內容，以確保學生掌握基礎知識。

3.2.1d.視藝科
成就：
 視藝科於本學年原訂於三至六年級的編程課程中加入視藝元素，例如三年級利
用材料進行小組創作：BEEBOT 機械人冒險之旅藏寶圖；四年度於平板電腦
SCRATCH JR 進行角色和背景的色彩配搭；五年級於電腦 SCRATCH 進行背景設
計及六年級進行小組 MBOT 機械人設計活動，以配合電腦科發展校本編程課程
及機械人應用，最後因停課關係，只完成四年級課題。
 四年級學生於視藝課中先掌握不同的色彩配搭，包括對比色和近似色，利用色
環尋找不同的色彩運用，然後以平版電腦 SCRATCH JR 運用色彩配搭的知識，
轉換角色與背景的色彩，所有科任老師認為學生的作品富創意，教學活動設計
能提升學生的創造力。根據老師分享，學生能積極參與課堂，作品能展示學生
掌握運用色彩的技巧。
反思：
 因停課關係，視藝科需重新編排下學期課程，因課時有限，本學年只有四年級
如期進行編程課程配合活動。
回饋及跟進：
 來年將在二至六年級配合電腦科及常識科的編程課程加入視藝元素並進行創
作活動，以提升學生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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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a.課程組
成就：
 本年度一至六年級常識科任選取一個具探究元素的課題，與數學科任商討合適
的數學概念應用於探究活動中，四至六年級科任加入科技元素，五、六年級更
加入工程元素，讓學生從製作過程中理解及應用相關的科學知識。根據教師觀
察，學生對跨科專題活動感興趣，學習動機強，學生能綜合學習和應用不同學
科知識，提升探究活動的層次，令活動內容更充實，過程中亦能培養學生探究、
解難及協作的能力。
 根據問卷調查，100%常識及數學科任認同加入不同學習元素進行跨科專題活
動，能培養學生探究、解難及協作的能力，並加強學生的綜合學習和應用能力。
100%常識科任認同學生的課業(探究課業及探究評估) 表現反映學生能綜合應
用科學及數學的知識，並提升探究、解難及協作能力。超過 90%學生能綜合應
用科學及數學的知識。
反思：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學生要保持社交距離而未能進行分組活動，二、五及六年
級的學習活動未有完成。
 部分數學科任因不清楚常識科每一級的跨科專題活動數量，以致未有留意部分
探究活動所涉及的數學知識。
回饋及跟進：
 來年常識及數學科將會善用本年度的優質設計應用於各年級的課程。
 建議學期初常識科主席於 STEM 小組會議展示 STEM 教育架構表，讓數學科主席
清楚知道每個年級新增或優化的跨科專題活動數量，以及對應的數學科知識。

3.2.2b.常識科
成就：
 本年度於一至六年級的探究活動加入「數學」元素，而三、四年級加入「科技」
的元素，五、六年級則有「科技」及「工程」的元素，學生進行有關設計及改
良的活動，並認識變項的重要性，令探究的層面更加廣闊，活動效能有所提升。
 透過教師觀察，學生均積極參與活動，例如三年級學生不時到操場觀察捕蚊器
的情況、四年級學生利用 IPAD 拍攝實驗結果等，學生能主動參與不同的工作，
同時體驗不同的學習元素，效果良好。
 100%常識科任認同加入不同學習元素，進行跨科專題活動，能培養學生探究、
解難、協作的能力，並加強學生的綜合學習和應用能力。從學生的課業(探究
課業及探究評估) 表現得知，學生能綜合應用科學及數學的知識，並發揮探
究、解難及協作能力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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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由於下學期停課及受疫情保持社交距離的影響，因此二、五及六年級的學生未
完成新增的 STEM 專題活動。
 由於學生需要改良設計及再進行測試，因此需要的時間更多，再加上延伸及應
用部分的講解，因此整個活動需時更長。
回饋及跟進：
 二年級老師透過 ZOOM 實時教學，講解有關 STEM 活動的內容及過程，讓學生在
家自行完成相關活動。
 建議事前讓學生搜集有關延伸及應用部分的資料，期望可縮短課堂活動的時
間，並藉此機會培養學生主動自律的習慣。
 若仍然受疫情影響，建議下學年老師利用 ZOOM 教導學生在家完成跨科專題活
動，並嘗試着學生在鏡頭前展示其學習成果，或以拍攝照片或影片作分享，待
完成活動後再檢討成效。

3.2.2c.數學科
成就：
 本年度能配合常識科新增的課題，於上學期的一年級及三年級跨科專題活動中
加入合適的數學元素，一年級題目為「複習數數及比較大小」，而三年級學生
學習閱讀量杯，計算滅蚊溶液的容量。其餘級別則配合常識科優化的課題加入
數學元素，二年級學生認識秒，學習操作秒錶；四年級學生重溫容量和秒；五
年級學生重溫長方形及正方形面積；六年級學生學習速率。透過跨科專題活
動，學生明白各學科之間的意義和關係，把探究活動的層次提升，令活動內容
更充實。
 根據學生的課業表現，可見學生能掌握上述的教學目標，能正確計算或正確地
操作計時用具，表現良好。根據老師在課堂上的觀察，學生對跨科專題活動十
分感興趣，學習動機非常強，亦發現跨科專題活動能提升學生的探究、解難、
協作的能力，亦能加強學生的綜合學習和應用能力。
 根據問卷調查，100%參與教師認同加入不同學習元素進行跨科專題活動，能培
養學生探究、解難、協作的能力，並加強學生的綜合學習和應用能力。各班都
超過 90%學生能正確運用數學概念進行探究活動。
反思：
 部分下學期的跨科專題活動因疫情而未能推行。部分數學科任因不清楚有關課
程，而未有列入進度。
回饋及跟進：
 建議於 STEM 會議中，能展示常識科的 STEM 課程架構，讓數學科任清楚知道新
舊課題。
 建議數學科製作相關的表格，讓科任清晰有關 STEM 的整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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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a.課程組
成就：
 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停課關係，本年度學校未能舉行 STEM Day。復課後教師配合
課題，設計了科學實驗小活動，並於一、三年級加入視藝元素，原定先經教師
在課堂簡單講解及示範，然後著學生回家自行完成。透過觀察教師所設計的實
驗小活動，大部分教師充分掌握如何設計具有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的實驗
小活動，並能適時加入視藝元素，加強學生的綜合、應用及創意思維能力。
反思：
 因疫情嚴重而再度停課，教師未有機會在課堂講解及示範科學實驗小活動，以
及派發學生相關活動的物資，故此，各級的科學實驗小活動未能於本學年完成。
回饋及跟進：
 建議於學期初常識科會時，科任檢視各級的課程內容，配合合適的課題加入本
年度已設計的科學實驗小活動，並把相關活動列入進度內。同時，常識科主席
收集各級的進度後，與視藝科主席商量跨科合作的情況，視藝科亦需把相關進
度加入視藝科的進度表內。

3.2.3b.常識科
成就：
 由於疫情關係，未能舉辦 STEM DAY，因此老師配合課題設計科學實驗小活動供
學生在家自行完成。
 老師把設計的科學實驗小活動以「跨科專題設計大綱」羅列出來，包括 STEM
元素(一、三年級加入視藝元素)、科學過程技能及科學探究步驟，有些級別輔
以影片教學，透過簡單實驗活動，以培養學生的好奇心、解難及創作能力，例
如磁石可以製成指南針、飲管可以製成飛機等。
反思：
 由於提前放暑假，老師未能於課堂進行講解，亦未提及分發材料給學生在家中
完成。
回饋及跟進：
 建議來年在合適的課題內加入上述科學實驗小活動，增加學生做實驗的機會。
3.2.3c.數學科
成就/反思:
 因疫情關係取消活動。
回饋及跟進：
 建議下年度繼續 STEM DAY 活動。
 若再停課，建議派發學生每人一份教材套，配合教師 ZOOM 教學，讓學生在家
學習相關的數學元素，然後嘗試在家完成有關科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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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d. 電腦科
成就及反思 :
 由於疫情關係，未能舉辦 STEM DAY，故未有在合適年級加入電腦元素。
回饋及跟進：
 將重新計劃 STEM DAY 活動，在合適的課題中加入編程元素，以培養學生科學
探究、解難及創作能力。

3.2.3e.視藝科
成就：
 由於疫情關係，未能舉辦 STEM DAY，因此老師配合課題設計科學實驗小活動
供學生在家自行完成。
 老師於一、三年級的科學實驗小活動中加入視藝元素，透過簡單實驗及創作活
動，以培養學生的好奇心、解難及建立學生創造能力。
反思：
 STEM DAY 活動因疫情下計劃改以先在學校讓學生輸入有關知識，再讓學生帶
回家完成，惟計劃因疫情突然提早放暑假的關係而未能完成。
回饋及跟進：
 來年將重新計劃 STEM DAY 活動，在合適的課題中加入視藝元素，以建立學生
的創造力。

3.2.4a.課程組
成就：
 STEM 教育小組成員帶領多智課的小小科學家參與學生製作科探節目，內容是有
關雞蛋的實驗及理解當中的科學原理。因新冠疫情關係，原定於午膳時間播
放，改為把影片放在學校網頁，並於復課後其中一個早會時間宣傳。另外，已
請常識科任於課堂讓學生觀看影片。初步了解，觀看學生表示對節目感興趣，
部分學生表示有嘗試於家中做雞蛋的實驗。
 常識科於上學期更新舊翼操場常識角的內容。另外，常識科任已有系統地整理
及保存各級 STEM 活動的教材於常識室內的小房間，以便下年度的教師準備教
材。
 學校已獲批「優質教育基金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計劃名稱為「智慧
校園 STEM 學習計劃」，其中一項計劃是改建 507 室成為 STEM 學習室。
 根據問卷調查，99%學生同意透過不同途徑能增加對 STEM 的認識及提升科學探
究的興趣。100%教師認同透過不同途徑能凝聚「科學探究」的氣氛。
反思：
 上學期常識角更換的次數較少，加上新冠肺炎疫情關係，下學期並沒有作品可
作更新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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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 STEM 的作品未有地方安全及整齊地擺放。
 因疫情停課關係，預先訓練的小小科學家未有機會於大息時間到一、二年級課
室進行小小 STEM 活動。
 視藝科透過聘請外間機構的專業導師舉辦 STOP MOTION 的工作坊，原定希望學
生能利用所學的技巧協助製作 STEM 節目的開始部分。由於新冠疫情，下學期
的工作坊取消，故此未能參與 STEM 節目。
回饋及跟進：
 建議分級定期更新常識角 STEM 的部分，把這個部分列於學期初常識科會的分
工表中。
 建議常識科主席繼續物色舊有的鐵櫃作 STEM 作品櫃，然後著教學助理進行美
化工作。
 建議繼續訓練小小科學家成員成為 STEM 大使，於大息時間到一、二年級課室
進行小小 STEM 活動，於下年度 11 月便開始進行。
 視藝科繼續會聘請外間機構教導學生製作 STEM 節目開始部分的技巧，相關製
成品會應用在來年的 STEM 節目中。
 於來年學期初開始進行 STEM 學習室招標工作，期望於下學期可以開始工程，7
月前能建成 STEM 學習室。

3.2.4b.視藝科
成就及反思：
 視藝科原訂於本學年透過不同途徑的展示，凝聚「科學探究」的氣氛。唯因疫
情取消視藝展，因此本年度未能展示有關 STEM 的學生佳作。此外，原定參與
製作葵信科學家的節目，嘗試利用定格短片的拍攝形式，展示於節目中的片頭
部分，但有關工作坊最後亦因疫情而取消。
回饋及跟進：
 來年將重新計劃滲透 STEM 的教學活動，期望能於視藝展，展示有關的佳作。
而定格短片工作坊亦將順延至下學年舉行。

3.3 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發揮學生多元智能。
3.3.1a.課程組
成就：
 本年度與科學與科技有關的抽離式活動課程有「數學遊戲邏輯挑戰」
、
「小小科
學家」、「常識小百科」、「機械工程師初階課程」、「機械工程師進階課程」，透
過活動，學生能擴闊視野，拓闊對科學有不同層面的認識。根據教師觀察，學
生喜歡進行科學實驗，積極參與活動，亦能與同學合作，發揮團隊合作精神。
透過參與活動能提升學生的探究、解難及邏輯思維能力。100%參與教師同意抽
離式活動課程能夠培育學生的多元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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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由於新冠疫情關係，未有機會讓「小小科學家」成員向一、二年級分享他們的
小小 STEM 活動。
 部分參與「機械工程師初階課程」的學生編程基礎尚待提升。
回饋及跟進：
 建議繼續訓練小小科學家成員成為 STEM 大使，於大息時間到一、二年級課室
進行小小 STEM 活動，於下年度 11 月便開始進行。
 建議於全班式的二、三年級電腦科課程內加入編程課程，讓教師能盡早識別適
合參加抽離式編程活動的學生。

3.3.1b.常識科
成就：
 本年度與科學、科技有關的抽離式活動課程有「小小科學家」和「常識小百科」
，
參與學生共 10 人，均喜愛進行科學實驗，積極參與活動，主動發問，發揮團
隊合作精神。
 老師拍攝了一個科學實驗節目，讓全校同學觀賞，增加學生接觸科學實驗的機
會，對營造「STEM 環境氛圍」有一定的幫助。
 100%參與教師同意抽離式活動課程能夠培育學生的多元智能。
反思：
 由於停課關係，因此小小科學家未能進入課室跟低年級學生進行科學實驗小遊
戲，影響「STEM 環境氛圍」的營造。
回饋及跟進：
 建議下年度提早讓小小科學家入班進行活動，增加學生接觸科學實驗的機會。
3.3.1c.電腦科
成就：
 本年度安排 12 位五至六年級能力較高的學生參加機械工程師進階課程及 12 位
四至五年級能力較高的學生參加機械工程師初階課程。根據教師觀察，學生普
遍能掌握課堂知識，並能將學會的知識運用出來。而多智課的編程課程，18
位三至四年級的學生參與。根據教師觀察，學生對編程活動感興趣，認為能加
強訓練學生的邏輯思維。100%參與教師及學生均同意抽離式活動課程能夠培育
學生的多元智能。
反思:
 由於疫情關係，機械工程師課程只完成上學期部分，下學期的課程均未能進行。
回饋及跟進：
 待疫情完結後，復辦有關課程時，須加強相關的培訓。
 建議來年挑選本年度參與的學生繼續修讀機械工程師，有助精簡及加深部分課
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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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d.活動組
成就:
 本年度繼續推展有關科學與科技的抽離式活動課程(如多元智能課)，包括數學
遊戲邏輯挑戰、小小科學家及編程學習班等，安排約 70 位有潛質的學生進行活
動，課程給予學生多角度的探究機會，提供一些難題，讓他們經過思考、討論
及嘗試等過程完成活動。問卷調查數據顯示，各個課程均超過 80%學生同意課程
能達到預期目標，如增加對科學的興趣、加強分析能力及提升解難技巧等。
反思:
 在多元化的設計下，多智課的課程能加強學生們的推理能力、分析能力及解難
能力，唯部分學生對工程的原理、概念及技巧掌握的滿意程度較低。
回饋及跟進:
 建議負責老師與外間機構在合作上多作溝通，根據檢討問卷中的數據來修訂課
程內容，使學生更易掌握。

3.3.2a.課程組
成就：
 本年度常識科任帶領學生繼續參加「常識百搭」比賽，並獲得入圍資格。
反思：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關係，「常識百搭」比賽順延，而其他有關編程的比賽均取
消或順延。
回饋及跟進：
 來年繼續帶領學生參與校外的比賽。

3.3.2b.常識科
成就：
 五位參加「常識小百科」的學生設計的「壽司點算機」作品入圍第廿三屆「常
識百搭」小學 STEM 探究展覽，可是受疫情影響，比賽順延至下學年舉行。
 100%參與教師同意參加校外比賽能發揮學生的潛能。
反思：
 由於參加的學生均對電腦編程技術不太熟悉，因此需要加強培訓。
回饋及跟進：
 建議下學年加入其他具潛質的學生或請電腦科老師協助處理技術問題，並加強
教師專業培訓。
 可考慮繼續參加符合學生程度的各類型 STEM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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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c.電腦科
成就/反思：
 本年度原定安排學生參加 APRA 及 ROBOFEST 兩項校外機械人比賽，以及安排
學生參與校內的兩項機械人比賽，惟因疫情關係，校內外比賽均取消。
回饋及跟進：
 下學年繼續舉辦及參加校內外機械人比賽。

3.4 讓教師明白 STEM 教育的理念及掌握相關的策略及技巧。
3.4.1.課程組
成就：
 12 月中邀請了教育出版社常識科人員到校，於常識科分享平台時段為常識科任
進行了一次有關 STEM 的工作坊，常識科任表示透過工作坊動手製作一些 STEM
小活動的過程，有助他們設計有關 STEM 的教學活動。100%教師同意相關活動
有助他們認識 STEM 教育。
反思：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未有機會向全體教育分享 STEM 成果。
回饋及跟進：
 來年將邀請童享與資深 STEM 機構伙伴 Blueinno Technology 到校進行全體教
師 STEM 工作坊。
3.4.2.課程組
成就：
 六年級常識科任已完成有關課堂學習研究的教學設計，內容強調「科學探究步
驟」及「科學過程技能」，探究活動也有加入「數學、科技、工程」的元素，
活動能讓學生建立探究及解難能力，通過設計及改良活動，能發揮學生的創意
及應用能力。
反思：
 因新冠疫情關係，下學期大部分機構取消進修課程，很多常識科任未能修讀有
關「STEM」的課程。
 另外，由於疫情關係學生需保持社交距離而未能進行分組活動，六年級的課堂
學習研究未能實踐出來。
回饋及跟進：
 建議來年度常識科任最少外出參與一次有關 STEM 的工作坊或講座，並提醒科
任盡早報名。
 由於學校希望進一步發展編程課程及把視藝科元素滲入 STEM 課程中，建議來
年要求電腦及視藝科任每年最少出外參與一次有關編程或 STEM 的工作坊。
 來年安排兩級高年級科任參與課堂學習研究，更深入了解推行的方法及當中的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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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計劃 (二零一八至二零二一年度)
關注事項

目標

一. 開展正向教育，培育及 1. 學校層面：
發揮學生品格優點，建
立正向校園。

i. 制定校本正向教育的發展方向，建立正向校園。
2. 教師層面：
i. 讓教師掌握正向教育的理念及應用技巧，建立
正向工作環境。
ii. 注重教職員身心健康，加強教師之間的凝聚力。
3. 學校環境氛圍：
i. 透過不同形式的滲透，營造正向環境，體會正
向文化。
ii. 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建立學生的成就感，以
發揮個人的品格強項。
iii. 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建立學生身心健康的生
活方式。
4. 課程及教學層面：
i. 完善成長課課程，滲透品格強項元素，認識及
發掘學生品格優點。
ii. 優化科組教學內容，加入品格強項元素，啟導
學生正向成長。
5. 家長層面：
i. 讓家長認識正向教育的理念和身心健康的重要，
認同及支持教師的工作。

二. 提升學生語文能力

1. 加強教師專業發展。
2. 持續優化校本課程，提升學生閲讀及寫作能力。
3. 透過加強語境及語文活動，提升學生運用語文的能力。
4. 透過參加不同類型的比賽，提升學生運用語文的能力。

三. 推動 STEM 教育，培養
學生科探精神，提升他

1. 制定校本 STEM 教育政策及教學策略，更有系統和方向
地發掘和培育學生潛能。

們解難的能力、創意思 2. 推展全班式 STEM 教育，引發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培養
維及學習興趣。

學生創造、協作及解難能力，強化學生的綜合學習和應
用能力。
3. 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機會，發揮學生的多元智能。
4. 讓教師明白 STEM 教育的理念及掌握相關的策略及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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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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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活動支援津貼運用報告
2019-2020 學年
（一） 財務概況
A

本學年獲發撥款：

$99,750

B

本學年總開支：

$44,821

C

須退還教育局餘款（A - B）：

$54,929

（二） 受惠學生人數及資助金額
學生類別

受惠學生人數

資助金額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68

$6,783.5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全額津貼

210

$27,360

校本評定有經濟需要

121

總計

399

$10,677.5
（上限為全學年津貼金額的 25%）

$44,821
［註：此項應等於（一）B「本學年總開支」］

（三） 活動開支詳情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
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範疇

1.1

活動簡介

開支（$）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本地活動︰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的全方位學習活動，提
升學習效能（例如：實地考察、藝術賞析、參觀企業）

語文
地理
中國歷史
1

受惠學生
1
人次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受惠學生人次指參加每項活動的學生人數，學生參加多於一項活動可重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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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
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範疇

活動簡介

開支（$）

受惠學生
人次1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
跨學科
（ 如 :STEM）
第 1.1 項總開支

1.2

本地活動︰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以豐富五種基要學習經歷（例
如：多元智能活動、體藝文化活動、領袖訓練、服務學習、學會活動、校隊訓練、制服團隊
活動、軍事體驗營）

課外活動

戶外活動日

8,795.5

297

語文

校際朗誦節

2,370

18

宗教

小六教育營

10,860

60

音樂

琵琶班

1,920

3



體藝

綜藝匯演暨嘉年華(表演生)

2,033

107



制服團隊

小女童軍購買制服

1,432

5



制服團隊

升旗隊步操比賽綵排及周年
檢閱禮

1440

18



第 1.2 項總開支
1.3




28,850.5

境外活動︰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境外活動／境外比賽

第 1.3 項總開支
1.4

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購買參與全方位學習活動所必要的基本學習用品及裝備

體藝

小小藝術家(購買顏料及
工具)

宗教
體藝

5,411.5

19

火柴人(購買風褸)

1,400

14

中國舞初級組

2,85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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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
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範疇

活動簡介

開支（$）

受惠學生
人次1

體藝

中國舞高級組

1,200

8

體藝

女子排球隊

2,065

7

體藝

女子籃球隊

3,044

12

第 1.4 項總開支
1.5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15970.5

其他

第 1.5 項總開支
1.6

透過「一次性支援措施」支付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取消學習活動引致的開支

第 1.6 項總開支
總計 44,821.0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馮耀勤、活動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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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附錄：
運用撥款計劃──檢討報告
(1) 教師支援
聘請 5 名教學助理
工作範圍： 1. 製作教具、教材及處理文書等工作。
2. 協助處理恆常的非教學工作(如校車、留校、拍攝、宣傳等)。
3. 與外籍英語老師及英文科老師共同備課，協助英文課堂活動
及閱讀課。
4. 跟進 PLP-R/W 的行政工作。
5. 協助教務組處理有關學生評估的工作。
6. 協助活動主任安排活動組的工作。
7. 協助圖書館老師處理圖書組的工作，包括盤點、資料輸入等。
8. 協助自攜裝置計劃的推行。
成效評估： 1. 教學助理能有效率地協助處理各項文書工作、電子通告、問
卷調查的數據及資料整理、製作教材及展板、盤點及借還圖
書、評估行政安排及成績數據分析等。同時，他們亦能協助
老師處理有關活動行政事宜及學生評估的工作。此外，教學
助理處理代課工作盡責，能完成老師所安排的代課工作。根
據問卷調查，就著工作態度、工作準確性、責任感、工作效
率等表現，老師均給予全部教學助理滿意或非常滿意的評
語。整體上，老師均認同教學助理能協助他們處理非教學的
工作，工作效率高，表現優良。
2. 英文教學助理能協助外籍英語老師及英文科老師處理有關
PLP-R/W 的行政工作，老師亦認同英文教學助理能協助老師
在英文課堂活動、在閱讀課中照學生個別差異及課餘的英語
活動。
建

議： 1. 繼續聘請教學助理協助老師處理恆常的非教學工作。
2. 教務主任繼續定期與教學助理進行小會議，以便跟進及檢視
他們的工作進度。

- 71 -

(2)中國舞初小組及（3）中國舞高小組報告：
計劃目標： 1. 學習中國舞的基本舞步及身體韻律。
2. 培養學生熱愛中國舞蹈藝術。
3. 增強學生的自信心和培養學生的團隊精神。
成效評估：

1. 中國舞初小組共 23 名學生參加中國舞，中國舞高小組共有 11
名學生參加，出席率均為 95%。以口頭方式訪問學生，100%學
生表示非常喜歡中國舞。
2. 據老師觀察，學生能操控身體，學會中國舞的基本舞步及身體
韻律，配合音樂，參與群舞的練習及比賽。過程中，學生認識
中國舞剛柔並濟、虛實相生的中華文化精髓；並能鍛鍊身體、
增強自信心，亦學會同儕合作的重要性，培養團隊和體育精神。
3. 本年度，中國舞初小組參加本校舉辦的「綜藝匯演暨嘉年華」
表演環節，學生傾力演出，嘉賓及觀眾對於學生的表現相當滿
意。惟因疫情緣故，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初級組取消。
4. 中國舞高小組於本年度參加了一項校外舞蹈賽事——第五十
六屆學校舞蹈節比賽(甲等獎) ，以及參與了「綜藝匯演暨嘉
年華表演」。學生在校外比賽及校內表演中表現自信，得到師
生和家長的認同及讚賞。

建

議：

1. 來年可保留本年度訓練時數，讓學生有合適的訓練機會。
2. 可增加學生校內或校外表演及比賽的機會，例如在家長日、畢
業禮或各社區活動進行才藝表演，增加學生的自信心。

(4) 升中面試 C 班：
課程目標：

1. 學生能掌握英語面試的應對技巧。
2. 提升學生在溝通及表達時的信心，能熟練地介紹自己。
3. 學生能掌握面試時的禮儀和態度。

成效評估：

1. 94%學生認為面試班能加深他們認識升中面試的技巧及掌握
面試班時的禮儀及態度。
2. 89%學生認同面試班能提升他們面試的信心，有助其熟練地
介紹自己。

建議：

1. 建議可讓學生學習更多英文詞彙，增強學生說英語的信心。
2. 建議來年可嘗試透過「ZOOM 程式」進行面試班，避免因疫
情或其他事故而取消課堂，影響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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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A. 區本計劃
1. 計劃內容：
本計劃原定為合資格的學生提供 8 組課後功輔班和 38 組課後活動，但由於新
冠肺炎疫情停課，只能舉行 8 組課後功輔班和 15 組課後活動，受惠學生人數
共有 300 人次。課後活動項目包括 8 組有關文化藝術的培養、2 組體育活動、
2 組自信心訓練、1 組學習技巧訓練和 2 組參觀及戶外活動。
2. 成就：
 課後功輔班：根據協辦機構上學期提供的登記紀錄和學生問卷調查結果，平
均有 91%以上的學生能交齊功課，90%以上的學生同意導師能指導他們思考正
確答案、協助完成功課及教授有效學習技巧等，想繼續參加功課輔導班的學
生達 86%。100%家長認為功輔班能減輕他們督促子女的壓力，而家長對功輔班
的整體滿意度達 95%，可見功輔班能培養學生按時和認真完成功課的習慣。
 課後活動：根據協辦機構上學期提供的學生問卷調查，平均有 89%的學生喜歡
參與學校提供的多元化課外活動。當中以輕黏土手工藝、串珠手工藝、小小
科學家、棋藝和氣球紮作創意訓練等較受歡迎，90%以上學生表示喜歡參與，
成效最為顯著。另外，學生積極參加戶外活動，出席率達 100%。根據學生問
卷調查得知，平均 95%以上學生滿意香港海洋公園學院戶外學習日的活動。整
體上，本年度因疫情關係，下學期無法舉辦活動，但上學期能提供不同類型
的課後活動，讓學生增廣見聞，豐富學生對香港的認識。
3. 反思：
 由於參與功課輔導班的學生能力較弱，未能自行完成功課，全賴導師指導，
但是班中學生人數不少，導師未能及時作出指導，確保學生在功課輔導班完
成所有功課，故部分學生未能交齊功課。
 部份外聘導師缺乏課室管理技巧，質素參差，須負責老師協助處理及跟進。
 本年度由於疫情關係，只能安排班主任在 10 月和 12 月期間，每月探訪一次
功課輔導班，增加班主任與導師溝通。大部份班主任在探訪時能把學生須改
善或注意的地方告知導師，部份班主任更會主動反映功課輔導班的情況，以
便作出跟進。100%班主任認為探訪功課輔導班，有助他們了解學生在功課輔
導班的學習情怳，加強與導師的溝通，培養學生按時和認真完成功課的習慣。
4. 回饋及跟進：
 建議協作機構安排功課輔導班的助理在個別較多能力稍遜學生的組別協助指
導功課，減輕小組導師的壓力，以免導師未能及時跟進，作出適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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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協作機構繼續定期培訓課堂秩序管理稍遜的導師，以協助導師提升課堂
秩序管理技巧。同時繼續定期評估導師的質素，如發現導師課堂管理和教學
態度欠佳，須即時作出跟進，如未能改善，須更換導師。
 建議來年繼續安排班主任探訪功課輔導班，增加班主任與導師溝通，培養學
生按時和認真完成功課的習慣。
5. 財務：
在財政方面，本年度獲撥款$389,464，但由於疫情關係，下學期的活動全部
取消，故此全年只用去$146,922.5，盈餘$242,541.5。
(16)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1. 計劃內容：
本計劃為了提升合資格學生的學習效能，擴闊他們在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
幫助他們全人發展及個人成長，原定提供 18 組課外活動，但因新冠肺炎疫情
停課，下學期相關的訓練和參觀活動全部取消，故此只提供 14 組活動，包括
1 組語文訓練、3 組文化藝術、6 組體育活動、2 組自信心訓練及 2 組社交溝
通技巧訓練，受惠人數共 249 人次。
2. 成就：
2.1 水墨畫
在導師的悉心指導下，學生能夠掌握水墨畫的構圖及繪畫方法，運用導師教授
的技巧繪畫出不同主題的水墨畫，例如山水、春天、冬天、動物及花卉等，展
現水墨畫的筆觸及主題。從觀察中發現學生上課的態度十分認真，學習成果良
好。
2.2 跳繩訓練
由專業跳繩教練到校進行培訓，教授學員基本跳繩及花式跳繩技巧，培養學生
對跳繩的興趣。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只能安排學生參加中秋嘉年華及綜藝
匯演表演。根據教師觀察，學生樂於參與跳繩訓練，學習態度認真。
2.3 升中面試班
由「培正教育中心」的專業導師教授。根據學生問卷調查顯示，100% 學生認
為面試班能加深他們認識升中面試的技巧，掌握面試班時的禮儀及態度。91%
學生認同面試班能提升他們面試的信心，有助其熟練地介紹自己。
2.4 創意中文寫作班
由「優才教育中心」的中文導師教授。根據學生問卷調查顯示，100%學生能透
過拔尖培訓活動，提升語文能力。根據導師觀察，大部分學生能夠掌握聯想能
力和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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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升旗隊
由「香港升旗隊總會」的專業導師教授。上學期升旗隊總會舉辦的聖誕賀卡設
計比賽中，5A 班劉暠朗獲得季軍。雖然訓練時間受疫情影響減至一學期，但隊
員對訓練的認同感極高。 根據學生問卷調查顯示，全員同意升旗隊訓練能提
升自己的領導才能和團隊精神，以及能培養關愛他人的生命特質。
2.6 閃避球訓練
由專業閃避球教練到校進行培訓，教授學員掌握閃避球技巧及玩法。經過教練
的培訓，學生各方面的水平均有提升，更在「葉紀南校慶盃閃避球新秀賽」獲
得亞軍。
2.7 乒乓球班
由專業乒乓球教練到校進行培訓，教授學生基本及進階的乒乓球技巧、比賽規
則及戰術。導師在訓練中觀察到學生能掌握基本的發球和攻球技巧，學生在葵
青區小學校際乒乓球邀請賽中表現良好。
2.8 足球訓練班
由專業足球教練到校進行培訓，教授學生基本及進階的足球技巧、比賽規則及
戰術。根據導師觀察，學生表現踴躍，並積極投入訓練，亦遵守教練指示，行
為大致良好。
2.9 男女子田徑訓練
由專業田徑教練到校進行培訓，教授學生基礎的田徑技巧和規則。學生練習時
表現認真，能服從老師及教練的指示，更在學界獲取男子乙組團體冠軍，同時
在女子甲組團體、男子甲組團體和男子丙組團體中獲優異獎項，成績理想。
2.10 獅藝班
由「郭偉康體育總會有限公司」的專業導師到校進行培訓，教授學生醒獅馬步、
獅藝設備及禮儀。學生已能掌握鑼、鈸及鼓的音樂技巧，並在課堂中作整體組
合練習；惟因疫情停課，學生尚未學習基本醒獅技巧。
2.11 鼓藝隊
由「嚨咚藝廊」的專業導師到校進行培訓，透過有系統的音樂訓練，讓學生發
展音樂潛能，認識中國傳統音樂。根據導師觀察，學生在練習過程中學習態度
認真，大多能積極投入地完成不同的曲目和技巧，亦能自信地在學校推廣活動
中表演。
2.12 中文話劇訓練
由專業導師到校培訓，教授學員在舞台上演出的技巧，提升學生自信心。根據
老師觀察，所有學生都能積極參與比賽的綵排，並能初步掌握飾演話劇的基本
技巧，出席率達 95% 。
3. 反思：
 本年度訓練活動因疫情及社會運動而取消了部分課堂，以致訓練不足，影響
學生的學習成效。
 部分學生因忘記活動訓練的日期，或參與其他活動而影響出席率。
 學校運動場地不足，非標準球場影響學生訓練，當外出比賽時需要較多時間
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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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中面試班的導師表示學生英語能力差異較大，部分學生英語能力稍遜，回
答英語問題時稍欠自信。
 本年度中文話劇的組員較多為六年級學生，由於他們要參與增潤課，所以 4
時才參與訓練，而部分學生更於 4 時半乘搭校車，以致訓練時間較短。
 部份活動上課的時間在平日放學後，學生顯得較疲累及稍欠專注。
4. 回饋及跟進：
 建議來年各科組的負責同事繼續在手冊上張貼學生活動訓練的日期，提醍學
生訓練的日期。如學生因事請假，需提前向負責教師交家長信;如因病請假，
須後補醫生證明書，所有家長信必須於學期末交學校存檔。如學生出席率不
足八成，老師必須通知家長及本組組長。下學年，繼續提醒活動負責老師跟
進學生的出席率，並在通告註明如出席不足 80%的學生，會考慮取消報讀課程
的資格。
 建議來年度部份體育活動可以安排在比賽前租用體育館的標準場地，讓學生
訓練，熟悉比賽的場地。
 建議升中面試班教授更多英文詞彙，增強學生說英語的信心。另外，來年度
提早 9 月尾開始進行面試班，如遇停課，改以網上實時教學形式進行。
 建議來年各科組的負責同事繼續在活動開課前，與合作機構的導師溝通，讓
導師了解學生的程度而調節課程，加入多元化活動，以提升學生的專注力，
增強學生學習之互動性和自信心。可於星期六舉辦活動，避免學生因太疲累，
影響學習成效。
 建議負責老師繼續上下學期各三次進行觀課，加強巡視，並簽署作實。如發
現學生違規，應作出提醒，並定期與導師溝通，作出跟進。
 建議明年度繼續安排相同的學生於多智課時段學習水墨畫，並於試後活動期
間安排展覽學生作品的機會。
 建議來年中文話劇調低招收六年級學生的比例，並適當地調配角色，以致有
足夠時間訓練，並繼續參與比賽及在校內表演，以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增
加舞台經驗。
5. 財務：
在財政方面，本年度的撥款津貼為$232,200，積累款項為$323,376.5。本
年度因受疫情影響，下學期的訓練和參觀活動全部取消，故全年只用去
$88,035，盈餘$235,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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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新來港學童適應班
1. 計劃內容：
為了讓新來港學童盡快適應校園生活及提高他們的英文水準，本校與香港聖
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合辦「新來港學童適應班」
，受惠人數共有 8 人。
2. 成就：
 根據協辦機構提供的登記紀錄和學生問卷調查結果，有 97%以上的學生能交齊
功課，100%的學生同意導師能指導他們思考正確答案、協助完成功課及教授
有效學習技巧。另外，100%的學生表示想繼續參加適應班。
 根據家長問卷結果顯示，100%家長認為適應班能減輕他們督促子女的壓力，
家長對適應班的整體滿意高達 100%。
3. 反思：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學期適應班取消，原定 60 節功課輔導和一次戶外參
觀，只完成 24 節。由於輔導不足，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
 個別學生因參與課後活動訓練，因而有時會缺席適應班。
 部份學生英文水平較低，對英文缺乏興趣，因此回應英語問題時稍欠自信，
需導師不斷鼓勵。
4. 回饋及跟進：
 為了提高學生的英文水準，建議本年度尚餘的 36 節功課輔導及一次戶外參觀
活動延至 2020-2021 學年舉行。
 建議繼續提醒導師增加英文默書及評估温習時間，以改善學生的英文科成績。
 本年度適應班的導師十分盡責，建議協作機構盡量邀請該位導師繼續任教。
5. 財務：
在財政方面，8 位新來港學童可獲津貼$38,770，本年的新來港適應班
所有支出費用為$11,760，盈餘$107,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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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學校發展津貼」報告

學校：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學年：2019/20
項目
(一)
教師支援

關注重點

推行時間表
2019 年 9 月至
 減輕教師之工作量，讓他們能 聘用 5 名教學助理協助教
2020 年 8 月
專注於不同學習範疇的課程發 師處理下列工作：
展，從而提升教學效能。

推行計劃

 製作教具、教材及處理
文書等工作。
 協助處理恆常的非教
學工作(如校車、留
校、拍攝、宣傳等)。
 與外籍英語老師及英
文科老師共同備課，協
助英文課堂活動及閱
讀課。
 跟進 PLP-R/W 的行政工
作。
 協助教務組處理有關
學生評估的工作。
 協助活動主任安排活
動組的工作。
 協助圖書館老師處理
圖書組的工作，包括盤
點、資料輸入等。
 協助自攜裝置計劃的
推行。

預算所需資源

實際支出
負責人
5 名教學助理的薪酬為 5 名教學助理的薪酬 教務組組長
$793,327.5（包括僱主 為$751,068.39（包括
僱主 5%強積金供款）
5%強積金供款）

項目

關注重點

推行計劃

推行時間表
預算所需資源
(二)
 學習中國舞的基本舞步及身  聘請校外專業導師到 2019 年 10 月至 $575 x 45 小時
中國舞初小組 體韻律。
=$25,875
校協助發展中國舞蹈。2020 年 6 月
(逢星期一、四) 導師費(1 位)
 培養熱愛中國舞蹈藝術。
 協助訓練學生參加表
共 45 小時
演及校外比賽。

增強學生的自信心和培養學
(三)
2019 年 9 月 至 $600 X 50 小時
生的團隊精神。
中國舞高小組
2020 年 7 月
=$14,400
(逢星期二、五) 導師費(1 位)
共 50 小時
（四）
 學習英語面試的應對技巧及自  聘請校外專業導師到校 2019 年 10 月至
$660 X 15 小時
升中面試班
我介紹。
提供升中英語模擬面試 2020 年 2 月
=$9,900
 學習面試的模式及小組討論的
班，教導學生面試的技
導師費(1 位)
技巧。
巧及給予實習的機會。
 學習面試時的禮儀及態度。

實際支出
$20,412.5
($575 x 35.5 小時)

負責人
陳少玲老師
(初小組)

$14,400
($600 X 35 小時)

司徒珊老師
(高小組)

$7,920
($660 X 12 小時)

謝德群副校

總支出：$793,800.89

19. 姊妹學校交流報告書
2019-2020 學年
內地姊妹學校名稱

(1): 深圳市寶安區文滙學校
(2): 深圳市龍崗區平湖街道輔城坳小學

第一部分：交流活動詳情
項目
編號
1.

交流項目名稱及內容

預期目標

評估結果

反思及跟進

 透過觀課和教學交流，增  內地姊妹學校因應國家政策  觀望新學年，將受全球
新冠疫情的影響，因此
進彼此友誼和加深內地教
及疫情緣故，未能安排到本
 內地教師到本校進行一天的交流活動。
會暫停一年兩地交流活
師對香港教育的認識和促
校進行交流活動，故是次姊
深圳市龍崗區平湖街道輔城坳小學
動，期盼日後可繼續進
進兩地文化的交流。
妹交流活動取消。
日期：3月27日(暫定)
行教學觀摩活動，以促
 人數：10位老師
進兩地的文化交流及教
 內容：
師專業發展。
教師：參觀校園、觀課、教學交流。
內地教師赴港探訪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運用推廣閱讀津貼報告書
2019-2020 學年
第一部分：
成效檢討：
1. 目標檢討：（例如從學生的閱讀態度、借閱圖書情況、參與閱讀活動的投入程度等，檢討「營建閱讀氛圍」能否達成，是否需要調整。）








本年度與各科組合作推廣閱讀，推行「中英文必讀書計劃」、「精靈書叢閱讀獎勵計劃」，並購入不同類型的圖書，當中包括學校關注事項
相關的 STEM 圖書及正向圖書，並就中、英、數、常科所需要購置圖書，以提升學生閱讀課外書籍之興趣和能力。
為配合一、二、四、五年級的超學科專題研習，推動跨課程閱讀，圖書館為學生添置不同主題圖書，於圖書館設置「專題研習」櫃，擺放
相關圖書讓學生借閱。
於學期初與家教會合作，邀請了香港專上教育學院「幼兒市場管理及教育專業文憑」導師黃巧書先生蒞臨本校，舉辦「如何引起孩子閱讀
繪本的興趣？」家長講座，出席家長共 44 人，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分別有 64%及 36%家長表示非常同意及同意是次講座讓他們了解閱讀
對孩子成長的重要性。另外，分別有 55%及 41%家長非常同意及同意是次講座令他們提升協助子女學習的能力。家長對是次講座整體滿
意，亦能讓家長明白閱讀對孩子的重要性。
本年度邀請了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樂聚軒註冊社工舉辦了兩節「親子閱讀 Fun Fun Fun」工作坊，以鼓勵家長與子女建立閱讀習慣。是次工
作坊共 11 位家長出席，根據工作坊問卷調查，分別有 64%及 36%家長表示非常同意及同意是次工作坊讓他們認識朗讀對孩子的重要。另
外，分別有 36%及 64%家長非常同意及同意親子共讀令他們和孩子的關係得到提升。透過舉辦家長講座及工作坊，有助家長了解培養孩
子閱讀習慣的重要性，對「營建閱讀氛圍」起了重要的作用，故來年將繼續舉辦相關家長活動。
本年度上學期學生借書數量為 11,203 本，較上年度上學期 10, 495 本增加了 708 本，整體來說，學生能投入閱讀，借閱圖書情況理想。下
學期因疫情關係，未能開放圖書館予學生借閱圖書。

2. 策略檢討：（例如從學生借閱圖書數量的增減、閱讀活動的接觸層面等，檢討「營建閱讀氛圍」所用策略的成效。）
本年度(以上學期作比較)學生的借閱圖書數量有所提升，普遍學生喜愛和投入閱讀。而「中英文必讀書計劃」
、
「精靈書叢閱讀獎勵計劃」等全
校性活動，有助推動「營建閱讀氛圍」的目標。另外，我們與家教會合作舉辦「如何引起孩子閱讀繪本的興趣？」家長講座及「親子閱讀 Fun
Fun Fun」家長工作坊，從家長層面推廣閱讀，讓家長明白閱讀對孩子的全人成長有莫大的幫助。下學年將繼續優化各項活動以提升學生的閱
讀興趣，營造校園閱讀氛圍。

運用推廣閱讀津貼報告
2019-2020 學年
推廣閱讀的主要目標：推動多元化及跨課程閱讀，營建閱讀氛圍
項目名稱
1.

2.

3.

4.

實際開支 ($)

購置圖書
 實體書
□ 電子書
網上閱讀計劃
□ e 悅讀學校計劃
□ 其他計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閱讀活動
 聘請作家、專業說故事人等進行講座
 僱用外間提供課程機構協助舉辦與推廣閱讀有關的學生學習活動
□ 支付學生參加閱讀活動或比賽的報名費
□ 資助學生參加或報讀與閱讀有關的收費活動或課程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計：
津貼年度結餘：

* 請以  選或以文字說明。

30,966.02

免費
免費

$ 30,966.02
$ 1194.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