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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發展計劃 

 

 

1. 辦學宗旨 

本校以「敬、愛、勤、慎」為校訓，培養學生良好品格，及發揚基督精神。致力推

行「德、智、體、群、美、靈」六育並重的全人教育。提供愉快的學習環境，使學

生能專心學習，讓其在均衡與主動的學習下獲得優異之成績；提供多元化的課外活

動，鼓勵學生積極參與，俾能建立正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念；透過公民教育，培養

學生成為具責任感的良好市民。 

 

2. 辦學目標 

我們願以基督愛心為動力，以人為本的信念，積極進取態度，提供優質教育，啟發

學生潛能，分享整全福音；培育學生成為良好公民，回饋社會，貢獻國家。並肩培

育豐盛生命，攜手見證基督大愛。 

 

3. 校 訓 

敬愛勤慎 

 

4. 教育信念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相信培育下一代是上帝交託給我們的使命，也是回應社會的

實際需要。本會的辦學目的是「透過學校、傳道服務」，以結合事奉上帝、見證主

道，服侍人群、造福社會、貢獻國家的信念去履行教育的神聖任務。又以基督教訓，

有教無類，以人為本的教育原則，提供多元化的教育服務，使不同學習程度的青少

年都能享有平等機會接受優質教育。 

奉行的教育哲學是「全人教育」，肯定教育的真正意義在於生命的造就及人格建立。

除培養青少年有優良品德、高雅情操與豐富學識外，亦致力啟發他們不同的潛能及

興趣，更期望青少年有健康的人生態度，正確的價值觀，及強烈的社會意識；效法

基督，嚮往公義，追求真理，得著豐盛的生命。同意教育是一個不斷演變的過程，

願意各屬校以積極進取的態度，盡力自我提升，追求卓越，尋求革新，致力民主、

開放，為這時代培養出勇於承擔、樂於服務、甘於委身的良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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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項目(一)：正向教育 
 

「全校參與」主要關注事項一: 推動正向教育，建立正向校園文化，讓學生、教師及家長都有健康及正面的生活。 

目標 策略行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單位 

時間表 所需資源 

1.  讓教師建

立正向教

育價值觀  

1.2(方策二) 教師感受到學生、

家長及教會關心、認同及支

持。 

 

  70%教師感受到學生、家長

及教會關心、認同及支持 

 

 觀察 

 教師意見 

訓輔組 下學期 

進行 

家教會 

(人力及財力

資源) 

教會  

(人力資源) 

2.  讓家長建

立正向教

育價值觀  

 

2.1(方策一)家長認識正向教育

的理念。 

2.2(方策二)讓學生向家長表達

感恩之心。 

2.3(方策三)讓家長感受到學校

的重視。 

 

  60%家長認識正向教育的理

念 

  50%家長接受到學生表達感

恩之心 

  50%家長感受到學校的重視 

 

 觀察 

 家長意見 

訓輔組 

中、英、視 

科主任 

 

全年進行 家教會意見 

3.  讓學生建

立正向教

育價值觀  

 

3.1(方策一)認識及發掘學生

的品格優點，以增強自信心。 

3.2(方策二)培養學生感恩的生

活態度。 

3.3(方策三)增強學生的抗疫

能力，面對逆境正面樂觀

積極面對。  

 

  70%學生能增強自信  

  70%學生能向人表達感

恩之心  

  70%學生增強學生的抗

疫能力  

  教師觀察  

  學生問卷  

  科主任紀錄  

訓輔組 

校務處 

中、英、視 

科主任 

 

全年進行 教會  

(人力資源) 

親切機構  

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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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項目(二)：善用評估數據促進學生學習 
 

「全校參與」主要關注事項二：善用評估數據促進學生學習 

目標 策略行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單位 時間表 所需資源 

1. 善用數據分析學生學 

習成效，回饋學與教 

1.1 (方策一) 運用數據處理系

統如「評核質素保證平台

(AQP)」整理評估數據。 

1.4 (方策四) 收集聚焦檢視範

疇內的評估數據，分析學生

學習難點。 

 

 

 60%教師曾整理評估數

據 

 最少三科能根據評估

數分析學生學習難點 

‧會議檢討 

‧數據分析表 

‧教師意見 

課程 

統籌主任 

 

各科主任 

全年進行 評核質素保證

平台(AQP) 

2. 調適教學策略，發展

學生有效的學習策略 

2.1(方策一) 針對學生學習問

題，擬定及施行改善方法。 

2.2(方策二) 就各類型評估得

來的資料，為學生提供適切

回饋。 

2.3(方策三) 培養學生檢視學

習過程及進程的習慣，並讓

學生提出改善學習的方法及

規劃未來的學習方向。 

‧教師能設計改善學生學

習的教學活動 

‧教師能為學生提供有效

的回饋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根

據教師提供的建議及個

人定立的計劃改善學習 

‧檢視學生前測

及後測的成績 

‧檢視學生習作 

‧學生評估成績 

 

課程 

統籌主任 

 

各科主任 

全年進行  

3. 優化教師擬題技巧 3.1(方策一) 舉行教師專業交

流活動，讓教師掌握擬題技

巧。 

‧70%教師曾參與專業交流

活動 

‧教師能掌握擬題技巧，

設計具分析性的題目 

‧會議檢討 

‧評估卷 

課程 

統籌主任 

 

各科主任 

全年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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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組計劃  

1. 中文科 

第一部分 

1. 本組配合全校參與「學校周年計劃」部分 

主要關注事項一 (正向教育): 推動正向教育，建立正向校園文化，讓學生、教師及家長都有健康及正面的生活。 

目標 策略行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單位 時間表 所需資源 

3.讓學生建立正向教

育價值觀  

 認 識 及 發 掘 學 生

的品格優點，以增強

自信心 

 培養學生感恩的生

活態度 

 增 強 學 生 的 抗 逆

能力，面對逆境正

面樂觀積極面對  

3.1感恩故事分享 

 老師在小息集隊時分享

故事，並把故事上載校網

分享。(31/6/2019 前完

成) 

 

80%學生喜歡是項活動 老師觀察 

 

中文科老師 

盧美玉主任 

彭佩茵主任 

全年進行 

 

故事 

3.2給家人感謝信 

 

90%學生參與 老師統計參與率 中文科老師 下學期 

(第 10週) 

信紙 

3.3創作關愛故事 

 三至六年級科任選出優

秀作品交給科主任，各級

不少於三篇作品。 

70%學生參與該活動 老師統計參與率 中文科老師 上學期 

(第 15週) 

作文紙 

 3.4.創作標語(主題︰抗逆) 

 三至六年級科任選出優

秀作品交給科主任，各級

不少於三篇作品。 

70%學生參與該活動 老師統計參與率 中文科老師 下學期 

(第 17週)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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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注事項二：善用評估數據促進學生學習 

目標 策略行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單位 

時間表 所需資源 

1.善用數據分析學生學

習成效，回饋學與教 

1.1根據上學年的評估分析，綜合中文科聽、

說、讀、寫四卷評估數據顯示，學生在

聆聽方面表現稍遜，各級今年會增加練

習次數。 

1.2教導學生聆聽技巧: 

 掌握說話內容的主題； 

 找出關鍵詞； 

 理解講者的立場及言外之意； 

 集中精神； 

 邊聽邊記； 

 留意講者聲調語氣。教導學生運用聆聽

三個主要技巧︰耳到（專心聆聽）、手

到（速記要點）、心到（強記及分析）。 

1.3 利用評核質素保證平台(AQP)分析 

    和整理數據。 

    (三年級學期評估聆聽卷) 

80%學生評估達

標  

上下學期評估  

老師統計合格率 

中文科任 全年 聆聽練習 

試卷 

2.調適教學策略，發展學

生有效的學習策略 

2.1檢視學習活動及課業設計以改善學 

    生學習，設計調適工作紙以照顧不  

    同學習需要的學生。 

2.2 把中文科佳作張貼壁報及上載校 

    網。 

 80%學生學

習表現進步 

 各級展示佳

作 

檢視學生習作 

挑選學生佳作 

中文科任 全年 練習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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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優化教師擬題技巧 3.1各級科任檢視評估成效及分析評估數 

    據，從而改善和提升擬題技巧。 

3.2 參加教師工作坊，以提升擬題技巧。 

教師能設計有效

的評估方法。 

檢視評估方法 中文科任 全年 試卷 

第二部分 

2. 本年度發展目標 

2.1加強學生的寫作興趣及提高學生的寫作能力； 

2.2提升學生理解文章深層意思的能力； 

2.3強化普教中。 

全年活動: 

項目  工作 /策略行動  時間表  負責人  

2.1.1 鼓勵及推薦學生參加校內外作文比賽 全年 中文科任 

2.1.2 學生佳作張貼壁報及上載校網 

全年 

(三至六年級不少於 8

篇) 

中文科任 

2.2.1 三至六年級工作紙以閱讀理解(古詩文)為主要題型 全年 中文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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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一、二年級每周設一節普通話課(9+1)，於初小階段完成普通話拼音教學。 

三至六年級全面推行普教中。 

各級課程重點 

一年級 上學期—聲調、聲母、單韻母 

下學期—複韻母、兒化音 

完成拼音工作紙 

二年級 鞏固聲調、聲母、韻母、兒化音 

其他語音知識 

完成拼音工作紙 
 

全年 中文科任 

2.3.2 中文科閱讀卷內容包括普通話語音知識，分數比率不能超過百分之十。 全年 中文科任 

 

第三部分 

3. 恆常工作部分 

項目  工作 /策略行動  時間表  負責人  

3.1 親子閱讀獎勵計劃 

 一至六年級皆於上學期第 22 周(25/1 前)派發，下學期第 3 周(15/2 前)收回。學生閱書後

需完成工作紙及有家長簽署或家長閱讀心得。教師收集後統計參與人數及工作紙數目，每

班選出五份優秀作品及將得獎名單和文件夾於下學期第 10 周(4/4 前)交予課程主任張貼於

壁報板上及上載校網，供學生及家長欣賞。 

 為鼓勵學生多閱讀，凡閱讀五本中文圖書，均有小禮物獎勵。此外，班中五位完成工作紙

質素佳及數量多的同學會獲得書劵及獎狀。 

 鼓勵學生認真閱讀，在下學期中期評估，親子閱讀佔 10分(中文閱讀卷)。評分方法︰完成

下學期  中文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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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份工作紙可得 6分;質量佔 4分。 

 鼓勵學生與家長一起閱讀及閱讀不同類別的書籍。 

3.2 隨筆 

 三至六年級老師要求學生以兩周一次形式寫作，並抒發情感，藉以加強其寫作及思考能力。 

 內容沒有特定之題目，讓學生發揮創意。 

 教師只略改其錯別字，以免打擊其寫作信心，教師可加適當的回應，有助引發學生的寫作

興趣。 

全年  中文科任  

(三至六年級 ) 

3.3 古詩文欣賞 

 教師在課堂上教導一首詩或一篇古文後，鼓勵學生向教師、同學、家長背誦，背誦超過六

首古詩的學生可獲獎勵印 5個。 

 下學期學期評估後，各級進行古詩文繪畫比賽，並選出三份佳作交給科主任。 

全年  

 

 

下學期 21 週 

中文科任  

3.4 跨科學習(與視藝科合作)---寫畢業典禮邀請卡 

 六年級於下學期的五月份進行。 

 視覺藝術科老師準備所需卡紙及指導繪畫內容。中文科老師負責教導學生完成邀請卡的內

容。 

 作品優秀者交校長用作畢業典禮邀請函封。 

下學期 5 月  中文科任  

3.5 校內書法比賽 上學期第 10 週 

下學期第 18 週 

中文科任  

3.6 早讀課 

 雙周二、三、四上午 8:55-9:10 早讀課時段，學生自備中文書籍回校閱讀。為培養學生的

表達能力，教師亦可安排學生分享閱讀心得。 

 以獎勵印鼓勵學生主動閱讀分享。 

全年  全校老師  

3.7 調適工作紙/校本工作紙  

 調適工作紙: 

 以每學期設計兩份分高低程度之工作紙，並把工作紙放置於伺服器 

  (sharing#2018-2019B.學與教(課程發展)中文調適工作紙) 

全年  中文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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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需要完成分層支援教學模式工作紙，不需要擬訂調適工作紙。 

二年級:需要完成校本工作紙(句括簡單語法、字形結構、語素意識)不需要擬訂調適工作紙。 

三至六年級:來年將會繼續以閱讀理解為中文科調適工作紙之主題，內容以文言文或古詩為主，

擬題可參考中華文化教材。 

 校本工作紙(寫作):(sharing#2018-2019B.學與教(課程發展)中文調適工作紙) 

二年級:校本工作紙(上學期實用文、下學期作文) 

三年級:校本工作紙(上、下學期作文、實用文) 

四年級:校本工作紙(閱讀/寫作範疇) 

3.8 兒童讀經 

 小二朗讀《弟子規》。 

 小四學生朗讀《三字經》。 

 小五同學則朗讀《千字文》。 

全年  中文科任  

(二、四、五

年級 ) 

3.9 合作學習/自主學習 

 自主學習: 一年級:進行資料搜尋。 

              二年級:課前預習或進行資料搜尋。 

              三至六年級:課前預習或進行資料搜尋，要求學生做筆記。 

 合作學習:各級於上課時進行分組討論和活動。 

 

全年  中文科任  

3.10 小組交談 

由二年級下學期開始進行小組交談，各老師指出小組交談重點，並播放不同的示範影片，幫助

學生掌握重點。 

全年  中文科任  

3.11 普通話朗誦節 

 每位中文老師負責訓練 2 位同學參加比賽(三至六年級)。 

 可鼓勵未被選中同學自行參加比賽。 

 負責老師須於 7/9/2018前把報名表交給科組長。 

 

上學期進行  中文科任  

(三至六年級 ) 

3.12 天氣報告 下學期進行  中文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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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六年級學生進行天氣報告，每日由不同學生負責報告天氣。 

負責年級及月份: 

六年級(下學期第 1至 5周)    五年級(下學期第 6至 9周)   

四年級(下學期第 10至 14周)  三年級(下學期第 15至 17周) 

二年級(下學期第 18至 20周)  一年級(下學期第 21至 22周) 

 

3.13 正讀國歌 

十月前，各級中文科任教授同學正讀國歌。 

上學期 9-10 月  中文科任  

 

3.14 中華文化日 

活動日期:24/6/2019 (星期一)            

活動時間:9:45a.m.-11:00a.m. 

活動形式:教師參考「悅讀‧悅寫意」課程、校本課程及結合其他學習材料，為小一至小六學 

         生設計攤位遊戲。 

下學期  

24/6/2019 

中文科任  

 

3.15 校園電視台 

中文科節目:普通話朗誦表演 

表演內容: 學生示範普通話朗誦 

負責老師: 陳文茵老師 

表演時間: 3-5分鐘 

播放次數: 全年 1次 

全年  中文科任  

(四年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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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4.財政預算 

支出項目 支出預算金額 

一般範疇： 

 

 

4.1學校朗誦節 

4.2 硬筆書法比賽報名費   

4.3 學生獎品 

4.4 教學參考資料 

4.5 中華文化日 

 

$1400 

$50 

$300 

$500 

$1000 

總數 $3250 

 

第五部分 

5. 工作小組組員 

組長:蔡丹郁老師 (三、五年級) 

組員:李秋梅老師(一年級)、張慧勤主任(二年級)、陳文茵老師(四年級)、易建恩主任(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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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文科/English 

Part A 

I. School Major Concern 

1. Promoting positive education and constructing positive school culture to nurture students, teachers and parents’ healthy and positive living attitude 

Intended Targets Strategies 
Criteria for 

Success 

Methods of 

Evaluation 

Time 

Scale 
People in Charge  

Required 

Resources 

3.2 To nurture 

students’ grateful 

living attitude 

 P.4 – P.6 students have a writing 

competition with the theme of ‘A Day 

of Gratitude’. 

 NET and English teachers co-plan 

and co-teach the writing lessons 

before the Easter holiday. 

 1 winner will be chosen and 3 prizes 

will be given in each class. 

 Outstanding pieces of writing will be 

uploaded on the school website. 

 

 90% of 

students 

participate 

 Quality of 

students’ 

writing 

 Teachers’ 

observation 

 

 Easter 

holiday  

 EPC  

 NET 

 P.4 – P.6 English 

teachers  

 Lesson 

plans 

 Planning  

page  

 First 

draft 

 Re-write 

paper 

 

2. Effective use of assessment data to facilitate students’ learning 

Intended Targets Strategies 
Criteria for 

Success 

Methods of 

Evaluation 
Time Scale 

People in 

Charge  

Required 

Resources 

1.1 To collate 

assessment 

papers by using 

AQP Platform 

 Use AQP Platform to help teachers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P.3 final 

listening assessment papers in each 

term. 

 Use AQP 

Platform 

 AQP 

Platform 

 

 January & 

June 2019 

 EPC 

 CD 

 AQP 

Platform 

 P.3 listening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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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pers 

1.4 To find out 

students’ learning 

weaknesses by 

using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AQP Platform 

 

 Analyze the assessment data of P.3 final 

listening papers to give feedback to 

teaching. 

 90% of 

teachers 

participate 

  Discussion  January  

& July 

2019 

 EPC 

 CD 

 All 

English 

teachers 

 Assessment 

data  

2.1 To adjust 

teaching 

strategies to cater 

for different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ies 

 

 School-based Graded worksheets are 

designed for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learning abilities. 

 4 worksheets 

a year 

 Teachers’ 

observation 

 Whole 

school 

year 

 All 

English 

teachers 

 Graded 

worksheets 

2.2 To give feedback 

to students from 

various 

assessment 

results 

 Give appropriate suggestions to 

students individually if their assessment 

results are under 40.  

 Frequent feedback will be given to 

students in their writing and homework.  

 

 90% of 

teachers 

participate 

 Teachers’ 

observation 

 Evaluate 

students’ 

assessment 

results 

 Whole 

school 

year 

 All 

English 

teachers 

 Assessment 

papers 

2.3 To cultivate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 of 

 Before starting a new unit in RW and 

textbooks, all P.4 – P.6 students look up 

new words in the dictionary. 

 Teachers teach all students to jot down 

 90% of 

students 

participate 

 Teachers’ 

observation 

 Level of 

students’ 

 Whole 

school 

year 

 All 

English 

teachers 

 RW 

 Textbook 

 Not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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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ng their 

own learning 

process and 

progress 

the key points from each unit in their 

notebooks. 

participation 

 

3.1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teachers in 

designing quality 

assessment papers 

 

 Teachers participate in the workshop.  70% of 

teachers 

participate 

 Teachers are 

able to design 

quality 

assessment 

papers  

 

 Discussion 

 Assessment 

papers 

 Whole 

school 

year 

 All 

English 

teachers 

 CD 

 

 

Part B 

II. English Language Major Concern 

2.1 To build students’ confidence in speaking, listening and collaboration skills in English with their peers 

2.2 To enrich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s through diversified learning activities 

 

Programs Strategies Time Scale People in 

Charge 

2.1.1  Procure professional services from PEEGS to deliver a focused and sustainable drama 

program that integrates into our curriculum with the English teachers to facilitate effective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English. 

 15 Drama workshops will be held for P.4 – P.6 students in the school year 2018-19 and P.1 – 

P.3 students in the school year 2019-20 respectively. 

 Whole school 

year 

 

 EPC  

 NET 

 English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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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ular meetings will be held for review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Drama workshops. 

 Equip teachers with specific drama teaching skills. 

 Transform the classroom into a quasi-real language situation which provides students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their communicative skills in authentic and dynamic situations. 

 Use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s which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 in the workshops. 

 

2.2.1  15 Drama Club lessons and 10 Multimedia Production Workshops from PEEGS will be 

delivered to students to stimulate their enjoy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rts. 

 Advanced students who display a keen interest and enthusiasm can join the Drama Club. 

 Backstage and production skills will be delivered to interested students in the Multimedia 

Production Workshops. 

 One final production for Graduation Day will involve the performance by the students which 

consist of songs, dances, and dialogue that the students have learned during the Drama 

workshops. 

 Regular meetings will be held for reviewing the Drama Club lessons and Multimedia 

Production Workshops. 

 

 Whole school 

year 

 

 EPC  

 NET 

 English  

teachers 

2.2.2  Reorganize the contents and frequency of Dictation. 

 There is a dictation every other week, except in the assessment weeks. 

 

 Whole school 

year 

 EPC  

 English  

teachers 

2.2.3  Students from P.4 – P.6 are encouraged to submit photo stories to SCMP on the world-wide 

net. 

 Develop students’ writing skills with originality, creativity and deadlines.  

 Boost confidence as students’ work is uploaded on English newspaper and prizes are given to 

participants. 

 

 Whole school 

year 

 NET 

 English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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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C 

III. Other Routine Activities 

Programs Strategies Time Scale People in 

Charge 

3.1 E-learning program  The e-learning program ties in with our language focus and textbooks. 

 The contents of the courseware materials can be tailor-made for the 

school to cater for students’ needs. 

 Teacher assigns different activities to P.4-6 students to arous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Whole school year  P.4-6 

English 

teachers 

3.2 iPad-based Reading  

Program 

 P.1 to P.6 need to read two e-books in the whole school year and 

participate in regular reading workshops related to the readers.  

 Reading competitions will be held in each term. 

 Whole school year  All English 

teachers 

3.3 Family Reading Scheme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read books at home.  

 If they complete three reading reports, they will receive a present.  

 The marks of the reading reports will be counted in Assessment 1 

(2nd term) for 5 %. 

 Use a file to collect the paper. 

 CD prepares the content of the file. 

 There are 5 prizes in each class. 

 Teachers need to hand in at least 5 good reading reports for 

Promotion Board in February 2019. 

 Christmas holiday  All English 

teachers  

 CD 

3.4 Extensive Reading 

Scheme 

 The borrowing and returning of books will be done in the library 

lessons. 

 Students will be arranged to read 4 books and complete 4 book 

reports in the whole school year. 

 Reading aloud, shared reading and pair reading will be used in 

 Whole school year  All English 

teachers 

 librarian 



18 
 

class, along with other appropriate strategies, depending on ability 

levels.   

 Prizes will be given in each class in each school year. 

3.5 Phonics Learning 

Program 

 3 Phonics Activities Books are designed for keeping vocabulary 

learned in phonics lessons. 

 P.1 - P.4 have phonics lessons to enhance their reading ability. 

 Whole school year  P.1-4 

English 

teachers  

 NET 

3.6 School-based 

Supplementary Exercise 

Book (SEB) 

 P.1, P.2 & P.3 School-based Supplementary Exercise Books (SEB) will 

be used in this school year. 

 All SEBs will be revised at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Whole school year  P.1-3 

English 

teachers 

 NET 

3.7 Interview Booklet  Provide well-organized interview information for P.6 students. 

 Start in October. 

 Mock interview will be held before Christmas holiday. 

 October – December   P.6 English 

teacher 

3.8 Writing Program  Have 6 writing exercises in the whole school year (3 pieces in the 

first term and 3 pieces in the second term) and keep in a file. 

 Number of words: P.4 (40+), P.5 (50+), P.6 (80+) 

 Develop systematic teaching resources to teach writing skills 

through regular English lessons. 

 Whole school year  P.4-6 

English 

teachers 

 NET 

3.9 Penmanship 

Competition 

 Hold once a term. 

 The winner of each level will receive a prize. 

 Week 20 in the First 

term & Week 18 in 

the Second term 

 All English 

teachers 

3.10 English Corner  Opening hours: lunch time (12:55 – 1:25 pm). 

 There will be games, worksheets and storybooks in three levels.  

 Invite P.5 and P.6 students to assist at the Corner.  

 Whole school year  EPC 

 NET 

 librarian 

3.11 English Activities Day  Each class has three performances, such as songs, poems and plays.  25/6/2019  All English 



19 
 

 Encompass all students’ learning diversity. 

 Encourage parents’ participation and positivity.  

teachers 

 NET 

3.12 SCMP Posties  The school provides a weekly journal for P.5 – P.6 students. 

 Students can read Posties in the morning reading lesson.  

 It aims to foster students’ interest in general/ world knowledge 

through English.  

 It creates and sustains their motivation to read more. 

 October to June 

(nearly every 

Wednesday) 

 P.5-6 

English 

teachers 

 NET 

3.13 Weather Report  P.2-6 Students take turns to change the information on the weather 

board and report the weather at the first recess. 

 P.6 (September), P.5 (October), P.4 (November), P.3 (December) & 

P.2 (January 2019) 

 First term  P.2-6 

English 

teachers 

3.14 Hong Kong Speech 

Festival 

 There are 2 target students in each class from P.3 – P.6.  

 NET records the poems for students to study at home. 

 Students have practice every week before the competition. 

 October-December  P.2-6 

English 

teachers 

 NET 

3.15 English programs on 

Campus TV 

 Students who join in the Hong Kong Speech Festival will be invited 

to perform on Campus TV.  

 Some videos of drama activities from PEEGS. 

 Whole school year  All English 

teachers 

3.16 Buddy Reading 

Program 

 Develop by Cheung Chau Learning Circl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re the tutors in the shared reading 

lessons with P.2 students.  

 P.2 student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proficiency groups. 

 Whole school year 

 Time: Wednesday 

afternoon (2:50 – 

3:35 pm) in the 

library 

 EPC 

 librarian 

3.17 Uploading students’ 

work on the school 

website 

 Display more students’ work in the classrooms and on the school 

website and change them more often. 

 Nurture students’ abilities and create parents’ positivity. 

 Whole school year  All English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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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Workshop for 

teachers 

 1 English workshop will be held by NET for all English teachers.  

 Topic is to be advised. 

 Whole school year 

 

 NET 

 

Part D 

IV. Financial Outcomes 

Expenditure Items Budget 

1. Family Reading Scheme  

2. English Day Activities 

3. English Corner 

4. Hong Kong Speech Festival 

5. Teacher Reference Materials 

 

$ 500 

$ 500 

$ 1000 

$ 1000 

$ 1000 

Total amount $4000 

 

Part E:   

Team Members 

1.  Ms Siu Man Ming (EPC, SET, P.3 & P.6 teacher) 

2.  Ms Lo Mei Yuk (P.1 teacher) 

3.  Ms Cheung Sau Chun (P.2 teacher, P.4 tutorial class teacher) 

4.  Ms Mr Cho Tat Wai (P.4 class teacher) 

5.  Ms Wong Sze Man (P.5 class teacher) 

6.  Ms Yau Shuk Wa (P.3 tutorial class teacher) 

7.  Ms Mo Yen Mui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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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數學科 

第一部分 

1. 本組配合全校參與「學校周年計劃」部分 

主要關注事項一 (正向教育): 推動正向教育，建立正向校園文化，讓學生、教師及家長都有健康及正面的生活。 

目標 策略行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單位 時間表 所需資源 

3.讓學生建立正向教育價

值觀  

‧認識及發掘學生的品格

優點，以增強自信心 

‧培養學生感恩的生活態度 

3.1透過「數學美」壁報，介紹數

學家、張貼學生作品等，讓學

生欣賞數學及同學作品。 

‧每學期更新壁報兩次 

‧70%學生欣賞同學作品 

‧統計 

‧觀察  

數學科任 全年進行  

 
主要關注事項二：善用評估數據促進學生學習 

目標 策略行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單位 時間表 所需資源 

1.善用數據分析學生學

習成效，回饋學與教 

1.1運用數據處理系統如「評核質素保證

平台(AQP)」整理評估數據。 

1.2收集聚焦檢視範疇內的評估數據，分

析學生學習難點。 

 

‧科主任每學期分析其中一

班學生的評估數據 

‧統計 

 

數學科主任 全年進行 「評核質素保

證平台(AQP)」 

2.調適教學策略，發展學

生有效的學習策略 

 

2.1針對學生學習問題，設計補充工作

紙。 

2.2就各類型評估得來的資料，為學生提

供適切回饋，如文字或口頭回饋。 

 

‧教師設計每學期最少兩張

補充工作紙 

‧教師能為學生提供有效的

回饋 

‧統計 

‧觀察 

數學科任 全年進行 工作紙 

3.優化教師擬題技巧 3.1參與教師專業交流活動，讓教師掌握

擬題技巧。 

‧50%數學老師參與專業交

流活動 

‧統計 

‧評估卷 

課程統籌主任 

數學科任 

下學期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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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 本年度發展目標 

2.1 推動電子學習 

全年活動:   

項目 工作/策略行動 時間表 負責人 

2.1.1 於各級課堂試行電子互動教學，上學年小四及小五數學科任在數學科會議中分享電子教學經驗。 全年進行 各級科任 

2.1.2 善用教科書附設之網上學習平台。 全年進行 各級科任 

 

第三部分 

3. 恆常工作部分 

項目 工作/策略行動二 時間表 負責人 

3.1 數學天地 

1. 全年推行 8次。上學期 4 次，下學期 4次。 

2. 題目分高、低程度，可包括數學智力遊戲、趣味數學、數學歷史、妙問妙答等類別，由各數 

   學科老師輪流負責擬題。 

3. 題目將會張貼在壁報板上供學生自由參加。 

4. 每次作答期限約為一至兩星期。 

5. 得獎學生可獲小禮物一份，以作鼓勵。 

全年進行 各級科任 

3.2 數學嘉年華 

1. 分初、高級組進行攤位遊戲。 

下學期舉行 科主任 

3.3 數學急口令 

1. 每級有特定背誦主題，如學生能在指定時間完成，可獲小禮物一份，以作鼓勵。 

下學期舉行 各級科任 

3.4 校外數學比賽 

1. 由高年級老師推薦學生，參加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2. 向學生介紹比賽，學生自行參加。 

全年進行 各級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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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推動學生閱讀自學 

1. 與圖書組合作，選購數學科有關的書籍，讓老師於課堂內能向學生推介與課題相關的圖書， 

   鼓勵學生借閱。 

2. 參與「便利圖書館」計劃，向公共圖書館外借數學書籍，讓學生於早讀課閱讀。 

下學期進行 科主任 

3.6 發展學生自主學習能力 

1.四至六年級學生運用《數學周記》，於課堂上做筆記、課前做預習或資料搜集，並鼓勵學生提 

  問、討論和分享。 

全年進行 四至六年級科

任  

3.7 製作數學節目 

1. 與校園電視台合作，全年拍攝最少一個數學節目。 

下學期進行 科主任 

 

第四部分 

4. 財政預算 

支出項目 支出預算金額 

一般範疇： 

 

 

4.1 教具 

4.2 教材費 

4.3 禮物 

4.4 圖書 

 

$1000 

    $500 

    $1000 

    $1000 

總數 $3500 

 

第五部分 

5. 工作小組組員 

組長:彭佩茵主任(五、六年級)  

組員:張慧勤主任( 一年級)、鄭樂鈴老師(二、四年級)、曹達偉主任(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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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識科 

第一部分 

1. 本組配合全校參與「學校周年計劃」部分 

主要關注事項一 (正向教育): 推動正向教育，建立正向校園文化，讓學生、教師及家長都有健康及正面的生活。 

目標 策略行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單位 時間表 所需資源 

3. 讓學生建立正向教育

價值觀  

 

建立正確的戀愛態度及相

處技巧 

 

讓學生學懂正面解決問題 

 

 

3.1性教育講座 

題目:「友情與愛情」 

 (暫定) 

 

 

70%學生能說出兩性相處的

正確態度(P.5-P.6) 

老師檢視 社工 

明光社 

導師 

科主任 

9/10 

11:00 

- 

12:35 

投影機 

電腦 

麥克風 

3.2正向教育講座 

題目:「網上素養」 

 

80%學生喜歡是項活動 

(P.4-P.6) 

老師觀察 警民關係組 

科主任 

21/9 

13:25 

- 

14:25 

投影機 

電腦 

麥克風 

 

主要關注事項二：善用評估數據促進學生學習 

目標 策略行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單位 時間表 所需資源 

2. 調適教學策略，發展學生有

效的學習策略 

 

培養學生檢視學習過程及進

程的習慣，希望學生能初步

提出改善學習的方法 

2.1時事分享 

培養學生閱讀報紙習慣，加強學

生的時事觸覺，並發展學生的搜

集資料技能及提升自學能力。 

每級最少做 4次 觀察 

檢視學生工作紙 

 

科任老師 全年進行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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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 本年度發展目標 

1. 透過 STEM探究活動，學習觀察、預測、辨識變數等科學過程技能。 

2.培養學生在社會應履行的責任，做一個富責任感的公民。 

  

全年活動: 

項目  工作 /策略行動  時間表  負責人  

2.1.1 

 

運用電子科技協助教學 

透過在課堂上運用 VR、平板電腦、手提電話等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和技能。 

 

全年 

  

 

全體老師  

2.1.2 校園電視台 

透過校園電視台學生能夠運用常識課所學到的科學理論，以實驗的形式，介紹給同學，

藉以提升學生的探究精神。 

 

全年 2次 曹達偉主任  

黃思敏老師  

2.1.3 科學探究日 

讓學生透過 STEM，認識有關科學(S)、科技(T)、 工程(E)、 數學(M)等知識，了解科

技與生活的關係。 

 

全校  

下學期  

全體老師  

2.2.1 水警海港警區與警民關係組合辦：JPC八鄉訓練營 

讓學生透過不同訓練提升學生守法守規及正面積極的態度。 

 

六年級 

2019 年 1月 9日 

班主任  

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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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3. 恆常工作部分 

項目  工作 /策略行動  時間表  負責人  

3.1 本校會繼續採用校本支援計劃內的教材 

該計劃是由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與二至六年級科任老師共同備課，以協助老師於課堂上發

展 STEM教學。 

全年  二至六年級  

科任老師  

3.2 國情教育展覽 

安排在常識課時讓學生參觀展板及完成工作紙 

上學期 

第六週 

科任老師  

課程主任  

3.3 參觀活動 

*與圖書組合辦，安排一年級參觀長洲公共圖書館，讓學生認識社區設施及借書程序。  

*與圖書組合辦，安排四年級參觀大會堂圖書館，讓學生認識社區設施。 

暫定  

十月  

三月  

圖書館主任  

科主任  

 

3.4 常識問答比賽 

透過問答比賽，提高學生對時事及生活常識的認識。 

七月  

十一日  

小一至小五科任老師  

 

3.5 小小科學家 

透過科學小發明，啟發學生運用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等知識，連繫日常生活物品，從而了

解科學與生活的關係。 

上學期  

小二至小四  

逢周三  

黃思敏老師  

 

第四部分 

4. 財政預算 

支出項目 支出預算金額 

一般範疇： 

 

 

訂閱《兒童科學》一年 

STEM教育津貼 

常識科教材($500/級) 

講座 

$240 

    $4820 

    $3000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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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問答比賽獎品 

 

$500 

總數 $10160 
 
第五部分 

5. 工作小組組員 

組長: 李秋梅老師(二年級) 

組員: 陳文茵老師(一年級)、黃思敏老師(三年級)、邱淑華老師(四年級)、彭佩茵主任(五年級)、盧美玉主任(六年級) 

 

 

 

5. 音樂科 

第一部分 

1.本組配合全校參與「學校周年計劃」部分 

主要關注事項一 (正向教育): 推動正向教育，建立正向校園文化，讓學生、教師及家長都有健康及正面的生活。 

目標 配合策略行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單位 時間表 所需資源 

3. 讓學生建立正向教育價

值觀 

 

‧ 培養學生感恩的生活態度 

3.1 與宗教組合作舉辦金曲推介活動。

透個午間廣播向學生介紹 5首以「感

恩」為題的詩歌，並讓學生投票選

出最受歡迎的歌曲。 

80%學生參與投票活

動 

教師統計人數 音樂科主任 

宗教科主任 

 

全年進行 詩歌 

 
主要關注事項二：善用評估數據促進學生學習 

目標 配合策略行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單位 時間表 所需資源 

2. 調適教學策略，發展學生

有效的學習策略 

 

‧ 根據學生學習上的弱點，

2.1 以三、五年級牧童笛課程為切入

點，評估學生在吹奏牧童笛時的難

點，並透過課外練習短曲，協助學

生改善弱點。 

60%學生能吹奏所定

曲目 

80%學生能在課堂進

行自評及互評 

教師觀察 三年級科任 

五年級科任 

全年進行 牧童笛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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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適切的學習策略 

‧ 就各類型評估得來的資

料，為學生提供回饋 

2.2 透過課堂上個人演奏，讓學生進行

自評及互評，藉以為學生提供適切

的回饋。 

 

第二部分 

2.本年度發展目標 

2.1 加強學生對中國音樂及樂器的認識。 

2.2 透過音樂加深學生對基督教的認識及提高校內宗教氣氛。 

全年活動: 

項目  工作 /策略行動  時間表  負責人  

2.1.1 與中文科合作，教授學生正確地頌唱國歌。 9月 中文科任及音樂科任 

2.1.2 選購適當的中國樂器及音樂光碟，於課堂上向學生展示及介紹。 全年 音樂科主任 

2.1.3 定期更新以介紹中國音樂相關資料的音樂科壁報。 全年 音樂科主任 

2.1.4 搜尋與中國音樂及樂器有關的網頁，並向學生作出推介或在課堂上展示。 全年 音樂科任 

2.2.1 收集及挑選適合的詩歌並編入校本課程內。 9月 音樂科任 

2.2.2 與宗教科合作，訓練及帶領三年級學生於教育主日獻唱詩歌。 21/10/2018 音樂科任 

2.2.3 於聖誕節及復活節前教授學生唱或吹奏相關歌曲。 12 月，4月 音樂科任 

 

第三部分 

3. 恆常工作部分 

項目  工作 /策略行動  時間表  負責人  

3.1 安排全校師生參加音樂會，讓學生能親身體會及學習欣賞音樂的文化和禮儀。  12/11/2018 音樂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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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鼓勵學生參加香港學校音樂比賽，讓學生的音樂才華得以彰顯。  2-3 月  音樂科主任 

3.3 提供小提琴訓練，讓學行發展音樂才能。  全年進行  音樂科主任 

校外導師 

3.4 教導三至六年級學生正確吹奏牧童笛的方法，以培養學生在音樂聆聽、演奏及創作

等方面的能力。  

全年進行  音樂科任 

3.5 組織學生領唱校歌。  10 月  音樂科任 

 

第四部分 

4. 財政預算 

支出項目 支出預算金額 

一般範疇： 

 

 

4.1 購買小小美樂頌 

4.2 購置西洋樂器 

4.3 購置牧童笛 

$800 

    $1000 

    $1500 

 

總數 $3300 

 
第五部分 

5. 工作小組組員 

組長:張慧勤主任(一、五、六年級) 

組員:邱淑華老師(二、三、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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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視覺藝術科 

第一部分 

1.本組配合全校參與「學校周年計劃」部分 

主要關注事項一 (正向教育): 推動正向教育，建立正向校園文化，讓學生、教師及家長都有健康及正面的生活。 

目標 配合策略行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單位 時間表 所需資源 

3.讓學生建立正向教育價

值觀 

 

認識及發掘學生的品格

優點，以增強自信心 

 

培養學生感恩的生活態

度  

 

增強學生的抗逆能力，

面對逆境正面樂觀積極

面對  

3.1透過感謝咭設計比賽，讓學生感

謝身邊的人，培養感恩和關愛別人

的情感。 

 

90%學生參與 

 

教師檢視 

 

視藝科老師 

 

上學期 

12-14週 

 

白畫紙 

 

3.2透過「四格漫畫」創作比賽，讓

學生感受美好的人和事，進而學習

積極樂觀的生活態度。 

 

90%學生參與 

 

教師檢視 

 

視藝科老師 

 

下學期 

12-14週 

白畫紙 

 

 

主要關注事項二：善用評估數據促進學生學習 

目標 配合策略行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單位 時間表 所需資源 

2.調適教學策略，發展學生有效的

學習策略 

培養學生檢視學習過程及

進程的習慣，並讓學生提出

改善學習的方法及規劃未

來的學習方向  

2.1 透過學生對本科課業的自評

和互評，讓學生形成互相觀

摩的良好習慣，培養欣賞別

人的態度及提昇學生對藝

術作品的評鑑能力。 

 

90%學生整學年至少

參與一次自評和互

評活動 

 

 教師檢視 

 學生自我評估 

 同儕互評 

視藝科老師 全年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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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 本年度發展目標 

2.1透過不同的學習活動，使學生能抒發情感和表現自我、培養感知能力、發展審美感覺及培養創造力。 

2.2透過閱讀不同的媒介，擴闊學生視野，加強對視覺藝術的感覺。 

全年活動: 

項目  工作 /策略行動  時間表  負責人  

2.1.1 

 

 

2.1.2 

 

 

2.2.1 

各級展板展覽──定期把學生佳作張貼於學校視藝展覽欄內，定時把學生佳作上載校網，肯

定學生的學習態度和學習成效，給予鼓勵。 

 

參與「新渡輪社區藝術村活化計劃」，透過此活動，把學生的好作品帶到社區，增進我們與

社區的聯繫。 

 

參加各種課外視藝比賽(如填色、繪畫等)，擴闊學生視野，提昇學生創作力。 

全年 視藝科老師 

 

第三部分 

3. 恆常工作部分 

項目  工作 /策略行動  時間表  負責人  

3.1 與中文科合作，舉辦「畢業禮邀請卡」設計活動。 

 

五月  六年級視藝科老師 

六年級中文科老師 

3.2 參加『中秋綵燈巡遊文藝會』之『親子花燈紮作比賽』。 六月籌備 , 

九月交作品  

視藝科老師 

3.3 新春利是封/揮春填色比賽(P1-2) 

幼童軍新春掛飾比賽(P3-6) 

時間待定  視藝科老師 

童軍負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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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4. 財政預算 

支出項目 支出預算金額 

一般範疇： 

 

 

4.1 日本粉畫紙 (綠色) 

4.2 日本粉畫紙 (淺粉紅色) 

4.3 日本粉畫紙 (淺藍色) 

4.4 日本粉畫紙 (雜色) 

4.5 日本粉畫紙 (雜色) 

 

$510 

    $510 

    $510 

$255 

$128 

總數 $1913 

 
第五部分 

5. 工作小組組員 

組長: 陳文茵老師 

組員: 易建恩主任、李秋梅老師、鄭樂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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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體育科 

第一部分 

1. 本組配合全校參與「學校周年計劃」部分 

主要關注事項一 (正向教育): 推動正向教育，建立正向校園文化，讓學生、教師及家長都有健康及正面的生活。  

目標 配合策略行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單

位 

時間表 所需資源 

3.1認識及發掘

學生的品格優

點，以增強自信

心 

1. 多元化體育活動，體育堂新增 4堂新興活

動，讓學生能嘗試不同運動，幫助他們認

識及發掘自我，領略到運動的樂趣。 

全年全體同學參與 

 

 

老師進行檢討會議 

 

 

科任 

 

 

全年 

 

 

 

 

 

 2. 參與校外、內的體育訓練及比賽，增強學

生在比賽和訓練過程的抗疫能力。  

最少 40%同學參與 

 

老師進行檢討會議 科任 全年 球員名單 

3.3增強學生的

抗疫能力，面

對逆境正面

樂觀積極面

對  

3. 鐵人龍虎榜，以紀錄表方式表揚在體能測

試中表現優秀的學生，以提高學生注意個

人體格發展。 

最少每學期更新鐵人龍虎

榜一次 

老師記錄及張貼 

有關資料 

科任 全年 體能龍虎 

榜 

 4. 「全年最佳男、女子運動員」選舉以表揚

學生在體育方面的成就。 

成功舉辦 老師進行檢討會議 科任 下學期 體育科獲 

獎名單 

 5. 運動員經驗分享，讓運動員把感受和經驗

分享給全校同學，其他學生也能從其分享

中學習正面的態度。 

各項比賽後分數 

 

老師進行檢討會議 

 

 

科任 全年  

 6. 選體育服務生和球隊隊長，培養學生的責

任感和領導能力。 

最少 50%同學表現稱職 老師進行檢討會議 科任 全年 記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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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關注事項二：善用評估數據促進學生學習 

目標 配合策略行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單位 

時間表 所需資源 

2.1調適教學策 

略，發展學生有

效的學習策略 

 

 就各類型評估得

來的資料，為學

生提供適切回饋 

1. 體育課分組活動加入互評環節，培養學生互

相檢視學習過程的習慣，並提升學生提出改

善學習方法的能力，及鼓勵同學間互相欣賞

勉勵。 

學生在互評中能道出彼此在

學習過程時的情況 

老師觀察 科任 全年  

 

第二部分 

2. 本年度發展目標 

1. 繼續培養學生對體育運動的興趣，讓學生養成做運動的習慣及健康的生活態度。 

2. 配合三年計劃中的正向教育,幫助學生認識及發掘優點和潛能，以增強自信心。 
全年活動: 

項目  工作 /策略行動  時間表  負責人  

2.1 運動日 10 月 21日 科任  

2.1 一至六年級學生於小息期間可進行不同類型的運動 全年 科任  

2.1 兩校親子同樂日 12 月 1日 科任  

2.1 體適能訓練 6 月 19日 科任  

2.2 動歷離島日營 6 月 21日 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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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3. 恆常工作部分 

項目  工作 /策略行動  時間表  負責人  

3.1 田徑訓練 上學期 科任  

3.2 羽毛球訓練 逢星期二 科任  

3.3 男女子籃球訓練 逢星期三 科任  

3.4 乒乓球訓練 逢星期一、四 科任  

3.5 小型網球訓練 逢星期四 科任  

3.6 足球組 逢星期五 科任  

3.7 足球訓練 逢星期六 科任  

3.8 花式跳繩訓練 逢星期一、二 科任  

 

第四部分 

4. 財政預算   

支出項目 支出預算金額 

一般範疇： 

 

 

4.1租用訓練場地費用(花繩、羽毛球、運動日) 

4.2學界比賽費用(報名、比賽、交通) 

4.3 運動日費用 

4.4 兩校親子同樂日費 

$2700 

$13000 

$15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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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用具 

4.6 球隊隊衣(花繩、田徑) 

 

$5000 

$5000 

總數 $29200 

 

第五部分 

5. 工作小組組員 

組長: 鄭樂鈴老師(一、三、五年級)    

組員: 易建恩主任(二、四、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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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宗教科 

第一部分 

1. 本組配合全校參與「學校周年計劃」部分 

主要關注事項一 (正向教育): 推動正向教育，建立正向校園文化，讓學生、教師及家長都有健康及正面的生活。   

目標 配合策略行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單位 時間表 所需資源 

1. 讓教師建立正向教育價

值觀  

●  教師感受到學生、家長及教

會關心、認同及支持 

 

1.1教職員聯誼  90%教職員參與是項

活動 

 70% 教師感受到學

生、家長及教會關

心、認同及支持 

觀察 

教師意見 

教會 

 

2/11/2018 

22/3/2019 
 

2. 讓家長建立正向教育價

值觀  

 家長認識正向教育的理念 

 讓學生向家長表達感恩之

心 

 讓家長感受到學校的重視 

2.1邀請家長出席教育主日 

 

 90%出席活動的家長

感受教會關心 

 80%三年級學生參與

教育主日獻唱 <數

算主恩> 

訪談 

統計出席人數 

教會 21/10/2018  

3. 讓學生建立正向教育價

值觀  

 認識及發掘學生的品格

優點，以增強自信心 

 培養學生感恩的生活態度 

 增強學生的抗逆能力，

面對逆境正面樂觀積極

面對  

3.1祈禱小天使 90%學生參與 教師觀察 聖經科老師 全年進行  

3.2金句記憶王 80%學生參與 教師統計參與 

人數 

邱淑華老師 

林啓文宣教師 

下學期 2月  

3.3 與音樂組合作舉辦金

曲推介活動。透個午

間廣播向學生介紹 5

首以「感恩」為題的

詩歌，並讓學生投票

選出最受歡迎的歌曲  

80%學生參與投票活動 教師統計人數 宗教科主任 

音樂科主任 

全年進行 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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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教育主日獻唱詩歌 80%三年級學生參與 教師統計人數 宗教科主任 全年進行  

 

主要關注事項二：善用評估數據促進學生學習 

目標 配合策略行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單位 時間表 所需資源 

1. 善用數據分析學生學     

習成效，回饋學與教 

1.1平日課堂評估歸入常規評估週，   

  比以往較有效收集評估數據。 

 

 執行評估  聖經科老師 全年進行  

 

第二部分 

2. 本年度發展目標 

2.1透過舊約、新約，與部分現代基督教人物或組織，使學生能全面認識聖經與基督教。 

2.2實踐基督的教訓，培養學生在生活及行為上的正確價值觀。 

2.3透過多元化的宗教活動，推動宗教文化，幫助學生認識基督教信仰。 

全年活動: 

項目  工作 /策略行動  時間表  負責人  

2.1.1 聖經課: 沿用<今日聖經課本>進行該科教學，宜以教會兒童崇拜、主日學或

團契之形式進行。內容可包括祈禱、唱詩、讀經、分組討論、話劇表演等。 

全年進行 聖經科老師 

2.2.1 週會: 校方與教會共同合作，主題主要圍繞「正向教育/品格優點/面對逆境」

為主題。 

全年進行 教會  

 

2.2.2 校園金句: 教會提供有關「正向教育」的金句，以便將貼於校園及課室內，

以提醒學生聖經中常「感恩」及「關愛」的教導。 

全年進行 林啟文宣教師  

 

2.3.1 福音營: 鼓勵四至五年級同學參加教會為本校舉辦的福音營。 6-8/3/2019 林啟文宣教師  

邱淑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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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聖誕節聯校慶祝會 20/12/2018 教會  

兩校學校老師  

2.3.3 復活節慶祝會 12/4/2019 林啓文宣教師  

建道神學院學生佈道團  

2.3.4 開學崇拜(P.4-6） 14/9/2018 教會  

邱淑華老師  

2.3.5 戲劇組 上學期 宗教科主任 

音樂科主任 

2.3.6 唱遊聖詩學漢字 全年進行 邱淑華老師  

 

第三部分 

3. 恆常工作部分 

項目  工作 /策略行動  時間表  負責人  

3.1 聖經朗誦比賽 

 科任老師挑選一至三年級各一位學生參加由漢語聖經協會主辨的第二十五

屆聖經朗誦節。 

 有興趣但未有挑選的學生可自費參加。 

 安排參加學生在早會上朗誦。 

下學期 邱淑華老師  

一至三年級聖經科老師 

3.2 聖經科獎勵計劃 

 科任老師挑選四至六年級各一位學生參加由漢語聖經協會主辨的

2018-2019聖經科獎勵計劃。 

 在宗教壁報板上張貼參加學生。 

下學期 邱淑華老師  

四至六年級聖經科老師 

3.3 暑期聖經班 

 老師帶領學生協助教會舉辦暑期聖經班。 

暑假  教會  

聖經科老師 

3.4 宗教科壁報板 

 印製每週金句海報，張貼在宗教科壁報板上。 

全年進行 林啓文宣教師  

邱淑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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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課室壁報板 

 由教學助理協助印製謝飯禱文及聖經金句海報，張貼一至六年級課室內。 

全年進行 林啓文宣教師  

邱淑華老師  

3.6 禱文卡 

 由教學助理協印製謝飯禱及主禱文的禱文卡，派予一年級新生及插班新生。 

全年進行 邱淑華老師  

3.7 早會祈禱 

 由林啓文宣教師和基督徒老師輪流負責領禱。 

全年進行 邱淑華老師  

3.8 宗教節目製作 

 透過校園電視台製作宗教節目，如聖誕聯校慶祝會等。 

全年進行 曹達偉主任 

邱淑華老師  

3.9 午間祈禱會 全年進行 林啓文宣教師  

邱淑華老師  

3.10 教會堂慶 19/5/2019 教會  

邱淑華老師  

3.11 學生團契 全年進行 林啓文宣教師  

建道神學院學生佈道團  

盧美玉主任  

蔡丹郁老師  

 

第四部分 

4. 財政預算 

支出項目 支出預算金額 

一般範疇： 

 

 

4.1金句記憶王 

4.2禱文卡 

$500 

    $200     

 

總數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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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5. 工作小組組員 

組長: 邱淑華老師 

組員: 曾偉漢校長、盧美玉主任、張慧勤主任、曹達偉主任、黃思敏老師、林啟文宣教師 

 

9.資訊科技 

第一部分 

1. 本組配合全校參與「學校周年計劃」部分 

主要關注事項一 (正向教育): 推動正向教育，建立正向校園文化，讓學生、教師及家長都有健康及正面的生活。   

目標 配合策略行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單位 時間表 所需資源 

3.讓學生建立正向教育價值觀 

●認識及發掘學生的品格優

點，以增強自信心 

 

●增強學生的抗疫能力，面對逆

境正面樂觀積極面對 

3.1 與常識科合辦有關使用網絡

素養的講座 

80%參與的學生了解

網絡素養 

 

觀察學生表現 黃思敏老師 

常識科科任 

及科主任 

 

9月 

 

 

聯絡海港警區 

警民關係組主講 

3.2 學生能自信地向同學展示

自己的作品並解釋有關的

設計理念 

 

70%參與的學生能夠

向同學展示自己的

作品 

觀察學生表現 黃思敏老師 全年 校園電視台 

 

主要關注事項二: 善用評估數據促進學生學習 

目標 配合策略行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單位 時間表 所需資源 

2. 調適教學策略，發展學生有效的學

習策略 

●培養學生檢視學習過程及進程的習

慣，並讓學生提出改善學習的方法

及規劃未來的學習方向。 

2.1 在課堂上展示學生的製成

品，著學生討論改善方策，

透過討論學生能夠改良自

己的作品 

80%學生能夠改良

自己的作品 

觀察學生表現 黃思敏老師 全年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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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 本年度發展目標 

2.1  培養學生運用計算思維來思考，例如抽離概念、分解概念，來處理和分析數據，並建立真實和虛擬的物件，讓學生能運用電腦來解決困難。 

2.2  提高他們應用資訊科技的能力。 

全年活動: 

項目  工作 /策略行動  時間表  負責人  

2.1.1 

調整電腦科學習課程 

● 剪裁現有課程以配合校本課程進度 

● 高年級課程編配學習 SCRATCH的時間教授編程的概念，讓學生製作電腦小遊戲或學習軟

件 

全年 黃思敏老師 

2.1.2 
機械人編程班 

● 為五、六年級於星期六舉辦 10堂機械人編程班 
全年 黃思敏老師 

2.2.1 
鼓勵學生以電腦知識協助完成專題研習及日常各科功課及習作 

● 在各級中教授在電腦中開啓手寫整合器功能，讓學生能懂得使用手寫輸入法 
全年 電腦科科任 

 

第三部分 

3. 恆常工作部分 

項目  工作 /策略行動  時間表  負責人  

3.1 班際打字比賽 6 月  彭佩茵主任  

3.2 協助各科使用平板電腦進行電子互動學習 全學年進行 資訊科技支援

人員  

3.3 協助中英數各科學習平台 全學年進行 資訊科技支援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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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4. 財政預算 
 

支出項目 支出預算金額 

一般範疇： 

 

 

4.1班際打字比賽禮物 

4.2機械人編程班學校資助 

4.3 USB 記憶棒 12隻 

$500 

$14400 

$960     

 

總數 $15860 

 

第五部分 

5. 工作小組組員 

組長: 黃思敏老師 

組員: 彭佩茵主任、江遠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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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圖書 

第一部分 

1. 本組配合全校參與「學校周年計劃」部分 

主要關注事項一 (正向教育): 推動正向教育，建立正向校園文化，讓學生、教師及家長都有健康及正面的生活。   

目標 配合策略行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單位 時間表 所需資源 

2.讓家長建立正向教育價值觀 

 

2.1「Bring me a book 書伴我行」

閱讀講座繼續與「書伴我

行」合作舉辦家長閱讀講

座，推廣學生及家長閱讀中

英文書籍。學校安排工作坊

予家長，讓家長掌握伴讀技

巧，在家與學生進行伴讀。  

 

70%出席家長認為工

作坊能提升其閱讀

技巧 

 

觀察 

檢視 APASO 

 問卷 

 

圖書館主任 

 

十二月 

 

書籍 

 

3.讓學生建立正向教育價值觀 

 

3.1 用圖書壁報板推介有關「正

向教育」書籍給同學。 

 

70%同學認為圖書壁

報板有助他們認識

更多正向教育書籍 

 

圖書館主任 

 

全年 

 

圖書壁報板、 

新書封面和 

內容書籍 

 

3.2在課堂分享有關「正向教育」

繪本故事。 

 

70%同學對「正向教

育」有更多認識 

 

圖書館主任 

 

全年 

 

閱讀撥款 

 

3.3 增添多元化讀物，配合「正

向教育」推廣閱讀的需要，

諮詢科主任及老師，然後購

買合適的正向教育書籍。 

增添「正向教育」書

籍 

 

圖書館主任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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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正向教育」圖書閱讀報告 

學生選取一本關於「正向教

育」的圖書，並寫一篇閱讀

報告，每班選出冠、亞、季

三名同學。 

70%同學參加圖書閱

讀報告比賽 

 

圖書館主任 

 

三月 

 

書籍及工作紙 

 

主要關注事項二: 善用評估數據促進學生學習 

目標 配合策略行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單位 時間表 所需資源 

3.優化教師擬題技巧 

 

舉行教師專業交流活動， 

讓教師掌握擬題技巧 

3.1 購買有關擬題技巧的書籍。 

 

 

增添有關擬題技巧書

籍 

 

統計購買書

籍數量 

 

圖書科主任 全年 閱讀撥款 

 

第二部分 

2. 本年度發展目標： 

2.1 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及習慣。 

2.2 舉辦多元化的閱讀活動。 

全年活動: 

項目  工作 /策略行動  時間表  負責人  

2.1.1 增購中英文書籍。 全年 圖書科主任 

2.1.2 小禮堂設置流動書車，供同學可於小息時間借閱。                全年 圖書科主任 

2.1.3 透過校園電視台製作「正向教育好書介紹」節目，學生透過節目介紹，認識不同的好書，提升學校的閱讀氣氛。 全年 圖書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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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推行中英文廣泛閱讀計劃，全年每位學生在圖書課借閱各四本中文及四本英文圖書，並回家完成工作紙。 全年 圖書科主任 

2.2.2 
「貓頭鷹閱讀獎勵計劃」 

學期初派發「貓頭鷹閱讀獎勵計劃」紀錄冊，同學在早讀課中記錄曾閱讀圖書，學期終達標的同學可獲証書。 
全年 

圖書科主任 

2.2.3 參觀長洲公共圖書館。 十月 圖書科主任 

2.2.4 參觀香港大會堂圖書館。 三月 圖書科主任 

 

第三部分 

3. 恆常工作部分： 

項目  工作 /策略行動  時間表  負責人  

3.1 舉辦書展      

邀請書商到校舉辦書展，並在書展前派發書單供同學參考。  

全學年進行 圖書科主任 

3.2 網上閱讀 (公共圖書館電子圖書及 e 悅讀 )  全學年進行 圖書科主任 

3.3 最佳借閱量、班級借閱量、集會閱讀報告 (一年四次 )。  全學年進行 圖書科主任 

3.4 配合宗教科，以聖經人物為主題展示圖書和多元化媒體學習資源。       

圖書展覽、提供光碟給宗教科老師在課堂上使用。  

全學年進行 圖書科主任 

3.5 協助學生利用多元化的媒體及資訊科技進行專題研習。  

展示所需圖書、協助搜尋所需的網址、增加個人借書額至兩本書。  

全學年進行 圖書科主任 

3.6 運用平板電腦進行電子閱讀。  全學年進行 圖書科主任 

3.7 班際借閱量最高獎。  全學年進行 圖書科主任 

3.8 個人借閱量最高獎。  全學年進行 圖書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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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4. 財政預算 
 

支出項目 支出預算金額 

一般範疇： 

 

 

4.1獎品 

4.2中文圖書 

4.3英文圖書 

4.4多媒體及網上閱讀 

 

$500 

$7000 

$7000 

$3000     

 

總數 $17500 

 

第五部分 

5. 工作小組組員 

組長: 曹達偉主任 

組員: 曾偉漢校長、盧美玉主任、蕭敏明主任、張慧勤主任、蔡丹郁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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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課程發展 

 

第一部分 

1. 本組配合全校參與「學校周年計劃」部分 

主要關注事項一 (正向教育): 推動正向教育，建立正向校園文化，讓學生、教師及家長都有健康及正面的生活。 

目標 配合策略行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單位 時間表 所需資源 

3. 讓學生建立正向教育價值觀 

‧ 認識及發掘學生的品格優點，以增

強自信心 

‧ 培養學生感恩的生活態度 

‧ 增強學生的抗逆能力，面對逆境正

面樂觀積極面對 

3.1 帶領各科組擬定相關計劃

及行動策略。 

3.2 協調各科組間的合作。 

3.3 監察科組計劃進行情況。 

‧最少三科能擬定相關

計劃及行動策略 

‧科組間能互相配合 

‧最少三科完成計劃 

‧科組計劃 

‧教師報告 

‧科組報告 

課程統籌主任 全年進行  

 

主要關注事項二: 善用評估數據促進學生學習 

目標 配合策略行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單位 時間表 所需資源 

1. 善用數據分析學生學習成效，回

饋學與教 

‧ 運用數據處理系統如「評核質素

保證平台(AQP)」整理評估數據 

‧  收集聚焦檢視範疇內的評估數

據，分析學生學習難點 

1.1 申請「評核質素保證平

台(AQP)」，為教師提供

處理評估數據系統。 

1.2 為教師提供適時支援，協

助教師整理評估數據。 

1.3 與校內各科組協作推動

以評估數據分析學生學

習的難點。 

‧成功申請 

‧教師能運用數據處理

系統來整理學生評估

數據 

‧最少三科主任認同能

透過分析評估數據，

找出學生學習難點，

以協助改善教學 

‧機構確認 

 

‧會議檢討 

 

‧教師意見 

‧課程統籌主任 

‧中、英、數科主任 

‧技巧支援人員 

全年進行 系統年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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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適教學策略，發展學生有效的

學習策略 

‧ 針對學生學習問題，擬定及施行

改善方法 

‧ 就各類型評估得來的資料，為學

生提供適切回饋 

‧ 培養學生檢視學習過程及進程的

習慣，並讓學生提出改善學習的

方法及規劃未來的學習方向 

2.1 檢視學習活動及課業設

計能以改善學生學習為

目標。 

2.2 推動在校園進行課業佳

作展示及表揚活動。 

2.3 發展校內自評及互評機

制，培養學生反思和自

我管理能力。 

‧教師能設計改善學生

學習的教學活動或課

業 

‧各級課室壁報設學生

佳作展覽區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

根據教師提供的建議

及個人定立的計劃改

善學習 

‧檢視學生習

作 

‧觀察 

‧檢視學生前

測及後測

的成績 

 

‧課程統籌主任 

‧全體教師 

全年進行  

3. 優化教師擬題技巧 

‧ 舉行教師專業交流活動，讓教師

掌握擬題技巧 

3.1 舉辦教師工作坊，以提

升教師擬題技巧。 

3.2 透過科組內的分享活

動，讓各教師交流擬題

時的心得及要注意的地

方。 

‧教師能設計出有效的

評估方法 

‧檢視評估方

法 

 

 

‧課程統籌主任 

‧中、英、數科主任 

全年進行  

 

第二部分 

2. 本年度發展目標 

2.1  持續發展校園閱讀氛圍，推行不同閱讀計劃及活動，營造校園閱讀氣氛。 

2.2  發展學生多樣性的研習能力，培養他們的自學精神。 

全年活動: 

項目  工作 /策略行動  時間表  負責人  

2.1.1 推行英文親子閱讀計劃，鼓勵學生善用長假期培養閱讀習慣。 聖誕節假期 課程統籌主任及英文科主任 

2.1.2 推行中文親子閱讀計劃，鼓勵學生善用長假期培養閱讀習慣。 農曆年假期 課程統籌主任及中文科主任 

2.1.3 設置早讀時段，讓學生有機會選擇自己喜愛的書籍進行閱讀，藉以提高學生的閱讀 全年進行 課程統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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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 

2.1.4 與區內中學舉辦聯校發展計劃─Buddy Reading，由中學生帶領小學生共同閱讀英文

圖書。 

全年進行 圖書館主任 

2.2.1 運用專題研習方式訓練及培養學生不同的研習能力。 21-30/1/2019 課程統籌主任 

 

第三部分 

3. 恆常工作部分 

項目  工作 /策略行動  時間表  負責人  

3.1 實施每學期一次的校內觀課，以提升教師的專業能力。  全學年進行 課程統籌主任 

3.2 統籌系統性評估的準備工作。  全學年進行 課程統籌主任 

3.3 推廣國情教育，例如教唱國歌、國慶展板、參與社區國慶活動、參與國內交

流活動。  

國慶前後 

1-4/4/2019 

課程統籌主任 

活動統籌主任 

3.4 透過校園電視台，定期製作科本影片，提供有趣資訊來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全學年進行  校園電視台統籌主任 

3.5 組織幼小銜接活動，包括兩期語文童樂及一期小一體驗課程。讓本校學生學

習服務他人，同時亦為區內幼稚園學生提供及早適應小學生活的機會。  

11-12 月，  

4-6 月及 7 月  

課程統籌主任 

 

第四部分 

4. 財政預算 
 

支出項目 支出預算金額 

一般範疇：  

4.1親子閱讀獎勵計劃書券 

4.2延續「評核質素保證平台」(ＡＱＰ)服務費 

$1200 

$4000 

     

 

總數 $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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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5. 工作小組組員 

組長: 張慧勤主任(課程統籌主任) 

組員: 曾偉漢校長、盧美玉主任、曹達偉主任(圖書館主任，校園電視台統籌主任)、蔡丹郁老師(中文科主任)、蕭敏明主任(英文科主任)、 

彭佩茵主任(數學科主任)、李秋梅老師(常識科主任)  

 

 

12.訓育輔導 
第一部分 

1. 本組配合全校參與「學校周年計劃」部分 

主要關注事項一 (正向教育): 推動正向教育，建立正向校園文化，讓學生、教師及家長都有健康及正面的生活。 

目標 配合策略行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單位 時間表 所需資源 

1. 讓教師建立正向教育

價值觀  

 教師感受到學生、家長及

教會關心、認同及支持 

 

1.1敬師活動 

 

70%教師感受到學生、家長及

教會關心、認同及支持 

 

 觀察 

 教師意見 

社工  

林啟文宣教師 

家教會 

3月 

 

 

1.2教職員聯誼  90%教職員參與是項活動 

 70%教師感受到學生、家

長及教會關心、認同及支

持 

 

 觀察 

教師意見 

教會 

 

2/11/2018 

22/3/2019 

 

2. 讓家長建立正向教育

價值觀  

 家長認識正向教育的理

念 

 讓學生向家長表達感恩

之心 

2.1家長工作坊 

 

 20%家長參與工作坊 

 60%出席家長能認識正向

教育的理念 

 

 統計出席人數 

 家長問卷 

盧美玉主任 下學期 校本心理學家 

2.2關愛家人活動 

 

 80%學生參與是項活動 

 家長欣賞此活動 

 教師觀察 

 家長意見 

盧美玉主任 

社工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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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家長感受到學校的重

視 

 林啟文宣教師 

 

2.3家長關顧  90%小一及插班生曾被教

師家訪、面談或電話聯絡 

 90%家長曾與班主任每學

期最少有兩次聯絡 

老師與家長聯絡紀 

錄 

全體教師 全年進行  

2.4 家長錦囊 50%家長瀏覽 家長意見 盧美玉主任 全年進行  

3. 讓學生建立正向教育

價值觀  

 認識及發掘學生的品

格優點，以增強自信心 

 培養學生感恩的生活態

度 

 增 強 學 生 的 抗 逆 能

力，面對逆境正面樂

觀積極面對  

3.1 感恩故事分享 

 

80%學生喜歡是項活動 老師觀察 

 

中文科老師 

盧美玉主任 

彭佩茵主任 

全年進行  

3.2 正向教育講座 

 

80%學生喜歡是項活動 

 

老師觀察 盧美玉主任 

 

下學期  

3.3 給家人心意卡 

 

90%學生參與 老師統計參與率 視藝科老師 上學期 12月  

3.4 給家人感謝信 

 

90%學生參與 老師統計參與率 中文科老師 下學期  

3.5 感恩天使卡 70%學生參與該活動 老師統計參與人數 彭佩茵主任 

李秋梅老師 

每學期 2次 

全年 4次 

 

 
第二部分 

2. 本年度發展目標 

2.1加強培養學生學校的關愛文化，建立和諧校園。 

2.2加強培養學生守規、自律、有責任感和堅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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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活動: 

項目  工作 /策略行動  時間表  負責人  

2.1.1 週會: 校方與教會共同合作，主題主要圍繞「正向教育/品格優點/面對逆境」為主題。 全年進行 林啟文宣教師 

易建恩主任 

盧美玉主任 

2.1.2 校園金句: 教會提供有關「正向教育」的金句，以便將貼於校園及課室內，以提醒學生聖

經中常「感恩」及「關愛」的教導。 

全年一次 林啟文宣教師 

 

2.1.3 共融活動: 安排學生接觸特殊學校或非華裔學生，讓學生認知和明白人人不同，並從而學

習互相欣賞、接納和尊重。同時亦可増強學生的抗逆能力。 

全年最少一次 邱淑華老師 

2.1.4 故事姨姨 

 每月安排家長輪流於 1:00—1:20時於音樂室為同學講故事。 

 透過德育故事培養學生有正面的人生價值觀。 

 與圖書組合作舉辦工作坊，提升家長講故事技巧。 

全年進行 盧美玉主任 

2.1.5 圖書館設置有關「正向教育/品格優點/面對逆境」為主題的圖書壁佈，宣傳有關書籍，吸

引學生借閱。 

全年進行 曹達偉主任 

2.1.6 Easy easy 好小事:鼓勵學生多關愛及幫助他人。 上學期 盧美玉主任 

2.2.1 「學生進步獎」:在校務會議中獲全體老師通過便可，在集隊時或班主任課時表揚及頒獎。 2018/11 

2019/1 

2019/3 

2019/6 

易建恩主任 

2.2.2 「同根同心」----南京交流 

 透過交流，讓學生在陌生環境中學會獨立處事，並從中認識及了解國家的情況。 

1/4-4/4/2019 易建恩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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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3. 恆常工作部分 

項目  工作 /策略行動  時間表  負責人  

3.1 舉辦「量書包」活動，加強學生自理能力及注意體格健康。 

 訓輔組向學生講解如何整理書包。 

 訓輔組安排量度學生書包重量。 

 每學期大規模量度一次，另間中視乎情況多作幾次小規模的抽查。 

 表現良好的同學，給予獎勵印。 

 每月班主任在班中抽樣檢查學生收拾書包情況。 

下學期第 3週 盧美玉主任 

3.2 「一生一服務」 

 推行「一生一服務」計劃，讓每位學生都有服務他人的機會，從而提升他們的責任感及自

信心，並學會欣賞他人的服務。 

 服務崗位視乎個別班級而有所調節。 

 老師解釋那些服務的意義、重要性及職責內容。 

 老師挑選學生時儘量平均分配學生的服務角色，每人最少一項，最多三項，以減少偏重某

些同學令其感吃力。 

 每月老師嘉許及獎賞同學，如獎勵印。 

全年進行 全體教師 

3.3 生日會 

 校務處預備生日卡給班主任。 

 班主任每兩個月著學生寫祝福語送給該月生日的學生，並拍照留念上載校網，讓學生感受

到學校的關懷，並且感受同學間的祝福。 

 班主任鼓勵學生於生日會時帶食物回校與同學分享。 

 生日會宜統一在每兩個月(即 10月,12月,2月,4月,6月)的第一個星期於班務課進行。 

 班主任鼓勵學生可自行寫心意卡或電子賀卡給同學。 

 班主任在課室設「本月生日之星」壁報，提示大家該月生日的同學。 

 

全年進行 盧美玉主任 

校務處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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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好學生獎勵計劃 

 設「好學生獎勵計劃」讓學生能持續地發掘自己的潛能，自我成長，並舉行班際集隊、秩

序、整潔比賽，加強學生的責任感及團隊精神。比賽評分分數改為 0-5分。 

 每月在班中選出「每月之星」，鼓勵學生有正向行為。 

 班際集隊比賽由訓輔組邀請當值老師評分。 

 班際秩序比賽及班際整潔比賽由隨堂老師評分，每學期做兩次，每次兩個星期。 

 若個別班級表現不理想，於班主任課時訓練集隊秩序或寫反思短文。 

 初小學生得金獎分數為 70 分，並要每項不少於 8 分，操行必須乙+或以上；高小學生得金

獎分數為 80分，並要每項不少於 10分，操行必須乙+或以上。 

 初小學生比較年幼，老師宜多提醒他們及幫他們蓋印。另活動蓋印只蓋表現良好的同學。 

 定每學期有兩次學生可根據自己的獎勵印數目去換取禮物，另因低年級較少服務機會及比

賽項目，因此得獎勵印的機會較高年級少，所以會調低換獎品的數目。 

全年進行 蔡丹郁老師 

邱淑華老師 

3.5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為合資格的 1-6年級同學提供課後英文及數學小組學習。 

 每組都安排平日放學後或星期六回校上一小時小組學習。 

 安排課外參觀及比賽的學習活動。 

 購買英文報章給同學在課餘學習英語。 

 支助有需要的同學參加課外活動。 

全年進行 盧美玉主任 

 

3.6 升旗禮 

 每月首星期一舉行升校旗禮，讓學生多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 

 參與區內十一國慶升旗禮，讓學生多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 

全年進行 黃思敏老師 

3.7 綠化校園 

 參加康樂及文化事務署辦的「一人一花」、「校園香草種植」及「綠化校園」計劃，又參

與公益少年團的「校園有機種植」計劃，綠化校園及培養學生欣賞及愛護大自然。 

 設立校園小園丁協助種植及推廣。 

全年進行 彭佩茵主任 

李秋梅老師 

3.8 參與社區籌款活動 全年進行 彭佩茵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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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勵學生參與社區的籌款活動，培養學生以行動去關心他人。 

 今年將有公益金便服日、公益金年花義賣、環保為公益、無國界醫生、賣旗等。 

盧美玉主任 

3.9 成長課 

 本年度仍由教師和社工為全校 1-6年級同學推行成長課，透過課堂讓學生認識自己、家庭、 

學業和社交的發展，並且加入認識國家及關愛地球的內容。 

 為配合學生的需要，本年度以新領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個人習誌》作為主要教材。

今年學校免費為小一至小六學生提供課本。 

全年進行 社工 

3.10 錦幼服務隊 

 逢星期三下午 3:15—4:30 安排學生到錦江幼稚園為 K2學生服務 10次，從而讓學生學習照

顧及愛護他人。 

 父母親節時，協助學校派發禮物給錦幼家長，以表達學校對家長的關心。 

13/3--29/5/2019 盧美玉主任 

蕭敏明主任 

黃思敏老師 

邱淑華老師 

3.12 教師支援 

 安排教師進修有關特殊學生學習需要的課程或工作坊，以便教師更懂得如何照顧有特殊需

要的學生，並能適當地與他們融洽相處及協助他們與同學和睦共處。 

 當課堂上有重要事情發生時，訓輔成員會作出支援，並是日課後相互檢視。 

全年進行 訓輔組 

3.13 為加強家校溝通，教師務必出席家教會舉辦之活動，如家教會會議、親子活動或工作坊等。 全年進行 全體教師 

3.14 舉辦家長交流小組，以活動形式與家長一起分享生活點滴及交流教育心得。 全年進行 社工 

3.15 家長工作坊 

 學校與區會、家教會、明愛青少年服務中心及島上其餘兩間小學合作，開辦家長工作坊，

讓家長更多機會學習發揮子女的品格優點。 

全年進行 盧美玉主任 

社工 

3.16 家長義工小組 

 成立家長義工小組，鼓勵及邀請家長為本校服務，如伴讀家長、午膳家長義工、開放日、

聖誕慶祝會和故事姨姨等。家長的參與有助打破彼此隔膜，又可協助推行校內各項活動，

增加家校溝通。 

全年進行 盧美玉主任 

邱淑華老師 

蔡丹郁老師 

3.17 貫徹執行學生服飾標準，建立淳樸校風。 

 訓輔組在開學初期的周會及集隊時講解學校對學生服飾的要求，尤注意校服、髮型、指甲、

全年進行 全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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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飾及首飾的配戴。(詳見學生服飾指引) 

 9月因長洲蚊患問題，特准學生穿著長褲回校。(註:小一或穿其他素色長褲，因未有冬季校

服) 

3.18 執行課室秩序常規指引，並協助學生培養守規、自律、有責任感和堅毅的精神。(詳見訓育工作

指引) 

 指引內容包括:課室常規、秩序紀律、學生收功課和學生欠功課等(見學生常用資料及表格

課室秩序常規指引及各類通知書)。 

 若學生表現不佳，需要發通知書時亦應與家長聯絡。 

 視藝老師應注意下課時間，盡早提醒學生收拾及清潔，以免影響下節課堂之學習或以致學

生於小息時獨留課室。 

全年進行 全校老師 

3.19 學生午膳安排(詳見訓育工作指引) 全年進行 全校老師 

3.20 學生小息及排隊安排(詳見訓育工作指引) 

 九月因長洲蚊患問題，將開放音樂室予五六年級小息。 

 風紀於早禱時，應站在隊尾一起祈禱。 

全年進行 全校老師 

3.21 學生遲到或缺課安排(詳見訓育工作指引) 全年進行 全校老師 

3.22 學生違規處理(詳見訓育工作指引) 全年進行 全校老師 

3.23 帶隊注意事項(詳見訓育工作指引) 全年進行 全校老師 

3.24 火警演習(詳見訓育工作指引) 2018/10 

2018/12 

2019/3 

2019/5 

易建恩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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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4. 財政預算 
 

支出項目 支出預算金額 備註 

一般範疇： 

 

  

4.1 學生進步獎小禮物 

4.2好學生獎勵計劃        

4.3關愛家人活動     

4.4敬師活動      

4.5生日會      

4.6參觀       

4.7講座       

4.8共融活動      

4.9錦幼服務隊                

4.10補習導師 

 

$600 

$3000 

$500 

$500 

$200 

$3000 

$500 

$500 

$2500 

$5000 

 

(教會撥款) 

 

(家教會撥款)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款項)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款項)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款項) 

(家教會撥款購置禮物)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款項) 

總數 $16300 (學校預算支出$1,300) 

 
 
第五部分 

5. 工作小組組員 

組長: 盧美玉主任 

組員: 曾偉漢校長、易建恩主任、彭佩茵主任、李秋梅老師、蔡丹郁老師、邱淑華支援老師、林啟文宣教師、王郁菁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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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全方位學生輔導 

 
(一) 總目標 

1. 在校推行「正向教育」，營造關愛、分享、顧己及人和互相尊重的正向文化，培養學生良好的品格； 

2. 著重預防性及發展性的工作，按學生不同年齡的心理發展和成長需要，提供相關的學生輔導服務，讓每位學生在小學階段能充份發揮潛能，

健康成長； 

3. 根據《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推行措施》所提供的指引，為學生、家長、教師提供政策、支援及輔助服務，讓他們能更有效培育本校學生； 

4. 加強校內不同系統的連繫和協作，在共同的教育目標下，全校參與推展學生輔導服務； 

5. 促進家校合作，建立互愛關顧的家校文化。 

 

(二) 現況分析 

2.1 優點 

2.1.1  學校以「全校參與」模式推行訓輔工作，訓育、輔導、活動、宗教及學生支援等，定期透過會議加強全體教師之間的溝通，能有系

統地推展學校的學生輔導工作； 

2.1.2  學校以「訓輔合一」為基礎，培養學生待人處事及良好的品格得以均衡發展； 

2.1.3  學校重視學生的全面發展，舉辦多元智能及德育訓練； 

2.1.4  全校推行成長課，協助學生建立積極的人生觀，以幫助學生健康成長； 

2.1.5  家長能參與學校不同類型活動，了解學生的校園生活。同時，這也有助提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2.1.6  家長懂得如何尋求協助，會主動聯絡教師和學校社工，有助家校合作，共同促成學生的身心發展； 

2.1.7  大部分學生能開放自己，主動與學校社工傾談，有助輔導工作的推行； 

2.1.8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已推行多年，大部分家長都頗信任學校及教師，並樂意與學校合作，對輔導學生及教學方面都有正面幫助； 

2.1.9  大部分學生純樸受教，師生關係融洽和諧，學生對學校有歸屬感。 

2.2弱點 

2.2.1  部分家長需長時間外出工作，與子女的溝通時間不足，子女亦缺乏父母照顧及關懷，以致家長未能透徹掌握子女的學習情況及成長

需要，加上部分家庭缺乏支援網絡，未能發揮家庭培育孩子健康成長的功能，需要協助家庭尋求各方面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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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隨著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數目增多，對此類學生的認識與處理技巧也需進一步提高，而且對不同形式的支援需求甚大，例如情緒

行為支援、課室管理等，本校在支援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系統尚在發展及完善，資源亦有待增加； 

2.2.3  部分學生在個人成長方面的問題較多，須就個別不同之行為適應、情緒問題、逆境處理等提供適切的支援； 

2.2.4  學校雖然重視發展家長教育，但是學生家長多來自雙職父母，未能抽空出席家長工作坊，普遍參與度較低，家校合作尚有發展空間； 

2.2.5  學校可用空間有限，在舉辦活動時有不少限制。 

 

(三) 本年度目標 

3.1 透過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建立良好的校風，促進學生建立正向文化、積極的人生觀及培育良好品格，營造一個充滿關愛、自律學習環境； 

3.2 為照顧學生於不同成長階段的需要，提供不同成長主題的活動，以讓他們得以全面地發展及成長； 

3.3 為學生及家長提供諮詢、個案及小組輔導、轉介及家訪服務； 

3.4 促進家校合作，建立互愛關顧的家校文化。 

 

(四) 實施策略 

4.1 政策及組織 

4.1.1 學校社工擔任校內「訓輔組」成員，並定期參與訓輔組的會議，與組內的成員保持緊密溝通，共同討論本年度整體及各級輔導需 

要； 

4.1.2 維持有系統的校內及校外轉介機制及評估學生輔導服務計劃的成效； 

4.1.3 透過早會、週會、小組、講座、工作坊、個人成長教育課等多元化活動，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及自我管理能力、優化學生的待人態 

度，以及學生遵守校園秩序的意識； 

4.1.4 推動正向教育，建立正向文化，培養學生能關愛別人的態度及正面價值觀； 

4.1.5 加強跨學科及組別的協作，按學生的成長需要，推行全方位輔導活動，以發揮團隊協作的效果； 

4.1.6 引入不同的社區資源，與其他機構合作，豐富及平衡各項發展性、預防性及治療性的輔導工作，持續支援學校的輔導工作； 

4.1.7 學校社工配合學校輔導需要編寫「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計劃書」，並於檢討計劃成效後為學校完成「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檢討報  

告」；另外，學校社工按時於教育局「學生輔導及訓育組網頁報告系統」中遞交有關輔導個案、輔導活動、成長課等統計資料， 

以供教育局了解學校輔導個案、活動概況等； 

4.1.8 個案方面，學校社工須定期向校方管理層及機構督導主任匯報有關輔導個案的進展情況，讓機構督導主任給予意見。學校社工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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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定期填寫輔導個案的開案及進展報告，以檢視個案的進展及成效，及定期向校方報告。 

 

4.2 學生個人成長及發展 

4.2.1 「成長課」課程由學校社工配合學校需要編寫，整合及按級本需要調節各項成長教育的主題，包括個人、群性、學習及事業範疇； 

4.2.2 課程需著重生活實踐及自我反思；同時內容結合態度、知識及技能等； 

4.2.3 「成長課」主要由各班老師入班推行，老師與學校社工會按需要進行共同備課及協作。 

 

4.3 對家長的支援 

4.3.1 學校會定期舉行包括講座及工作坊、小組、親子活動等，藉以提升家長的管教能力及促進親子關係，以全面提升和有系統地發展 

家長教育； 

4.3.2 提升家長作為持分者的角色及功能，發展家長教師會以凝聚家長網絡，加強家長參與及支援學校事務； 

4.3.3 學校以透過包括網頁、校訊、電郵、家訪、定期電話聯絡、家長日、教育巡禮及家校活動等多元化的渠道，讓家長們了解學校的 

發展，促進家校溝通合作； 

 

4.4 對老師的支援 

4.4.1 透過不同的專業培訓和老師支援，有助提升老師處理學生的情緒、社交和行為等問題的能力及促進老師的精神健康發展； 

4.4.2 透過個案會議、諮詢服務等支援老師對班級經營的推行及處理學生的問題。 

 

4.5 輔助服務 

4.5.1 以諮詢、個案、小組或轉介的形式，提供具預防、治療性的輔導服務，協助有需要的學生克服在情緒、行為或社交上出現的困難； 

4.5.2 以跨專業跟進個案的模式，協助學生解決困難及促進成長，並與教師、家長及相關的專業人員保持緊密的溝通及協作； 

 

(五) 評估機制 

5.1 匯報:定期向校長或提供服務機構之督導主任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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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服務檢討會議:定期與提供服務機構之督導主任約見校方作檢討服務質素。 

5.3 服務報告:在學年初撰寫「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計劃書」，以釐定輔導服務的目標及內容；在學年終提交「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檢討報告

書」，以檢視全年輔導服務的成效。 

5.4 個案報告:跟進學生個案，並撰寫個案報告，定期向提供服務機構之督導主任報告和專業諮詢，並接受督導和進修。 

5.5 活動報告:紀錄所有活動的計劃書及在活動後收集參加者意見以檢討活動成效，並把有關報告將呈交予校長及提供服務機構之督導主任以

供監察服務質素。 

5.6 相關的活動問卷:透過活動中的觀察、口頭詢問意見或參加者填寫的檢討問卷，以評估活動的成效。 

(六) 人手／資源分配 

6.1 運用「學生輔導服務津貼」與明愛賽馬會長洲青少年綜合服務購買服務，服務期由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 

6.2 由明愛賽馬會長洲青少年綜合服務委派一名學生輔導人員負責全職不少於四天駐校服務。 

 

(七) 學生輔導工作執行計劃及成效評估 

7.1 藉全校參與輔導活動，培養學生正向文化、建立正確的人生觀及價值觀。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7.1.1 

正向教育講座 

全年 70%參加的學生認為講座能協助他們建立正向文化和

價值觀 

 

1. 觀察參與學生表現 

2. 口頭諮詢學生意見 

訓輔組 

教會 

社工 

活動物資 

7.1.2 

一生一服務計劃 

全年 1. 學生全年參與至少一項班內或校內參與服務 

2. 參與的學生認為活動能讓他們學習關愛別人及提

升他們責任感及自我效能感 

1. 觀察參與學生表現 

2. 口頭諮詢學生意見 

訓輔組 

班主任 

社工 

 

7.1.3 

敬師週活動 

3/2019 1. 邀請十二名或以上學生代表於小息時段為教職員

祈禱 

2. 80%學生認為透過繪畫和感恩咭送給教職員以表達

感恩之心 

1. 觀察參與學生表現 

2. 口頭諮詢學生意見 

3. 統計感恩咭回收率 

輔導主任 

班主任 

宣教師 

社工 

感恩咭 

活動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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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關愛家人活動 

5/2019 1. 邀請十二名或以上學生代表錄製感謝家人的短片 

2. 60%學生交回家務表及家長對子女的回饋 

3. 60%學生認為透過送上關愛感恩咭能促進他們親子

關係 

1. 觀察參與學生表現 

2. 口頭諮詢學生意見 

3. 統計家務表回收率 

輔導主任 

班主任 

宣教師 

社工 

校園 

電視台 

家務表 

關愛感 

恩咭 

活動物資 

7.1.5 

量度書包活動 

全年 1. 70%學生的書包能於全年維持標準重度指標 

2. 70%學生認為書包重度適中能減少身體勞損的意識 

1. 觀察參與學生表現 

2. 口頭諮詢學生意見 

3. 統計學生書包重度

記錄 

訓輔組 

社工協辦 

量重工具 

紀錄表 

7.1.6 

午間小聚

(P.1-6) 

全年 全年完成十二次個別或小組形式進行午膳小聚，讓學

生與學校社工增進認識，作預防性輔導 

觀察及口頭諮詢學生意

見 

 

社工 活動物資 

7.1.7 

好學生獎勵計劃 

全年 1. 60%學生能成功按照獲獎準則而得獎 

2. 60%認為此計劃能有助他們訂定目標和發展潛能 

1. 觀察參與學生表現 

2. 口頭諮詢學生意見 

3. 統計獎勵記錄 

訓輔組 

社工協辦 

獎勵印 

禮物 

 

7.2  全面推行成長課，並舉辦學生活動及講座，幫助學生成長適應。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7.2.1 

成長課(P.1-6） 

全年 1. 70%學生感到成長課有趣及對自己成長有幫助 

2. 70%教師認為成長課資料充足及內容對學生成長有

幫助 

1. 成長課課程表及物

資 

2. 問卷調查 

社工統籌 

老師推行 

成長課教具 

7.2.2 

小一活動小組 

全年 

逢星期

三活動

課 

1. 60%學生能學懂自行收拾書包、排好學校的書枱；

並能自我照顧及自我管理。 

2. 70%學生認同活動能培養他們建立自律守規的態度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2. 活動紀錄 

3. 口頭諮詢學生意見 

4. 上下學期訓輔檢討

社工 

教會同工 

活動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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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7.2.3 

小一新生適應 

課程 

8/2019 1. 50%學生能認識新同學，懂得稱呼同學名字及老師

名字。 

2. 50%學生能認識校園及學校規則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2. 檢視出席率 

3. 口頭諮詢老師及學

生意見 

社工 

科任老師 

出席表 

活動物資 

學科教具 

7.2.4 

性教育講座 

(P.5-6） 

上學期 70%學生認為活動能減輕他們對青春期的疑慮及認識

如何自我身體的正確方法 

1. 觀察及口頭諮詢學

生意見 

2. 問卷調查 

社工 

常識科任

老師 

社區機構 

活動物資 

7.2.5 

升中面試家長 

講座 

12/2018 60%學生、家長認為講座能幫助掌握升中面試的技巧 觀察及口頭諮詢學生及

家長意見 

社工 

班主任 

科任老師 

培英中學

老師 

活動物資 

7.2.6 

升中選校家長 

講座 

4/2019 60%學生、家長認為講座能對升中選校有幫助 觀察及口頭諮詢學生及

家長意見 

社工 

班主任 

科任老師 

培英中學

老師 

活動物資 

7.2.7 

升中個人資料夾

製作工作坊 

上學期 80%學生能於面試階段前學懂完成個人資料夾 

 

觀察及口頭諮詢學生及

老師意見 

社工 

班主任 

活動物資 

7.2.8 

升中模擬面試活

動(個人） 

共兩節 

1/2019 60%學生認為活動能幫助掌握升中面試的技巧和了解

個人特質及能力 

1. 觀察及口頭諮詢學

生及老師意見 

2. 考試員意見 

社工 

班主任 

明愛賽馬

會長洲青

少年綜合

活動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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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社工

及培英中

學老師 

7.2.9 

升中模擬面試活

動(小組） 

1/2019 1. 60%學生認為活動能幫助掌握升中面試的技巧 

2. 60%學生認為透過活動能與不同學校學生交流和增

進面試經驗 

1. 觀察及口頭諮詢學

生及老師意見 

2. 考試員意見 

社工 

班主任 

明愛賽馬

會長洲青

少年綜合

服務社工 

活動物資 

7.2.10 

戶外教育營(P.6） 

畢業生時段 

6/2019 1. 80%學生出席 

2. 80%參加者認為活動能讓他們與同班同學表達感恩

的心意和回顧校園生活點滴 

觀察及口頭諮詢學生及

老師意見 

社工 

教會同工 

活動物資 

 

7.3  藉領袖訓練活動，培養學生關愛他人、樂於服務及承擔責任的精神。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7.3.1 

風紀隊 

(早會／當值) 

全年 1. 學生全年參與率包括早會及當值，不少於70% 

2. 70%學生認為風紀隊服務能提升他們的自律、待人

處事的能力，並培養學生的服務精神和使命感 

3. 60%學生能獲服務獎項 

1. 觀察及口頭諮詢學

生及老師意見 

2. 檢視當值服務紀錄

冊 

3. 問卷調查 

訓導老師 

社工 

當值服務紀 

錄冊 

7.3.2 

風紀隊訓練活動 

8/2019 1. 全年完成兩節小組訓練，而小組成員投入活動，出

席率逹80% 

2. 參與的學生認為活動能建立團隊精神，學習互相合

作，共同面對及解決問題的能力 

1. 檢視出席率 

2. 觀察學生表現 

3. 口頭諮詢學生意見 

社工 出席表 

活動物資 

7.3.3 

陽光校園計劃 

全年 1. 學生全年參與率包括早會及當值，不少於70% 

2. 70%學生認為陽光大使服務能讓他們學習關愛別

1. 觀察及口頭諮詢學

生及老師意見 

社工 當值服務紀 

錄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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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高年級同學協

助及幫助小一新

生適應校園生活) 

(早會／當值) 

人、待人處事的能力，並培養學生的服務精神和使

命感 

3. 60%學生能獲服務獎項 

2. 檢視當值服務紀錄

冊 

3. 問卷調查 

7.3.4 

陽光大使 

訓練活動 

8/2019 1. 全年完成一節小組訓練及四節實習訓練，而小組成

員投入活動，出席率逹80% 

2. 70%高年級學生認為能學習照顧別人、掌握溝通及

帶領技巧，發揮學生的互助互愛優點。 

1. 觀察及口頭諮詢學

生及老師意見 

2. 檢視出席率 

3. 問卷調查 

社工 出席表 

活動物資 

7.3.5 

陽光大派對 

12/2018 

6/2019 

1. 全年完成兩節小組活動，出席率逹70% 

2. 70%高年級學生認為能與小一生建立緊密和良好關

係和關愛別人 

1. 檢視出席率 

2. 觀察學生及活動參

與者表現 

3. 口頭諮詢學生意見 

社工 出席表 

活動物資 

7.3.6 

社區服務隊 

全年 

逢星期

五活動

課 

1. 全年完成二十節或以上小組訓練，出席率逹70% 

2. 全年參與社區義工服務，出席率逹70% 

3. 60%學生能獲服務獎項 

1. 檢視出席率 

2. 觀察學生及活動參

與者表現 

3.口頭諮詢學生意見 

社工 出席表 

活動物資 

7.3.7 

服務生聚會 

(風紀隊、陽光大

使、社區服務隊) 

12/2018 

6/2019 

1. 全年完成兩節小組活動，出席率逹70% 

2. 70%學生認為透過聚會能讓他們分享平日工作困難

及提升解決問題的能力 

1. 檢視出席率 

2. 觀察學生表現 

3. 口頭諮詢學生意見 

社工 出席表 

活動物資 

7.3.8 

領袖訓練營 

(風紀隊、陽光大

使、社區服務隊) 

7/2019 1. 學生出席率達80% 

2. 80%學生認為小組訓練能學習關愛別人、培養他們

承擔責任的態度及提升他們解決問題的能力 

1. 檢視出席率 

2. 觀察學生表現 

3. 口頭諮詢學生意見 

社工 出席表 

活動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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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藉面談及治療，支援情緒、行為及學業上有需要的學生策略／工作。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 

資源 

7.4.1 

個案輔導/ 

個案諮詢服務 

 

全年 1. 按不同需要的學生提供個別輔導服務 

2. 60%接受輔導學生對服務感到滿意 

1. 統計學生的輔導記錄 

2. 口頭諮詢學生意見 

3. 與督導每季進行個案分享

及報告，並進跟個案情況 

社工 輔導記錄表 

輔導物資 

社區機構 

7.4.2 

小組訓練 

(社交、情緒管理

小組) 

全年 1. 開辦不同的小組訓練，支援有需要的學生 

2. 學生出席率達80% 

3. 70%學生認為小組訓練對他們有幫助，並能

針對他們的需要 

1. 服務紀錄 

2. 觀察參與學生表現 

3. 口頭諮詢學生意見 

4. 與督導每季進行個案分享及

報告，並進跟個案情況 

社工 活動物資 

社區機構 

7.4.3 

家訪服務 

全年 定期為個案及有需要之學生、家庭提供家訪服

務，以更全面跟進有關個案情況。 

 

1. 統計學生的輔導記錄 

2. 口頭諮詢學生及其家庭意見 

3. 與督導每季進行個案分享及

報告，並進跟個案情況 

訓輔組 

社工 

輔導記錄表 

輔導物資 

社區機構 

 

 

7.5  藉家長活動及親子活動，促進家校合作，建立互愛關顧的家校文化。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7.5.1 

家長及親子活動 

(講座及工作坊、小組、親子

活動) 

全年 1. 全年完成不少兩個親子活動，出席率逹70% 

2. 70%參加的家庭認為活動有助促進他們親子

間的關係 

1. 檢視出席率 

2. 觀察活動參與者表現 

3. 口頭諮詢參與者意見 

社工 出席表 

活動物資 

7.5.2 

參與家長教師會 

全年 全年列席家教會會議，提供意見及協助舉辦各

類活動 

諮詢及提供意見 家教會 

成員 

會議 

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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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 

7.5.3 

「家長茶聚」家長活動 

(講座及工作坊、小組活動) 

全年 1. 全年成功完成兩次活動 

2. 20%參加的家長認為活動能加強他們處理子

女問題的技巧及協助他們建立家長網絡 

1. 檢視出席率 

2. 觀察活動參與者表現 

3. 口頭諮詢參與者意見 

4. 家長問卷調查 

社工 出席表 

活動物資 

社區機構 

 

7.6  藉教師培訓活動、教師諮詢服務等，藉此提升教師的教學能力，並鼓勵教師參與輔導工作。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7.6.1 

教師工作坊 

全年 50%參加的教師認為工作坊有助他們處理學生的問題或減壓

活動 

1. 觀察活動參與者表現 

2. 口頭諮詢參與者意見 

社工 出席表 

活動物資 

社區機構 

7.6.2 

教師諮詢服

務 

全年 1. 使用此服務的教師人數有50% 

2. 50%或以上曾使用服務的教師滿意此項服務 

1. 統計人數 

2. 教師的意見 

社工 統計表 

7.6.3 

資源分享 

全年 1. 向教師分享輔導資料達三次或以上 

2. 50%教師認為資料有助他們處理學生的問題，並能提升他們

對輔導服務的認識 

1. 統計分享資料 

2. 口頭諮詢教師的意見 

社工 分享資料 

 

7.7  藉學校支援發展多元的溝通平台，共同商議學校整體及各級的輔導需要，以發揮團體協作果效。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7.7.1 

協助學校制訂及執行

學校的輔導政策 

全年 制定及推行校內外個案輔導轉介的

程序及政策，讓學校訓輔服務更完善 

按學校需要協助學校制訂

及執行學校的輔導政策 

訓輔組 

社工 

校內個案轉介

機制資料文件 

7.7.2 

協助推行「全校參與學

習支援」計劃 

全年 配合接受「學習支援」的學生需要，

提供個案輔導 

協助教師處理學習困難或

其它個別問題的學生，以

提升教師在學生輔導工作

訓輔組 

學習支援老師負責 

社工協助 

全校參與學習

支援小組行政

指引資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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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技巧 

7.7.3 

協助處理校園危機 

全年 支援學校、老師處理校園危機及商討

可行的應變措施 

按學校及學生需要協助處

理校園危機 

訓輔組 

社工 

危機處理手冊 

7.7.4 

協助教師處理學生輔

導問題 

全年 協助教師處理學生（輔導）問題，加

強教師於輔導工作的實踐能力 

協助教師處理學習困難或

其它個別問題的學生，以

提升教師在學生輔導工作

之技巧 

訓輔組 

社工 

校本輔導行政

手冊 

 

7.8  與社區資源建立伙伴關係，參與社區機構舉辦的活動或工作坊。 

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7.8.1 

與社會福利署中西及離島綜

合家庭服務中心合辦: 

「開心成長樂」小組 

全年 1. 全年完成四節小組活動，出席率逹70% 

2. 不少50%小一學生能整理自己的校服及懂得保

持個人衛生的方法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2. 檢視出席率 

3. 口頭諮詢學生意見 

4. 上／下學期訓輔檢討

會議 

社工 

社署社工 

出席表 

活動物資 

7.8.2 

與社會福利署中西及離島綜

合家庭服務中心合辦: 

 社交小組 

 情緒管理小組 

全年 1. 全年完成不少四節小組活動，出席率逹70% 

2. 不少60%學生能學習與人溝通技巧和情緒管理

的正確方法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2. 檢視出席率 

3. 口頭諮詢學生意見 

4. 上／下學期訓輔檢討

會議 

社工 

社署社工 

出席表 

活動物資 

7.8.3 

與明愛賽馬會長洲青少年綜

合服務合辦: 

 區本計劃 

 升中面試 

 暑期活動 

全年 1. 開辦不同的小組活動，支援不同的需要的學生 

2. 學生出席率達80% 

3. 70%學生認為活動或工作坊對他們有幫助，並

能針對他們的需要及有所得著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2. 檢視出席率 

3. 口頭諮詢學生意見 

4. 上／下學期訓輔檢討

會議 

社工 出席表 

活動物資 

社區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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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4 

參與社會福利署主辦: 

「義工運動」獎勵計劃 

全年 1. 50%學生及家長參與校內或社區義務工作，以

該年累積超過指定服務時數 

2. 50%學生及家長認為計劃能鼓勵他們持續參與

義工服務 

3. 全年不少於30名或以上學生獲得金、銀、銅嘉

許狀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2. 檢視出席率 

3. 口頭諮詢學生意見 

社工 出席表 

活動物資 

社區機構 

7.8.5 

參與香港明愛青少年及社區

服務主辦: 

「明愛出色小義工」獎勵計劃 

全年 1. 50%學生及參與校內或社區義務工作，以該年

累積超過指定服務時數 

2. 50%學生認為計劃能鼓勵他們持續參與義工服

務 

3. 全年不少於30名或以上學生獲得嘉許狀 

1. 觀察學生的表現 

2. 檢視出席率 

3. 口頭諮詢學生意見 

社工 出席表 

活動物資 

社區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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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全校參與照顧學生不同需要(學習支援) 

 
I.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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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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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支援津貼； 

 全校參與模式的融合教育計劃；及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III.支援措

施及資源運 

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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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立學生支援組，校長作統籌，成員包括輔導主任、輔導教師、各級班主任、社工、教育心理學家和各學科教師等； 

 增聘1名支援教師與全校教師以「全校參與」模式照顧個別差異； 

 安排抽離輔導班，為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小三及四英文加強輔導教學； 

 購買「言語治療服務」，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提供每週一次的小組及個別言語治療和訓練； 

 安排教師，以協作教學模式在課堂上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在教師協助下，安排教學助理每天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課後功課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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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光計劃」，為初小學生提供幫助； 

 設立「伴讀計劃」，協助有讀寫困難的學生閱讀課外書，以提升他們的閱讀能力； 

 設立「個別學習計劃(IEP)」，為有多重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幫助； 

 購置針對性的小組，為不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幫助，如「專注力訓練」、「社交小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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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教育局、香港教育大學及志願機構，為教師提供培訓，包括以「全校參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教導患有

自閉症的學生的策略、啟發潛能的新教學理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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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18-2019 年度財政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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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18/19年度「學校發展津貼」計劃書 

開辦班級數目：6 

獲取津貼： $ 216,220.00 

項目 關注重點 策略 / 工作 

預期好處 

(如何能減輕教 

師的工作量等) 
時間表 所需資源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1) 

 

文員助理 

 

提升行政效

率。 

聘用一名文員助

理協助教師、辦

公室工作，如製

作教材、處理學

生智能咭系統、

學校採購、圖書

館等等行政工

作。 

減輕教師預備

資訊科技教材

的工作量及改

善學校行政效

率。 

1.9.2018

至

31.8.2019 

助理員月薪 

$12,100 強積金供

款 $605.00 

全年支出：($12100 

+ $605 ) x 12 = 

$152,460 

 

 製作優質教材 

 加強學校持份者

溝通(處理學生智

能咭出席系統) 

 採購過程順利 

 維持圖書館正常

服務 

 觀察 

 查閱紀錄 

 訪間老師 

盧美玉主任 

(2) 

 

全方位學習 

 

(舞蹈訓練) 

提高學生對表

演藝術的興趣

並給予發揮的

機會。 

聘用一名專業舞

蹈教師教授同學

舞蹈技巧、編排

表演項目等。 

 

每星期一課節 

減輕訓練舞蹈

活動老師的時

間。 

由九月至

明年六月 

 

 

導師費 $600 X 28 = 

$16,800 

場租 及 音響 

$31 X 28 =$868 

合共 $17,668 

1. 學生對舞蹈的興

趣有否提高。 

2. 學生的主動性及

信心有否提升。 

3. 學生在舞蹈技巧

上有否進步。 

舞蹈老師的觀察及

評定。 

校內老師對學生的

評估。 

於公開表演中觀眾

的回應以檢討。 

 

彭佩茵主任 

(3)  

 

全方位學習 

 

提高學生對球

類運動的興趣

並給予發揮的

機會。 

聘用一名專業教

練教授同學足

球、羽毛球、壁

球、並參加比

減輕老師訓練

的時間。 

由九月至

明年六月 

 

足  球：$ 6,500 

羽毛球：$20,000 

乒乓球：$13,000 

花式跳繩：$4,000 

1. 學生對各項運動

的興趣有否提

高。 

2. 學生的主動性及

教練的觀察及評

定。 

校內老師對學生的

評估。 

體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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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類訓練) 賽，每星期一課

節。 

----------------- 

合  共：$43,500 

信心有否提升。 

3. 學生在各項運動

的技巧上有否進

步。 

於公開比賽中觀眾

的回應以檢討。 

 

 

總計  $213,628.00    

 

 

財政預算 

17-18 年度結餘 $138,604.35

18-19 年度收入 $216,220.00

18-19 年度支出預算 $213,460.00

18-19 年度估計結餘 $141,36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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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018/19 年度「姊妹學校計劃津貼」計劃書 

「 姊妹學校計劃津貼」 計劃書 

 

項目
編號 交流項目名稱及內容 預期目標 監察/評估 津貼分配 

1. 
兩校師生交流活動: 

‧本校學生前往內地小學進行交

流活動，包括隨堂上課、參與

STEM、中華文化、語文、藝術及

體育教育有關範疇的學習； 

‧兩校學生使用平板電腦等電子

學習工具，在交流期間合作進行

專題研習、遊踪、訪問及拍攝等

活動。 

 

‧參與學生在 STEM、中華文化、語文、

藝術及體育教育有關範疇等範疇的

學習興趣與能力有所提升； 

‧參與學生能有效運用電子學習工具 

輔助學習； 

‧參與學生的研習興趣與能力有所提

升。 

 

‧教師觀察及評估 

‧學生訪談 

 

(1)學生及老師前往交流活動的交通及食

宿開支：(三日兩夜) 

$50,000 

(2)電子學習工具：(30部) 

$65,000 

 

2. 
‧透過使用電子平台，運用電子

教學用具，並按照姊姊學校學

習環境與條件，度身訂造學習

活動及系統。 

‧設計合適學習目標及內容增強

學生之間的互動學習活動。 

‧擴闊參與層面及幅度，提高學生參

與人次。 

‧創造一個高質素，持續又深入的多

元交流平台。 

‧電子平台資料 

‧教師觀察及評估 

(1)開設電子平台賬戶 

(2)設計合適活動內容 

(3)購置支援部件 

$35,000 

   合計：$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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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18/19年度「運用推廣閱讀津貼計劃」計劃書 

推廣閱讀的主要目標:（例如:營建閱讀氛圍） 

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及習慣，在學校營造良好閱讀環境。 

項目名稱* 預算開支（$） 

1. 購置圖書  

       14,000(中英圖書) 

        1,000 (多媒體) 

 實體書 

電子書 

2. 網上閱讀計劃  

        2,000  e悅讀學校計劃 

 其他計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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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總   計        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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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促進小學英語學習津貼計劃」計劃書 

Grant Scheme on Promoting Effectiv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s (PEEGS) 

School-based Implementation Plan 

General information:  

1. No. of English teachers in the regular staff establishment (excluding the Nati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    7    

2. No. of approved classes in the 2017/18 school year:  

 P.1 P.2 P.3 P.4 P.5 P.6 Total 

No. of approved classes 1 1 1 1 1 1 6 

3. No. of operating classes in the 2017/18 school year: (if different from the number of approved classes) 

 P.1 P.2 P.3 P.4 P.5 P.6 Total 

No. of operating classes        

4. Programmes/projects implemented or support service(s) in relation to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received in the past five years (more rows 

can be added if needed): 

Name of programme/project/ support 

service 

Grade level 

 

Focus(es) of 

programme/project/ support 

service 

External support (if any) 

 

Buddy Reading Programme P.2 Reading, speaking and listening Language Learning Support Section, E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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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WOT Analysis related to the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English: 

Strengths Opportunities 

1. Parents are keen for their children to learn and improve in English. 

2. The principal lends tremendous support and enthusiasm for creative 

ideas in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3. Our English teachers are highly skilled and experienced. The NET is 

experienced with a theatre background and arousing interest in 

English across KS1 - KS2. 

4. Strong collaborative skills are developed with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nd ideas and materials are readily shared. 

5. Students have relatively strong listening skills, as evidenced by our 

TSA performance. 

1. The PEEGS grant will offer students and teachers the chance to 

gain new skills and to acquire learning and teaching resources.    

2. We receive professional support from the EDB NET section 

3. Our smaller class size means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enhanced 

group work. 

Weaknesses Threats  

1. Our students have limited exposure to English outside school as it is 

on an outlying island and many parents are unable to support their 

children’s learning at home. Students are limited in language learning 

resources and exhibit low motivation. 

2. Our school has 140 students and our teaching, financial and physical 

resources are restricted.  

3. Presently an English Club has been established. However, there is a 

wide range of learner diversity. This resulted in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materials that need to be developed to cater for individual needs.  

1. Declining student population in Cheung Chau 

2. Competition from neighbouring schools and schools on Hong 

Kong Island 

3.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based on printed materials can be 

boring for students. There is a need for more varied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a more interactive approach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4. Our school has 6 English teachers, including the NET.  Some of 

the local English teachers also teach other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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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Measure(s) taken through the grant under the English Enhancement Grant Scheme for Primary Schools, if any: 

(More rows can be added, if needed.) 

Area(s) of Development  Usage(s) of the grant Grade Level 

1.  E-Learning Programme ● Recruitment of a professional consultant to support 

teachers in developing and using an e-learning programme 

to facilitate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English in class 

● Hiring of a curriculum consultant to support teachers in 

implementing a reading ability measurement programme  

● Acquisition of books of various text-typ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reading culture and for supporting the 

extensive reading programme 

● Employment of a teaching assistant to assist English 

teachers to implement the e-learning and reading 

assessment programmes (for 2 years). 

P.1 –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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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Focus(es) of the school’s proposed school-bas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initiative(s) to be funded under PEEGS 

 

Proposed target area(s) of development 

(Please ☑ the appropriate box(es) below) 

 

Proposed usage(s) of the Grant 

(Please ☑ the appropriate box(es) below) 

 

Time scale 

(Please ☑ the 

appropriate 

box(es) below) 

 

Grade level 

(Please ☑ the 

appropriate 

box(es) below) 

 

✔  Enrich the English language environment in school 

through 

- conducting more English language activities; and  

- developing more quality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resources(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ie 

collaboration skills, creativity  and comm.. skills 

✔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 with equal emphasis on 

more able and less able students in respect of the 

updat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Primary) 

under “Ongoing Renewal of the School Curriculum 

– Focusing, Deepening and Sustaining” 

✔ Procure service(s) for conducting English 

language activities 

✔ 2018/19 

school 

year 

 

✔ 2019/20 

school 

year 

 

✔ P.1  

✔ P.2 

✔ P.3 

✔ P.4 

✔ P.5 

✔ P.6 

□ Others, please 

specify (e.g. 

P1-3, P5-6):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81 
 

(E) How to implement the proposed school-bas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initiative(s) funded by PEEGS? 

(More rows can be added, if needed.) 

Proposed school-bas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initiative(s) 

 

Grade 

level 

Time scale 

(month/ 

year) 

Expected outcomes/ 

Deliverables/  

Success criteria 

 

Sustainability 

 

Methods of 

progress-monitor

ing and 

evaluation 

To procure professional services for conducting language activities for P.1-P.6 to enrich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and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 with equal emphasis on more able and less able students in respect of the updat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Primary) 

under “Ongoing Renewal of the School Curriculum – Focusing, Deepening and Sustaining” 

Objectives 

The proposed initiative is aimed at deepen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increasing their 

motivation through procuring professional services to 

deliver a focused and sustainable drama Programme that 

integrates into our curriculum with the English teachers. 

This programme will also build up students’ confidence in 

speaking English and their collaboration skills with their 

peers as well as equip teachers for teaching of specific 

drama skills. 

 

Furthermore, learning English skills through Drama 

transforms the classroom into a quasi-real language 

situation which provides both more and abled students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their communicative skills in 

authentic and dynamic situations. 

 

P1 to 

P6 

Co-planning 

meetings 

with P1- P6 

teachers, 

NET and 

service 

provider:  

 

The project 

should 

commence in 

September 

2018 

 

Workshops 

(Sep 2018 - 

July 2019) 

The following 

resources packs will be 

produced: 

- KS1 and KS2 level 

drama courses 

- Elite drama 

programme 

- Multimedia 

Production 

workshop 

 

30 - 40 percent of 

students should 

confirm that there will 

be an increase in 

motivation and 

enjoyment through a 

The 

programme 

will be 

implemented 

after the 

project year. 

 

The Drama 

programme 

will be 

integrated into 

our 

school-based 

P4 - P6 

English 

curriculum 

and 

Regular 

evaluations will 

be conducted at 

our co-planning 

and our panel 

meetings for both 

the Drama 

workshops, KKPS 

Drama Club and 

“Through the 

Lens’ programme. 

 

Records of 

co-planning 

meetings will be 

k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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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school-bas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initiative(s) 

 

Grade 

level 

Time scale 

(month/ 

year) 

Expected outcomes/ 

Deliverables/  

Success criteria 

 

Sustainability 

 

Methods of 

progress-monitor

ing and 

evaluation 

Qualifications and requirement of the instructors 

Instructors will be recruited through a service provider to 

develop and deliver a drama programme with the English 

teachers to facilitate effective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English.  

 

The instructors should be bachelor’s degree holders with 

an English language and drama background, front-line 

teaching experience, a proven record of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Drama programmes for schools in Hong 

Kong. 

 

 

Details of the Drama Programme 

P.1-P.6 Level Programme 

Drama workshops will be held for our students weekly 

within the normal timetable in the two project years to 

build up students’ confidence and enhance their English 

speaking skills, prior to a school drama production to be 

performed on Graduation Day.  

 

The Drama workshops, which are an introduction of 

& 

(Sep 2019 - 

July 2020) 

 

Surveys for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review twice 

yearly (Jan 

2019 & June 

2019) and 

(Jan 2020 & 

June 2020) 

Graduation 

shows: 

(Early July 

2019) & 

(Early July 

2020)  

 

KKPS Drama 

Club (Sep 

student survey. 

 

30 - 40 percent of 

students improve their 

speaking skills as 

evidenced by formative 

and summative 

assessments results.   

 

80 percent of teachers’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applying 

Drama skills effectively 

are deepened.  

 

80 percent of teachers 

will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ism in new 

instructional 

approaches  

implemented 

i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for our annual 

production for 

Graduation 

Day. 

 

The school 

will own the 

two tailor 

made scripts 

that can be 

performed 

every by 

ourselves 

without 

additional 

costs. 

 

Professional 

sharing 

Surveys for 

teachers 

conducted by 

drama 

instructors. 

 

Surveys of 

students 

conducted by 

teachers. 

 

Project team will 

hold meetings 

every 3 months to 

review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the 

project with 

drama 

instru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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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school-bas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initiative(s) 

 

Grade 

level 

Time scale 

(month/ 

year) 

Expected outcomes/ 

Deliverables/  

Success criteria 

 

Sustainability 

 

Methods of 

progress-monitor

ing and 

evaluation 

Language Arts elements related to drama, serve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meaningful learning and equip teachers for 

teaching of specific drama skills. 

 

Target skills and learner activities 

Communicative us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will deepen 

students’ core language skills in speaking, reading, writing 

and listening through participation and engagement in 

drama activities.  The purpose of Drama through English 

language is to explore specific topics from the core 

curriculum or to solve problems. Students’ performance 

can be theatrical rehearsals or improvisations. These 

activities can ignite students’ imagination, allow students 

to gain insights and self-consciousness, and increase 

expression opportunities and social skills.  

 

15 Workshops of 1 hour per level, for 3 levels (P.4, P.5, P.6), 

integrating themes from the core curriculum. e.g. P6 - 

Writing a narrative/fairytale from core curriculum 

(English to Enjoy)  - P6(A) Goldilocks and the Three 

Bears / P5(B) A hilarious case - A Detective Story will be 

conducted. 

2018 - June 

2019) 

& 

(Sep 2019 - 

June 2020) 

 

English Day 

performance

s (Late June 

2019) 

& 

(Late June 

2020) 

 

sessions will 

be conducted 

with other 

level teachers. 

These will 

include 

English 

meetings with 

the  

principal, EPC, 

instructors, 

NET and LETS 

Also at 

monthly 

school 

meetings 

other level 

teachers. 

 

Drama skills 

will enable the 

teachers to 

Video-taping of 

workshops/ 

productions for 

sharing with 

students for 

improvement on 

their 

performances. 

 

Video-taping of 

workshops for 

sharing among 

teachers and 

panel members to 

evaluate and 

enhance teach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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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school-bas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initiative(s) 

 

Grade 

level 

Time scale 

(month/ 

year) 

Expected outcomes/ 

Deliverables/  

Success criteria 

 

Sustainability 

 

Methods of 

progress-monitor

ing and 

evaluation 

 

Classroom Activities 

Pluralistic activities should include: 

- Directly experiential: requiring students to experience 

a real situation, for example: to observe a young 

couple ordering a meal in a restaurant or to interact in 

pairs by teachers’ instructions.  

- Dramatic skill practice: this requires students to 

present their sensitive memories, for example; to 

recall the smell of their favourite meal or to practise 

walking for the role of a baby bear.  

- “Drama” exercise: This is similar to role-playing by 

teachers’ instruction or narration, for example: A and 

B practise as a pair on the conversation of a customer 

and a waiter, or to present a tableau while listening to 

bad news. 

- Games: These will be devised for students to play 

while increasing their focus and sensitivity, for 

example: to speak a line while catching a ball in a ball 

game or a competition between groups.  

- Other art forms should include storytelling, designing 

a stage of a scene, or taking a picture of a special 

design and 

implement 

further 

productions 

for future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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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school-bas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initiative(s) 

 

Grade 

level 

Time scale 

(month/ 

year) 

Expected outcomes/ 

Deliverables/  

Success criteria 

 

Sustainability 

 

Methods of 

progress-monitor

ing and 

evaluation 

moment. Through these activities, students can not 

only enhance their drama skills but also perceive how 

to utilize the medium of drama by participating in 

devised activities. 

 

Using these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s should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 in the workshops; students who are in 

general not very interested in just reading English 

materials will find texts less intimidating and become 

more motivated to learn. 

 

Materials to be produced 

A Digital Educational Packet will be designed specifically 

for our school. The pack will include:   

- PowerPoint presentations for teachers 

- story summary 

- vocabulary list 

- critical thinking questions 

- writing exercises  

- customised student scripts 

 

Pre-assessment tasks will be designed by the instru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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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school-bas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initiative(s) 

 

Grade 

level 

Time scale 

(month/ 

year) 

Expected outcomes/ 

Deliverables/  

Success criteria 

 

Sustainability 

 

Methods of 

progress-monitor

ing and 

evaluation 

and teachers to identify the students’ capabilities in the 

necessary skills, i.e. reading, memorization, projection of 

their voices, movement. Students who display a keen 

interest and enthusiasm will be identified to further 

develop and deepen their language skills and strengthen 

their readiness for Drama production in later sessions and 

can join the Elite Drama Programme. 

 

Groups of characters will have varied levels from high to 

low. Students will be put into the groups that fit their level 

best. More able students will be given more important 

extensive roles. 

 

Details of After-school Elite Drama Programme 

15 x KKPS Drama Club lessons will be held specifically for 

our KKPS Drama Club students. KKPS Drama Club is for 

advanced students who have been chosen to participate. 

These lessons will provide a deepened interest and more 

meaningful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our students. 

 

The EPC, the NET and service provider will co-plan the 

aims and contents for the KKPS Drama Club e.g. Po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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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school-bas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initiative(s) 

 

Grade 

level 

Time scale 

(month/ 

year) 

Expected outcomes/ 

Deliverables/  

Success criteria 

 

Sustainability 

 

Methods of 

progress-monitor

ing and 

evaluation 

plays, and songs that will be performed throughout the 

academic year and on English Day. Poems, playscripts and 

songs of different length and complexity will be chosen to 

be performed.  

 

The developed 15 KKPS Drama Club lessons will be 

delivered by the service provider and the NET. The 

contents of the KKPS Drama Club lessons will further 

stimulate our advanced students’ enjoy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rts. 

Multimedia Production Workshop 

A total of 10 training sessions on backstage and 

production skills will also be delivered to 15 interested 

students and the following skills will be covered: 

- lighting and sounds 

- video production (shooting and editing) 

The crew will be trained up for co-hosting school’s 

functions with existing teachers.   

 

Sharing of the learning outcomes 

The above 3 workshops will culminate in two productions 

for Graduation Day where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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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school-bas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initiative(s) 

 

Grade 

level 

Time scale 

(month/ 

year) 

Expected outcomes/ 

Deliverables/  

Success criteria 

 

Sustainability 

 

Methods of 

progress-monitor

ing and 

evaluation 

perform and showcase their talents and English language 

abilities to their parents. 

 

Two final productions will involve the performance by the 

students which will consist of songs, dances, and dialogue 

that the students have learned during the drama 

workshops. The performance will be in line with the 

curriculum of the school (i.e. a story the students are 

studying and vocabulary they are learning). There will also 

be students who will be backstage working on the lighting 

and sounds and handling the video production.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instructors and English 

teachers 

The co-planning meetings will be instrumental in 

conducting the 15 Drama workshops for professional 

enhancement for English teachers. 

 

The English Panel Chair, the NET, the P1 - P6 English 

teachers and the drama instructors will review the current 

curriculum for integration into workshops for the Drama 

programme. The Drama programme developed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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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school-bas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initiative(s) 

 

Grade 

level 

Time scale 

(month/ 

year) 

Expected outcomes/ 

Deliverables/  

Success criteria 

 

Sustainability 

 

Methods of 

progress-monitor

ing and 

evaluation 

integrate with our school-based GE curriculum and 

classroom teaching plans.  P4 to P6 English teachers, the 

NET and the drama instructors will identify units in the 

students’ English set texts for integration with the drama 

sessions. This will occur during co-planning meetings 

twice per month, with the drama instructors and P4 to P6 

English teachers.  The contents from the co-planning 

meetings will be tailor-made to implement the English 

core curriculum, identifying topics and themes and 

tailor-made to cater for students’ varied needs. 

Apart from contributing to co-planning meetings, the 

English teachers should: 

- co-teach at least half of the drama lessons; 

- try out the newly-developed materials in class during 

the project period; 

- arrange peer observation; 

- conducting evaluation meetings x 2 per year; 

- modify the materials with the instructors when needed 

(possibly every week) 

The instructors should observe the trial and give feedback 

to existing teachers for ensuring professional 

enh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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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d school-bas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initiative(s) 

 

Grade 

level 

Time scale 

(month/ 

year) 

Expected outcomes/ 

Deliverables/  

Success criteria 

 

Sustainability 

 

Methods of 

progress-monitor

ing and 

evaluation 

 

Rights to use the materials 

School will have ownership of the resources and will have 

the rights to use all the developed materials after the 

contract peri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