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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田天主教小學 

2019/2020 年度  校務組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終期評估 

目標一：靈活調動學校資源，為老師創造空間，照顧學生的多樣性，亦為不同學習能力的同學營造展現能力的機會。 

(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監察「學校發展津貼」資源運用。 
 

 

 

9/2019 

至 

8/2020 

 

 

 

23/6/2020 

本年度之「學校發展津貼」資源分配在人力資源，聘用一位全職駐校社

工、兩位全職教師及三位全職教學助理，以支援訓輔培育計畫及協助推

行多元學習活動，關顧缺乏學習動機之學生及為老師創造空間，提升整

體學與教的效能。 

多聘用之全職駐校社工關顧學生成長及支援校本培育計畫/課程，支援 

老師處理學生情緒問題，另外，合約全職社工亦帶領自閉症小組，以提 

升學生自尊、自信及執行能力。        

 

目標二：進一步提升家長、學生及老師身心靈健康，培養正向的價值觀。(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2 )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繼續邀請專業人員到校進行講座/工

作坊，讓全校教師進一步認識正向

教育的理念及應用技巧。 

 

 

9/2019 

至 

8/2020 

 

23/6/2020 

 

 

 

學校為老師於 5/9/2019 舉辦教師正向工作坊。超過 90%老師滿意工作坊

內容及實用性，並贊成舉辦同類型工作坊。30/9/2019 上午舉行強化學

生高階思維及情意反思能力和態度工作坊，下午進行團體建立活動，同

事反應良好，八成同事表示工作坊能使各人溫故知新，有助提升專業成

長；超過八成同事表示下午團體建立活動有趣，感到樂在其中。 

2. 透過教師分享，讓教師認識正向教

育的理念及應用技巧，建立正向態

度。 

因停課關係，本學年尚未安排教師進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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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繼續透過家長講座、工作坊、親子活 

動，推廣正向管教方法，促進親子間正 

面的關係。 

本校參與賽馬會校園靜觀計劃，下學期四月會安排學生工作坊及家長講

座，成效有待評估。 

因停課關係，賽馬會校園靜觀計劃學生工作坊及家長講座將安排於

2020-2021 年度上學期進行。  

 

(二) 恆常工作報告 

項目 計劃/活動名稱 機構名稱/負責老師 時間表 參與人數/獎項/反思(如適用) 

    1 制訂學校自評工作時間表 

 

王敏儀副校長 

 

全年 全體老師已在「教師自我評鑑表」內訂立本

年度之目標，並已交負責主任、副校長及校

長審視，部分自我評鑑表正在修訂中。 

2 完善考評機制 王敏儀副校長 

 

全年  為完善學校考績制度，於 9月向全體老

師收集考績制度之意見，主要修訂「學

與教」、 「校風及學生支援」及「態

度、能力及專責職務」各範疇之評核項

目。 

 網上教職員考績評核已於 22/4/2020-

22/5/2020 完成，數據經統計及整理後會

交校長於 7月與教職員進行考績晤談。

因疫情停課關係，本年度取消考績觀

課、下學期課業檢視及擬卷各項評分。 

3 新入職教師啟導 王敏儀副校長、陳思穎主任 

陳靜儀主任 

 

全年  已於8月安排新入職教師啟導會議，啟導

老師亦於11月進行觀課及給予新入職教

師有關觀課回饋。 

 因停課關係，啟導老師只能就上學期及 

復課後工作表現與新老師進行面談，回

顧整個學年的工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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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文具 

 

文具 

 

 

  

$1500.00 

 

 

 

 

$389.70 

$836.86 

 

 

 

total: $1500.00 $1226.56 

(四) 小組成員 

      組長：王敏儀副校長 

      組員：陳靜儀主任、陳思穎主任、李慧玲主任、區永剛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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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田天主教小學 

2019-2020 年度   總務組 工作計劃終期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終期評估 

目標一：提供安全、衞生及舒適的環境給師生員工學習及工作，使師生得到身心靈健康。   

(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2 及 2019-2020年度周年校務計劃關注事項○2 ) 

 

發展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校舍維修及增善工程計劃 

9/2019 

至 

8/2020 

5/2/2020 

 

 

29/6/2020 

1. 2019 年 8 月更換一樓茶水房冷熱飲水機 1 台、掛牆跳字鐘 20

部、男女洗手間垃圾桶 8 個。 

2. 2019 年 9 月更換窗口冷氣機 5 台、掛牆扇 2 把。 

3. 2019 年 10 月完成消防系統年檢 

4. 2019 年 11 月已完成升降機系統週年檢試工程、添置冷凍櫃 1

台、清洗鹹淡水水箱 4 個、添置空氣淨化機 3 台 

5. 2019 年 12 月更換窗口冷氣機 11 台、更換膠椅 240 張、ER 工

程更換 2 台風箱（207 及 407 室） 

6. 2020 年 1 月 ER 工程，更換 1 樓及 2 樓近洗手間位置的損壞地

磚 

7. 2020 年 2 月清洗淡水水箱 2 個 

8. 2020年 4 月 ER 工程，更換消防系統年檢報告中損壞部分、更

換內操場已損壞的掩門、棄置及更換 5,6 年級舊學生桌椅 

9. 2020年 5 月添置空氣淨化機 3 台、為全校進行殺菌塗層噴塗、

清洗鹹淡水水箱 4 個 

10. 2020 年 6 月 MR 工程，於 301-306 室加建窗花、添置空氣淨化

機 5 台、添置體溫探測機 1 台 

11. 2020 年 6 月起增加外聘清潔服務“史偉沙” 到校的頻率由每 2

星期 1 次至每星期 1 次 

12. 截至 6 月 26 日，全校維修項目已完成 257 項目，主要是維修

櫃鎖、洗手間喉管及水渠、水龍頭掣及更換光管電壓器等。經

維修後，損壞的項目能重新使用。經觀察所得，教師感到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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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理學校資源 

9/2019 

至 

8/2020 

5/2/2020 

 

 

29/6/2020 

1. 因破損而需註銷的項目，詳見附件四“2019-2020 固定資產註銷

紀錄”本學年添置的固定資產已登錄 eClass 資產系統。 

2. 本年度下學期已入賬新購置的校產將於暑假貼上標籤，詳見附

件三“2019-2020 固定資產添置紀錄”。 

3. 管理職工及監察職工的工作，加強校舍

環境之衛生及清潔 

9/2019 

至 

8/2020 

5/2/2020 

 

 

29/6/2020 

1. 本學年繼續沿用 Whatsapp 群組功能及對講機向工友發放工作

指示，並將“工友工作支援分配表” 分類為“長期及短期” 方便

工友查閱及跟進。  

2. 總務組組員已於 12 月 17 日進行抽查，當日早會前共巡查 13

個課室，各課室平均 3.7 分（3 分為普通，4 分良好），其中

有個別項目得分較低的已作個別通知工友改善。 

3. 於四月尾校長與總務組組長詳細巡查校舍清潔情況，並就各工

友負責的地方給與改善意見。 

 

 

(二)   恆常工作報告 

 與上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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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消耗品 a. 雜項：如螺絲、維修工具等 
b. 電池 10排 
c. 工友冬季制服 16件(約$120×16) 
d. 工友夏季制服 24件(約$100×24) 
e. 清潔用品 
f. 工友對講機叉電池 8 粒($100×8) 
g. 課室酒精溫度計 30個 
i. 維修用工具 
J. 更換 P2,3全部學生椅 

$20,000.00 

$500.00 

$2000.00 

$2400.00 

$10,000.00 

$800.00 

$900.00 

$10,000.00 

$25,000.00 

 

學校家具及設備 

 

a. 冷氣機 9部（運用 ER申請） 
b. 流動冷氣機 
c. 冷熱水機 
d. 吸塵機 3部 
e. 電話分機 
f. 空氣淨化機 2 部 
g. 英文室學生桌椅 

$45,000.00 

$3500.00 

$10,000.00 

$5000.00 

$2000.00 

$30,000.00 

$8,0000.00 

 

維修及保養 

 

校舍維修： 

a. 電梯維修費$5,000×12個月 
b. 電梯准用証 

c. 消防系統周年檢查及更換滅火筒 

d. 洗手間設備(如水龍頭,坐厠板,水箱,波曲,水箱手柄) 

e. 清潔洗手間衛生外判服務(全年) 

f. 清洗咸淡水水箱 

g. 更換飲水機濾芯 6套 

h. 電力配件、電掣、光管 
i.  門、閘、門鎖 

j.  雜項 

k. 更換及增加各課室的鮮風系統（運用 ER申請） 

 

$60,000.00 

$500.00 

$4200.00 

$8000.00 

$40,000.00 

$8000.00 

$4000.00 

$8000.00 

$4500.00 

$10,000.00 

/ 

 

 

 

 

 後加項目 $134,040.00  

total: $456,340.00 380,26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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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組成員 

      組 長：區永剛老師 

      組 員：何麗妮老師、潘燕愉老師、唐芝慧老師、溫美儀老師、何婷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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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田天主教小學 

2019-2020 年度 資訊科技教育及網上校管系統 組周年工作計劃終期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中期評估 

目標一：以多元的措施及策略，加強照顧學生多樣性。 (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發展策略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1 提供不同成績分析數據，提升學與教成效 

全年 

24/6/2020 

上學期考試除了為科主席提供比較數據外，亦會向各級科任提

供單次考試數據及跨年比較數據予科任分析，期望提升學教效

能。惟教師數據分析技巧尚待提升，建議舉辦校本教師培訓以

提升教師相關能力。 

1.2 引入更多電子學與教資源，支援同工學與教的多

樣性 全年 

本組於本學期舉辦了電子工作坊，讓同工體驗使用 Google 

Classroom 及 Google Keep。期望同工能多利用，提升課堂的互

動性。 

目標二：為教師創造空間，提升師生健康身心靈健康。 (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發展策略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2.1 推行不同行政化措施，為同工創造空間 9/2019 

至 

6/2020 

24/6/2020 

本年度將會推展電子繳費系統，已向供應商申請，於下學期

開始使用。但因疫情關係，將延至下學年使用。 

停課期間全校以視像會議及共用雲端硬碟處理校務，效果理

想，全校教職員對相關技巧亦已掌握，能在家中處理大部份

校務及教學工作。 

2.2 更新學校硬件資源，提升同工工作效率 9/2018 

至 

6/2020 

本年度更換了全校影印機，新影印機除速度提升外，亦附帶

不同的釘裝功能，同工可利用不同的釘裝功能制作教材 

 

目標三：建設無紙化校園，推動綠色校園 

 發展策略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運用雲端儲存工作文件，減省印刷，提升同工搜尋

文件的效率 

全年 24/6/2020 

本年度開始將會議文件放到 Google Drive 共用雲端硬碟，期

望減省印刷本的使用。 

停課期間全校以視像會議及共用雲端硬碟處理校務，期間已

利用共用雲端硬碟建構網上教學及行政資源，有助未來推行

無紙化校園，惟需注意網上文件夾之管理及組織，以便處理

學年過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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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恆常工作報告 

項目 計劃/活動名稱 機構名稱/負責老師 時間表 參與人數/獎項/反思 

1 

WebSAMS 系統管理 

評估後數據處理 

協助處理成績表事宜 

林 

何 

揭 

全年 

全 年 兩 次 測 驗 和 兩 次 考 試 ， 均 使 用

WEBSAMS 進行成績資料輸入；提取積分、

操行、評語和課外活動等資料，供老師核

對；製作成績分析報告，供課程主任及科主

任使用。 

2 
eClass 系統管理 

Parents App 
何 全年 

由 TSS 發佈電子通告，並跟進簽署記錄。另

由 TSS 負責 Parent app 的消息發佈。 

 3 Office 365 平台 雄 全年 
為新同事開啟帳戶，讓所有同工均能使用

Office 365 套件 

4 Google Education Suite 揭、林、何  

為新同事開啟帳戶，讓所有同工均能使用

Google Education Suite，此外，亦藉工作坊教

授同工使用。 

5 電子繳費系統 林 全年 
本年度將會推展電子繳費予家用使用，已向

供應商申請，於下學期開始使用。 

6 各項資訊科技設備及軟件採購 何、林 全年 上學期添置了 30 部平板電腦及備份系統。 

7 各平台戶口管理 何、輝 全年 
上下學期均印列各平台帳戶予學生，插班生

開戶由 TSS 處理。 

8 校園電視台 揭 全年 本年度開始實行直播早會。 

9 平板電腦管理 林、雄 全年 
老師可向 TSS 查詢使用情況並借用。由林滙

森老師協調各班使用。 

10 e-Services 何 全年 由何麗妮主任於 10 月統籌各老師更新情況。 

11 TSS 及 ITA 工作安排 林 全年 
由何主任負責更新及維護網頁內容。目前運

作正常。 

12 AQP 數據處理 雄、何、輝 林 與課程組配合，並安排數據輸入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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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政報告： 

 
  截至 16/06/2020 

  結餘 $543,402.07 

 
已支出百份比 31.14% 

   $789,104.00 $245,701.93   
內容 預算金額 支出金額 結餘 

消耗品：CD, DVD, LAN 線, 耳筒, 滑鼠, 鍵盤等 $20,000.00   $20,000.00 

寬頻上網 200M $1400X12 $16,800.00   $36,800.00 

EES 軟件授權合約 $17,000.00   $53,800.00 

家具及設備：更換課室投影機 15 部 $60,000.00   $113,800.00 

家具及設備：更換課室實物投影機 10 部 $4000x10 $40,000.00   $153,800.00 

家具及設備：數碼攝錄機 及 攝影器材 $15,000.00   $168,800.00 

家具及設備：Wifi900 租用費 $61,104.00   $229,904.00 

家具及設備：平板電腦 30 部 ($3,500.00 x 30) $105,000.00   $334,904.00 

家具及設備：伺服器儲存系統 $20,000.00   $354,904.00 

家具及設備：直播系統器材 $4,500.00   $359,404.00 

家具及設備：伺服器備份系統 $28,000.00   $387,404.00 

家具及設備：成績表專用紙 $3,000.00   $390,404.00 

家具及設備：流動電子白板 $40,000.00   $430,404.00 

家具及設備：手提電腦 30 部連充電車 $153,940.00   $584,344.00 

SAMS 電腦保養(教育局支付$5580)     $584,344.00 

防盜系統保養及保安台費 $6,600.00   $590,944.00 

IT 器材保養及維修費 $16,000.00   $606,944.00 

2019-2020Aero Drive 年費 $5,000.00   $611,944.00 

紅外線探熱系統 $6,000.00   $617,944.00 

家具及設備：學生證印制機(由特定用途費支付$20,000.00)     $617,944.00 

Gigabyte Network Infrastructure $42,360.00   $660,304.00 

電子白板 $128,800.00   $789,104.00 

Switch 保養費(16/07/2019-15/07/2020)   $800.00 $788,304.00 

防盜系統後備電池更換(地下正門)   $900.00 $787,404.00 

閉路電視及數碼錄影機系統、防盜警鐘系統及警鐘監控中心保養費用(01/09/2019-31/08/2020) 

  $4,800.00 $782,6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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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Cable, 標籤, Laser Pensenter etc   $767.00 $781,837.00 

紅外線探熱系統保養費(30/08/2019-29/08/2020)   $5,440.00 $776,397.00 

Jumper, Lan (電腦用品)   $400.00 $775,997.00 

電腦喇叭(20pcs)(課室用)   $1,900.00 $774,097.00 

文具_資訊科技及網上校管系統小組   $1,096.00 $773,001.00 

Broadband Service (10/09/2019-09/10/2019)   $1,400.00 $771,601.00 

電腦硬件保養費(01/05/2019-31/08/2020)   $2,650.00 $768,951.00 

新增電話機連線(1 條)   $1,550.00 $767,401.00 

Broadband Service Fee (10/10/2019-09/11/2019)   $1,400.00 $766,001.00 

學生證(700pcs)   $1,480.00 $764,521.00 

手提電腦(10pcs)   $49,800.00 $714,721.00 

Technical Support Fee for AeroDrive Internet File Server (01/09/2019-31/08/2020) 

  $3,600.00 $711,121.00 

Keyboard Sticker & Headphone   $279.00 $710,842.00 

Broadband Service Fee - 10/11/2019-09/12/2019   $1,400.00 $709,442.00 

固網電話保養(19/11/2019-18/11/2021)   $10,368.00 $699,074.00 

碳粉(社工室)   $356.00 $698,718.00 

Broadband Service Fee - 10/12/2019-09/01/2020   $1,400.00 $697,318.00 

Switch(校務處)   $620.00 $696,698.00 

網頁寄存額外每月 30GB 容量(01/01/2020-31/12/2020)   $3,600.00 $693,098.00 

成績表用紙(2000pcs)   $1,980.00 $691,118.00 

Harddisk (Websams 備份用)   $1,626.00 $689,492.00 

平版電腦管理系統(01/01/2020-31/12/2020)   $5,400.00 $684,092.00 

騎馬釘(油印機用)   $600.00 $683,492.00 

騎馬釘(影印機用)(Type V)   $1,460.00 $682,032.00 

Broadband Service Fee - 10/01/2020-09/02/2020   $1,400.00 $680,632.00 

eClass 雲端服務(01/01/2020-31/12/2022)   $38,585.00 $642,047.00 

eClass 雲端服務(01/01/2020-31/12/2022)   $11,315.00 $630,732.00 

ViewSonic 流動電子白板(1pc)(Rm707)   $26,910.00 $603,822.00 

Creative Cloud (10/01/2020-09/01/2021)   $3,300.00 $600,522.00 

Broadband Service Fee (10/03/2020-09/04/2020)   $1,400.00 $599,122.00 

Maintenance Fee - IBM x3650 Xeon E5405 (3pcs)   $1,120.00 $598,002.00 

Maintenance Fee - Think Centre M3 Tower (14pcs)   $2,250.00 $595,7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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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band Service (10/04/2020-09/05/2020)   $1,400.00 $594,352.00 

文具 (資訊科技教育及網上校管系統)   $219.73 $594,132.27 

HK Prodesk 400 G2MT   $150.00 $593,982.27 

HK Prodesk 400 G2MT   $150.00 $593,832.27 

HP DL380 GEN9 8SFF (652583-B21 600GB x3)   $1,400.00 $592,432.27 

Synology DS215J   $900.00 $591,532.27 

Maintenance - Router - CISCO 1900   $370.00 $591,162.27 

Maintenance - Switch - Intel Express 520T 10/100 (12Ports)   $130.00 $591,032.27 

釘裝釘(影印機用)   $1,800.00 $589,232.27 

電腦保養(Lenovo Think Pad & Acer)(01/05/2020-30/04/2020)   $1,710.00 $587,522.27 

Ricoh 速印機_MP7503SP_Meter Charges_04/2020   $1,862.00 $585,660.27 

學校網頁系統維護費用(23/05/2020-22/05/2021)   $4,950.00 $580,710.27 

Broadband Service (10/05/2020-09/06/2020)   $1,400.00 $579,310.27 

Ricoh Staple Refill Type V (4pcs)   $1,600.00 $577,710.27 

Ricoh Staple Refill Type W (1pc)   $300.00 $577,410.27 

Ricoh 速印機_MP7503SP_Meter Charges_05/2020   $776.20 $576,634.07 

SSD 240GB 2.5" Kingston   $556.00 $576,078.07 

成績表印刷(1000 張)   $1,599.00 $574,479.07 

Gigabyte Network Infrastructure (1-3/36installments)($5295 x 3)   $15,885.00 $558,594.07 

Gigabyte Network Infrastructure (4/36installments)($5295 x 1)   $5,295.00 $553,299.07 

平板電腦使用手冊(500pcs)   $3,003.00 $550,296.07 

顯示器 1 部(校長室)   $1,599.00 $548,697.07 

Gigabyte Network Infrastructure (5/36installments)($5295 x 1)   $5,295.00 $543,402.07 

 

(四)小組成員 

    組長：林滙森老師 

    組員：何麗妮老師、揭冠凌老師、文健雄老師、黃家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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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田天主教小學 

2019/2020 年度  正向核心組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評估表 

(一) 工作報告 

1. 學校層面 

1.1 落實正向教師語言 

 已於課室壁報將貼中英文正面教師語言。 

1.2 白天之星選舉 

 已於 11 月及 12 月完成感恩之星及仁愛之星選舉，獲選同學獲邀與校長拍照，照片已張貼在學校正門之橫額上以茲鼓勵。同

學接到相片後亦表現興奮。喜愛學習之星將由每班於停課期間網上自學表現最佳首 5 名學生奪得。另正直之星、自律之星及

公正之星選舉則延至下年度進行。 

2. 課程及學校層面 

     2.1 德公課課程/活動 

 透過外聘機構支援德公課，每級進行 4 節正向教育德公課，強化學生對個人品格強項的認識及其應用方法，提升學生社交技

巧。六年級已於上學期完成四節正向生命課程，教材和實作吸引、具有趣味性，符合課程目標，但因為內容豐富而出現超時

問題，建議機構減少個別環節。一至五年級正向生命課程留待下學期檢討，但受停課影響，二、五年級只能補堂最多 3 堂，

而一年級 4 月份才開始。 

 於星期三德公課安排不同機構安排講座/劇場，滲透品格強項元素，上學期一、二年級進行 3 次主題講座及短劇，五、六年級

進行 2 次主題講座。就老師觀察所得，學生參與活動時感興趣和十分投入，內容滲透品格強項元素，能有助他們學 習正向的

價值觀。 

2.2 早會及月會活動 

 早會、月會及 English Thursday 分享以性格強項為主題及鞏固所學。 

2.3    各學科的滲透 

 各學科之進度表均列出涉及的性格強項之課題。 

 本年度上學期跨學科課程統整取消，下年度將配合「遷校」這個主題，鼓勵學生創作正向標語。 

2.4    宗教科之配合 

 校長及宗教科於早會繼續進行宗教分享、金句分享、聖人介紹或生活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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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學校環境氛圍 

 於校園設置成就展示區，已設計白天之星橫額，並懸掛於學校門口，以展示各班獲選白天之星。 

 已於一梯及二梯的透明展板，將貼金句、聖人德行及正向雋語佈置，加強師生、家長，甚至其他職工對正向教育認識。 

 校長已設計及製作大型橫額，並懸掛於一樓梯間，讓不同持份者展示本年度發展之性格強項。 

 課室壁報設有生日之星、性格強項之星及代禱角，以培養學生關愛文化。來年度加大課室壁報代禱角的範圍，或在宗教室外

加入代禱信箱，並安排在早會讀出祈禱意向。 

 每班定期舉行生日會，同學表現雀躍。德公堂加入“Show & Tell”、“We got talent” 及“Wanna be on top”三連堂班級經營課，同

學享受活動，表現投入。 

3. 教師層面 

3.1  5/9 (下午 2:00-4:30) 安排正向教育教師工作坊，超過 90%老師滿意工作坊內容及 實用性，並贊成舉辦同類型工作坊。 

3.2  22/1 教師舉行教師發展日，當日上午作宗教電影欣賞及交流，下午分別舉行瑜珈、新興活動及石頭畫(聖家像)，老師表現投 入，並

滿意是次活動安排。  

3.3  鄺淑玲老師於 10/12/2019-11/12/2019 參與精神健康急救基礎課程。 

3.4  何潔瑩主任於 13/1/2020-17/1/2020 參與精神健康專業發展課程課程，課程能加深學員對各類型精神健康問題的認識，給予對象適切

的幫助和支持，而學員需要完成 課業，為學生設計個別學習計劃（IEP）。 

3.5  本校已獲邀參加賽馬會校園靜觀計劃之體驗計劃，因停課關係，因 19/3 改為全天上課未能提供教師工作坊，已與機構聯絡，活動

將改於下年度進行。 

4. 家長層面 

原定賽馬會校園靜觀計劃安排之家長講座因停課而擱置，正向家長講座將改於下年度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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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財政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校園佈置用品  

大門裝飾 

 

網孔橫額(白天之星) 

 

白天之星照片冲曬 

600  

109.00 

 

2120.00 

 

225.00 

 Total:  -1854.00 

 

(三) 小組成員 

      組 長：王敏儀副校長 

      組 員：李慧玲主任、梁蓓蓉主任、何潔瑩主任、陳靜儀主任、陳伊鈴老師、李健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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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田天主教小學 

2019-2020 年度 學校形象推廣組 工作計劃終期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終期評估   

目標一：善用資訊科技，優化報名程序，便利幼稚園生家長參與學校活動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利用 google form 及 QR Code 等程

式，透過網上報名參與學校的幼小

銜接活動 

9/2019 

至 

6/2020 

26/6/2020  9 月幼稚園推廣活動，7/9 有 17 對親子出席活動，8/9 有 70 對親子參

與活動。 

 12 月幼稚園推廣活動，網上收生進行一周時間內，已經有 69 對親子

參與課程，四班親子課程已經額滿，需要立即截止報名。 

 網上報名程序能減省幼稚園代為招收學生參加活動的行政工作。促使

幼稚園更願意協助本校派發宣傳資料及活動單張，令到活動參與率大 

       大提升。 

 家長能夠應用 google form 及 QR Code 等程式報名參與學校活動，甚

至有部分參與活動的家長來自沒有接收到宣傳單張的幼稚園，該部分

家長表示透過收到傳單的朋友得知本校宣傳活動，利用 QR Code 網上 

        報名參與活動。令到宣傳範圍進一步擴展。 

 

 

目標二：持續優化學校網頁，宣傳學校特色及發展，展示學生成就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利用 Playlist 整合及分類學生學習活

動片段，更有效地展示學校各方面

的成就 

9/2019 

至 

6/2020 

26/6/2020 

 
 透過學習活動片段，加深對本校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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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舉辦親子課程，加強幼稚園學生及其家長對本校的認識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3.1  有關小一選校的推廣活動，邀請家 

長及幼稚園生參與活動包括：小一

選校講座、英、STEM、視藝、圖

書、律動親子課程 

3.2  於 7/12、14/12、21/12、4/1 下午 

2:15-4:00 舉辦一系列英、STEM 親

子課程 

9/2019 

 

26/6/2020 1. 9 月及 12 月推廣活動參與人數比預期理想，尤其是 12 月英文及   

 STEM 親子課，透過問卷調查活動成效： 

 100% 家長同意活動時間安排恰當 

 88.6% 家長非常同意活動內容富趣味性 

 94.3% 家長非常同意孩子樂於參與課堂活動 

 88.6% 家長非常同意及 11.4% 家長同意有興趣參與下一輪的幼小銜 

       接活動  

2. 以親子體驗課程取代之前的幼稚園填色比賽及嘉年華會 

 報名參與人數顯示是次宣傳活動模式轉變受家長歡迎。課程開始招生 

        的一周時間內，報名人數已達 69 人。需要立即截止報名。 

 透過問卷調查顯示，家長對學校的印象及評價正面。 

 透過親子體驗課程，家長欣賞及認同教師教學用心，課堂生動有趣。 

 建議下年度繼續舉行 STEM 及英文親子體驗課程。 

 建議有效規劃學校宣傳推廣活動，以突顯學校辦學理念及呈現三大校 

        園課程特色為主要目標，包括 9 月舉辦以宗教及閱讀為主題的親子體 

        驗活動，12 月舉辦英文及 STEM 親子體驗課程，6 月舉辦藝術及體育 

        體驗活動。 

 受到新型冠狀肺炎病毒停課影響， 原定於 6 月份舉行的親子體驗課程 

        將會取消，以騰出空間讓教師進行教學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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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恒常工作報告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小一銜接活動 

 為區內幼稚園舉辦，包括家長講座、白田

小勇士及戲劇教育課程、STEM 教育課程 

9/2019 

至 

6/2020 

26/6/2020 
 幼稚園積極參與小一銜接活動，共有三間幼稚園邀請校長進行家 

       長講座保良局梁安琪幼稚園(28/11)、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趙靄華

幼兒學校(10/1)、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南昌幼稚園(11/1)。 

 共有兩間幼稚園參與到校戲劇活動包括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南昌幼  

 稚園(16/12)及崇真會白田美善幼稚園(10/3)。 

2.  網頁更新 

 在校網發放學校最新的活動內容及學生的

獲獎項目 

9/2019 

至 

6/2020 

26/6/2020 
 活動完成後，相片均上載於校網相片集。 

3. 校園電視台 

 拍攝學生學習生活情況並上載網頁 
 

月份 主題 月份 主題 

9 月 一年級的校園生活 2 月 親子旅行 

10 月 課堂教學片段(中英數常

每科 2 分鐘) 

3-4 月 專題 

11 月 校運會 5 月 校園生活情況 

12 月 旅行及聖誕聯歡 6 月 畢業禮 

1 月 中華文化嘉年華活動 7 月 才藝匯演 

9/2019 

至 

6/2020 

26/6/2020 

 

 

 

 

 

 

 已完成 9 月、10 月、12 月學生生活片段短片製作，由於本年度校 

        運會未能預期在 11 月成功預訂場地，因此改為 2 月 28 日舉行。 

 由於受到新型冠狀肺炎病毒停課影響，校運會取消，12 月校運會

片段錄製取消。 

4. 宣傳橫額及活動海報 

 宣傳新校舍訊息及學校大型活動 

9/2019 

至 

6/2020 

26/6/2020 
 已完成。為配合小一新生註冊日，製作宣傳新校舍大型橫額及活

動易拉架，並附上二維碼，掃描後可觀看最新的新校舍建築情況

航拍片段。持續更新及報告新校舍進度。 

5. 學校概覽、校訊、English Newsletter 

 設計及印製學校概覽、校訊、 English 

Newsletter並派發幼稚園及有關機構 

9/2019 

至 

6/2020 

26/6/2020 
 印製學校概覽、校訊。展示學生成就及介紹學校發展方向及情

況。 

 由於受到新型冠狀肺炎病毒停課影響，學校大型活動取消，

English Newsletter 取消。 

 (三) 停課期間工作報告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配合正向教育，製作一套以日常抗疫生活

為情境的打氣短片  

 

2/2020 8/6/2020 
 配合正向教育，邀請教師，製作一套以日常抗疫生活為情境的

打氣短片，短片主要圍繞三個範疇拍攝，包括學科知識、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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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身、心、靈健康。於停課期間為家長及學生輸送正能

量，鼓勵學生積極面對疫情，停課不停學。 

 教師能積極參與片段拍攝，透過短片親身為學生送上鼓勵和祝

福，拉近停課期間的距離。 

2. 配合四旬期，製作一套打氣短片，為抵抗

肺炎疫情辛勞的工作人員加油，藉此鼓勵

學生在四旬期內藉攝影反思四旬期的意義 

4/2020 8/6/2020 
 配合四旬期，邀請校監、教師、家長及同學製作一套打氣短

片，為抵抗肺炎疫情辛勞的工作人員加油。 

 能鼓勵同學多作善功及信德行動，並在生活中實踐愛德。 

 鼓勵學生在四旬期內藉攝影反思四旬期的意義，讓家長及同學

一同傳達愛心，教導學生感恩，並多關懷近人，感謝社會上處

於不同崗位努力工作的人們無私的付出，感謝家人在疫情期間

無微不至的照顧、感恩自身所擁有的一切。 

3. 配合復課，製作「復課小錦囊」短片，提

示家長有關復課注意事項 

6/2020 8/6/2020 
 為了迎接復課，讓家長進一步了解復課相關安排，製作「復課

小錦囊」短片，希望家長及同學為復課做好準備。 

 感恩篇-[校園清潔]多謝工友叔叔、姨姨 

 抗疫篇-個人防疫用品清單及口罩使用方法 

 創意篇-口罩收納夾 DIY 

 校園生活篇-學校常規 

 學科篇-電腦科消毒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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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財政預算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批核金額 

Approved 

宣傳橫額及活動海報 橫額及活動海報 $9,000.00 $870 

小一銜接活動 教材、用品、佈置物品及宣傳物品 $13,000.00 $8316.52 

紀念品 $2,000.00 $0 

印製學校概覽、校訊 各 3000 份   $20,000.00 $16,950.00 

Total:       $44,000.00 $18,733.48 

(五) 小組成員 

       組長：陳思穎主任 

       組員：王敏儀副校長、揭冠凌老師、梁蓓蓉主任、馮婕瑜老師、郭穎欣老師、温美儀老師、黃紫妍老師、池淑貞老師、林衍婷老師、阮玉娟 

                  老師、盧楚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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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田天主教小學 

2019-2020 年度 課程發展組周年工作計劃終期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終期評估 

目標一：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學習技巧、思維技巧、自我反思能力)，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 (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發展策略 施行日期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訂定全校性自主學習架構表，提升學生思維能力。 

9/2019 

至 

6/2020 

20/6/2020 

按各級別學習所需，訂定全校式的自主學習能力訓練架構，並張

貼於學生的筆記簿內，強化學生認知。科任能因應各級指定之學

習能力，設計及擬定不同的課堂活動、工作紙等，以發展學生的

自主學習能力。 

2. 透過課堂學習活動，指導學生自學策略和技巧，培

養學生養成自學的習慣。 

就檢視各科各級之共備文件所見，科任積極嘗試透過預習、課堂

活動、延伸課業等，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學習技巧、思維

技巧)。惟學生摘錄筆記的技巧及習慣則仍需加強訓練。 

 

目標二：營造多元學習模式，照顧學生多樣性。(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發展策略 施行日期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提升教師在課堂上運用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策略的

能力 

9/2019 

至 

6/2020 

20/6/2020 

本年度優化共備會議程序，使科任更聚焦討論針對教學難點，運

用多樣性教學策略，如合作學習、不同的學習任務、多感官教學

等照顧學習需要。此外，部分級別之課業亦嘗試加入挑戰題項

目，以照顧高能力學生。 

2. 擴展人才庫，有系統地篩選及栽培不同範疇的資優

學生 

因社會事件及疫情停課關係，各項校外比賽均取消，故本年度未

能擴展人才庫，只能維持 1819 年度資料，下學年(20-21 年度)將

繼續擴展校本人材庫，以篩選及栽培不同範疇的資優學生。 

3. 建立教師學習社群，引進照顧學生多樣性的策略，

並分享心得，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已安排各科於中期會議中進行。 

中文科：進行一次，分享參與 EDB 校本支援計劃的得著。 

英文科：進行兩次，分享校本課程(閱讀)及 AT 題型。 

數學科：進行一次，內容關於新課程銜接。 

常識科：進行一次，內容關於 STEM 教育及教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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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運用多元化評估模式，以推動學生自我完善，進一步提升學習效能。(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發展策略 施行日期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發展促進學習的評估，以提昇學習效能。 

9/2019 

至 

6/2020 

20/6/2020 

上學期中、英、數、常共進行四次進展性評估，包括紙筆及實作

評估，使科任能掌握學生每個學習單元所學，評估學生不同學習

能力，進一步促進學與教效能。 

下學期因停課影響，初小只進行一次進展性評估，高小則進行兩

次，均為紙筆評估。 

2. 運用自我評鑑或自我檢視表，培養學生的自我反思能

力。 

中、英、數、常四科於寫作練習、日常教學及進評中加入學生自

評，部分學生已掌握運用，自我反思能力日漸提高。 

3. 善用網上評估分析平台，診斷及分析學生學習能力，

給予適切回饋及支援。 

本學年因面對社會事件及疫情停課，以致教學時間極為不足，故

只在上學期進行中、英、數 TSA 模擬測驗，並利用 AQP 平台作

分析。20-21 年度將繼續利用 AQP 系統，分析學生強弱項，回饋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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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報告 

項目 計劃/活動名稱 機構名稱/負責老師 時間表 成就與反思 

1 教師發展日 全體老師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 月 21 日及 

2020 年 4 月 29 日 

已進行首兩次教師發展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強化學生高階思維及情意反思能力和態度工

作坊(上午)、團體建立(下午) 

同事反應良好，八成同事表示工作坊能使各人溫故知新，有助提

升專業成長；超過八成同事表示下午團體建立活動有趣，感到樂

在其中。 

2020 年 1 月 21 日：宗教培育(上午)、體藝活動(下午) 

有待問卷調查結果。 

第三次教師發展日因停課影響取消。 

2 課程統整活動 全體老師 2020 年 1 月試後 因停課影響，活動取消。 

3 白天超級智多星資優課程 
李慧玲主任及英文科、 

常識科有關同工 

2019 年 11 月及 12 月、 

2020 年 3 月至 4 月 

於星期四聯課活動時段進行，小一為 STEM 活動，由揭冠凌老

師負責，老師與學生一同製作科學小玩意，如萬花筒、竹蜻蜓、

潛望鏡等，讓學生從動手操作的過程體驗科學的樂趣，完成作品

後會與學生一同探究當中的科學原理。學生對課程十分有興趣，

課堂活動投入，過程積極而認真。小二為英文活動，由陳思頴主

任及 Annie 負責。小二課堂利用兒童文學練習朗讀以提昇運用英

語的流利度和改進語調及發音。學生透過在真實的語境中練習使

用英語。因活動於課內時間進行，故減少了學生缺席問題，學生

學習更見投入、積極。下學期課程將會對調，小一為英文活動，

小二為 STEM 活動。 

下學期因停課影響，活動取消。 

4 小一百日宴 

李慧玲主任、訓育主

任、全體小一中文科任

及 

小一班主任 

2019 年 12 月 

活動於 9/12 進行，共 75 位家長出席。除原定安排的人手外，活

動由家長義工及基督小先鋒協助，得以順利完成。惟家長開始入

場時人數較多，接待處出現混亂情況，建議明年舉辦活動時需加

派人手於接待處協助。家長問卷顯示超過九成家長對是次活動表

示滿意及欣賞。 

5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李慧玲主任 2020 年 3 月 因停課影響，活動取消。所有參賽學生已獲退回所有款項。 

6 推展電子學習 
資訊科技組及全體中、

英、數科任老師 
全年 

已於 8/1/2020 舉行 google classroom 工作坊，並鼓勵科任於課堂

使用。11 月及 2 月停課期，上載多項網上學習、預習、網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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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資料，供學生於網上自學。 

疫情停課期間，本校師生積極利用校本網上學習平台進行互動，

包括製作教學影片、上載各類型網上功課，如 Google form 預習

工作紙、單元評估、STAR 等及 Meet 網上實時課堂，學生最高

參與率達九成。 

7 同儕及考績觀課 校長及全體老師 全年 

已於 11 月至 12 月期間進行術科同儕觀課，所有老師亦已完成提

供觀課互評表及自評表。 

考績觀課因停課影響取消。 

8 中華文化日 全體老師 2020 年 1 月 

已於 20/1/2020 舉行。是次活動與中文、普通語科合辦，並加入

小六學生擔任服務生，給予高小學生機會服務同學。下午則於白

田社區會堂觀賞變臉演出，學生更有機會親身嘗試變臉，機會難

得，學生亦表現樂在其中。 

9 境外交流 李慧玲主任及有關同工 
2019 年 12 月及 

2020 年 4 月 

已於 19/12/2019 至 22/12/2019 順利完成。經檢討後，定出帶隊須

注意事項： 

 活動期間必須照顧學生，以確保學生之安全； 

 學生嚴禁離團活動； 

 校方不鼓勵有家長於交流中作探訪，如遇上該類情況，必須

先知會帶隊主任及統籌主任。經校方聯絡該學生於香港的家

長，核實探訪者身份後再作安排； 

 回港後，帶隊主任需向校方匯報是次活動情況。 

下學期因停課影響，活動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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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開支 Expenses 

學科活動 學科主題學習日 $5,000.00 --- 

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中文科 

英文科 

$80.00 

$40.00 

$40.00 

$80.00 

資優課程用品 $1,000.00 --- 

消耗品 聖誕課室佈置 

小一百日宴活動 

 

$8,000.00 

$400.00 

$1384.10 

小班物資及文具 $8,000.00 $1,711.00 

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發展日 $30,000.00 $12,030.00 

教師進修津貼(明愛天主教課程) $30,000.00 --- 

書商教材  

中文科 

普通話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常識科 

音樂科 

電腦科 

宗教科 

$3600.00 

$500.00 

$400.00 

$600.00 

$400.00 

$400.00 

$600.00 

$300.00 

$400.00 

 

$700.00 

$300.00 

$650.00 

$400.00 

$300.00 

$650.00 

--- 

--- 

其他 境外交流物資 $1,000.00 $146.00 

Assessment Quality-assurance Platform (AQP) 平

台 

$4,000.00 $4,000.00 

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

(一筆過津貼) 

中華文化日活動 

書法執筆工作坊 

外訪活動 $55,128.70 $46,251.86 

Total: $145,808.70     $69,00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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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組成員 

  組   長：李慧玲主任 

  組   員：陳思穎主任、張學雯老師、譚美榕老師、洪雅文老師、揭冠凌老師、陳啟邦老師、林匯森老師、潘燕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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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田天主教小學 

2019/2020 年度  教務  組周年工作計劃終期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終期評估 

目標一: 監察各科落實指導學生自學策略和技巧，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素質。(配合三年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1 檢視中、英、數、常各科備課會議內容 

及課研紀錄，以監察各科落實推行自學

策略和技巧。 

 

 

全年 

 

 

 

 

 

 

 

 

 

 

 

29/6/2020 

中文科上學期開會次數 6-8 次，自學元素包括預習工作紙、利用時間 

線、概念圖及腦圖等方法摘錄筆記、查字典及網上自學。英文科上學期 

開會平均時數為 6-12 小時，自學元素包括資料搜尋、Quizlet、查字典 

及網上自學。數學科上學期開會次數 11-14 次，自學元素包括搜集立體 

圖形、製作統計圖及網上練習等。常識科上學期開會次數 5-7 次，自學 

元素多以搜集資料為主，如搜集衣服和食物標簽。整體而言，各科在自 

學策略的規劃較上年進步，共備會議亦能針對學習難點而作出教學的調 

適。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各科均於停學期間進行視像會議，並透過有系統

的電子學習計劃，多元化的電子學習策略，在網上推行互動教學，為學

生提供學習材料，努力支援同學在家學習，達到「停課不停學」的目

標。整體上，各科備課文件齊備，亦將學生每星期之網上自學功課數據

作統計及紀錄。 

 

1.2 透過觀察老師和學生課堂表現，檢視自

學策略和技巧的成效。 

因疫情停課關係，下學期未有安排考績觀課，故未有數據進行檢視。 



 30 

目標二：監察各科組落實多元學習模式，照顧學生多樣性。 (配合三年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2.1 檢視中、英、數、常各科課業，以監察 

各科落實照顧學生多樣性的策略。 

 

 

 

 

 

全年 

 

 

29/6/2020 

 

中文科多透過高階思維提問策略、多感觀教學材料如簡報、圖片、課室

佈置及分組活動等教學策略以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英文科教學策略及

技巧包括 Top-down approach，spiral scaffolding approach 及高階

思維提問等策略，本年度於 GE Booklet 加入 Reading Branch 以擴闊

學生的閱讀領域。數學低年級教學策略多以實作活動為主，高年級亦有

進行探究活動、分組活動及利用 IT 教具等策略。各級工作紙均有設計

解難及高階思維的題目。常識科各級亦有設計高階思維工作紙、時事分

析工作紙及 STEM 課堂活動工作紙。 

2.2 監察課堂運用同質及異質分組之情況以 

加強對班內不同學習能力學生的照顧 

 

  29/6/2020 

 

因疫情停課關係，下學期未有安排考績觀課，故未有數據進行檢視。 

 

目標三：監察各科落實正向教師語言，讓學生學習欣賞別人，以建立正向人際關係。(配合三年發展計劃關注事項○2 )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監察各科運用正向教師語言的情況，以培 

養學生建立正向人際關係。 

 

 

全年 

 

29/6/2020 

 

因疫情停課關係，下學期未有安排考績觀課，故未有數據進行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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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報告 

項目 計劃/活動名稱 機構名稱/負責老師 時間表 參與人數/獎項/反思(如適用) 

1 小一新生及插班生迎新日暨家長 

座談會 

 

鄺偉茵主任 2019 年 8 月 24 日 
透過問卷調查顯示，家長的意見正面，普遍 

欣賞學校安排，老師講解清晰，從活動中也 

看到老師關愛學生，熱心教育。超過95%出席 

小一新生家長同意座談會能加深他們對子女 

適應小一生活的認識，家長亦欣賞老師細心 

的講解，態度親切令家長清楚明白座談會內 

容，老師及校長能全面輔導家長們教育小朋 

友，全面做到德育兼備。建議可以多講親子 

之間溝通建議和注意事情。100%出席的插班 

生家長同意座談會能加深他們對學校的認 

識，學校能從各方面支援小朋友。 

 
2 分級家長會 鄺偉茵主任 2019 年 9 月-10 月 整體運作暢順，家長的意見正面。大部分家 

長同意家長會能加深他們對學校發展方向的 

認識及有助他們了解學校課程發展計劃、各 

科科務焦點及評估制度。另有個別家長表示 

家長會的時間短，但內容多，若時間充裕些 

或多辦相關活動更好。另老師建議來年宜小 

心處理留校等父母接學生的事宜，需要在通 

告清晰展示家長放學安排。 

3 制定學校評估政策 王敏儀副校長 全年 已於9月派發相關通告給家長，並於分級家長 

會各家長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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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編排上學期測驗及考試工作日程  2019 年 9 月-11 月 已於測考前將備忘派發給老師。 

 
5 小六申請自行分配中一學位簡介會 何潔瑩主任及六年級班主任 2019 年 12 月 13 日 100%家長同意講座能加深他們對中一自行分 

配學位申請的認識，家長同意講座有助他們 

掌握選校策略，整體上，家長認為講座資料 

詳盡清楚，安排恰當。 

 
6 安排上學期課業檢視 李慧玲主任 2020 年 2 月 5 日至 

2 月 21 日 
因疫情停課關係，取消上學期課業檢視。 

7 編排下學期測驗及考試工作日程 王敏儀副校長 2020 年 6 月 已於12/6將相關備忘派發給老師。 

8 編排考績觀課時間表 王敏儀副校長 2020 年 3 月-4 月 因疫情停課關係，取消考績觀課。 

9 小五升中報分家長會 何潔瑩主任及五年級班主任 2020 年 6 月 視像會議 

10 六年級升中選校講座 何潔瑩主任及六年級班主任  視像會議 

11 安排下學期課業檢視 李慧玲主任  因疫情停課關係，取消下學期課業檢視。 

 

(三)財政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文具 原子筆、文件夾、萬用貼 

小一用文件套 

1500 416.70 

625.59 

total: 1500 1042.29 

 (四)小組成員 

組長: 王敏儀副校長 

組員：李慧玲主任、何潔瑩主任、張學雯老師、范金環老師、白臻誠老師、黎文燦老師、李翠珊老師、鄺淑玲老師、歐陽寶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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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田天主教小學 

2019/2020 年度  STEM 小組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終期評估 

目標一：運用多元的學、教、評策略，發展學生綜合、應用知識與技能、運算思維及解難能力。(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1 於下學期試後活動舉辦全校 STEM 

Carnival，以拓闊視野及發展學生綜合

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06/2020 24/6/2020 

由於疫情停課關係，下學期試後活動 STEM Carnival 取消，以騰出時間完成課

程。 

1.2  於每班課室圖書角放置 STEM 相關圖

書、雜誌及報章供學生閱讀，以強化從

閱讀中學習的文化 

09/2019 

至 

07/2020 

24/6/2020 上學期逢星期一已為四至六年級每班訂購星島日報及陽光校園報章，內容關於

STEM的生活應用及科學基礎知識，供學生於閱讀時間翻閱。 

 

本年 1月已啟動採購 STEM相關圖書及雜誌程序，原本預計下學期供一至六年

級學生借閱。但由於疫情停課及取消共用圖書的安排，未能於下學期進行借閱

圖書、雜誌及報章。 

1.3 設計 STEM 跨學科主題學習單元，以發

展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01/2020 

至 

05/2020 

24/6/2020 原本預計於下學期與電腦科及常識科進行一次 STEM 跨學科主題學習單元，

主要對象為四年级及五年級，計劃四年級將會利用 Micro:bit製作計步器，而

五年級將會利用 Scratch製作問答遊戲，内容配合常識科的學習主題。 

 

由於疫情停課關係，下學期未能進行相關活動，以騰出時間完成課程。 

1.4 設計 STEM 小點子互動遊戲，讓學生在校

園不同地方認識生活上的 STEM，以發

展學生的應用能力 

10/2019 

至 

05/2020 

24/6/2020 計劃配合本校網頁，於網頁展示連結，利用 Google Form進行問答遊戲，提高

互動氛圍，讓學生在校園不同地方認識生活上的 STEM，以發展學生的應用能

力。 

 

由於疫情停課關係，下學期未能進行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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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評估 

項目 計劃/活動名稱 
機構名稱/ 

負責老師 
時間表 參與人數/獎項/反思(如適用) 

1. 

開辦聯課活動：STEM UP、3D 

打印及 IT 達人，以發展學生綜

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STEM 小組

成員 

09/2019 

至 

06/2020 

STEM UP：透過科學小實驗，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技巧及精神，内

容包括製作潛望鏡、陀螺。 

3D 打印：培養學生的綜合解難能力，以解決日常生活的難題，内容

包括利用 Tinkercad 軟件製作立體模型及打印出來。 

IT 達人：透過編程教學提升學生的運算思維能力，内容包括利用

mblock 軟件作編程設計，控制 mbot 機械人。 

 

由於疫情停課關係，下學期未能進行相關活動。 

2. 

開辦 STEM 課後拔尖班 - STEM

小精英，以發展學生綜合和應

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STEM 小組

成員 

09/2019 

至 

07/2020 

上學期已挑選具備 STEM 潛質的十二位四至六年級學生，逢星期一

進行恆常訓練，透過進行不同的 STEM 活動及實驗，例如製作太陽

能小車，培養學生的綜合和應用知識及技能的能力，亦為參加校外

比賽做準備。 

上學期學生表現積極、投入活動，但下學期由於疫情停課關係，未

能進行相關活動，而校外比賽亦取消。 

3. 

於電腦科加入不插電編寫程式

主題學習，以發展學生的運算

思維 

電腦科任、

STEM 小組

成員 

09/2019 

至 

06/2020 

上學期已於電腦科一至三年級進行一次不插電編寫程式主題學習，

單元設計包括課堂學習活動及工作紙，循序漸進地發展學生的運算

思維。 

由於疫情停課關係，下學期未能騰出足夠時間進行相關活動。 

4. 
推薦學生參與區域性及全港性

STEM 比賽，以擴闊學生視野 

STEM 小組

成員 

09/2019 

至 

07/2020 

上學期參與了由德貞女子中學舉辦的「智德號」風葉船創作大賽，

挑選了六位五、六年級學生分成兩隊參與比賽，吸取經驗，最終獲

得極速智德號亞軍及型格智德號季軍。 

 

本學年於 STEM 小精英中，選拔一隊小組參加全港性 STEM 比賽

「第二十三屆「常識百搭」小學 STEM 探究展覽」，已於 11 月提交

專題計劃書，主題為「走進各行各業中」，大會亦已於 1 月提供改

善建議，原本於下學期需要與學生進行探究活動，五月初將於中央

圖書館進行比賽及展覽，但由於疫情停課關係，該校外比賽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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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開支 Expenses 

參考書資料 參考書籍及教具 $1,000.00 $0.00 

文具 文具 (書釘、寶貼、過膠片) $100.00 $0.00 

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2,000.00 $0.00 

活動支出 

1. 聯課活動：STEM UP 

2. 聯課活動：STEM 小組 (3D 打印) 

3. STEM 課後拔尖班 - STEM 小精英 

4. STEM 跨學科主題學習單元 

5. STEM Carnival 物資(由全方位活動津貼支付$20,000.00) 

6. 校外活動車費及物資 

7. 課室閱讀圖書及雜誌 

$2,000.00 

$5,000.00 

$4,000.00 

$4,000.00 

$20,000.00 

$4,000.00 

$15,000.00 

$1,077.09 

$805.00 

$1,454.48 

$0.00 

$0.00 

$0.00 

$8,139.80 

 Total: $55,000.00 $11,476.37 

 

(四) 小組成員 

         組   長：陳啟邦老師  

     組   員：林匯森老師、麥素珠老師、葉曉豐老師、倫穎儀老師、李健文老師 

 

 

 

 

 

 

 



 36 

白田天主教小學 

2019/2020 年度 學生事務小組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終期評估 

目標一：善用社區資源，提供適切的學生服務，培養學生良好的生活習慣，協助學生健康成長。(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②) 

發展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1 與機構合作，推行「陽光笑容滿

校園行動」，培養學生自發刷牙

及自律飲食之良好習慣。 

全年 

 

12/2/2020 

3/7/2020 
教師於 11 月出席機構的專業培訓，12 月分階段送物資予學校，下學期受

疫情停課影響，計劃未能如期進行。 

1.2 邀請家教會委員協助監察午膳商 

   提供的食材及安排；建立午膳家 

      長義工團隊及愛心大使，協助午 

      膳管理工作及監察學生衞生情 

況，提示學生午膳時的禮儀、秩 

序及珍惜食物，培養學生良好的 

飲食及衞生習慣。 

全年 12/2/2020 

3/7/2020 
 家教會委員每月訂餐前協助檢視餐單，並將建議提交午膳供應商，

午膳供應商亦採納意見，作出修訂。 

 午膳家長義工積極參與，於開學首兩個月中，平均每日 5-6 位家長出

席，協助午膳管理工作及監察學生衞生情況，提示學生午膳時的禮

儀、秩序及珍惜食物，培養學生良好的飲食及衞生習慣。 

 11 月受社區事件影響，需停課及課後活動，10 位家長來校協助致電

家長，讓運作暢順。 

 1 月上課日及 6 月復課日後，每日有 2 位家長來校協助學生潔手，加

強防疫工作。 

 2-5 月受疫情影響停課，6-7 月半天上課，取消午膳安排。 

 

(二) 恆常工作 

 

計劃/活動名稱 機構名稱/負責老師 參與人數/獎項/反思(如適用) 

1. 學生資助計劃(書簿津貼、

車船津貼及上網費津貼) 

黃敏怡老師  總結上學期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共有 225 人獲全額津貼，110 人獲半額津

貼。 

 截至 6/12 已遞交資格證明書並成功申請入息審查的申請人於 12 月 31 日前

應收到有關津貼，並同時獲發額外一次過津貼 2500 元。期後符合相同資格

的遞表者將延後，於 2 月或及後收到相同津貼。 

 而不設資產審查的學生津貼供全體學生申請，於 2 月 6 日公佈更新截止日為

復課後兩星期內交回。首批已於 23/1 完成審核並提交學資處，尚餘 3 位學

生表格(包括 1 位已退學並曾表示回內地讀書學生)待復課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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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港鐵學生乘車優惠計劃 黃敏怡老師  由於計劃只適用於 12 歲或以上乘港鐵學生，故已於學期初將少量表格交班

主任予合資格及需要的學生。學生亦可於校務處、港鐵站及網上申請有關計

劃，交學校核實身份便可。 

3.午膳服務 陳伊鈴老師  總結全學期每月平均有 624 名學生向午膳供應商訂購午膳，截至 6/4 合資格

申請午膳津貼的學生共有 234 人，22/6 已發出所有批次（第一至四批）午膳

退款支票予所有學生。 

 因停課關係，預繳之 2 月午膳費用將安排於本學期完結前，由午膳供應商以

支票形式退回，將有 410 名學生獲得退票。 

 20/5 已完成 2020-2022 年度午膳審標工作，來年度將由丹尼食品有限公司承

辦學校午膳服務。 

4.校車服務 范金環老師  142 位學生乘坐校車，校車公司動用三部校車。 

 受疫情影響，2 月車費順延作 6 月車費。 

5.學生健康服務 范金環老師 1.陽光笑容滿校園行動 

 范金環老師於 8/11/2019 出席「陽光笑容滿校園行動」教師工作坊。 

 受疫情影響，未能於 3-7 月推行活動。 

2. 兒童牙科保健服務及學生健康服務 

 641 位學生參加學生健康服務，3/1/2020 派發學生健康服務檢查通知書，受

疫情影響，機構安排 6-8 月，由家長陪同子女前往中心作檢查。 

 646 位學生參加兒童牙科保健服務，受疫情影響，機構安排 6-8 月，由家長

陪同子女前往中心作檢查。 

3.學童免疫接種服務(小一及小六學生，上下學期共 2 次) 。 

3.1 上學期第一針：白喉、破傷風、無細胞型百日 咳及滅活小兒麻痺混合疫 

    苗。 

 8 月衛生署向學校發出邀請函及相關文件，前往中心取申請表。 

 2/9-10/9 收發通告及同意書、收針咭及健康紀錄冊。 

 11 月底之前上報及呈交學生資料。 

 7/1/2020 共 204 位學生完成注射，2 位不參加學生及 5 位缺席學生已派發通

知書予家長跟進。 

3.2 下學期第二針：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德國麻疹及水痘混合疫苗和乙型肝炎 

    疫苗。 

 2 月因肺炎停課，未能處理通告、同意書及呈交學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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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及德國麻疹混合疫苗」（MMR 疫苗）接種將安

排於 25/8/2020 上午 9:00 至下午 12:30 進行，學校已於 6 月收同意書及針

咭，家長在接種日陪同學童回校。 

 小六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德國麻疹及水痘混合疫苗(MMRV)/麻疹、流行性

腮腺炎及德國麻疹(MMR)混合疫苗接種 

 6/5/2020 衛生防護中心學童免痠注射小組來校檢查完小六針咭，部分學生

需補打，3/7/2020 派發通知書予有關學生，家長聯絡中心約期，帶備所

需文件，陪同子女前往中心接種疫苗。 

 3/7/2020 發回所有小六針咭(免疫接種記錄正本)予家長，請家長妥為保

存。 

4. 小五女生人類乳頭瘤病毒疫苗（簡稱 HPV 疫苗）接種 

 接種將安排於 25/8/2020 上午 9:00 至下午 12:30 進行，學校已於 6 月收同意

書及針咭，家長在接種日陪同學童回校。 

5. 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 

 幼聯於 29/11/2019 到校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第一劑)，共 534 位學生及

1 位老師參加。 

 原定於 2020 年 2 月 7 日安排之第二劑流感疫苗注射，因疫情停課關係而取

消。由於流感高峰期已過，故此學生無需注射第二劑流感疫苗，亦不會有任

何副作用。學生亦只需在下一學年注射一劑流感疫苗。 

6.課後學習支援計劃(區本及校

本) 

范金環老師 6.1  區本支援計劃($277,543) 

 15/10/2019 開始由一口田慈善教育基金有限公司安排導師於星期二及四進行

功課輔導， 共 12 組 125 位學生參加。 

 3/12/2019 與一口田慈善教育基金有限公司進行中期檢討會議。 

 受疫情影響，下學期取消功輔、小組及戶外學習活動。 

 

6.2 校本支援計劃 

 14/10/2019 開始由小豆苗教育中心安排導師於星期一及三進行英文及數學輔

導， P.1-6 英文輔導分 13 組共 152 位學生參加， P.4-6 數學輔導分 3 組共 21

位學生參加。 

 11/12/2019 與小豆苗教育中心進行中期檢討會議。 

 塑膠彩油畫班原定於 3/12/2019-26/5/2020 舉行，受疫情影響，只進行了三

課，共 11 位學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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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影響，下學期英、數輔透過 ZOOM 進行視像教學，其他小組及戶外

學習活動取消。 

7.學生獎學金事宜 黃敏怡老師  上學期學生獎學金書卷已於停課後期，學校安排家長到校取物資時一併完成

簽收。 

 下學期因應學業成績有關獎項取消，只頒發各班傑出服務獎、各班傑出品行

獎、傑出閱讀及傑出隊員獎。書券將於畢業禮/結業禮按家長意願予獲獎學

生/家長到校簽收。 

8.學生保險事宜 陳伊鈴老師  學生於全年意外紀錄由校務處保存，家長向保險公司索償的款項會以支票形

式寄回校，並轉交學生家長。 

9.學生拍照 黃敏怡老師  原已安排於 17/2 拍攝小六畢業生照及教職員照，唯因停課取消，改為重新

以合成相製作畢業生班相及級相，並已於 23/6 順利完成個人照拍攝，缺席

學生及老師各 1 位已呈交證件相取替，初稿按共識 30/6 已交學校審核。 

10.學生校服 黃敏怡老師  因停課關係，下學期未有安排校服商到校度身訂購夏季校服，改以

PARENTS APP 提醒家長可按需要到維多利校服商(太子分店)直接購買校服

現貨。分店亦於 5 月中回復運作，按網頁公佈時間正常營運。 

 27/6 校服商為小一新生到校售賣現貨，方便家長一併處理開學前校服、書簿

及校車等安排。 

 共邀請 5 間投標校服商參與第二階段校服簡介會，8/7(三)校服商會按時到校

為審標委員會簡介校服設計、質料及服務等安排，並回答有關提問。 

11.書簿購買 陳伊鈴老師  3/7 已派發 2020-21 年度上學期學生購書單。 

 10/7 或前收回學生購書收據正本及學校存根，交校務處存檔。 

 17/7 書商將於上午 8:30-10:30 到校派發課本。 

 10/7 將派發 2020-21 年度學生購買上學期用簿及視藝材料費用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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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截至 26-8-2020)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Expenditure 

印刷及文具 過膠片及文具 2,000 1,999 

服務合約 午間活動物資 10,000 9,315.10 

陽光笑容滿校園行動活動物資 1,000 1,010 

校友會教育發展

基金津貼支付 

全方位學生獎學金 40,100 40,100 

區本支援計劃 2019-2020 教育局撥款 277,543 (機構十月前提交報

告) 

校本支援計劃 2019-2020 教育局撥款($252,000)及餘額($8,499) 260,499 224,050 

Total: $13,000 $12,324.10 

區本支援計劃 $277,543 (機構十月前提交報

告) 

校本支援計劃 $260,499 $224,050 

校友會教育發展基金津貼支付  $40,100 

 

(四) 小組成員： 

      組長 ： 范金環老師 

 組員 ： 黃敏怡老師、陳伊鈴老師、呂子姬老師、池淑貞老師、衛鎮國老師、黎文燦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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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田天主教小學 

2019/2020 年度 訓輔組周年工作計劃終期評估表 

(一)工作計劃終期評估 

目標一：推動正向教育，培養學生正向思維，提升學生品德修養。(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發展策略 時間表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1 

舉辦正向教育及健康生活習慣講座/工作坊，讓老師

加深對正向教育認識之餘，培養正向思維習慣，以

正面及積極的語言及態度滲入日常校園生活，培

育正向學生。 

全年 29/6/2020 

上學期一共舉辦了三場相關的工作坊，老師加深認識正向

教育之餘，亦懂得如何把當中元素深入課堂中培育學生價值

觀。超過八成的參與者認為講座/工作坊能促進師生身心靈健

康。由於疫情關係，原定為下學期的老師靜觀工作坊將於新

學年進行。 

1.2 

透過「白天智多星獎勵計劃」，引起學生自我完善

動機，提昇學生的自省能力。 

全年 29/6/2020 

為了強化學生自我完善動機，提昇學生的自省能力，本年

度計劃加入階段性的獎勵，分別為「校本禮物」、「老師為

你加加油禮物」及「任我行」通行証，接近九成學生表示喜

歡新的獎賞方法。截至 1/2020 共有 266 人已換取禮物，超過

全校三分一的學生，成效顯著，禮物角及獎品櫃的各種獎品

更成為同學們的力爭上游的動力。原定下學期於測驗後再作

最後一次換取禮物，惟因提早放暑假關係，換領禮物期限延

至新學年繼續。 

1.3 

增設午息活動，透過活動讓學生明白 PERMA 理論

的理念之餘，亦可從中更認識自己的性格特

徵。  

全年 29/6/2020 

在深東樂 TEEN 會的協助下，8 名正向大使於午息時間在

內操場協助攤位活動，透過活動讓學生加深對本年度的正向

理念焦點的認識，每星期都約有 20 多名學生到場參與活動，

他們都表示喜愛攤位模式及內容。更重要的是 8 名正向大使

提昇負責任之餘，亦能在助人中建立滿足感。 

1.4 

利用聖經金句，名人雋語及老師心靈分享佈置學

校，營造正向校園環境，提升學生品德修養  

全年 29/6/2020 

學校正門、各樓層及 1 樓的牆壁都加入相關佈置，當中

更結合聖人德行及金句，形象化地把正向情緒融入日常生活

中。 

1.5 

舉辦家長講座/工作坊，讓家長認識正向教育的概

念，鼓勵家長多運用正面及積極的語言，為學生建

構正向成長環境。 

全年 29/6/2020 

 「家長自我情緒管理」家長講座 

超過九成參與的家長表示同意講座能提升他們對自我情

緒管理的知識，以及對正向教育的認識，並能藉所學攻

有效地教養他們的子女，並會嘗試應用講座的技巧在日

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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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教無慮」家長情緒管理小組 

接近九成參與的家長認為自己的正面行為改變有所提

升，亦對管理自己的情緒有更多的信心。超過八成家長

認為個人精神健康和個人狀態有正面的改善。 

 「情緒共舞」家長講座及「情緒共舞」家長工作坊 

所有參與的家長表示講座及工作坊，讓他們學習到一些

方法減低自身壓力的狀態，更有信心處理情緒及管教子

女。 

 「兒童為本。親子遊戲方程式」家長講座。全體參與的

家長表示講座能夠讓他們明白孩子的需要及感受，學習

從親子遊戲中建立正向溝通模式。 

1.6 

透過小學駐校社工(PSW)及外間機構舉辦之多元化

學生小組，提升學生對正向教育的認識，並培養和

發揮學生個人的長處和潛能，推動學生發展性格強

項。 

全年 29/6/2020 

 好「品」有型小組 

在 2019 年 10 月至 12 月期間為 11 位小二、小三在社交、

品格學習上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四節小組，主要是透過

桌上遊戲及主題活動，讓學生認識的品格強項。 

根據學生問卷結果，全體學生認為小組能夠讓他們認識

仁慈、自的規範、公平及正直的品格強項。 

根據教師問卷結果，教師認為超過八成參與學生的社交

能力有所提升，以及仁慈、自的規範、公平及正直的品

格有進步。 

 「樂活。正品」小組 

小組原定於下學期 2 月至 6 月舉行，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深東樂 Teen 會社工協助提供共 7 節小組活動，對象為 10

位小四及小五在社交及品格上有需要的學生，透過主題

活動及遊戲，讓學生認識正向心理學概念及品格強項。

由於疫情關係，整個活動需要取消，如果資源許可的

話，期望日後再合作。 

1.7 

參加<AXA 安盛燃亮童心>計劃，培養學生正向情

緒，提升抗逆力及理財技巧。 全年 29/6/2020 

整個活動分為三個部份，內容包括幫助學生更了解自己

於情緒管理上的需要及學習減壓方法、培訓學生抗逆力及自

信及-提昇學生的財富管理技巧，共 20 名學生參加。學生出席

率約九成，超過八成同學認同課程內切合生活需要及具趣味

性。下學期以光碟及教材套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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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 提昇對校園的歸屬感 

2.1  

重視班級經營，營造正向校園文化。 

透過班主任課，德育及公民教育課提昇學生對性格

強項認識，從多角度認識自己。 

定期舉行班際生日會。 

舉行班際比賽。 

全年 29/6/2020 

於班主任課，德育及公民教育課進行班級經營活動，其

中包括 

 我的暑期生活 (建立關係) 

 Show & Tell (誠實、真摰和真誠) 

 We got talent! (感恩) 

 Wanna be on top! (愛學習) 

接近九成學生及老師表示喜歡班級經營活動，期望來年

豐富課程內容。部分課程(高年級 Wanna be on top! (愛學

習)因疫情影響而未能完成，相關內容於新學年繼續。 

2.2 

優化「一人一職」計劃。 

 統一部分恆常崗位，安排每一位同學擔任

班內不同的職務及崗位。 

 透過班主任課為同學的服務表現進行回饋

及加許。 

全年 29/6/2020 

接近九成學生及老師十分支持一人一職計劃，每人都能

自己所長選擇合適服務崗位，他們喜歡為老師、同學服務，

此舉增加他們的自信心亦可以加強他們對班中的歸屬感。再

者透過班制頒獎禮，老師們都會細心頒發獎狀，嘉許服務表

現良好的同學，肯定他們的付出。惟有關名牌的設計及保存

質素有待提昇。 

2.3 

提昇領袖生形象，強化他們的使命感。 

 於早會時段，進行任職儀式，提昇學生的

自信心。 

 加強領袖訓練，提升學生之領導才能及團

隊精神。 

全年 29/6/2020 

任職儀式於 2019 年 10 月順利舉行，各委任領袖生的職

位也於壁佈上展示出來，大大提升他們的認受性。上學期亦

已完成第一次的領袖訓練。由於疫情關係下學期的領袖訓練

所活動取消，相關內容於新學年繼續。 

目標三：營造自律及自理的氣氛，提昇學生品德修養 

3.1 

加强集隊、周會及禮儀秩序訓練，引入手號指示，

使學生能整齊列隊及保持安靜 

全年 29/6/2020 

早會、小息及放學崗位刻意安排訓輔組同工持咪，確立

及強調對學生秩序的一致性。教師均認同學生於集隊時段大

部分做到「快、靜、齊」，總括來説超過八成老師及學生都

認同集隊時表現進步。 

3.2 

舉行秩序、禮貌及整潔比賽 
全年 2 次 29/6/2020 

上學期的整潔比賽已於順利完成，是次比賽加入「皇牌

日」及「校長欣賞你」項目，學生們較以往投入，加強活動

的競爭性，增添氣氛，約八成學生及九成老師表示喜歡這項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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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恆常工作報告 

 

項目 計劃/活動名稱 機構名稱/負責老師 時間表 參與人數/獎項/反思(如適用) 

 

1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四） 

瑩、PSW、小四班主

任及香港明愛成長天

地 

全年 

由明愛成長天地提供服務予兩組四年級學生，共 26 人參

加此計劃。由 2019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 月已進行了 7 次活

動，包括迎新啟動禮 1 次、輔助小組 3 節、挑戰日營 1 次、、

親子互動日 1 次、家長工作坊 1 次，下學期繼續進行餘下的

活動，計劃將於 2020 年 5 月完成，成效有待評估。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五) 

瑩、PSW、小五班主

任及香港明愛成長天

地 

上學期 

由明愛成長天地提供服務予兩組五年級學生，共 38 人參

加此計劃。下學期 2020 年 2 月才開始活動，計劃將於 2020 年

3 月完成，成效有待評估。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六) 

瑩、PSW、小六班主

任及香港明愛成長天

地 

上學期 

由明愛成長天地提供服務予兩組六年級學生，共 30 人參

加此計劃，出席率為 92.4%。上學期已完成所有活動，包括黃

金面談 2 次、輔助小組 2 節、校外愛心之旅 1 次、戶外活動日

1 次及畢業禮，成效有待參考問卷數據以作評估。 

2 營造正向校園環境 瑩及鈴 全年 

學校正門、各樓層及 1 樓的牆壁都加入相關佈置，當中

更結合聖人德行及金句，形象化地把正向情緒融入日常生活

中。 

3 分級主題周會 全體老師 全年 

周會分高中低三個組別舉行，負責老師需要按本年度正

向教育重點作主軸，再加上寬恕五部曲為學生進行約 45 分鐘

的早會，期間亦有兩個機構免費為學校提供專題講座。其中

10 月 16 日五、六年級周會邀請到香港善導會到校進行有關童

黨的專題講座。 

4 檢查學生手冊及課室日誌 
瑩、級訓輔老師、行

政老師 
全年四次 

上學期已完成兩次檢查學生手冊，同事明白班主任工作

之餘亦可知道同學使用手冊的情況，有利於了解學生的自理

能程度及師生互動。 

級訓輔老師每隔兩周會檢查課室日誌，有利於了解教學

進度及考勤紀錄。由於疫情關係，下學期工作暫停。 

5 防災演習 瑩及蓉 全年兩次 

上學期防災演習於 12 月 18 日進行，整個過程為 6 分鐘

整體表現理想，惟在解散時，分三組同步折返教學場地，省

卻回課室的時間。由於疫情關係，下學期工作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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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午息活動 瑩及敏 全年 

在深東樂 TEEN 會的協助下，8 名正向大使於午息時間

在內操場協助攤位活動，透過活動讓學生加深對本年度的正

向理念焦點的認識，每星期都約有 20 多名學生到場參與活

動，他們都表示喜愛攤位模式及內容。更重要的是 8 名正向

大使提昇負責任之餘，亦能在助人中建立滿足感。 

7 
善用社區資源，支援有需要學生

及家長。 
瑩、PSW 全年 

 聖雅各福群會－青苗同學會課後支援計劃：轉介 5 位學

生參加計劃。 

 333 小老師培訓計劃：轉介 10 位學生參加計劃。 

 轉介 2 位懷疑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至葵涌兒童

及青少年精神科接受評估及跟進服務。 

 轉介 7 位有需要的學生申請維樂天蝴蝶計劃，接受兒童

及青少年精神科私家醫生義診服務。 

 轉介 1 位有需要的學生至群育學校短適課程。 

 轉介 1 位有需要的學生至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接受個案輔

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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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四) 小組成員 

      組  長：何潔瑩主任 

 組  員：梁蓓蓉主任、黃秀媚姑娘、蘇陽基先生、陳依鈴老師、張學雯老師、黃敏怡老師、鄺偉茵老師、鄺淑玲老師、黃家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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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田天主教小學 

2019-2020 年度  學生支援組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評估： 

目標一：加強教師及家長的培訓，推展正向教育及支援學生發展工作。(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2 ) 

策 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1   鼓勵教師出外進修，提升教師對有特殊

學習需要學生的認知和技能。 

全學年 10/2/2020  梁蓓蓉主任、李穎芬老師、陳思瑜老師及黃秀媚姑娘出席 2019 年 8

月 19 日「分層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計劃簡介會及工作坊。 

 梁蓓蓉主任出席 2019 年 9 月 5 日「分層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學

校支援人員工作坊。 

 李穎芬老師、陳思瑜老師、施楚琪老師及黃秀媚姑娘出席 2019 年

10 月 25 日「分層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AIM 支援模式策略系列

一。而蘇楊基先生於 2019 年 11 月 28 日出席同一講座。 

 李穎芬老師、陳思瑜老師、施楚琪老師及黃秀媚姑娘出席 2019 年

10 月 30 日「分層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主題工作坊一。 

 梁蓓蓉主任及李穎芬老師出席 2019 年 9 月 26 日「優化課堂教學─

提升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成效」。 

 梁蓓蓉主任出席 2019 年 9 月 23 日「及早識別及輔導有學習困難的

小一學生」計劃研討會。 

 梁蓓蓉主任參加「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專業發展課程(2019/21)，

於 2019 年 10 月及 2020 年 2 月參與 10 天全天課程。 

 何潔瑩主任參加由香港教育大學於 2020 年 1 月 13 月至 17 日舉辦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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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鄺淑玲老師參加由天主教香港教區於 2019 年 12 月 10 月至 11 日舉

辦的「精神健康急救：基礎課程」 

1.2 派發「家長錦囊」：通過宣傳刊物，培

養家長的培育學習多樣性學生的正向思

維，在家為子女施行正向教育的方法。 

下學期 10/2/2020  內容包括：由言語治療師梁詩雅姑娘撰寫的「在停課期間的在家也

可進行言語治療」，以及教導家長以正向行為支援去處理子女的情

緒，協助家長提升子女的自我管理及社適應能力，減少他們出現行

為問題的機會。有關內容已上載本校網頁的學生支援組內。 

 稍後將派發問卷給教師填寫，以收集對內容的意見。 

 



 48 

 

目標二：建立學生正向思維，發展學生正向品格價值觀。(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2) 

策 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2.1 教育局「分層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計

劃(2019/20 至 2020/21 學年)：促進有特

殊學習需要學生所處環境 的正向氛圍，

讓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從第一、二及

三層支援活動中學習克己(自我控制和

自我規範)，建立正向情緒及建立正向

人際關係。 

全學年 22/6/2020  為自閉症學生度身訂造一個全面而具針對性的「個別學習計劃」，在兩

至三個範疇內訂立具體目標，然後為每項選定的目標設計橫跨三個層級

的支援措施，即課堂教學、小組訓練及個別輔導，並加入家校合作的策

略。 

 由教師、負責第二層及第三層的支援人員、家長參與「個別學習計

劃會議」，共同擬定學生的學習目標及支援方案。  

 於學期開始、學期中及學期末檢討學生的進度，然後修訂個別學習

計劃，以期更貼近學生的需要。  

 100%參與教師認同計劃有助自閉症的學生。 

2.2   自閉症學生訓練：賽馬會喜伴同行計 

劃：讓學生從社交小組中學會與人溝

通技巧，從不同活動中，提升學生群

性發展，培養自信心及朋輩共融。 

下學期 22/6/2020  70%學生認同在自律、社交及解難技巧有進步(活動尚未進行，成效有待

評估) 

 

2.3   宣揚正向的信息：善用語文躍進小組

的班房壁報，展示與小組學習相關的

題材、龍虎榜或學生的作品，以營造

正向的學習環境。 

全學年 22/6/2020  於班房內張貼學生的學習成果，藉此提升學生的榮譽感，學生可以從張

貼出的作品互相觀摩及學習。但 106 室於 12 月開始壁報板前放置了兩塊

板，故現在未能展示使用該班房學生的作品。 

 

2.4   提升學生的成就感和歸屬感：語文躍

進小組學設立小組進步獎、積極參與

課堂活動獎等。  

全學年 22/6/2020  於課堂中利用計分制方法，教師會定時給予智多星獎勵學生。 

 上學期考試時，在小組中取得最佳成績的首三名，將會獲得小禮物一

份。 

 下學期考試時，在小組中取得最佳成績的首三名，將會獲得小禮物一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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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伴讀計劃」：發揮伴讀大哥哥/大姐

姐的性格強項(喜愛學習)，幫助學弟妹

提升閲讀能力。 

全學年 22/6/2020  96%伴讀大哥哥/大姐姐同意「伴讀計劃」能培養他們發揮性格強項(喜愛

學習) 

 100%教師同意「伴讀計劃」能培養發展學生正向品格。(有關問卷數卷仍

在收集中) 

 從教師觀察中，伴讀大哥哥/大姐姐積極投入工作，於午膳後隨即前往學

弟學妹課室進行訓練，協助他們朗讀中文書內的詞語、課文及口頭造

句。 

 遇到未能解決的問題時，伴讀大哥哥/大姐姐會嘗試找出答案，以解答學

弟學妹的提問，故此，伴讀大哥哥/大姐姐能發揮出其中的一個性格強項

(喜愛學習)，幫助學弟妹提升閲讀能力。 

 由於下學期停課關係，未能進行活動。 

(二).  恆常工作報告 

項目 計劃/活動名稱 機構名稱/負責老

師 

時間表 參與人數/獎項/反思 

1. 更新及定期輸入教育局電子系統 SEMIS

資料 

蓉、李 全學年  於 2019 年 11 月 30 日前完輸入有關資料。 

2. 轉交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資料 蓉、李 全學年  於 2019 年 11 月 26 日把學生的醫療報告交給第三組督

學，並核實有關學生的報告。 

3. 「學習程度測量卷」(LAMK) 學生支援組 學期末  根據教育局於 6 月 8 日及出的「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

生的工作備忘」中提及學校無須於本學年使用 LAMK 

為有關學生作評核。教育局會以學校在 2019/20 學年呈

報的成績稍遜學生資料作參考，計算學校於 2020/21 學

年相應的學習支援津貼，以支援有關學生。 

4. 「校本心理服務計劃」 

- 協助識別有學習困難的學生 

- 及早識別及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

學生 

- 個別學習計劃 

- 協助學校訂出有關照顧有學習困難

的學生的政策 

- 為學生進行專業性評估 

蓉、李、黃、蘇、 

校本心理學家 

全學年  2019 年 11 月中，梁蓓蓉主任與小一班主任、中、英及

數學科科任提名初步需要接受評估的學生，以識別有輕

微或顯著學習困難的學生。 

 2019 年 11 月 28 日(一)由梁蓓蓉主任及黃秀媚姑娘負責

「及早識別及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及「提

升學生學習動機」家長講座，為了讓家長更具體了解此

支援計劃，學習困難的具體情況，及如何提升學生學習

效能。是次講座有 17 位家長報名，10 位家長出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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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有學習困難家長提供諮詢服務 家長問卷中可見家長滿意是次的內容及獲得有關的資

訊。 

 2019 年 11 月 29 日(五)已派發有「及早識別及輔導有學

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的通告，通知家長有關計劃將

會執行的時間，如察覺子女在學習上有困難，可向班主

任提出。 

 2019 年 12 月 6 日(五)請各班主任把「及早識別及輔導有

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的單張派發給學生帶回給家

長。 

 2019 年 12 月 8 日(五)共派發 32 份「小一學生之學習情

況量表」(標準版及附加題)予小一班主任填寫，並把數

據輸入相關的程式中。 

 於初步評估結果顯示「有顯著學習困難」15 人、「有輕

微學習困難」6 人及「沒有學習困難」11 人、可能有基

本數學能力困難 25 人。 

 教育心理學家幸潔玲姑娘於 2020 年 1 月 7 日(二)與小一

老師進行諮商會議。各科任於當天把有關學生的學習、

行為、社交及家庭支援等資料詳細地報告出來。有關結

果有待幸潔玲姑娘整理後，於稍後把結果通知各科任及

家長。 

 於 17/7 前，已確診兩位二年級、四位三年級學生及一位

四年級學生為有特殊學習困難，分別有 6 位學生為讀寫

困難及 1 位為有限智能。幸潔玲姑娘及梁蓓蓉主任已接

見家長，並與家長商討功課、默書及測考的安排，有關

安排將於下學年開始進行。 

 本年度有 6 位學生需要訂立 IEP，於 10 月時進行第一次

IEP 會議。停課期間，於 3 月 30 日及 4 月 21 日與三位

家長利用網上通訊軟件與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教育局教

育心理學家、教育局學校發展主任(教育心理服務)、教

師、社工進行個別學習中期會議(IEPC)，讓家長更清楚

了解上學期時孩子所得到的支援內容。IEPC 時，大家

共同回顧上學期初訂定的個別學習計劃(IEP)，各老師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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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意見後，再修訂下學期 IEP 內容。於 7 月 16 日，已

請有關科任與家長一起進行六位學生的 IEP 的年終檢

討。 

 本學年，根據科任老師的觀察認為有 10 位學生可能有

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及自閉症譜系障礙。經幸姑娘計

算相關問卷的分數後，已由校方發轉介信給家長，可前

往相關的醫院進行排期。 

5. 「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 言語治療師到校為學生提供治療服

務 

- 為學生安排個別或小組訓練 

- 言語治療師定期面見家長  

- 安排家長或教師講座/工作坊 

蓉、李、SEN-

TA、 

言語治療師 

全學年  言語治療師梁詩雅姑娘於 9 月份檢視舊個案及評估新轉

介的學生，10 月份開始進行言語治療服務。 

 於 2019 年 8 月至 9 月時收到 12 位一年級學生及 1 位插

班生的言語治療轉介信，已派發「家長同意書－校本言

語治療服務」通告供家長填寫，並取得同意，梁姑娘安

排定期接受言語治療服務。 

 截至 2019 年 11 月初，請各班主任老師提名懷疑語障的

學生。共有 20 位學生需要進行評估，派發「言語治療

評估同意書」通告給有關學生，取得家長同意後，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 月，梁姑娘為學生進行評估，確定

有 19 位學生有語障問題(有 1 位仍未進行評估)，其中 1

位學生為嚴重，其餘的為輕微。已派發「家長同意書－

校本言語治療服務」通告供家長填寫，取得同意書後將

安排定期接受言語治療服務。 

 六年級學生舉行「小六升中面試技巧」工作坊的問卷調

查結果顯示，98%的學生表示極同意及同意透過工作坊

他們能夠提升説話技巧和表達能力及了解升中面試的形

式(個人面試及小組討論)；93%的學生表示掌握個人面

試技巧；81%的學生表示極同意及同意掌握回應別人的

技巧、運用更多不同的語句回應別人及掌握自我介紹的

方法；67%的學生表示極同意及同意掌握小組匯報的方

法。其他意見包括有學生希望有多講述小組討論的內

容、找同學示範及用英語回答的技巧。梁姑娘於是次的

工作坊中已找不同的學生作示範，即時糾正學生及教授

如何用正確的方法來回答。由於工作坊主要讓學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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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面試時要注意的事項，故主要內容也是以粵語為

主，未能提供英語方面的作答技巧。下年度會建議多講

述一些有關小組討論的技巧。 

 有 10 位四至六年級的學生當言語伴讀大使，由梁姑娘

為學生進行兩次的朋輩訓練，安排學生當言語伴讀大

使，於午息時段到各班房與同學一起進行學習。但下學

期復課後將不會安排朋輩訓練。 

 二月底開始，開始聯絡 74 位需要接受言語治療的學生

家長，提出以網上視像模式進行治療課。以電郵及電話

定期通知家長需要於網上進行預約。為了使治療課進行

順利，我於言語治療課進行前，與學生及家長試用相關

的應用程式，也會致電家長提醒上課的日期及時間。於

言語治療課當天，若言語治療師發現學生沒有準時在

線，便會立即通知，以使我們可以即時與有關學生聯

絡，協助學生儘快登入相關網站。 

 復課後，言語治療課仍以網上視像模式進行，最後一次

為 7 月 24 日(五)。 

 言語治療報告原定於 2 月家長日時派發，現於復課後派

發給學生及家長，簽署有關通告並交回。 

 言語治療師已製作家長通訊，將於復課後加入本組製作

的家長小錦囊，並上載學校網頁中。 

 於 4 月底時，完成繳交本年度的言語治療報告給教育局

言聽組督學。「加強言語治療津貼」的審批結果將於六

月底公布。 

 於 6 月初時已遞交「校本言語治療服務成效檢討表」，

「校本言語治療服務周年報告」待校本言語治療完成

後，將於 7 月尾交給言聽組。 

6. 外購服務 

- 專注力小組：「躍動成長路」 

 

 

 

蓉、李、譚、
SEN-TA 

 

上學期 

 

 

 

 

 為6位小三懷疑或診斷為專注力失調 /過度活躍症的學

生，提升學生在社交及解難的技巧，享受與同輩相處的

樂趣。 

根據教師問卷顯示：67%教師認為學生在專注力表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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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寫小組：「閱讀其樂多」 

 

 

 

- 表達藝術治療(個人) 

 

 

 

 

 

 

 

- 解難團隊合作小組 

 

- 提升學習技巧(親子班) 

 

 

 

 

 

 

 

- 社交小組：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 

 

 

 

 

下學期 

 

 

 

12/2019 

- 

3/2020 

 

 

 

 

 

下學期 

 

下學期 

 

 

 

 

 

 

 

下學期 

進步，100%教師認為學生能控制衝動行為及能能遵守一

般常規。根據家長問卷顯示：在參加小組後，有4位家

長認為孩子的專注力表現有進步，3位家長認為孩子能

能控制衝動行為，4位家長認為孩子能遵守一般常規。 

 

 於停課階段改用網上視像形式進行，為2位小四及5位小

五懷疑或被診斷為讀寫障礙的學生，透過十節課堂提升

讀寫障礙學生在學習技巧層面的能力，包括閱讀理解。 

 

 該生在治療過程中表現投入，透過創作她較能表達複雓

的情感。早期的創作多涉及家人，創作中會做出攻擊及

自我保護的意象，顯示她在生活環境感到缺乏安全感。

治療後期，該生的創作轉為與疫情期間的見聞想法及個

人前途相關的主題。她的創作中反覆出現「好人」、

「壞人」的意象，在分享作品時會帶有不少自我批評的

說話,反映她自我形象較低落，宜多加欣賞讓她發掘自身

優點、建立自信。 

 

 由於停課關係，活動會延期至下學年進行。 

 

 於 27/4 及 29/4 與童創文化舉辦的網上「學習無難度」

親子班，內容包括：讀寫默温習技巧、故事拆字認字、

記憶基礎理論及温習訓練。於課程完結後，已製作成短

片，並上載於學校網站中學生支援組內。根據家長問卷

顯示：100%家長認為導師講解清晰，82%家長認為這次

活動內容有助我教導孩子，94%家長認為會應用這次學

到的技巧於子女平日學習中，94%家長對這次活動感到

滿意。 

 

 於停課階段改用網上視像形式進行，為 7 位懷疑或被診

斷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學生進行有關課程。家長填寫了

課程前及課程後的問卷給機構，導師也會個別致電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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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告知家長於此段課程期間，導師所看見學生的表

現。 

 低小組主要訓練學生的社交思維，學習主動觀察、收集

周遭的社交線索，再進行分析，繼而作出合適的回應，

給別人留下好印象。整個小組內都會配合紅珠及黑珠等

形式將學生在小組中給予導師的「好與壞印象」具體呈

現，從中學生能夠明白到自己所做的行為/回應會給予人

甚麼印象，學習到如何調節自己的行為如何令人有好印

象。另外，小組中亦會學習運用眼晴及耳朵收集重要的

社交線索，去用腦袋分析對方的想法，學生會練習觀察

他人身體語言（動作、表情）、說話內容及語氣等去推

測他人的想法。學生在小組中可以理解自己的說話、行

為、外表都會令人產生印象，從而要警覺自己要注意不

要令人對自已產生壞印象，學習到留意他人的社交線

索，調整行為。 

 高小組主要以溝通技巧為主，而在日常生活中與人溝通

過程容易出現意見分歧，當沒有好好處理分歧時就有機

會出現衝突，從而影響人際關係。小組中先幫助學生理

解別人的想法和感受，學習分辨分歧及如何作出回應，

其後察覺不同意見及批評、了解說話時善意及惡意表

達，最後會了解如何運用有效的技巧與人協商，達成共

識。學生能夠分辨分歧的原因，討論如何有效解決分

歧，明白到日常生活運用善意表達能夠令人有好印象。 

7. 功課、默書及測考調適 學生支援組、 

課程組、科任老師 

全學年  截至 2020 年 1 月 8 日，一至六年級有 75 位有特殊學習

需要的學生接受功課調適安排，而需要默書調適安排的

有 67 位。 

8. 快樂「球」學 蓉、茵、何、衍、

SEN-TA 

全學年  於 5 月時已通知機構因疫情關係，取消有關的活動。 

9. 參與各科的共同備課 蓉 全學年  於各科的共同備課會議中，如提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時，會給予意見如何處理該或該類型學生的問題。 

10. 聯課活動 

「小二句子」及「小一識字」中文分層
蓉、李、SEN-TA 全學年  上學期聯課活動時段，由梁蓓蓉主任及李穎芬老師在小

二學生中抽離共 20 人確診及懷疑有讀寫困難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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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教學 

 

進行「讀寫樂小組」中文分層支援教學，主要教授學生

不同的詞類(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代名詞)、六

何法、寫作主謂句及豐富句子的內容。教師為每一位學

生進行前測及後測，有待聯課活動完結後才能匯出前後

測成績。 

 下學期聯課活動時段，在小二學生中抽離共 20 人懷疑

有讀寫困難的學生，進行「讀寫樂小組」中文分層支援

教學，主要內容是學習詞語。下學期因因疫情關係，取

消有關的活動。 

11. 為抽離學生建立一頁學生檔案(One-page 

profile)，按個別需要訂定評估重點 

李、譚、郭、茵、

范、何、衍 

全學年 一頁檔案的設計是以人為本的策略，促進師生了解，更具體

地明白了解學生的 特性及其學習需要 ，可提供機會讓學生

發揮自己的潛能，以建立自信， 並培養他們敢於表達意見

和感受學校老師 對他們的尊重和關懷。此外，也讓教師找

出學生的亮點和對焦的支援策略及獎懲安排。 

12. 共融活動 蓉 全學年 九月初，由黃姑娘及蘇 sir 會為 1C 班進行了一次共融活動，

讓學生明白保護同學的耳朵的重要性。 

13. 鼓勵教師參加相關課程 蓉 全學年 有合適的內容時，把有關的資料傳閲，讓老師能報讀與本組

相關的課程。 

14. 教師講座 蓉 全學年 本學年暫時未進行教師講座。 

15. 家長講座 

「及早識別及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

生」計劃及「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家長

講座 

 

 

 

 

 

 

 

 

家長自我情緒管理講座 

 

蓉、黃 

 

全學年 

 

 

 

 

 

 

 

 

 

 

6/9/2019 

 

2019 年 11 月 28 日(一)由梁蓓蓉主任及黃秀媚姑娘負責「及

早識別及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及「提升學生學

習動機」家長講座，為了讓家長更具體了解此支援計劃，學

習困難的具體情況，及如何提升學生學習效能。是次講座有

17 位家長報名，10 位家長出席。100%的家長都滿意講座的

內容及形式；100%的家長都滿意有關的講解；100%的家長

都認為講座能夠讓家長了解「及早識別及輔導有學習困難的

小一學生」計劃；90%的家長認為能透過講座認識特殊學習

障礙面對的困難；100%的家長認為講座能學習提升孩子學

習動機的方法。 

 

是次活動目的讓家長認識其健康情緒對子女的重要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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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家長培養健康的情緒與及促進和諧的親子關係，由明愛

康復服務社工負責。報名人數 59 位，共有 39 位家長出席，

當中有 21 位是初小家長，18 位是高小家長。根據家長問卷

顯示，95%參與的家長表示同意講座能提升他們對自我情緒

管理的知識，以及對正向教育的認識，並能藉所學攻有效地

教養他們的子女，並會嘗試應用講座的技巧在日常生活

中。    
 

16. 其他 

「小三_樂在默寫」課後小組 

 

 

 

 

「英該好 easy」課後小組 

 

施 

 

 

 

 

諭 

 

上學期 

 

 

 

 

下學期 

 

在 2019 年 10 月至 12 月，由施楚琪老師開辦「小三_樂在默

寫」課後小組，在三年級中挑選六位語文能力稍遜或有讀寫

障礙的學生，以活動及遊戲介入，教導學生認讀及默寫中文

字詞，讓學生從活動中提升學習中文的興趣。 

 

因疫情關係，取消有關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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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財政報告(截至 15/6/2020)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內容 實際獲批津貼金額 預算金額 開支 

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

津貼 

新來港兒童校本課程及外訪參觀活動 $121,336.00 $90,000.00 $28,560.00 

學習支援津貼# 增聘全職教師一名 #$1,219,000.00 $419,454.00 $419,454.00 

 增聘全職學習支援助理教師三名 

增聘全職學習支援助理一名 

$604,800.00 

$120,750.00 

$631,926.44 

$0 

 外購專業服務 專注力小組：「躍動成長路」 

讀寫小組：「閱讀其樂多」(中文) 

社交小組：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 

表達藝術治療(個人) 

學習無難度(親子班) 

$100,000.00 $27,600.00 

$22,200.00 

$8,800.00 

$6,700.00 

$4,000.00 

 購置學習資源及器材 自閉症參考書 

數學教具(P4 ID學生用) 

防潮箱 

印章 

讀寫教材(聯課用) 

圖卡製作軟件 

原子印 

$30,000.00 $900.00 

$112.09 

$184.68 

$1143.00 

$808.00 

$1,100.00 

$252.00 

 安排學習／共融文化

活動、校本教師培訓

及家校合作支援活動 

 

LEGO 

聽障學童共融活動 

家長自我情緒管理講座 

桌上遊戲 

$30,000.00 $359.20 

$141.50 

$590.00 

$1058.00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言語治療師費用 

言語治療教材 

$161,655.00 $120,000.00 $106,800.00 

$1,879.00 

非華語學生支援津貼 外購專業服務 $100,000.00 $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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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難團隊合作 $0 

增補基金 購買無線傳輸系系統(小一聽障學生使用) $18,662.00 $18,662.00 $18,662.00 

文具 本科所需文具 文具 

FILE 

文具 

膠片、LABEL文具 

$3,000.00 $3,000.00 $2301.60 

$364.30 

$408.47 

$885.00 

禮物 躍進小組、「分層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計劃、午間小組活動

用 

 

$3,000.00 $3,000.00  

 

其他 教育心理學家持續進修費用 $3,000.00 $1,000.00 $0 

Total:  $1,620,666.00 $1,193,110.28 

#以學校於 11 月 30 日或以前呈報並經教育局審視的需要第二層及第三層支援的有關學生人數，以及 2019/20 學年的第二層及第三層個別津貼額而

計算出「學習支援津貼」總額（即經扣減轉換教席後的金額，如適用），並扣減第一期學習支援津貼撥款後的餘款；教育局將於翌年 2 月通知學

校有關金額，並於 3 月發放撥款。 

 

(四) 小組成員 

組  長：梁蓓蓉主任 

組  員：李穎芬老師、何潔瑩主任、鄺偉茵老師、譚美榕老師、范金環老師、郭穎欣老師、何麗妮老師、何衍婷老師、黃秀媚姑娘、蘇陽基先生 
 

  

 

 

 

 

 

 

 

 

 

 



 59 

白田天主教小學 

2019/2020 年度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評估 

(一)  工作計劃終期評估 

目標一：強化服務學習的完整性，加強學生的反思能力。(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2 )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1 透過義工訓練及義工服務，讓參加者服

務他人，掌握天主教有關家庭的核心價

值，並正面鼓勵學生活出「愛與服務」

的福音精神。 

 

 

 

 

上、下學期 

聯課活動時

段進行 

 

 

 

 

 

 

4/2/2020 

 上學期「關愛小先鋒」義工訓練已經順利完成。從調查問卷得知，80%

參加學生認同活動能提升自己對品格強項的認識，讓他們認識自己，發

掘自己的優點；70%學生表示有助提升自信心，60%學生認同有助加強

與陌生人的溝通能力。 

 本學期於 2019 年 12 月 13 日在深水埗運田樓對出空地進行「街站義工

服務」活動。活動中，學生態度正面，積極參與，活動能順利完成。根

據老師觀察，透過是次活動，讓他們懂得與人合作、尊重及學習關心別

人，有助加強學生與陌生人的溝通能力。因此建議繼續推行。 

30/6/2020 
 受疫情停課影響，下學期「關愛小先鋒」義工訓練及服務取消。 

1.2  四至六年級學生參加明愛出色小義工計

劃，在校內及校外進行服務，如公益少

年團等，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並讓他

們能明白不同人的需要，懂得服務他人

及與人分享。 

 
4/2/2020 

 由於受社會事件影響，上學期安排的賣旗籌款活動都取消；20 位公益少

年團團員在 12 月份午息時在學校穿手練義賣，為公益金籌得款項 1000

元。下學期將安排四至六年級學生參加公益少年團服務、義工及籌款活

動。成效有待檢討。 

30/6/2020 
 受疫情停課影響，下學期沒有安排義工及籌款活動、公益少年團服務等

活動。本年度四至六年級學生參加明愛出色小義工計劃，是次活動有助

學生積極參與不同的義工及籌款活動。建議繼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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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完善德公課及生命教育課程，滲透品格強項元素，認識及發掘學生品格優點，培養學生正向的價值觀。 

   (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2 )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2.1 班本德公課 

   2.1.1     一二、五六年級班本德公課沿用已 

有課程，滲透品格強項元素，培 

養學生正向的價值觀。全學年編寫 

一個雙教節教案加入德公課程內， 

完善課程。 

 

 

 

2.1.2  透過外聘機構支援德公課，每級 

進行 4 節正向教育德公課，強化學生

對個人品格強項的認識及其應用方

法，提升學生社交技巧。 

 

 

 

2.1.3  透過不同機構安排講座/劇場，滲透  

品格強項元素，以加強學生對該主

題有更深理解，培養學生正向的價值

觀。  

 

 

全年 4/2/2020 
 上學期一、二年級已進行三次德公課，五年級已進行四次德公課，六年

級已進行七次德公課。 

   一、二年級德公課教材內容有趣吸引，學生感興趣，不同的片段內容

及活動吸引學生投入討論， 一年級宜增長活動時間讓學生討論。二年級

同學觀看影片後有同感，如能加入香港或華人例子更好。五年級老師認

為若能有更多影片欣賞會更能有效地表達所訂之學習目標，例如為自己

訂下適切的目標。六年級教師表示教材生活化及具啟發性，但因補充資

料較多宜減少教材使用。 

 

 六年級已於上學期完成四節正向生命課程，老師認同活動的教材內容豐

富、短片內容富趣味性、學生實作能引發學生學習動機。但因活動內容

頗多，因而時常有超時情況，宜剪裁教材。而教師亦反映協作教學形式

較理想，導師和科任老師宜平均分配課堂教學部分；因科任老師已具備

專業條件教授課程，因而師資培訓效用不大。一至五年級正向生命課程

留待下學期檢討。 

 

 上學期一、二年級進行 3 次主題講座及短劇，五、六年級進行 2 次主題 

講座。就老師觀察所得，學生參與活動時感興趣和十分投入，內容滲透

品格強項元素，能有助他們學習正向的價值觀。 

30/6/2020 
 受疫情停課影響，下學期德公課、正向生命課程、主題講座均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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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參加賽馬會大細路「童行戲劇」計劃，

透過創意劇場互動演出、創意戲劇學生

工作坊及學生戲劇展演，令學生參與創

作性活動及訓練，加強多元人格發展及

培養正向思維的人生觀，提升身體動

覺、溝通及表達能力。 

下學期  

 

 

 

4/2/2020 

因應學校停課，是項活動取消。 

 

總結： 

1. 本年度義工訓練及義工服務活動，同學能夠運用已訓練的溝通技巧參與服務。就老師觀察所得，學生參與活動時的投入度，主動參與及與同

學合作，表現均有明顯進步。因此，他們在活動整體表現方面良好。活動整體達標完成，建議來年繼續推行。 

2. 本年度推行周三德公課、正向教育德公課(p.6)及主題講座，滲透個人品格強項元素。就老師觀察所見，學生感興趣和投入，有助發掘學生品

格優點，培養學生正向的價值觀。此外，每個月進行兩次校本德育課，所提供的教材深淺適中及易於講解，一、二年級繪本教學，學生投入

課堂活動，加強多元人格發展及培養正向思維的人生觀，讓學生對生命教育有更全面和深入的認識。建議來年繼續推行。 
 

(二) 恆常工作報告 

項目 計劃/活動名稱 機構名稱/負責老師 時間表 參與人數/獎項/反思(如適用) 

1 香港公益金公益服飾日 2019                                                                                                                                                                      香港公益金、莊婉珍 10/10/2019 參加同學踴躍，共有 617 人參與，佔全校學生

人數 94%，共籌得款項$23,462.50。 

 

2 國民教育活動:- 

升國旗活動 

何婷婷 每月第一個單週星期二早

會、1/10 及 1/7 前夕。 

 

因應社會事件影響，上學期未有升國旗活動。 

下學期於2/7直播進行升國旗活動。觀察所見，

學生普遍能在升國旗活動中保持尊敬的態度。

活動具成效，建議來年繼續推行。 

 

3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 2019」 和富社會企業、歐陽寶琪 2019 年 10 月-2020 年 4 月 本年度推薦四位五、六年級參與「傑出公民學

生獎勵計劃 2019」。四位同學分別獲得卓越參

與獎及嘉許獎。相信此等活動能提升其公民意

識及領袖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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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實際支出 

Actual Expenditure 

義工訓練計劃 服務專業費用 $3200.00 $1600.00 

 

義工服務 交通費 $1000.00 $0 

德公課支援計劃 社工、教材材料、物流及行政費用 $45,600.00 $7,600.00 

 專題講座 講座費用 $1500.00 $0 

文具 寶貼、漿糊筆等 $1000.00 $882.55 

總數                                                                                                                                                                                            $53,800.00 $10082.55 

 

(四) 小組成員 

      組長：   陳靜儀主任 

組員：   何潔瑩主任、李穎芬老師、何婷婷老師、文健雄老師、莊婉珍老師、歐陽寶琪老師、李翠珊老師、鍾兆權老師、麥素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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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田天主教小學 

2019/2020 年度 體藝校園組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終期評估 

目標一：繼續推展綜合藝術課及不同的體藝活動，營造多元學習模式，照顧學生多樣性，令學生盡展所長。(配合三年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1 設立不同的體藝活動，當中包括聯課活 

動、自費活動、拔尖課後班及小組學習 

課後班。讓學生各展所長，專注發展體 

藝活動。 

9/2019 

至 

6/2020 

7/2/2020 

 

 

 

 

 

 

 

 

 

 

 
 
 
 
 
 
 

 
 
 

22/6/2020 

為了發展一生一體藝，讓學生各展所長，專注發展體藝活動，本年度，學

校安排了超過 20 項的體藝課後活動，讓學生培育終身興趣，達致全人發

展。本年度也繼續按老師的甄選及學生的意願安排相關活動，學生每星期

不宜參與 2 項以上活動，以平衡學習及休息時間及讓學生可以專注發展體

藝活動。 

 

學校也如常在不同的時段為學生安排不同的體藝活動，例如自費活動的獨

輪車、滾軸溜冰；拔尖課後班的藝術小組；聯課活動的無伴奏合唱團、白

田小劇團等，透過觀察學生課堂表現或/及相關的製成品，學生能積極及

享受參與不同的體藝活動。 

 

本學年，由於受社會事件及新型冠狀病毒影響，不少在下學期進行的體藝

活動被迫終止或取消，因此未能整體檢視成效。為了營建理想的學習環

境，為新校舍創設不一樣的體藝校園，來年度將繼續發展體藝活動，完善

非正規及隱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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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以《行走街上的藝術品》作主題，推動 

博物館教學，透過評賞以帶動創作。 

9/2019 

至 

6/2020 

 
 

7/2/2020 

 
 
 
 
 
 

 
 
 
 
 
 
 

 
 
 
 
 
 

 
 
 
 
 
 
 

 
 
 
 
 
 
 

 
 
 
 
 
 

 
 
 
 
 
 
 

 
 
 
 
 
 
 

 
 
 
 
 
 
 

 
 
 
 
 
 

 
 
 
 
 
 
 

 
 
 

22/6/2020 

音樂、視藝、戲劇科老師不定期在校網推介具質素或具趣味性的音樂會、

博物館展覽或劇場表演，並鼓勵學生自發參與，藉此透過評賞以帶動創

作。 

 

於九月份，透過通告及製作短片推廣「行走街上的藝術品」博物館教學活 

動，經統計，透過電郵遞交作品的反應不算熱烈，合共 5 人；親自交予藝 

術科科任的比較理想，超過 30 人。由於社會事件引致停課，聖誕節假期 

功課也以課程內容為主，沒有特別要求學生於假期與家長遊走街上的藝術 

品，然而，將鼓勵學生在農曆年假與家長出外遊走街上的藝術品，相信效 

果會較理想。 
 

 

雖然在農曆年假後，學校受新型冠狀病毒影響停課至 6 月，但小組成員卻 

善用停課時間，更新體藝校園相片及活動資訊，當中更推介了不少在線上 

欣賞的藝術活動，讓學生及家長安在家中也可以參與不同的藝術活動。 

 

1.3 配合課程組於長假期推展非紙筆功課， 

鼓勵學生自發參與不同的體藝文化活 

動。 

9/2019 

至 

6/2020 

 
 

7/2/2020 

 

 
 

 
 

 
 
 
 
 
 

22/6/2020 

配合課程組於長假期推展非紙筆功課，鼓勵學生自發參與不同的體藝文 

化活動，體藝小組特別以《行走街上的藝術品》作主題，推動博物館教

學，在農曆年假也鼓勵學生完成非紙筆功課。 
 

 
 

 

雖然在農曆年假後，學校受新型冠狀病毒影響停課至 6 月，但小組成員卻 

善用停課時間，更新體藝校園活動資訊，當中更推介了不少在線上欣賞的 

藝術活動，讓學生及家長安在家中也可以參與不同的藝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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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組織及設計綜合藝術課程作為學生成果 

展，以照顧學生多樣性 

9/2019 

至 

6/2020 

7/2/2020 

 

 

 

 

 

 

 

 
 
 
 
 
 

22/6/2020 

本學年，學校繼續以莎士比亞《暴風雨》作為藍本，組織跨學科(音樂、

視藝、戲劇、體育)綜合藝術活動，為四年級學生安排成果展示，當中每

名學生也可以按個人興趣與能力擔當不同的任務，以照顧學生多樣性。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學生不早於16/3/2020復課，如按原訂安排，

將趕不及排演，經各組員商議後，決定將活動延後至六月份試後活動進

行，並取消家長到校參與分享學習成果部份，只讓孩子們開開心心地參

與，相關片段及相片也會上載校網讓家長欣賞。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最終學生在8/6/2020復課。由於復課後，學

生半天上課及暫停戲劇課堂，因此，綜合藝術課程及成果展示未能如常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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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透過綜合及文化藝術活動，讓各持份者發掘自己的亮點，平衡身心靈健康。(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2 )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2.1 舉辦不同的體藝活動，讓學生發掘自己 

的亮點，平靜個人情緒，提升個人 自信                         

心及成功感。 

9/2019 

至 

6/2020 

7/2/2020 

 

 

 

 

 

 

 

 

 

 

 

 

 

 
 

 
 

22/6/2020 

 

本年度，視藝科、音樂科、戲劇科及體育科老師繼續積極安排或/及親自 

教授不同的學習班，安排不同的學習活動及參與比賽，例如藝術小組、輕 

黏土製作班、中國鼓樂、手鐘班、小劇團、中國舞等，讓學生發掘潛能； 

又安排藝術家到校活動、帶領學生參與音樂會、安排賽馬會中國詩人別傳 

教育劇場計劃以提升學生接觸不同藝術的機會等。透過不同的經歷與評賞 

過程，以帶動創作，發展潛能，提升個人自信。 

 

由於藝術治療能夠平靜學生心靈和情緒，促進抗壓能力。因此本年度繼續 

安排具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參加課後藝術家到校活動。透過觀察，在平 

日課堂有情緒不穩定的學生也能平靜個人心靈，專注於課堂學習；平日學

習能力弱，欠自信心的學生喜見投入及享受課堂，在導師和同學的欣賞下

獲得自信心和滿足。 
 
 
 
 
 

 
 

藝術治療的確能夠平靜學生心靈和情緒，促進抗壓能力。然而，由於受社 

會事件及新型冠狀病毒影響，不少體藝活動及比賽不能預期進行，被迫終 

止或取消。 

2.2 安排親子工作坊，強化親子關係，享受

活動過程。 

9/2019 

至 

6/2020 

 
 

7/2/2020 

 

 

 

 

 

 

 
 

22/6/2020 

 

本年度推行的藝術家到校活動除了安排學生課堂外，也安排了親子工作 

坊。於一月份已經完成上學期兩節課堂，透過觀察，孩子樂於與家長一起 

參與課堂，家長也能拋下不同的壓力，與孩子一起創作，盡見大家溫馨和 

諧的親子關係。此外，透過活動也可以促進家長多了解孩子的心扉，令親 

子間可以從中獲得愉悅、享受和滿足。下學期將加強鼓勵學生家長可以抽 
空陪伴出席，令課堂活動目標更見成效。 
 

 
 
 

 

由於受社會事件及新型冠狀病毒影響，下學期藝術家到校親子工作坊不能 

預期進行，被迫終止。 

2.3 以體藝活動作主題，安排半天教師專 

   業發展。 

9/2019 

至 

6/2020 

7/2/2020 21/1/2020下午以體藝活動作主題，安排了半天教師專業發展，透過活 

動，釋放教師在教學工作所產生的壓力，從而令身心舒暢，達至身心靈健 

康。過程中，老師投入參與，輕鬆學習，享受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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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政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開支 Expenses 

綜合藝術課 購買物資 $5,000.00 $350 

消耗性物資 Kent 紙、寶貼及其他 $1000.00  

教師專業發展 舉辦一次性半天體藝活動(體育、戲劇、宗教+視藝) $10,000 $5,680 

中國舞 藝術家駐校計劃 

二至四年級，合共 20 人，逢星期一進行，每節 1.5 小時。 

$16,680.00 

(全方位津貼支付) 

 

成果展示的服裝及其他物資 $2,000.00  

藝術家到校 藝術家到校_學生課堂 

三至五年級，合共 15 人，逢星期一進行，上學期共 8 節，下學期

共 9 節，每節 1.5 小時。 

藝術家到校_親子課堂 

藝術家到校_學生課堂的學生及其家長，合共 30 人(每一家庭組合

共 2 人)，共有兩次連續課堂，上學期共 3 節，下學期共 4 節，每

節 1.5 小時。 

$16,150.00 

(全方位津貼支付) 

$5,200 

 

 

 

$1,700 

Total: $50,830.00 $12,930.00 

 

 

 (三) 小組成員 

        組長：鄺偉茵老師 

    組員：陳耀明老師、白臻誠老師、盧楚銳老師、呂子姬老師、黃紫妍老師、溫美儀老師、鍾兆權老師 

 

                      

 

 



 68 

白田天主教小學 

2019/2020 年度  環保校園組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評估 

 

(一)  工作計劃終期評估 

目標一：推廣校內環保工作，實踐「四用原則」，滲透品格強項元素(自我控制與自我規範)  ，培養師生健康身心靈、共建和諧校園。 

(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2 )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1   擬定環保校園政策，提供教職員指引， 

以建立環保校園的文化 
9/2019 

至 

7/2020 

7/2/2020 
於下學期制定學校環保政策及教職員指引，向各持分者公佈及實施，成效

留待下學期檢討。 

6/7/2020 
由於疫情停課關係，學校環保政策及教職員指引公佈及實施，會留待下年

度推行。 

1.2  推行教職員文件電子化，將學生通告、 

教師會議文件及備忘上載雲端系統，以

減少紙張消耗 

 

9/2019 

至 

7/2020 

7/2/2020 

 現有 558 位學生採用學校電子通告，佔全校人數 84.2%。 

 在停課期間中期會議文件及備忘已上載雲端系統，減省了紙張的消

耗，建議日後教職員文件盡量上載雲端系統，實踐環保原則。 

6/7/2020 

 下學期停課期間大部份的學習資源及備忘已利用雲端系統上載，減省

了不少紙張的消耗，建議繼續鼓勵教職員文件盡量上載雲端系統，實

踐環保原則。 

1.3   推行教師外賣飯盒不提供餐具及飲管， 

以培養自備餐具的習慣 9/2019 

至 

7/2020 

7/2/2020 
現行外賣飯盒仍提供餐具及飲管，會於下學期聯絡外賣飯商免提供餐具

及飲管供應。 

6/7/2020 

由於疫情停課關係，未能諮詢教職員停止提供外賣餐具及飲管，因此建

議下年度學期開始時再諮詢教職員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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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報告 

項目 計劃/活動名稱 機構名稱/負責老師 時間表 參與人數/獎項/反思(如適用) 

1 減少校園內所產生廢物和進行垃

圾分類及回收工作 

1.1 課室廢紙回收 

1.2 綠色中秋及月餅盒回收 

1.3 無污染旅行 

                                                                                                                           

陳靜儀主任、呂子姬老師 

09/2019 

至 

06/2020 

1.1 各班環保大使已了解自己的職責，教導同學把不同類

型的廢紙分類，並把廢紙拿到地下的中央收集處進

行回收。由於單面可回收的廢紙仍可重用，因此這

類型的廢紙已經被回收及提供給學生作算草紙或繪

畫之用。 

 

1.2 全校已回收 21 個中秋月餅盒給 DELIFRANCE 商

店。雖然回收的數量不多，但已傳遞了綠色中秋的

理念和喚醒環保的意識。 

 

1.3 在旅行前已提示學生保護環境的重要。就老師觀察所

得，學生在旅行時能適當地處理自己的垃圾。 

1.4 下學期由於疫情停課及上午上課關係，課室廢紙回收

暫停運作。原定全校課室廢紙回收會安排在結業禮

後進行，但因疫情停課取消，改由工友將廢紙交回

收公司回收。 

2 透過實踐，培養珍惜和愛護地球

資源的價值觀 

2.1 廚餘機助先導計劃 

2.2 校園齊惜福 

2.3 環保大使 

2.4「地球一小時」 

 

白臻誠老師、夏慧明老師、 

李健文老師、呂子姬老師 

 

09/2019 

至 

07/2020 

2.1 廚餘機資助先導計劃 

本校參與生產力促進局｢廚餘機資助先導計劃｣。機構

於 11/10 及 18/10 已派員到校為環保小組學生舉行工

作坊，教導小型蔬菜種植及收割技巧，及如何利用廚

餘機產生肥料種植，廚餘機已暢順運作中。學生表現

投入，對活動內容很感興趣。 

 

2.2 校園齊惜福 

「齊惜福」會派導師到校協助老師和學生進行種植、

使用廚餘回收系統和混泥堆肥。但由於停課原因，種

植班將延期，「惜福週」活動延至五月舉行，成效留

待下學期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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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環保大使 

      已成立環保大使團隊，共有 20 位新團員及 7 位續任

舊團員，合共 27 位四及五年級環保大使，推廣環保

活動。但由於社會事件及停課原因，已安排的環保活

動均取消。下學期會按實際情況再安排相關活動，成

效留待下學期檢討。  

    

2.4「地球一小時」 

「地球一小時」活動將會於下學期舉行一星期的午

膳關燈活動，教導學生珍惜地球的資源，以喚起學 

生對保護地球生物多樣性的關注。成效留待下學期

檢討。     

 

2.5 下學期由於疫情停課及上午上課關係，廚餘機資助先 

導計劃、校園齊惜福、環保大使活動均取消。原定 

「地球一小時」用錄像形式傳遞減少能源消耗的資 

訊，喚起學生明白節省能源，應對全球暖化的意識但 

因疫情停課取消。 

 

3 透過實踐，推廣綠化意識及培養

對種植的興趣 

3.1 一人一花活動及比賽 

 
陳靜儀主任、衛鎮國老師 

09/2019 

至 

07/2020 

10 月份已派 p.1-2 每人一盆花苗回家栽種，p.3-6 每班 5-

6 盆花苗，原定 3 月中參加康文署盆栽展覽，但由於停

課原因取消參與是項活動。在 26/6-30/6 舉行盆栽展覽，

約有 38 位學生帶盆栽回校參加展覽，並獲證書，以作鼓

勵。 

 

4 透過宣傳環保訊息，認識可持續

發展的生活模式 

4.1 綠色小提示及壁報展板 

4.2 環保校園小組網頁 

 

唐芝慧老師 

09/2019 

至 

07/2020 

4.1 已展示綠色小提示，讓學生在校園不同地方認識生活 

上的綠色小點子，以提醒學生實踐綠色生活。 

4.2 環保校園的網頁能清楚顯示各類環保活動的詳細資 

訊，學生可隨時上網瀏覽，有助宣傳各活動的環保訊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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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預算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開支 Expenses 

參考書資料 參考書籍及教具 $500.00 $0.00 

文具 文具 (書釘、寶貼、過膠片) $200.00 $0.00 

活動支出 

 聯課活動：環保小組 

 校內環保活動物資 

 校外環保活動車費 

$500.00 

$3,000.00 

$4,000.00 

$3135.00 

 Total: $8,200.00 $3135.00 

 

 

(四)  小組成員：  

        組   長： 陳靜儀主任 

      組   員： 白臻誠老師、夏慧明老師、唐芝慧老師、衛鎮國老師、李健文老師、呂子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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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田天主教小學 

2019-2020 年度 書香校園組  周年工作計劃期終評估表 

 

(一) 工作計劃期終評估 

目標一：透過多元閱讀活動及配合課程推展，加強學生自學能力，照顧學生多樣性。(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1)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配合推課程活動，於各個學科活

動日中滲入不同主題閱讀項目，

提升學生閱讀興趣，發展學生的

自學能力。 

 

10/2019 

至 

 

5/2020 

 

6/2020  就中華文化日觀察，不同級別的學生能就主題閱讀不同的閱讀資

料，學生表現投入。 

 就不同主題書展參與度情況觀察，參與互動遊戲的學生中超過 80%

能正確回應題目而且主動尋找及修正答案，能透過不同主題書涉獵

更多的閱讀範疇。 

 下學期不同的課程日因停課而取消。 

目標二：透過家長閱讀評估，強化家長在閱讀的重要角色，協助推展閱讀文化。(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1) 

 

策略/工作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2.1 優化校本閱讀日誌，透過家長

評估，強化家長在閱讀的重要

角色 

2.2 透過家長會/家長應用程式等途

徑，加強向家長傳遞閱讀評估

的訊息。 

10/2019 

至 

 

5/2020 

 

6/2020 交回的日誌中家長都會完成了評估的部份，低年級的家長甚為積極。 

已在分級家長會中強化家長在閱讀的重要角色。 

2.3 舉辦親子閱讀活動，引導家長

認識親子閱讀的重要性 

13/12/2020 2/2020 於 12 月 13 日與家教會合辦「親子律動讀書會」，參與的家長反應理

想，100%認同活動能加強親子間的聯繫與交流並讓他們能發掘與孩子

一起閱讀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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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善用圖書館資源，提升英文圖書借閱量，加強校園閱讀文化。 

發展策略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3.1 強化圖書的陳展及宣傳，尤其

是英文圖書。例如以學生分享/

老師分享的片段上載校園頻度/

設立三樓一梯英文書推介、桌

面英文書推介 

10/2019 

至 

 

5/2020 

 

6/2020 

 

 

 

就學生入圖書館時的表現所見，學生對教師曾分享過的圖書特別感興

趣，爭相追閱個別書目。 

唯在整體借閱量的數據上未見大增幅。 

3.2 於 English Thursday 時段設英

文閱讀小伙伴 Reading 

Buddies，鼓勵高年級準備英文

讀物給低班同學，並坐在低年

級同學身旁輕讀英文書。 

10/2019 

至 

 

5/2020 

 

6/2020 

 

已有 11 次共 22 班的學生已完成計劃，就觀察所見，學生的投入度頗佳，

尤其以高年級的同學為佳，不少班別的學生都表示活動能讓其嘗試當小

老師，印象難忘。 

特別欣賞五年級的學生很投入及負責任地進行任務，可見班主任及英文

科任的用心鼓勵。 

 

 (二) 恆常工作報告 

項

目 

計劃/活動 

名稱 

機構名稱/

負責老師 

時間表 參與人數/獎項/反思(如適用) 

1 借閱龍虎榜 潘燕愉老師 

 

2/2020 已於每個月張貼及公佈各班借閱量予全體師生，特別在閱讀早會上增設最高借閱量獎狀頒

發。 

9 至 12 月一至三年級的中英文人均借閱量為 8.74 ;而四至六年級為 14.77 

2. 師生好書推介 全校師生 2/2020 已有 20 位老師及 20 位學生上台或以影片分享好書。 

亦已將文本的好書推介張貼於 3 樓閱讀廊及放校網。學生對教師曾上台分享的書反應熱

列。 

3 清晨閱讀 

 

潘燕愉老師 

李穎芬老師 

李慧玲主任 

2/2020 上學期每月最具閱讀風氣的班別是: 

9 月份 :1C,2A,2C,2D,3D,4D,5D,6B 

10 月份 :1B,2B,3D,4B,5D,6B 

11 月份 1B,2B,3D,4B,4D,5A,5D,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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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份: 1A,2A,3D,4D,5A,5D,6C 

1 月份:1A,2A,3B,4A,5D,6C 

早讀時間內(周三 8:35-8:55)大部份班別已成功營造良好的閱讀氣氛及有既定的分享時段和安

排，唯有小部份班別因收功課等的班務未能如期閱讀。 

4 

 

報刊及雜誌訂

閱 

潘燕愉老師 

何婷婷老師 

2/2020  於學生全年訂閱情況下，訂閱報紙雜誌人數比去年同期下降。 

 另外圖書館可供借閱的雜誌的數量及種類多了，其中有不少有關 STEM 的雜誌。 

 英文科已為學生各班訂閱了不同的英文雜誌/報紙，極力建議班主任在 English Thursday 

的閱讀課時為學生推介及鼓勵學生閱讀。 

 就學生訂閱雜誌反應不理想問題上，小組中反映學生興趣不大，特別多字的雜誌令他

們卻步。解決方案 : 建議在各級家長會，特別小一入學家長會中加強向家長宣傳訂閱

雜誌，讓學生於小一開始養成閱讀報章雜誌的習慣。/明年度稍延後訂閱的日期，避免

在學期首個月要繳交大量費用的同時並要考慮訂購雜誌。 

報刊 人數 報刊 人數 報刊 人數 

報紙- 

星島(中英

雙語) 

15 

(1819 年度 11

人) 

綜合雜

誌: 

白羚羊 

4 

(1819 年度

3 人) 

宗教報紙: 

喜樂少年 

 5 

(1819 年度:7 人) 

報紙-

Goodies 

18 

 (1819 年度:21

人) 

綜合雜

誌: 

紅蘋果 

7 

(1819 年

度:16 人) 

宗教及綜

合雜誌:樂

鋒報 

5 

(1819 年度:4 人) 

報紙-  

Junior 

Standard 

0 

(1819 年度:2 人) 

綜合雜

誌: 

兒童的學

習 

2 

(1819 年

度:4 人) 

宗教及綜

合雜誌:良

友之聲 

10 

 (1819 年度:10 人) 

文學雜誌: 

兒童文藝月

刊 

2 

(本年新訂閱) 

英文故事

雜誌: 

Story Box 

1 

(1819 年

度:5 人) 

科學雜誌:

兒童的科

學 

11 

(1819 年度:21 人) 

數學/科學

雜誌:資優

數學與科技 

8 

(1819 年度:4 人) 

英文雜誌
Adventure 

Box 

0 

(1819 年

度: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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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飛凡閱書會 潘燕愉老師 

倫穎儀老師 

2/2020 上學期參與的學生對閱讀非常感興趣，加入多一位老師能帶動更多的活動及 STEM 元素。 

在足夠的老師指導下，能進行故事的設計及製作大書。而且因應表現佳而發出四張星級貴賓借

書證以作鼓勵。 

6 作家到校講座 潘燕愉老師 

洪雅文老師 

2/2020 已預約聖經漫畫作家「葉一一」於 4 月 23 日下午於社區會堂舉行講座，對象為三至四年級學

生。(取消) 

7 家長日書展 潘燕愉老師 2/2020 2 月 29 日的家長日因停課取消，能否於學期尾舉行書展有待決定。(取消) 

8 遨遊閱讀世界 書香校園小組 2/2020 將於 4 月 23 日舉行，預計復課後進行宣傳，著學生放漂圖書回校。(取消) 

9 參觀中央圖書

館 

潘燕愉老師 2/2020 將於 4 月 28 日舉行(取消) 

10 喜閱學校嘉許 

計劃 

書香校園小組 2/2020 教育局未有公佈今年的的比賽詳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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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註: 根據教育局於 2018 年 7 月 13 日公布通告 10/2018 號，會發放推廣閱讀津貼及支援閱讀的各項加強措施，13-24 班，獲發津貼$30990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8010C.pdf 

 

(四) 小組成員 

組長：潘燕愉老師  副主席:李慧玲主任 

組員: 李穎芬老師、倫穎儀老師、何婷婷老師、郭穎欣老師、阮玉娟老師、洪雅文老師、Annie Feng)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開支   

Expenses 

增添中央圖書館書藏 

 

購買圖書(政府津貼) 30990 39196.52 

 

圖書處理(文具/印刷) 購買包書膠、膠紙、印章、打印碳粉、電池、文

具 

  

7000 4980.8 

增添中央圖書館雜誌館藏 購買兒童雜誌 5000 4414 

作家到校講座 講者費用 3000 0 

圖書証 新生及插班生(膠卡及標籤)  

1000 

700 

閱讀獎勵計劃禮物 閱讀獎勵計劃禮物 7000 5750.5 

圖書館系統 圖書館系統保養服務一年連雲端服務 4700 4700 

聯課活動閱讀領袖培訓 物資及印刷費用 900 212.8 

遨遊閱讀世界 購買二手書、物資、禮物、宣傳品印製全校 5000 2000 

圖書課程用物資 製作小書、Lap book 800 0 

total: $64400 61954.62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18010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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