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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  中文科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一) 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目標一：透過多元的學習及評估模式，持續培育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提升學習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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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學生能運用不同的自學工具、思維策

略及筆記等進行預習及學習活動，加強自

學能力和思維技巧。 

9/2020 

至 

6/2021 

29/6/2021  老師都能依教學內容就各級指定的思維策略設計各類工作紙及筆記，

學生亦能完成。 

 高年級學生在完成工作紙及筆記的評鑑或分析等題目，已有少許改善，

逐漸掌握答題技巧，有助提升的思維能力。 

 在閱讀教學方面，老師必須運用指定的教學策略，如提示學生標示段

落，圈出過度語或中心句，運用不同顏色或符號標示重點或作備註等，

強化他們自學能力和思維技巧。 

1.2 全校學生運用電子學習平台(如 Google 

Classroom、Google form、Quizlet 等) 進

行學習或自學，提升學習能力。 

 老師在上學期安排學生運用GC、GF、Quizlet等電子學習平台進行學習

或自學，並給予回饋。復課後，老師仍會運用GC、GF、Quizlet等平台

安排學生預習及自學。 

 在網課期間，老師運用Nearpod、Kahoot、Padlet等電子學習工具與學生 

進行活動，加強互動，引發學習興趣。 

 老師安排學生於GC上載功課，如寫作、作句及説話訓練等，批改後發

還給他們改正，並作回饋。學生因應老師安排把功課上載在GC，就老

師的回饋作出改善。惟高年級學生上載的比率較低年級為低，需要老

師多次提示。 

1.3 優化進展性評估模式，以單元形式檢視學

生學習表現，鞏固他們的知識。 

 學生已完成8次進評，包括語基、閲讀、聆聽和説話範疇，老師可評估

學生在該單元或範疇的學習成效，再作回饋。是次聆聽和説話進評安

排學生於聖誕假期在GC進行，可省減在平日課堂進行的時間。 

 部分學生在提交方面遇到技術上的問題需要老師協助，或出現遲交及

欠交等情況要老師督促他們提交。老師在平日於課堂進行説話進評時

會給予學生3分鐘準備及1分鐘評估時間，並只進行一次，而進行聆聽

進評時播放內容一次，但學生在家進行時，未能確保他們是否依據以

上要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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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課堂或課業(如工作紙、寫作等)加入自

評及互評元素，增加學生交流學習心得的

機會。 

9/2020 

至 

6/2021 

29/6/2021  在各級寫作冊及六年級預工加入自我檢視表，有助學生檢查自己在該

次練習的表現，培養他們自我反思的能力，唯有些學生會馬虎了事或

忘記完成，需要老師提示。在三至六年級寫作冊加入互評表，惟上學

期因疫情停課暫未進行。 

 下學期復課學生都能評賞同學的文章後，完成互評表。 

1.5 善用評估分析，診斷及分析學生學習能

力，給予適切回饋及支援。 

 於上學期測驗後，老師進行試後分析，檢討學生的弱項，在單工及筆

記等加入相關題目以作回饋，鞏固所學。老師透過温習工作紙鞏固學

生知識，並於網課期間進行混合性紙筆評估，雖然復課後沒有就是次

評估進行分析，但老師與學生已進行講解及回饋。 

 

目標二：運用不同的策略，照顧學生多樣性，促進學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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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設計適切的分層工作紙及課堂活動工作

紙，以照顧學生多樣性。 

9/2020 

至 

6/2021 

29/6/2021 老師能因應學生的多樣性，設計分層工作紙及課堂活動工作紙，學生亦能

完成相關功課。 

在下學期優化預習工作紙及單元工作紙的內容。 

1. 預工 

 除了原有自學詞語部分(Quizlet)，再加入三至四個詞語解釋，讓學生將

重點詞語的意思摘錄，加強他們理解及運用的能力。 

 透過填充、續寫、全句寫等形式，逐步加強高年級學生歸納段意的能

力。 

2. 單工 

 科任老師須配合該單元的重點語文基礎知識(如修辭手法、句式等)，設

計由淺入深且題型多元化的題目。 

 四至六年級造句(2 句)：一個詞語作句；兩個詞語串句 

 加入錯別字題型(部首、形近字、別字等) 

2.2 透過分享關於自主學習或照顧學生多樣

性的教學設計心得，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鄺主任早前參與中文科電子教學課程，會議中分享一些電子學習平台，可

設計學習活動。譚老師分享在「正規課程培育天主教價值 (中文科) 研討會」

中的內容，透過課程滲入五大核心價值，設計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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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推廣正向教育，透過課堂活動及鞏固練習，培養學生的性格強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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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配合課文單元主題，帶出相關性格強項，

透過課堂活動及鞏固練習(如各類工作

紙及寫作等)培養學生的正向思維。 

9/2020 

至 

6/2021 

29/6/2021 老師因應課文單元設計一些配合性格強項的工作紙或活動，大部分學生都

能透過課堂活動及練習掌握相關性格強項，惟高年級的課題較難配合指定

的性格強項。 

 

 

(二) 恆常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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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網上學習資源/平台 中文科科任 21/1/2021 1. 科任老師逢第一及第三個單周星期五隔次安排學生完成

STAR 網上練習(二至六年級)及教育出版社提供的「快樂閲

讀花園」(一至五年級)。 

2. 於長假期安排學生完成 STAR 網上練習。 

3. 部分學生未能主動完成，需要老師經常提醒。各級學生於上

學期網練完成率見下表： 

年級 快樂閲讀花園 STAR 

一 92.5% / 

二 75% 77% 

三 75% 72% 

四 80% 65% 

五 72.2% 70.37% 

六 / 60% 
 

29/6/2021 1. 各級學生於下學期網練完成率見下表： 

年級 快樂閲讀花園 STAR 

一 94% 46% 

二 76% 76% 

三 78% 65% 

四 8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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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65% 68% 

六 / 69% 

2. 除五年級外，學生完成「快樂閲讀花園」的比率較上學期 

有提升；四及六年級學生完成 STAR 有明顯的進步。 

3. 老師仍須提示欠主動學習的學生完成網練。 

2 優質兒童文學導讀 潘燕愉老師 

四至六年級科任 

29/6/2021 原定於下學期復課後進行，但因沒有圖書課的安排未能進行是

項活動。 

3 第七十二屆香港校際朗誦比賽

(普通話)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中文科科任 

29/6/2021 共有 19 位學生獲得優良獎狀，9 位學生獲得良好獎狀，得獎學

生已領取獎狀。 

4 第二十五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

筆書法比賽 

教協 

中文科科任 

21/1/2021 全校學生於 10 月份參與硬筆書法比賽，經科任老師遴選，於各

組別選出首三名學生，並已獲發校內比賽獎狀。 

5 學生文章投稿 三至六年級科任 29/6/2021 12 月份共收集 34 篇學生文章，4 月及 5 月份共收集 97 篇學生 

文章，共有 3 篇文章刊登於《喜樂少年》，各人獲贈書券 40 元。 

6 學校網頁文章 二至六年級科任 29/6/2021 二至五年級科任老師於 7/7 前把最少兩篇佳作存放在 server，

以便科主席稍後上載於學校網站。 

7 家書 訓輔組 

中文科科任 

21/1/2021 科任老師派發心意卡(一、二年級)及書信(三至六年級)，讓學生

完成並送給父母或長輩。 

8 言語治療協作計劃(六年級升

中面試講座) 

言語治療師 

梁蓓蓉主任 

21/1/2021 於 29/1 於線上進行面試講座，共分兩個組別及時段進行： 

(一)6A、6B(2:00-2:50);(二)6C+6D(3:00-3:50)，稍後檢討成效。 

9 創意寫作班  池淑貞老師 

麥素珠老師 

21/1/2021 參加了 EDB「創意圖文寫作坊」，但因疫情影響未能招募學生

參加。 

10 自費活動---基礎寫作班 陳齊欣老師 

張學雯老師 

機構導師 

21/1/2021 因參加人數未如理想，機構未能開班。 

11 教學工作坊 言語治療師 

中文科科任 

29/6/2021 由於本年度需要接受言語治療的學生增多，故言語治療師及老

師認為學生更需要多些時間進行治療。來年度再安排相關工作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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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午息活動 中文科及普通話科科任 21/1/2021 因疫情影響，暫未能安排活動。 

13 Google Classroom 工作坊 何麗妮老師 

中文科科任 

21/1/2021 於 16/10/2020 進行，老師已掌握及運用相關技巧設置聆聽及説

話進評。 

14 中華文化日 李慧玲主任 

張學雯老師 

夏慧明老師 

全體老師 

29/6/2021 於 8/2/2021 進行，當日的活動包括中華文化知多 D、閱讀多樂

趣、新春 DIY 飾品製作及班際比賽(賀年填色比賽、創意揮春

設計比賽、剪紙工藝比賽)。學生投入活動，積極學習。 

15 高空工作安全標語創作比賽 工聯職安健協會 

中文科科任 

21/1/2021 於 11 月進行，共收到 42 份參賽作品，機構於 2 月公佈得獎名

單。 

16 「尊重．包容．負責．關愛」

標語創作大賽 2020 

TEEN Plus BELT & ROAD 

中文科科任 

21/1/2021 於 11 月進行，學生自行掃瞄 QR code 參賽，機構在 1 月上旬

公佈結果，惟沒有學生獲獎。 

17 「寫意·存情」全港原子筆中文

書法比賽 

香港仔坊會 

四至六年級科任 

21/1/2021 於 12 月進行，經篩選後有 65 份參賽作品，機構於 3 月公佈決

賽日期及名單，惟沒有學生獲獎。 

18 「小故事·動人心」創作比賽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 

四至六年級科任 

21/1/2021 於 12 月進行，因停課影響，只收到 12 份參賽作品，機構於 2

月公佈得獎名單，惟沒有學生獲獎。 

19 華文盃全港書法大賽 2021 

(硬筆書法組) 

香港競技評核總會 

三至六年級科任 

29/6/2021 於 6 月進行，共有 47 份參賽作品(高級組 41 人，初級組 6 人)，

機構於 7 月初公佈決賽日期及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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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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中文科課程、教學策略或知識，購買相關的書籍 $1000.00 / 

作文紙印刷費 用於學生平日作文 $2000.00 $1,890.00 

專業發展 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邀請機構舉辦相關的工作坊 $1000.00 / 

第二十五屆全港中小學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報名費---$80(由課程組支付) / / 

補購書商教材 補購科任老師缺漏的教材(由課程組支付) / / 

禮物 配合午息活動及科組活動 $1000.00 / 

Total: $5000.00 $1,890.00 

 

 

(四) 小組成員 

組長：張學雯老師 

組員：李慧玲主任、梁蓓蓉主任、鄺偉茵主任、池淑貞老師、唐芝慧老師、譚靜瑩老師、何婷婷老師、夏慧明老師、譚美榕老師、文健雄老師、 

黃紫妍老師、伍美鳳老師、温美儀老師、麥素珠老師、李穎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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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English Year Plan Final Report 

 

(1) Implementation Plan 

 

1. Enhance students’ self -assess capabilities by integrating assessment rubrics in formative assessments  

(In response to the three-year School Development Plan Major Concern ) 

Strategies / Task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Effectiveness and Reflections 

 Develop a different rubric for each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order to identify 

learner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9/2020-

6/2021 

28/6/2021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the assessment performance collected from the 

assessment evaluation form after each summative assessment. 

 Teachers agreed that most students benefited from the rubric provided in FAs. 

 Teachers agreed that most students showed improvement in the tests especially 

on those tasks which were similar as the FAs. 

 The rubrics provided more information for students on their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each criterion.  

 In addition, the rubrics helped students to clarify the focus of the learning units 

and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in the learning objectives of the learning units. 

 Students were able to set up clear goals for improvement with their skills and 

knowledge. 

 By setting up the rubrics in FAs, help teachers to ensure alignments between 

teaching and assessing. 

 It is suggested to apply the practice in the next school term as the format of the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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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urture self-directed learning capabilities through setting up peer assessment checklist in response to the writing goals 

  (In response to the three-year School Development Plan Major Concern ) 

Strategies / Task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Effectiveness and Reflections 

Set up peer evaluation writing checklist in 

terms of : 

Content  different aspects  

 of a topic 

Language  format and style 

 grammatical structures               

 cohesive devices 

 language of the text 

Organization  function of the text 

 coherent structure 
 

9/2020-

6/2021 

28/6/2021  Due to the practice of social and physical distancing, peer evaluation was 

cancelled in the first term. 

 The essence of peer evaluation was adopted in the GC homework   

uploaded in P.4-P.6. 

 P.4-6 students tried to do the peer evaluation in sentence writing through the 

collaborative board in the ‘Nearpod’ platform or ‘Padlet’ platform during 

online lessons. 

 P.1&2 students tried to use the small whiteboards and practice sentence 

writing and shared their work with one another in front of the cameras during 

online lessons. 

 An evaluation about the words written in the second term exam was 

conducted in the third English meeting.  The findings were as follow: 

 Mr Simon Herd (AT) was invited to review the writing booklets and give 

suggestions on the refinement of the writing goals and reflections.  

 It is suggested to continue the focus of this year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er evaluation and writing goals in the writing booklet in the next 

school term based on Mr Simon’s suggestions and the evaluation after the 

book inspection such as simplifying the language used and the format in the 

writing goals and reflection to facilitate students’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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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se online platform to facilitate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skills (In response to the three-year School Development Plan Major Concern ) 

Strategies / Task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Effectiveness and Reflections 

Use ‘Google Classroom’ to allow students to 

assume greater responsibility in their own 

learning. 

 P1 – P6 students upload at least one audio 

clips in each term based on the speaking 

tasks on the GEB or Dictation Revision 

 P4 – P6 students upload at least one 

speaking FA for marking in each term 

Use publisher’s online platform to do 

listening tasks to allow students to learn at 

their own pace. 

 P1-P6 students do listening tasks via 

‘Pearson Longman Elect’ web-site. 

 

9/2020-

6/2021 

28/6/2021  From lesson observations, students and teachers have improved their online 

learning skills and IT literacy.   

 In reference to the co-plan meeting records conducted every two weeks in 

the first term. P.1-6 students needed to upload at least one homework on GC 

every week and records of submission for each class were noted in the co-

plan records. 

 Almost all P.1-4 students uploaded their ‘Home-based Assessment’ on GC 

for marking in April. 

 All teachers agreed that they were experienced in using GC to deliver and 

collect students’ assignments. 

 Google forms were delivered for P.1-3 students after each PLPR lessons 

during class suspension period and the records of submission were generated 

in excel forms and delivered to P.1-3 LETs for follow up and the records 

were kept in the PLPR folder. 

 From the co-plan records, teachers agreed that students were familiarized 

with the use of the GC learning platform. 

 One of the greatest advantages found was the easy access of sharing the 

teaching materials to all four classes. 

 Clear instructions and teaching videos were provided for students on how to 

upload the audio / video clips onto GC.  

 QR code was provided to benefit parents and students to access the demo 

video.  

 One speaking FA was set up in each term for P.1-P.6. 

 For those students who were not able to upload the audio clips to GC would 

have face-to-face FA with the English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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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ch practice two in the listening book was reserved for teaching in the 

lessons and the rest of the practice were given out as homework and students 

needed to log-in to the Pearson web site and access the listening audio clips 

by themselves. 

 

4. Promote positive education to enhance students’ confidence in learning English(In response to the three-year School Development Plan Major Concern ) 

Strategies / Tasks 
Time 

Scale 

Date of 

Evaluation 
Effectiveness and Reflections 

Adopt selected character strengths into the 

theme of English Thursday Morning 

Assembly. 

 Love of leaning 

 Honesty 

 Kindness 

 Self-regulation 

 Fairness 

 Gratitude 

9/2020-

6/2021 

28/6/2021  Due to the practice of social and physical distancing, morning assemblies 

were cancelled. 

 Teachers made videos and uploaded to the GC. 

 Lacking face-to-face interaction and engagement with teachers, teachers 

found that it was less beneficial than face-to-face morning assemblies. 

 

 

(2) Constant Work Plan 

Item Strategies / Task 

Person / 

People in 

charge 

Date of 

Evaluation 
Effectiveness and Reflections 

Curriculum 

1 PLPR Programme Annie, CA,  

P1-P3 

English 

Teachers 

28/6/2021  Remote Learning Mode: 

 remote teaching and learning 

 teaching videos delivered via google classroom  

 Teaching Schedule: 



- 13 - 

Level Lessons per week Duration Total teaching time in one month 

P.1 2 lessons 10-20 minutes  

per lesson 

8 lessons around 80-160 minutes 

P.2 2 lessons 15-25 minutes 

 per lesson 

8 lessons around 120-200 minutes 

P.3 2 lessons 20-30 minutes  

per lesson 

8 lessons around 160-240 minutes 

 Teaching Content in one month: 

Level Content Lessons  

P.1  Day Date Weather 

 Reading Words 

 PLPR stories 

6  

 STEM Reading Fun 2 

P.2  Day Date Weather 

 Sight Words (Dictation) 

 PLPR stories 

6 

 STEM Reading Fun 2 

P.3  Day Date Weather 

 Sight Words (Dictation) 

 PLPR stories 

6 

 STEM Reading Fun 2 
 

Competition & Activity 

1 Solo Verse Speaking 

Training 

All English 

Teachers 

28/6/2021  23 students joined HK Speech Festival and got merits. 

 They video-recorded their performance and upload the video to designated video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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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riting Competition All English 

Teachers 

28/6/2021  Due to the tight teaching schedule and time and space constraints during remote 

learning, the English panel decided not to join any writing competitions in this school 

term. 

3 Handwriting 

Competition 

All English 

Teachers 

28/6/2021  All students from P.1-6 have entered the Inter-Primary Schools English Calligraphy 

Competition organized by Hong Ko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Union. 

 In it, Chen Qiu Han from 4B entered the final and entered the honour list (top 50) in the 

competition. 

4 STEAM Activity Iris & Helen  Jun  The activity was cancelled due to the COVID 19 situation. 

5 SCOLAR 

1. Story Monster 

for Primary 

Schools 

2. Little Maze 

Runner 

3. Language Lab 

Iris, Tess & 

Scarlett 

TBC  The activities were conducted online in the second term due to the COVID 19 

situation. 

Class Story Monster Name List Class Maze Runner Name List 

5A Chan Heung Wing Charles 

Cheung Chun Wing Moses 

Huang Ruo Nan Amy 

Lau Chun Hei Leo 

Wong Kam Fai Sunny 

5B Yeung Tak Wing 

5B Wong Kin Tung Jacky 

Hung Tsui Ying 

Lo Ka Hing Kelly 

Yeung Tak Wing Rion 

Guo Jia Jia Amy 

5C Ho Chun Yin 

5C Cho Check Yin Geoffrey 

Lin Ziheng Timothy 

Chen Ka Yuk Yuki 

Kwan Wing Lam Chloe 

Leung Cheuk Tung Catherina  

5D Li Zi Heng 

5D Chan Yee Ching Chloe 

Ho Hei Yu Hayley 

6A Fu Yu 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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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 Check Nam Andrew 

Murphy Ip 

Chan Sam Yuet Trinity 

1E 2 Chan See Ming 

11 Lau Kwan Him 

15 Liu Jiali  

18 Ng Hei Kiu 

20Tang Kwan Yu 

6C Fung Hang Yi 

Liu Jia Ling 

 

6 Mei Ho House Visit P4 teachers 28/6/2021  The activity was cancelled due to the COVID 19 situation. 

Language Rich Environment 

1 ECA –Jolly Party Fanny Sep – Jun P1-P2 

2 ECA – English 

Ambassadors 

 Helen 28/6/2021  The ambassadors have practiced self-introduction for ice-breaking, which would be 

beneficial to interview practice when they are in P.6. 

3 ECA – Pak Tin 

Smarties 

Annie & 

Iris 

28/6/2021  Pak Tin Smarties were held on Thursdays with P2 elite children in the first term.  The 

learning objective is to enable children to read and appreciate poetry in order to gain 

confidence and fluency.  It was fun and educational for children to read for the poems’ 

meanings, rhyming, and emotions. Children learnt various types of poems, and 

practiced reading aloud individually, in pairs, and in groups in order to suit different 

learning diversity. 

4 ECA – Little 

Journalists 

Scarlett      

28/6/2021 

 15 students were chosen from P4. They have met five times during th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time slot. They have tried to search for photos online and write captions for 

them to make some magazine pages. 

5 ECA – Phonics Melody Sep – Jun  Evaluation will be done in the second term. 

6 ECA – Be  a 

YouTuber  /  MC 

training 

Kimi Sep – Jun  It was cancelled due to time clash with the KS2 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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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CA- Story-telling 

and English Songs 

Karen Sep – Jun  Evaluation will be done in the second term. 

8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Thursdays) 

All English 

Teachers 

2/1/2021  English teachers have made videos sharing and uploaded to the Google classroom in 

the first term to replace the face-to-face assembly due to the prevention measure of 

COVID 19.  

9 Story Angel 

(Thursdays) 

Annie 2/1/2021  It was cancelled due to the current COVID-19 situation. 

 

10 Mobile Library 

(Thursdays) 

CA 2/1/2021  It was cancelled due to the current COVID-19 situation. 

 

11 Reading Buddies 

(Thursdays) 

P4-P6 

English 

Teachers 

2/1/2021  It was cancelled due to the current COVID-19 situation. 

 

12 Morning & Lunch 

Booth Games 

(Thursdays) 

Annie and 

CA 

Sep – Jun  It was cancelled due to the current COVID-19 situation. 

 

13 Post-exam 

Activities- English 

Festival 

All English 

Teachers 

Jul  English Day was conducted on 25/06/2021.  Evaluation was done in the third English 

meeting. All P.1-4 joined th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and P.5-6 students used ‘Online’ 

mode to watch the teaching videos on GC. 

Enhancement and Enrichment Programme 

1 Leap Class  Melody, 

Karen, 

Fanny, 

Karena 

Sep – Jul  P.5 Leap Class was conducted online afterschool this year.   

 Only a few of students participate the online lessons regularly.   

 

 

2 Saturday English 

Class (Phonics, 

Speaking, Grammar, 

Pre S1 Preparation &  

Cambridge YLE) 

Iris 

& 

Synergy 

Education 

Provider 

Oct – Jun  Synergy Education Provider Company Ltd. was chosen to provide Saturday English 

Classes for P1-6 students. 

 Phonics and Story (P.1 - 2) 

 Speaking and Story (P.3 – 4) 

 Pre-S1Preparation and Interview Skills (P.5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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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Limited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Starter (P.1 - 2)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Mover (P.3 - 4)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Flyer (P.5 - 6) 

 Grammar (P.4) 

 Grammar (P.5) 

 Grammar (P.6) 

 27 students joined the Cambridge YLE and the exam will be conducted in June. 

3 Pre-S1 Interview 

Training 

 P6 English 

Teachers 

Dec – Apr  A school-based mock interview was done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P.5 students will prepare the portfolio and self-introduction in July. 

E-learning 

1 Longman Elect 

Web-site 

Iris & 

Catherine 

Sep – Jul  P.1-6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use the passage a week  

2 Google Classroom Iris & 

Catherine 

Sep-Jul  Evaluation will be done in the second term.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1 Test and Exam 

Evaluation 

All English 

Teachers 

Sep – Jul  Evaluation was conducted after each test and exam except home-based assessment.   

 All evaluations were filed in the co-plan f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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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udget 

 

(4) Team members 

Panel Chairperson: Mrs Iris Wong  

Core Member : Ms Divian Wong, Mrs Joei Chan, Ms Catherine Ho, Ms Kimi Fan, Ms Helen Kwong, Ms Karena Li, Ms Miranda Yuen, Ms Tess Hung,  

Ms Jenny Chong, Ms Scarlett Chiang, Ms Karen Kwok, Mr Philip Wai, Ms Melody Lo, Ms Annie Feng, Ms Elaine Chan, Ms Fanny Lo 

 for Financial Team 

Item Description Budget Approved 

Reference Books / Teaching Aids Teacher’s reference books / teaching aids $1,000.00 $147.00 

Language-rich Environment Materials Display materials & English Day resources $3,000.00 / 

Printing and Stationery PLP-R learning materials (e.g. group work materials, name tags and 

reading bags) and stationery 
$5,000.00 $6,534.55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online basic teaching & learning support materials 

for the 2019-2020 school year (Pearson) (Paid by Curriculum team) 
$650.00 / 

Membership/ Subscription Fee English calligraphy competition (Paid by Curriculum team) $40.00 / 

Reading across Curriculum Materials 

(Classroom reading ) 

STEM related or other reading materials  
$10,000.00 $23,022.8 

Services Activities to be organized for recognizing student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English 
$10,000.00 /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raining workshops for teachers $500.00 / 

Learning Apps Purchase English learning apps from Apple Apps Store $1,000.00 / 

Stationery Stationery for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and daily teaching (e.g. box files 

for filing and writing portfolios, markers) 
$1,000.00 / 

Furniture Furniture for English Room / $7,040.00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English Puppetry materials  $1500.00 $2,596.00 

Total : $33,650 $39,34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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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  數學科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一) 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目標一：持續培育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學習技巧、思維技巧、資訊科技能力)，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配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 

發展策略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1 加強 Google Classroom 應用，提升學生自主學

習的能力。 

 利用 Google Classroom 發放預習課業 

 上載課堂教學資料到 Google Classroom 

 於 Google Classroom 建立數學科網上自學

資源。   

9/2020 

至 

6/2021 

12/7/2021  因疫情在家學習關係，數學科組已全面使用 Google 

Classroom 作學習平台，透過 Google Classroom 發放不同的

學習資源、課堂評估。 

 此外，配合課程組的資訊科技教學發展，已於 Google 

Classroom 進行網上批改，提升回饋的效率 

1.2 運用全校性自主學習架構表，結合科本特色

佈置學習材料，提升學生思維能力。 

於單元設計中加入思維策略，以輔助學生思

考和表達所學，提升學生思維能力。 

 根據各級備課文件，部份課題能配合自主學習能力訓練架

構，讓學生自主學習，惟普遍學生學習動機較弱，宜從多方

面提高學習動機，如網上資源、生活應用和趣味性等。   

 各級每單元都有學習重點筆記，並要求學生適時摘錄筆記。

期望學期終結時可收集各級佳作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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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2.1 四年級參加教育局校本支援計劃  

 透過電子學習進行探究及解難等活動，促

進課堂互動 

 發展以探索與研究為本的教學策略，提高

學習動機，促進學習效能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9/2020 

至 

6/2021 

12/7/2021  四年級以四則混算應用題作切入點，透過分步列式的策略，

幫助學生處理較複雜的應用題。支援計劃人員隔週與四年級

科任進行會議，全年進行兩次觀課。   

 課業上，亦跟據共備修定，加入不少解難原素，讓學生鞏固

課堂學習 

 因應疫情停課關係，亦加入不少網課的互動原素，以提升網

課的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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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關係，上學期大部份課堂於網上授課，同儕觀課亦未

完成 

 優化課業方面，下學期因應學生學習情況，於單元總結工作紙

加入自擬題，以支授能力較高的學生。 

2.2 強化教師推動自主學習及照顧學生多樣性的

專業能力，並分享心得，促進教師專業發

展。 

 推動教師按個人工作性質參與校外培

訓。 

 定期進行教師培訓活動，主題包括自主

學習及照顧學生多樣性。 

科會邀請科任分享課堂有效推動自主學習或

照顧學生多樣性的策略。 

9/2020 

至 

6/2021 

12/7/2021  因疫情關係，部份由教育局舉辦的工作坊暫停，下學期將積

極鼓勵同工參與其他機構舉辦的工作坊，並於科組分享。 

 下學期後課後同工積極參與由教育局或書商舉辦的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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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 3.1 優化擬題表，在擬題表加入各個學習重點，

讓學教評更聚焦。 

9/2020 

至 

6/2021 

12/7/2021 於 8 月底第一次會議討論優化 擬題表，並已於及後的評估中使

用。同工需列出每題的考核目標，令題目考核更聚焦於學習目

標。 

2. 3.2 透過自評互評，促進學生間積極交流，強化

學習。 

因疫情關係，大部分時間於網上學習，難於進行互評，下學期將

全面推展電子化的互評方式，惟復課後課程趕急，未能推行。 

 

(二) 恆常工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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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數學日   數學科科任 18/1/2021 一至四年級改為數學專題研習   

2 數學自費班   外聘導師 
18/1/2021 

數學自費班上學期高中低年級各共設 5班，學生反應理想，對導師教

學普遍滿意，同學反映程度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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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內活動：   

1. 數學閱讀 

2. 午間活動   

數學科科任 

18/1/2021 

 數學閱讀將於數學日進行   

 午間活動因網上學習和半天上課未有開展  

4 校外比賽   林滙森老師 5/2/2021   由於受疫情影響，未有校隊培訓，故上學期沒有參加校外比賽；下學 

期參加由教區小學聯會舉辦的第六屆數學比賽 

 

 

(三) 財政報告 

 

 

 

 

 

 

 

 

 

 

 

 

(四) 小組成員 

組長：林匯森老師 

組員：陳靜儀主任、黎文燦老師、區永剛老師、陳啟邦老師、陳耀明老師、白臻誠老師、黃敏怡老師、陳仲忻老師、鍾兆權老師、葉曉豐老師、

黃家輝老師、李健文老師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開支 Expenses 

參考書 教學參考材料 $500.00 / 

教具 按需要添置教具 $500.00 / 

各級教材費 各級消耗性教材，每級$500 $3000.00 / 

活動支出 數學日 

數學比賽報名費 

$2000.00 

$400.00 / 

專業發展 工作坊教材 $500.00 / 

文具 過膠片等 $200.00 $4865.2 

午間活動 教材 $1000.00 / 

Total： $8100.00 $48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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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  常識科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一) 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目標一：運用不同的學、教、評策略，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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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課程組之自主學習能力訓練架構，

每級滲入高階思維十五式元素，以發展

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9/2020 

至 

6/2021 

7/7/2021 透過檢視共同備課紀錄，以及觀察學生課業表現，每級上學期已經設計最

少四次高階思維十五式工作紙，而每單元最少一次利用十五式摘錄筆記，

反映及紀錄於學生工作紙及筆記簿上。從學生評估測驗上的表現，顯示出

超過 70%學生在高階思維工具運用部分取得最少 60%的分數，學生開始習

慣運用思考工具作歸納及分析所學知識，發展高階思維。 

1.2 每級滲入 STEM 教育學習活動，以發展 

學生綜合解難的能力。 

 透過檢視共同備課紀錄，以及觀察學生課業表現，每級已安排實踐一

次STEM單元教學，詳情列於下表：  

年級 主題 相關課題 

P1 紙杯傳聲筒 五官感覺 

P2 紙環飛機 自製玩具 

P3 風向儀 天氣的預測 

P4 自製過濾器 水 

P5 電路小玩意 簡單電路 

P6 羅馬砲台 簡單機械 

 本年度因疫情暫停面授關係，改以網課形式進行，科任預先派發STEM

活動材料包，於網課中指導學生完成製作活動，在家中進行測試及改

良，並在網課上展示成果，以及在Google Classroom上載相片及影片，

讓老師評估學習成效。 

 從學生課堂及課業表現，顯示出學生能有效運用綜合解難能力，學生

亦表現出對STEM單元教學內容感到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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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加入自我評鑑活動，以培養學生的自我反 

思能力。 

科任於每次單元評估中加入自評表進行自我評鑑活動，自評表包括該單元

的學習重點，讓學生能透過自我評鑑活動，反思自己的學習表現，了解自

己的不足進而計劃如何改善自我。 

1.4 推行「從經驗中學習」活動，以幫助學生 

加深對相關課題的了解，及培養學生的正 

面價值觀。 

因疫情關係，大部分機構暫停開放或減少人流聚集，所以未能進行活動。 

 

目標二：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關心時事的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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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加入時事分析及剪報課業，以發展學生

明辨性思維，及培養學生關心時事的態

度。 

9/2020 

至 

6/2021 

7/7/2021  一至三年級：已經設計及完成最少四次時事分析課業，學生逐漸熟習

及能獨自完成課業。 

 四至六年級：已經設計及完成最少三次時事分析及最少一次剪報課業，

因應學生對剪報課業較難掌握，部分級別由老師提供分析工具，循序

漸進地指導學生進行分析，以及展示佳作作分享示範。 

2.2 在常識課堂上進行時事分享，以發展學

生分析能力、多角度思考，及培養學生關

心時事的態度。 

 因疫情關係，面授課堂時數減少，所以未能進行活動。 

 下學期利用GC進行時事分享影片上載，再於課堂上指導及跟進。 

 部分學生表現不太理想，需於下學年加強訓練及在面授時段加強指導 

 

 

 

 

 

 

 

 

 

 

 



- 24 - 

(二) 恆常工作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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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每級進行專題研習及外出考察，以發

展學生不同的共通能力 

常識科科任 7/7/2021 本學年專題研習已於下學期試後活動中進行，因應疫情關係，各級將

進行虛擬實地考察，然後進行專題研習工作，詳情列於下表： 

年級 主題 虛擬外出考察地點 

P1 遊公園 香港動植物公園 

P2 識飲識食、惜飲惜食 惜食堂粒粒皆辛館 

P3 香港旅遊好去處 美荷樓 

P4 香港今昔之衣食住行玩 香港歷史博物館 

P5 學生時事剪報及分析技能  

P6 生涯規劃  

學生須完成學習冊，在過程中學習資料搜集及分析的技巧。 

2 於早會時段向全校進行「常識時事分

享」，以培養學生關心時事的態度 

陳靜儀主任 

常識科科任 

7/7/2021 已編排一至六年級各科任負責一次時事分享早會，透過 Google 

Classroom 向學生發佈早會短片及問答遊戲問題，利用學習平台提高

學生對時事的觸覺。下學期將會繼續利用 Google Classroom 進行早會

時事分享。 

3 配合環保校園小組所舉辦之環保活

動，以培養學生愛護環境的價值觀 

常識科科任 7/7/2021 環保校園小組於本學年舉辦了不同的環保活動，讓全校學生一同參

與，詳情列於下表： 

項目 主題 對象 

1 課室廢紙回收箱 1-6 年級 

2 校園齊惜福 聯課活動-環保小組 

3 一人一花比賽 1-6 年級 

因應疫情關係，學生在校時間較短，宣傳及活動時間縮短，希望來年

可更全面地進行活動。 

4 於七月試後活動向高小舉辦「常識時

事問答比賽」，以培養學生關心時事

的態度 

陳啟邦主任 

陳靜儀主任 

麥素珠老師 

7/7/2021 因課時緊張，所以取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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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一及小二的學生透過生活技能學

習及評估，發展學生的自理能力 

陳啟邦主任 

麥素珠老師 

常識科科任 

7/7/2021 已於 1 月份透過網課形式進行，生活技能內容十項包括：正確佩戴口

罩、正確清潔雙手、保持個人清潔衛生、穿著整齊校服、穿著校服外

套和扣上衫鈕、摺好校服外套、收拾書包、帶齊上課文具、整理及收

好雨傘、綁好鞋帶。科任透過觀看影片教材及親身示範，逐步教導學

生如何完成該項技能，然後在家練習，於 Google Classroom 上載相片

或影片進行評估，讓科任可作回饋。 

6 安排小六學生參觀立法會綜合大樓

或相關講座，提供全方位學習經歷 

陳啟邦主任 

鍾兆權老師 

7/7/2021 因疫情關係，機構改為於網上進行實時講座，已於 6 月初為六年級學

生完成。 

7 安排小五學生參觀香港太空館及天

象廳，提供全方位學習經歷 

陳靜儀主任 

孔繁斐老師 

7/7/2021 因疫情關係，機構暫停開放，所以取消活動。 

8 安排午間活動，提供全方位學習經歷 陳靜儀主任 

麥素珠老師 

7/7/2021 由課程組中央編排科任負責，因疫情關係，只能於上午進行面授，未

能進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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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具 文具 (書釘、寶貼、過膠片) / / 

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 / / 

活動支出 

1. 常識時事分享 

2. 專題研習及外出考察 

3. STEM 教育學習活動 

4. 校外比賽物資 

5. 常識時事問答比賽 

6. 午間活動 

$500.00 

$500.00 

$6,000.00 

$1,500.00 

$500.00 

$1,000.00 

/ 

/ 

$5,160.90 

/ 

/ 

/ 

 Total: $11,000.00 $5,1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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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組成員 

組長：陳啟邦主任 

組員：池淑貞老師、唐芝慧老師、阮玉娟老師、黃敏怡老師、何潔瑩主任、溫美儀老師、譚美榕老師、李健文老師、黃港徽老師、譚靜瑩老師、 

鄺淑玲老師、郭穎欣老師、勞子睿老師、黎文燦老師、區永剛老師、黃家輝老師、孔繁斐老師、白臻誠老師、鍾兆權老師、麥素珠老師、

陳靜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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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  宗教科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一) 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目標一：優化校本一級一聖人課程，糅合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及正向價值的六種美德，讓師生從經歷中內化自己的品格強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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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優化《一級一聖人》活動 

 上學期優化《一級一聖人》宗教活

動，持續使用的聖人教學項目。 

 介紹聖人時配合六種美德，互相掛

鉤，宗教科將設計校本活動，協助

學生深化學習所得。 

 上學期於課前進行一次級本共備。 

9/2020 

至 

12/2020 

7/7/2021 由於教育局就新型肺炎疫情嚴峻宣佈暫停面授課堂，上學期暫能完成一次

一級一聖人講解。第二次已於 24/2-5/3 進行，課前科任已進行級本共備。學

生認真參與課堂活動，留心聆聽聖人生平故事。透過加入生活例子及個人

生活經驗分享，學生更能明白聖人的芳表。 

1.2 開展天社倫教學活動 

 下學期以天社倫為主軸，結合宗教

與社會的關係，各級於下學期各完

成一個教學設計並試行。 

 活動由科任老師及牧民助理協作教

學。 

 下學期於課前進行一次級本共備。 

2/2021 

至 

6/2021 

天社倫活動已由陳伊鈴老師及衛鎮國老師錄製課堂內容短片。暑假前各班

科任老師都可以在宗教課內播放短片，並指導學生完成學習任務。另外亦

會將片段上載至各班 Google Classroom 內，讓未能在暑假前播放的班別都

能在家觀看內容，讓學生重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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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 透過多元化宗教活動進行靈修性培養，推展生命教育，以照顧各持份者身心靈的均衡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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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1 舉辦宗教日，以不同活動培養學生的正

向價值觀及健康身心靈。 

 小一、小二宗教戲劇課以天社倫為

基礎，與正向價值掛鉤，讓學生透

過認識《五餅二魚》、《浪子回

頭》及《慈善的撒瑪黎雅人》的故

事，由宗教科任、牧民助理及戲劇

科任以協作形式授課，讓學生認識

正向價值。 

 學生輪流閱讀指定的宗教書籍，書

籍內容配合五大核心價值及正向價

值的六種美德，低年級由老師加以

指導，學生完成閱讀後，紀錄在閱

讀小冊子內。 

 學生在老師協助下，製作與生命教

育有關的宗教手工，如：金句書籤

或小書製作。 

9/2/2021 7/7/2021  因應暫停面授課堂，活動將改為於 9/2在網上進行。內容亦有所修

改，宗教戲劇課會改為下學期考試後進行。同時為慶祝遷校，加入

《白天鏗鏘集》環節，讓學生回顧白天過去的歷史，當中包括前校監

陳德雄神父的訪問。 

 透過問卷，超過 95%學生認為宗教日活動多元化，亦認同觀看《白天鏗

鏘集》能加深他們對白天歷史的認識。超過 93%學生認同在祈禱禮中，

神父的分享讓他們學會在順境逆境都感謝天主。超過 91%學生同意在製

作宗教手工過程中學會數算天主賜予的恩典。 

 在不同活動當中，最多學生喜歡製作宗教手工；其次是觀看《白天鏗

鏘集》。超過 75%學生同意宗教日活動多元化，當中他們喜歡製作宗教

手工及《白天鏗鏘集》，各個活動均有超過 60%同學揀選。接近 80%學

生認為祈禱禮中，神父的分享讓他們能在任何時候都懂得感謝天主。 

 總括而言，學生喜歡宗教日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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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優化課室代禱角及於宗教室設置代禱收

集箱 

 每個課室內繼續設置代禱角，以推

動代禱文化並提供機會讓學生練習

寫禱文。 

 本學年需優化代禱角設計，加大空

間並設計更便利學生書寫的祈禱

紙。科任老師可自訂每月代禱主題

並指導學生寫禱文，啟導學生正向

成長及互相關心。 

9/2020 

至 

6/2021 

7/7/2021  本年度宗教組特別訂製代禱角發泡膠板，於置於各個課室門後，大部

份班別都有嘗試使用課室代禱角，以鼓勵學生為身邊的人祈禱，以推

動校園關愛文化。此外，學生亦能透過活動提升撰寫禱文的能力。 

2.3 下學期開展課堂前《靜觀三分鐘》活動 

老師完成靜觀培訓後。 

 於每節宗教課開始時，由科任老師

先播放靜觀音樂，並帶領全班同學

靜觀三分鐘，讓學生從繁重的學習

中，放鬆心情，覺察自己的心靈需

要。期望透過這項活動，從而照顧

學生的身心靈健康。 

2/2021 

至 

6/2021 

 於活動開始前與科任老師進行共備會議，活動已於下學期開展，教師

可利用早前賽馬會提供的《靜觀三分鐘》短片幫助學生。 

 復課後，學生明顯比在家網課時更能集中投入《靜觀三分鐘》活動，表

現漸入佳境，來年將繼續推行。 

2.4 老師靈修聚會 

進行公教老師靈修聚會，期望透過這些

活動，照顧老師的身心靈健康。 

9/2020 

至 

6/2021 

 受疫情影響，原本計劃的公教老師下學期到粉嶺聖若瑟堂的朝聖活動

取消，改為於教師發展日下午進行一次全校在校靈修活動，主題為

「鹽與光」。98%教師認同是次教師發展日靈修部份能讓教師明白自

己能在生活中成為地鹽世光。教師最喜愛活動頭三項包括：白田

Treasure Hunt、馬賽克枱燈製作及「藍雪櫃」影片及小組討論。 

2.5 公教老師小團體 

舉辦公教老師團體聚會，由科主席及牧

民帶領信仰分享。透過小團體，以提升

公教老師靈修培育。 

 7月15日將與公教老師進行惜別白天靈修聚會，暫定於當天下午在校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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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親子宗教活動 

與家教會合作每學期舉辦一次親子宗教

活動或工作坊，提升家長對宗教靈修的

培育，增加參與學校活動的機會，並提

供平台讓家長們互相交流，如於家長日

加入電影欣賞會或親子福傳工作坊。 

9/2020 

至 

6/2021 

7/7/2021  宗教組上學期剪輯了一段以聖誕及為家長打打氣為主題的宗教歌曲合

輯，於上學期 12 月 18 日的家教會工作坊開始前播放。 

 下學期則準備了一段以家庭為主題的宗教歌曲合輯，於7月2日的家教

會扭氣球工作坊期間播放，希望加強家教會內家長的宗教氛圍。 

 

(二) 恆常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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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宗教日 宗教科科任 

牧民助理 

7/7/2021  因暫停面授課堂，活動改為於9/2在網上進行。內容亦有所修改，

宗教戲劇課已改為下學期考試後進行。同時為慶祝遷校，加入

《白天鏗鏘集》環節，讓學生回顧白天過去的歷史，當中包括前

校監陳德雄神父的訪問。 

 超過95%學生認為宗教日活動多元化，亦認同觀看《白天鏗鏘

集》能加深他們對白天歷史的認識。超過93%學生認同在祈禱禮

中，神父的分享讓他們學會在順境逆境都感謝天主。超過91%學

生同意在製作宗教手工過程中學會數算天主賜予的恩典。 

 不同活動當中，最多學生喜歡製作宗教手工；其次是觀看《白天鏗

鏘集》。 

2 開學祈禱禮 陳伊鈴老師 

牧民助理 

27/1/2021 學校透過 Google Meet 進行疫情下的開學祈禱禮，由夏志誠輔理主教

主禮，配以校本內容剪輯而成，讓同學於線上依然能參與祈禱禮。 

部份參與教師表示欣賞學校於疫情中，仍能舉辦開學祈禱禮，讓同學

感受開學氣氛。亦有部份教師認為技術支援方面仍有待改善。 

3 周一宗教早會 

宗教分享及金句講解 

校長 

牧民助理 

27/1/2021  校長及牧民助理圍繞教會節慶、主日福音、金句及聖人故事為學

生作分享，讓學生從分享學習天主教知識及聖人的事蹟與德行。

由於疫情關係，故分享以短片形式存放在早會分享的Google 

Classroom內。而於上學期，牧民助理以六個美德中的「智慧與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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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為主題，向同學講解了八句相關聖經金句及如何於生活中把

這項美德實踐出來的方法。 

 透過觀察，大部分學生都有利用Google Classroom觀看影片，能適

時給予回應。 

4 早會祈禱 牧民助理 27/1/2021  恢復面授期間，宗教組每天進行早會祈禱，讓同學向天主禱告，

把學習生活奉獻給天主，提高學校宗教氣氛。藉此並培養領禱生

的自律和自信。 

 透過觀察，學生都用心聆聽同學的禱文，用心誦唸經文，向天主

和聖母禱告。大部份領禱生每天都會準時和認真地在早會上分別

運用粵語、普通話或英語帶領全校祈禱及誦唸經文，除小部份低

年級同學需多加練習外，大部份領禱生表現自信，能凝聚學校宗

教氣氛。 

5 挑選及播放聖歌 

(包括選定一首以遷校作主

題的歌曲) 

校長 

陳伊鈴老師 

衛鎮國老師 

牧民助理 

27/1/2021  恢復面授期間，宗教組於早會完畢播放聖歌以提高學校整體宗教

氣氛。 

 透過觀察，學生比較喜歡唱一些節奏較為明快的聖詠，本年度更

揀選了兩首英文聖詠《Give Thanks》及《In the Lord》，活動普

遍能夠帶動宗教氣氛。 

6 午間福傳活動(宗教室) 牧民助理 27/1/2021 本年度因應疫情關係，學校半天上課並保持社交距離，宗教室未能開

放。 

7 科本閱讀計劃 宗教科科任 27/1/2021  上學期得圖書科主任配合，把圖書館十二月的推介閱讀主題定為

宗教書籍，加上宗教科任老師於閱讀早會落力向學生推介了數本

宗教讀物，故學生借閱宗教書籍的數量有相應提升。 

 下學期會於宗教日繼續加入閱讀元素。 

8 生命教育工作坊 梁蓓蓉主任 

公教婚姻輔導會 

7/7/2021 由於疫情停課關係，故本年度取消生命教育工作坊。 

9 校際朗誦節 陳伊鈴老師 

衛鎮國老師 

李穎芬老師 

7/7/2021 讓學生透過朗誦天主教經文，認識聖經、認識天主。是次比賽有 6 位

同學參與，由於疫情關係，主辦單位將比賽改為錄影進行，本年度有

6 位同學參加「第七十二屆香港校際朗誦比賽」（宗教經文朗誦），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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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敏怡老師 有 3 位同學取得優良証書及 3 位同學取得良好証書。 

10 基督小先鋒 

A 組: 

小三至小四 

B 組: 

小五至小六 

陳伊鈴老師 

衛鎮國老師 

牧民助理 

27/1/2021 本年度因疫情關係，課後活動需要暫停，故基督小先鋒未能展開活

動。 

11 耶穌小勇兵 李翠珊老師 

牧民助理 

7/7/2021 

 透過小勇兵聚會，讓同學認識基督，並在生活中效法基督。 

 透過觀察，同學投入活動，懂得天主愛我們，賜與我們一個美好

的世界，並懂得讚美天主的恩賜，低年級同學表現活潑。 

 停課前已完成一次完整的循環。內容包括禱文創作、穿玫瑰唸

珠、學習利用唸珠祈禱、介紹聖母的故事、煉靈月介紹、煉靈月

影片欣賞等。 

 下學期復課後共進行4次聚會，5月至6月介紹奇蹟、並製作耶穌

步行水面小手工，7月製作耶穌將水變成酒的變幻卡，學生表現

雀躍，並對耶穌所行的奇蹟感到好奇。 

12 白 TEEN 穌 GOOD 陳伊鈴老師 

牧民助理 

7/7/2021 透過白 TEEN 穌 GOOD 聚會，讓六年級同學認識基督，並在生活中

效法基督。 

透過觀察，同學投入活動，懂得天主關愛我們，賜與我們一個美好的

學習環境，而耶穌是善牧，我們都是他的羊。 

停課前正進行第一次循環。10 月份玫瑰月活動內容包括摺玫瑰花及唸

玫瑰經，11 月份煉靈月活動包括煉靈月介紹及做羊仔書簽。 

下學期復課後共進行 5 次聚會，5 月製作鐵線神花送給聖母媽媽，6

月製作父親節卡，7 月製作捕夢網，同學十分投入製作。 

13 宗教 Action Song 衛鎮國老師 7/7/2021 透過宗教 Action Song 聚會，讓小一同學認識天父愛我們，創造美好

的世界給我們。 

透過觀察，同學十分喜歡參與活動，亦明白天主給予我們美好的世

界，我們應該好好珍惜資源。 

停課前正進行第一次循環。1E 班完成《創世紀》、《Give thanks》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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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us loves me》三首歌曲。 

下學期復課後共進行 4 次聚會。1A 班亦已完成《創世紀》、《Give 

thanks》及《Jesus loves me》三首歌曲。 

14 明愛獎券及聖方濟各堂獎券 陳伊鈴老師 

牧民助理 

黃敏怡老師 

27/1/2021 活動透過售賣明愛獎券進行籌款，加強同學的關愛精神。 

本年度老師及學生繼續踴躍購買明愛獎券，體現關愛近人的精神，共

售出 1250 張明愛獎券（學生 1129 張，教職員 121 張）。由於本年度聖

方濟各堂暫停舉辦嘉年華會，故未有出售堂區獎劵。 

15 玫瑰月結束祈禱禮 

宗教課玫瑰經祈禱 

陳伊鈴老師 

衛鎮國老師 

牧民助理 

27/1/2021 由於疫情關係，祈禱禮改為以現場直播方式，學生留在課室內參與。

透過玫瑰月結束祈禱禮，讓同學認識玫瑰月的意義及聖母愛主愛人的

精神。透過觀察，大部份學生投入祈禱禮，並對神父的講道有興趣，

感受深刻。透過問卷調查，部份老師反映受到網絡限制，直播經常會

中斷。 

16 玫瑰月結束祈禱禮 

宗教課玫瑰經祈禱 

早會玫瑰經祈禱 

陳伊鈴老師 

衛鎮國老師 

牧民助理 

27/1/2021  有關宗教課玫瑰經祈禱，透過科任老師觀察，大部份學生更深入

的認識和體會玫瑰經祈禱，特別是牧民助理利用問答環節讓學生

對玫瑰經有更深刻的了解。老師同意早會玫瑰經祈禱符合學校辦

學宗旨，並有助提升學校於玫瑰月的宗教氣氛。 

 有關宗教課玫瑰經祈禱，透過科任老師觀察，大部份學生更深入

的認識和體會玫瑰經祈禱，特別是牧民助理利用問答環節讓學生

對玫瑰經有更深刻的了解。老師同意早會玫瑰經祈禱符合學校辦

學宗旨，並有助提升學校於玫瑰月的宗教氣氛。 

17 聖誕報佳音 陳伊鈴老師 

衛鎮國老師 

音樂科負責老師 

牧民助理 

27/1/2021 由於疫情關係，本年度取消幼稚園報佳音活動。 

18 聖誕慶祝會/聖誕祈禱禮 陳伊鈴老師 

衛鎮國老師 

牧民助理 

27/1/2021 由於疫情關係，祈禱禮改為以網上轉播方式，祈禱禮由夏志誠輔理主

教主禮，配以校本內容剪輯而成，學生留在家中參與。透過聖誕祈禱

禮，讓同學認識聖誕節的意義及向近人分享耶穌誕生的喜訊。透過問

卷調查，100%老師都認為祈禱禮時間合適，並且明白祈禱禮傳達的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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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100%老師認為加入宗教問答環節能加深學生的印象。但要留意錄

影片段時間稍長，可考慮分為小段播放。 

19 校慶感恩祭 陳伊鈴老師 

衛鎮國老師 

牧民助理 

7/7/2021 由於疫情關係，祈禱禮改為以網上轉播方式，學生留在家中參與。是

次祈禱禮邀請陳德雄神父為主禮，並於 1 月 26 日下午錄影，於 2 月 9

日當天在網上轉播。 

超過 80%學生專心參與校慶祈禱禮，接近 80%學生認為祈禱禮中，神

父的分享讓他們能在任何時候都懂得感謝天主。 

20 學生靈修講座 陳伊鈴老師 

衛鎮國老師 

牧民助理 

7/7/2021 學生靈修講座將邀請靈火文化鋒哥哥到校作主題分享，配合本年度四

旬期運動主題，活動對象為三至五年級學生。 

由於疫情停課關係，本年度取消學生靈修講座。 

21 愛心午餐活動 陳伊鈴老師 

范金環老師 

牧民助理 

7/7/2021 由於停課關係，本年度愛心午餐活動改為學生在家進行。於 4 月派發

學生物資時，他們收到眼罩一個。學校鼓勵學生於復活節假期間自行

在家進行活動，並拍照上載。是次活動學生參與踴躍，尤其是低年級

學生。下年度將會繼續進行活動。 

22 巴斯卦羊捐款 天主教四旬期運動籌備委員

會 

陳伊鈴老師 

李穎芬老師 

牧民助理 

7/7/2021 由於本年度受疫情影響，活動原定時間又非常接近遷校籌款活動，因

此與校長商討後，決定取消本年度巴斯卦羊捐款活動。 

23 天主教香港教區宗教教育獎 六年級宗教科任 7/7/2021 本年度有 4 位得獎同學，分別是 6A 李智豪、6B 麥浩軒、6B 陳慧玲

及 6B 許仟樺同學。 

24 教師信仰小團體聚會 陳伊鈴老師 

衛鎮國老師 

牧民助理 

7/7/2021 7 月 15 日將與公教老師進行惜別白天靈修聚會，暫定於當天下午在校

進行。 

25 朝聖 陳伊鈴老師 

衛鎮國老師 

牧民助理 

全體公教老師 

7/7/2021 本年度仍受疫情影響，限聚令仍然生效，因此朝聖活動需要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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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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書籍 1. 宗教科課程發展參考書及光碟 

2. RME 網站資源年費【由課程組支付】($700.00) 

$800.00 

/ 

/ 

靈修及公教老師進修 1. 學生靈修(神師車馬費) 

2. 全校教師靈修(神師車馬費) 

3. 公教老師進修 

4. 2020-2021 天主教學校宗教教育支援同行計劃—範疇 1 

$500.00 

$500.00 

$1,000.00 

$4,600.00 

 

$2,894.20 

$400.00 

$4,600.00 

基督小先鋒及耶穌小勇兵 1. 基督小先鋒活動費用 

 活動材料費 

 基督小先鋒Ⅱ區聯校活動費用 

 報佳音禮物(約300位幼稚園學生) 

 基督小先鋒暑期福音營導師費用 

2. 耶穌小勇兵活動材料費 

  

$500.00 

$800.00 

$3,000.00 

$1,500.00 

$500.00 

 

$750.00 

$200.00 

 

 

$1,376.50 

活動支出 1. 玫瑰月祈禱禮獻花 

2. 校慶祈禱禮 

 車費(全校學生) 【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10,000.00) 

 獻花 

 獻金 

朝聖活動 

 車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1,600.00) 

 朝聖活動捐獻 

 朝聖活動紀念品【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500.00) 

 神父禮物 

$300.00 

 

/ 

$500.00 

$1,000.00 

 

/ 

$1,000.00 

/ 

$500.00 

$270.00 

 

 

$155.00 

 

講座 公教婚姻輔導會《愛與生命》教育課程費用 $2,000.00 / 

宗教日活動 宗教日活動用品（宗教書籍、手工用品）【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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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 

宗教戲劇課 宗教戲劇課活動物資 $500.00 $287.10 

福傳活動 宗教室福傳活動 $500.00 $2,788.00 

公教報及喜樂少年 1. 全年訂閱 3 份公教報 

2. 全年訂閱 16 份喜樂少年（小三至小六課室讀物） 

3. 特別訂閱 1000 份喜樂少年﹙第 36 期） 

$630.00 

$2,000.00 

$420.00 

$3,920.00 

$3,680.00 

文具 文具 $150.00 $146.00 

其他 宗教科活動、用品及福傳物資 

 價值之星貼紙(200套) 

 四旬期網上拜苦路祈禱卡及貼紙 

 聖母月祈禱卡及貼紙 

$500.00  

$1,600.00 

$2,000.00 

$1,898.00 

Total: $23,280.00 $27,384.80 

 

 

(四) 小組成員 

組長：陳伊鈴老師 

組員：王敏儀副校長、何潔瑩主任、梁蓓蓉主任、范金環老師、鄺偉茵主任、區永剛老師、黃敏怡老師、衛鎮國老師、李穎芬老師、 

李翠珊老師、黃家輝老師、李健文老師、蔣靜汶老師、周曉晴牧民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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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  普通話科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一) 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目標一：提供多元化的學習途徑，優化學校網頁內的自學資源，推動學生自主學習及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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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1.1 定時檢視現有網上自學資源，引入不同 

形式的自學連結。 

9/2020 

至 

6/2021 

30/6/2021 為了推動更多學生進行自學。建議科任老師於課堂上登入網站，向同學介

紹網站的特式。另外，下學期嘗試製作自學紀錄卡，配合自學連結，讓學生

紀錄曾瀏灠的網站，達至指定次數，老師會給予智多星以鼓勵學生積極自

學。直至 6 月，有 70%學生曾透過自學連結進行自學。來年度將更新及增

加校網內的自學資源，繼續配合獎勵計劃，鼓勵學生自學。 

1.2 配合教科書內容，建立網上學習資源

庫。 

因早前錄製的教學影片均為課本內的課文動畫，對提升學生自學能力的用

處不大，有見及此，經第二次科會商討後，改以自學紀錄卡形式鼓勵學先

使用校網上的普通話自學連結。按學生瀏覽自學網站次數，結合校本智多

星獎勵計劃，鼓勵學生自學。經科任統計，有 70%學生曾透過連結進行自

學。 

  

目標二：透過不同形式的滲透，營造正向環境，培養學生的正向思維及健康身心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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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2.1 設計能帶出正面訊息的午息活動攤位， 

透過活動，培養學生關愛別人及積極正 

面的生活態度。 

9/2020 

至 

6/2021 

30/6/2021 因疫情關係，雖然未能於上學期舉行午息活動，但普通話大使已於聯課活 

動中因着同學的能力及興趣設計攤位活動，在設計過程中，大使們需進行 

討論、分工及互相協作，才能令攤位活動製作成功，過程中培養學生關愛 

別人及積極正面的生活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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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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日期 參與人數/獎項/反思(如適用) 

1 普通話午息活動 中文、普通話科科任 30/6/2021 由於疫情關係，學生只能半天上課或網課，本年度未能舉行午息活動。 

2 中華文化日 中文、普通話科科任 30/6/2021 已於 8/2 於線上進行。當日活動有中華文化知多、閱讀多樂趣，新春

DIY 飾品製作及班際比賽（賀年填色比賽、創意揮春設計比賽、剪紙

工藝比賽）。學生十分投入各項活動。 

3 英普點唱機 夏慧明老師 

文健雄老師 

30/6/2021  本年度改為音樂科的恆常活動 

4 普通話大使訓練 

（聯課活動） 

伍美鳳老師 30/6/2021 由於疫情關係，學生只能半天上課或網課，上學期聯課活只舉了 4

堂。在 4 堂聯課活動內，學生進行了自我介紹，分組設計午息時段攤

位活動及匯報。而下學期只有 5 節聯課活動，大使會主力設計午息活

動攤位，以供來年使用。                                        

5 第七十二屆香港校際朗誦

比賽（普通話） 

普通話科科任 30/6/2021  本年度共有28位學生參加獨誦比賽。 

 因應疫情，主辦機構取消了現場比賽，改為上載朗誦片段到大會

指定網站。 

 18位同學取得優良成績，9位同學取得良好成績。 

6 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 

(20 年 10 月及 21 年 3 月考

期) 

香港理工大學 30/6/2021  共有26位學生參加2020年10月份考試。因應疫情，主辦機構已取

消考試，並已於九月份完成退款。 

 原定於2021年3月份舉行的考試，主辦機構已於2020年11月份宣

佈取消。   

7 全港青年普通話朗誦比賽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30/6/2021 因疫情關係，主辦機構取消小學組比賽。後改為參加由新市鎮文化協

會舉辦的「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21」，共有 2 位

同學參加，分別得到優異獎及良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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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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話活動物資 1. 獎勵物資(文具等小禮物) 

2. 活動制作物資 

$1700.00 $450.00 

教具及參考資料 1.   影音資料 

2.   參考書籍 

3.   消耗品 

$300.00 / 

印刷本及網上教學資源 

(由課程發展支付) 

1.   教學資源 / / 

Total: $2000.00 $1550.00 

 

 

(四) 小組成員 

組長：夏慧明老師 

組員：唐芝慧老師、文健雄老師、麥素珠老師、譚美榕老師、譚靜瑩老師、伍美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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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  視覺藝術科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一) 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目標一：持續完善校本視藝課程，培養學生良好學習素質，從而提升學生的視藝知識和評賞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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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1.1 6.1 因應校本視藝科的視藝知識能力導向

表，完善一年級及四年級校本單元課程，

重整全年單元的連貫性，透過不同媒介

的創作，提升學生的視藝知識。 

9/2020 

至 

6/2021 

29/6/2021 為了讓學生透過不同的創作媒介提升學生的視藝知識，一年級及四年級的

單元課程都根據了校本的視藝知識能力導向表來重整全年的單元設計，增

加課題間的連貫性：一年級全年以主題《完美的我》來設計各教學單元，課

題包括《我是小小建築師》、《我是小小設計師》、《我是小小理髮師》和《我

是小小廚師》，學生能透過主題學習欣賞、感恩及認識自己；四年級則以主

題《回到仰韶文化的時代》和《點、線、面的色彩世界》來設計各教學單元，

課題包括《送給你的餐墊》、《仰韶器皿》、《躍動的幾何圖形》和《大自然中

的色彩》來創作，透過主題了解中國藝術和色彩的變化，同時加入了 STEAM

課題《健康形象大使》，創作一個雕塑計步器。有系統的主題單元教學能令

學生在視藝知識、評賞能力和視藝語言循序地學習，並從創作中提升對藝

術的興趣。下學年將會完善二、三、五、六年級的視藝課程。 

1.2 優化各級每個教學單元的藝術評賞部

份，讓學生學習評賞技巧和視藝詞彙，提

升他們對藝術作品評賞的能力，並將評

賞所得的知識轉化至創作。 

各級的教學單元都根據了教學目標加入相關的藝術評賞部份於簡報或工作

紙上，並嘗試以評賞四步曲逐步帶領學生進行評賞，使評賞與創作部份緊

扣，從中學習多些視藝詞彙。100% 科任認同學生的評賞能力有提升，能嘗

試善用視藝詞彙作藝術評賞。唯學生的視藝詞彙仍需要加強及評賞的能力

仍有待提升，他們未能靈活運用相關的視藝詞彙於評賞當中，建議下學年

加強評賞部分，在評賞過程中加入討論部份，也可以讓學生拍片來介紹自

己的作品，從而提升學生的參與度和評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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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各級善用電子平台、工作紙進行預習及

延伸學習，運用資訊科技輔助學習，有助

學生創作和評賞，從而培養學生良好的

學習素質。 

9/2020 

至 

6/2021 

29/6/2021 100% 科任認同運用資訊科技輔助學習，有助學生進行創作和評賞。網課時

科任善用 Google classroom 或其他電子平台收集學生的創作過程和作品，

讓學生作評賞及回饋。部份高年級的課題提供了預習資料讓學生閱讀或進

行資料搜集，從而有助學生創作和意念發展。宜下學年因應各級各課題的

需要，加入更多資訊科技於預習、創作過程和評賞的學習中，從而培養學生

良好的學習素質。 

  

目標二：營造多元學習模式，培養學生創意思維，照顧學生多樣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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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2.1 8.1 各級每個教學單元因應教學重點加入相

關的探究活動、創意思維策略，從而引發

學生對創作的意念發展，提升學生的創

意和創作技巧。 

9/2020 

至 

6/2021 

29/6/2021 100% 科任認為透過不同的探究活動、工作紙或思維策略能有助學生進行

創作。本學年因應各級的教學單元加入了合適的探究活動，透過物料和色

彩探究、草圖去引發學生的意念發展，提升他們的創作能力，並豐富他們的

視藝知識。建議來年多訓練學生的創意思維，並多展示學生的創作過程，讓

其他同學給予回饋，引發他們不同的創作意念。 

9.1 2.2 10.1 優化學生自評及互評作品的形式，讓學

生能因應自評或同儕回饋而檢視和修訂

所創作的作品，加強學生反思能力。 

91% 科任認同透過不同自評及互評作品的形式，能讓學生檢視和修訂所創

作的作品。本年度部份工作紙嘗試加入自評部份，讓學生完成草圖後作自

評，透過檢視自己的作品再作修改。以五年級作試點，教授他們自評及分享

作品的技巧，透過完成自評表和向全班同學分享作品，加深對課題的學習

知識外，也能提升學生評賞自己作品的能力。建議來年將自評及互評推展

至各級，讓學生以不同的方式作自評、互評，加強學生的反思能力。 

2.3 11.1 優化四年級綜合藝術課程，透過創作莎

士比亞服飾，培養學生的創意和探究能

力。 

由於疫情的關係，本年度的四年級綜合藝術課程取消。 

六年級的畢業表演先於視藝課堂由各班創作一段以畢業主題的定格動畫，

並與音樂科和戲劇科合作，加入對白及錄製音樂，成為一段畢業的動畫短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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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三：透過多元化展示學生作品和不同的藝術體驗，讓學生發展藝術潛能，提升個人成就感及自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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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3.1 13.1 透過多元化展示學生作品，提升學生的

成就感，培養學生互相欣賞的態度。 

9/2020 

至 

6/2021 

29/6/2021 在展示學生作品方面，於校網展示各級學生的佳作，並於聖誕節上載了「白

天線上聖誕展覽短片」在學校網頁、Arts@Paktin Google classroom，讓學生

和家長們欣賞，暑假前將會製作「白天線上視藝成果展」，展示各級學生的

佳作。此外，同學也可於 Arts@Paktin Google classroom 自由分享自己的作

品，提升個人自信培養互相欣賞的態度。 

3.2 14.1 培訓藝術大使成為小小導賞員，透過分

享同學或自己的作品，從而提升學生的

自信。 

全年的課外活動藝術大使暫停。 

3.3 15.1 透過參與不同的藝術活動和比賽，培養

學生對藝術的興趣，讓學生發展藝術潛

能，提升學生的成就感。 

在拔尖方面，由於疫情影響，未能有面授的拔尖課程，因此因應不同的藝術

資訊，不定期於 Arts@Paktin、Parents app 宣傳一些藝術活動，也於視藝比

賽 Google classroom 群組發放比賽資料，讓有興趣的學生參與，同時透過

Google classroom 或電郵指導學生進行創作。 

 

(二) 恆常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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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四綜合藝術課程 小四科任 29/6/2021 因疫情停課關係，活動取消。 

2 家長日作品展覽 視藝科老師 29/6/2021 因疫情停課關係，活動取消。 

3 視藝展 視藝科老師 29/6/2021 因疫情停課關係，活動取消。將以線上形式作展覽。 

4 聖誕飾物設計裝置 視藝科老師 29/6/2021 展示於學校正門及內操場，其餘作品以網上展覽形式讓同學欣賞。 

5 運動會場刊封面設計 陳齊欣老師 29/6/2021 因疫情停課關係，活動取消。 

6 畢業禮場刊封面設計 何婷婷老師 29/6/2021 活動於五月尾至六月初進行，選出了 6A 周梓慧同學的作品作為第

47 屆畢業禮場刊的封面。 

7 輕黏土創作班 陳齊欣老師 29/6/2021 15 人參與，首兩節以面授形式上課，之後 14 節都以網課形式上

課，同學會先領取物資回家，作品多以兩堂完成一件作品，導師反

映學生創作投入，對輕黏土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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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水墨畫班 陳齊欣老師 29/6/2021 15 人參與，首兩節以面授形式上課，之後 14 節都以網課形式上

課，同學會先領取物資回家，作品多以一至兩堂完成一件作品，導

師反映學生創作投入，於課堂期間多展示自己的作品，讓導師給予

回饋。 

9 塑膠彩畫班 陳齊欣老師 29/6/2021 收生不足，未能開班。 

10 藝術大使 (初小及高小) 黃紫妍老師 

盧楚銳老師 

陳齊欣老師 

29/6/2021 全年課外活動藝術小組暫停。 

11 聯課活動 陳齊欣老師 

黃紫妍老師 

29/6/2021 初小聯課活動（小二循環）： 

黃紫妍老師教授，教學內容包括創意小手工、思維訓練及同儕互

評，因派飯而令教授時間不足。 

高小聯課活動（小六）： 

陳齊欣老師教授，教學內容包括繪本創作、有種藝術社區藝術計劃

2020-2021「物種繪畫」，他們在課堂上認識香港的魚類，並以繪畫

方式呈現動物的多樣性，運用塑膠彩油在小木板上，其中十幅作品

於四月期間在柴灣青年廣場展出。 

12 拔尖指導及賽前培訓 視藝科老師 29/6/2021 以 Google classroom 平台發放資料給拔尖的學生，讓他們自由參

與，並給予相關的參考資料。如學生有需要，以電郵形式作指導。 

13 喜樂少年投稿 盧楚銳老師 29/6/2021 已於 5 月選出了 10 幅作品投稿。 

14 嘉賓禮物製作 陳齊欣老師 

盧楚銳老師 

黃紫妍老師 

黃港徽老師 

29/6/2021 10 月玫瑰月和 5 月聖母月都用了紙雕方式創作嘉賓禮物。 

7 月畢業禮用了 Fotomo 及黏土創作三份嘉賓禮物。 

7 月結業禮用立體卡的形式創作嘉賓禮物。 

15 訂購佈置物資 陳齊欣老師 

盧楚銳老師 

29/6/2021 全年各活動及佈置所用的物資均由正副科主席作訂購，如拔尖培訓

物資、推廣活動物資、內操場裝置藝術及聖誕佈置。 

16 整理視藝科剩餘物資 視藝科老師 29/6/2021 除了保留共用的物資，課室的物資盡量於暑假前派發給所有學生，

避免搬到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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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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具 視藝課教師用具、裝置用品及教具 $5,000.00 $462.00 

參加比賽 / 培訓尖子 車費及物資（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

（$5,000.00） 
/ / 

恆常美化校園環境用品 氣球及相關佈置用品 $4,000.00 $1,028.80 

視藝展 設展物資 $4,000.00 / 

視藝活動 聯課活動 / 藝術大使 $3,000.00 $464.40 

聯校視藝日 藝術體驗活動（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

（$5,000.00） 
/ / 

白天遷校紀念藝術創作活

動 

藝術學習活動（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

（$6,000.00） 
/ $2,180.50 

畢業藝術創作活動 藝術學習活動（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

（$5,000.00） 
/ / 

Total: $16,000.00 $4,135.70 

 

 

(四) 小組成員 

組長：陳齊欣老師  

組員：盧楚銳老師、黃紫妍老師、何婷婷老師、何麗妮老師、鄺淑玲老師、池淑貞老師、唐芝慧老師、黃港徽老師、阮玉娟老師、 

勞子睿老師、伍美鳳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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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  音樂科  周年工作計劃期終報告 

 

(一) 工作計劃期終評估 

 

目標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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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優質教育基金計劃「管樂妙韻美校

園」，製作校本課程，培養學生對表演藝術

的興趣和能力。 

9/2020 

至 

6/2021 

19/6/2021  為推廣推廣西洋樂器藝術，使學生認識管樂樂器，並培養學生對表

演藝術的興趣和能力，從而提升學校音樂文化，於2020 年 10 月

至 11 月的音樂課堂進行校本課程。科任以｢管樂｣作主題，設計教

學內容，每次介紹一種樂器，包括：長笛、單簧管、色士風、小

號、 長號、圓號。內容包括：介紹管樂樂器，介紹管樂作品，介

紹管樂樂隊等。其後科任以 google form 設置不少於 3 條 3 項選

擇題，評估學生所學。所有科任依施教時間，於音樂課堂進行教

學，並吩咐學生回家完成 google form 評估。評估完成人數如下： 

長號 長笛 小號 單簧管 色士風 圓號 

567 535 474 503 482 419 

 參與評估佔全校人數約為58.5%至79%之間。根據教師問卷調查，

100% 同意管樂校本課程能提升學生對管樂的認識，課程教授內

容亦貼切學生程度，評估工具能有效評估學生所學。80%同意管

樂校本課程能提升學生對管樂的興趣，課程教授時間安排合適。

有教師表示有學生想參加興趣班。 

 優質教育基金計劃原意於本年度開展，並於2020年10月份已完成訂

購樂器及管樂班的招標及報價，然而疫情一再反覆，本校曾經致函

優質教育基金秘書處提出延期的查詢，優質教育基金秘書處回覆如

學校推行計劃有變數時，可於計劃完結半年前提出申請，現計劃管

樂班於2021年9月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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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於五、六年級加入電子學習單元，增加學生

學習趣味，並提供平台展示學生音樂創作及

成就，提升學生自信，培養正向思維。 

 六年級同學利用「小小作曲家」電腦程式進行變奏曲音樂創作。同

學首先於六下單元一學習變奏曲作曲手法，期後利用平板電腦創作

變奏曲，以歌曲「小星星」作主題，創作一段不小於八個小節的變

奏曲，並為變奏曲配上新歌名。期後每班選三份佳作於校網內展示。 

 從老師觀察當中，70%學生能完成音樂創作。部分同學表演理想，能

善用不同的作曲技巧，如重複、模彷、模進、增值、減值等，也有

同學甚至為歌曲譜詞，發揮創意。惟有部分同學對變奏曲手法未能

掌握，只隨意增添節奏或旋律，經老師指示後，情況略有改善。 

2.1 1.3 3.1 優化四年級綜合藝術活動，透過戲劇、音

樂、視藝結合，培養學生的創造力。 

1/2021  受疫情關係，本年度的綜合藝術活動取消， 改以六年級畢業禮表演項目，

各班配合不同主題，學生思考不同的經歷，選定歌曲錄音，作為背景音

樂，配合定格動畫，以歌聲唱出每班的心聲。 

 

目標二：培養正向思維，讓學生學習音樂樂在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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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 

舉辦「白天音樂日」，為學生提供演出機

會，強學生的信心。 

1/2021 19/6/2021 於6月24日舉行音樂日，包含以下幾項活動： 

a) 動物嘉年華 

b) 樂器製作 

c) 網上音樂會 

d) 白天好聲音 

e) 音樂家介紹 

f) 神秘好聲音 

 ｢白天好聲音｣歌唱比賽，報名反應熱烈，共有83人報名初賽。從教

師觀察所見，學生投入活動，享受其中。歌唱比賽能提升學生專注

度，亦令學生自信心增強；同時亦有凝聚班級力量的果效。根據學

生問卷調查，學生普遍認同參加歌唱比賽能訓練其音樂技巧及自信

心，而同學們亦普遍欣賞同學的演出。而比較受歡迎的節目則是：

動物嘉年華、白天好聲音、樂器製作及神秘好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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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老師問卷調查，大部分老師認為音樂日舉辦日期合適，也認為

音樂日中各項活動內容合適，而老師最喜愛的活動則是神秘好聲、

音樂器製作及白天好聲音。 

 根據學生問卷調查，整體上學生同意音樂日的活動有趣，大部分學

生同意如能參加「白天好聲音」歌唱比賽，能訓練他們的音樂技巧

及自信心；而作為觀眾，也頗欣賞同學們的演出。其他意見包括白

天好聲音直播不夠順暢，神秘好聲音可增加多些老師參與。 

2.2 舉辦「白天點唱站」，讓學生透過點唱活

動，傳達心意，培養正向思維。 

9/2020 

至 

6/2021 

19/6/2021 本學年開始由音樂科負責點唱活動，學生可於特定位置領取點唱紙，或於

網上填寫google form。受疫情影響，學生暫時只能於網上點唱，學生反應

熱烈，截至31/12/2020，共收到110 次點唱。下學期因網課時間較長，因此

未有點唱活動。 

2.3 於課前或午息時段舉辦「白天小舞台」及

「牧童笛挑戰賽」，讓學生展現音樂才能，

鼓勵音樂分享。 

因應疫情影響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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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恆常工作報告 

項目 計劃名稱/課程 機構名稱/負責老師 檢討日期 參與人數/獎項/反思(如適用) 

1 管樂妙韻美校園 優質教育基金 

外聘導師 

白臻誠老師 

19/6/2021 - 因應疫情，管樂班延至 2021 年 9 月開展。 

2 初小合唱團 白臻誠老師 

陳仲忻老師 

外聘導師 

19/6/2021  參與人數39人；主要包括一至三年級，學生投入訓練，一年級同學

需要更多時間訓練音準、音色、呼吸、姿勢等。 

 下學期因疫情持續，所以暫停了兩個多月，期後於六月份恢復課堂，

訓練兩首英文歌。 

3 高小合唱團 莊婉珍老師 

李健文老師 

19/6/2021 參與人數40人；學生投入訓練，為宗教組錄音聖歌，作祈禱禮之用。  

4 無伴奏合唱團 李健文老師 

外聘導師 

19/6/2021 因疫情而暫停。 

5 手鐘班 李慧玲主任 

外聘導師 

19/6/2021 因疫情而暫停。 

6 中國鼓隊 莊婉珍老師 

外聘導師 

19/6/2021 共開兩班，初班及校隊。參與人數 20 人；學生投入訓練，出席率理想；

疫情期間以線上授課，體藝組組員輪流支援初班網上授課。  

7 鼓勵學生參加學校音樂節 音樂科科任 19/6/2021 有 6 位同學參加。因應疫情，香港學校音樂節將會取消所有現場演奏或

演唱的項目及活動，比賽模式由現場表演改為以「錄影模式」進行。 

8 參加坊間團體舉辦音樂會 音樂科科任 19/6/2021 受疲情影響，所有音樂會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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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預算 

 

 

 

 

 

 

 

 

 

 

 

 

 

 

(四) 小組成員 

組長：白臻誠老師 

組員：李慧玲主任、莊婉珍老師、李健文老師、陳仲忻老師、張學雯老師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開支 Expenses 

參考資料 樂譜、音樂教學光碟 $500.00 / 

樂器 樂器(非洲鼓) $14000.00 / 

鋼琴調音 305 及 607 室共 2 部鋼琴 $1400.00 $700.00 

文具 音樂科文具 $100.00 $204.01 

禮物 音樂日禮物 $1000.00 / 

音樂比賽 車費 $4000.00 / 

音樂比賽 報名費 $4000.00 / 

培生教材費 印刷本及網上教學資源 / / 

 total: $38000.00 $9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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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  體育科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一) 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目標一：透過電子學習，培養學生在家運動的習慣，並推動多元化的學教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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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年級學生透過運動軟件「Home Court」，鼓

勵同學在家進行體能活動。教師亦能透過軟

件觀察學生自我學習的進程。低年級則按指

示進行簡單體適能影片上載。 

9/2020 

至 

6/2021 

30/6/2021  因「Home Court」只支援 ios，故此部分同學未能下載軟件

進行活動。 

而軟件運作及分享功能亦比較復雜，故此只在課堂上讓同學

試用。 

 為使學生仍有機會在家進行簡單活動，亦見學生比較掌握

google classroom 的應用。所以上學期試行為部分高年級試

行「運動影片」上載的活動。由體育老師拍攝簡單的體能活

動影片，學生則根據要求拍攝個人影片，並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下學期由 2 月開始已向全校推行。 

 「居家體能活動」內容： 

每周由體育老師上載不同的居家體能活動影片，學生須按要

求每天完成活動並填寫紀錄表格。同時須每周上載一次活動

影片到 Google Classroom。老師會按學生完成次數及要求，

給予智多星及小禮物。 

 一至三年級學生較踴躍，一年級完成及上載率達八成。二、

三年級均達五成以上。 

 四至六年級學生參與度較低，四年級平均上載率約四成，

五、六年級則只有一至兩成。 

 因網課期間未有安排體育課，故各班體育科任未能經常提醒

學生完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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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二：鼓勵學生自發參與各項活動，提升對體育活動的興趣，促進身心靈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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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周五進行午息體育活動。鼓勵同學多參與

各類型活動，以提高對體育活動的興趣。 

9/2020 

至 

6/2021 

30/6/2021 因停課關係，未能進行有關活動 

2.2 藉參加護脊校園認證計劃，讓全校學生於早會

前及午息後進行「伸展操」。 

 因網課關係，只能在課間時向學生播放相關簡報。 

 護脊校園計劃每月會有網上資訊，老師會上載到各級體育科

Google Classroom 內供學生參閱。 

 

(二) 恆常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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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校隊訓練 

1. 乒乓球 

2. 足球 

3. 羽毛球 

4. 籃球 

5. 標準舞 

6. 田徑 

7. 花式跳繩 

8. 小型網球 

9. 網球 

10. HipHop 街舞 

11. 單輪車 

12. 舞獅隊 

13. 中國舞 

本校老師及外聘導師 30/6/2021 因半天上課及停課關係，未能進行任何校隊訓練。各項學界比賽亦取 

消。 

2 親子運動日 體育科科任 30/6/2021 因疫情關係，活動取消。 

3 班際球類比賽 

1. 乒乓球 

體育科科任 30/6/2021 因疫情關係，比賽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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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羽毛球 

3. 足球 

4 第二十一屆學校運動會 全體老師 30/6/2021 將於 18/5 於深水涉運動場舉行。因疫情關係，未能舉辨大型活動，故

第二十一屆學校運動會取消。以分級運動日代替。 

5 校本體格及體適能測量優

化計劃 

體育科科任 30/6/2021 優化計劃仍在進行，將等待收集下學期體適能數據作比對。但因疫情

及須配戴口罩上體育課關係，部分體適能活動（如：九分鐘跑、仰臥

起坐等）未能於課堂期間進行。 

6 清晨體能訓練 體育科科任 30/6/2021 因停課關係，活動暫停。 

7 護脊操 全體老師 30/6/2021 因停課關係未能進行課間護脊操，暫改為定期發佈護脊校園影片。 

8 運動軟件「Home Court」 體育科科任 30/6/2021 因「Home Court」只支援 ios，故此部分同學未能下載軟件進行活動。 

而軟件運作及分享功能亦比較複雜，故此只在課堂上讓同學試用。 

9 運動日 全體老師 30/6/2021  全校運動日已於10/5、11/5、12/5及14/5分級進行。 

 一至四年級由體育老師安排「運動手工」、毛巾及競技活動，於校

內進行。各項活動同學都非常踴躍參與。尤其一、二年級同學，因

從來未有校運動的經歷，故同學都顯得非常積極投入。唯活動當天

天氣非常炎熱，又因衞生問題，學校的飲水機未能開放予學生。故

此不少學生很快便飲完自備的飲用水，須即時以樽裝水補充。根據

活動問卷數據，超過90%同學對活動感興趣並希望來年再次舉辦相

類似活動。 

 五、六年級則安排相關機構到校進行新興運動推廣。推廣活動包

括：三葉球、匹克球、地壼球及躲避盤。活動新穎，同學對各項活

動都非常感興趣。機構導師都非常專業和細心，而設計的活動都非

常豐富。 

 因五、六年級都分別安排了一整天活動時間，所以各班都能體驗四

項活動。超過90%同學對活動感興趣並希望來年再次舉辦相類似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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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教師問卷資料顯示，超過九成教師同意活動舉辦日期、內容

及時間長度。另外，教師意見包括：加長競技活動時間、增加師

生比賽、運動手工可設不同年級等等。 

 

 

(三) 財務報告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開支  Expenses 

活動支出 1. 運動員註冊費 

2. 比賽報名費 

3. 運動會(租場及雜項) 

4. 場地租賃費 

5. 羽毛球教練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12,000.00) 

6. 乒乓球教練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12,000.00) 

7. 跳繩教練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18,000.00) 

8. HipHop 舞 A 教練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25,000.00) 

9. HipHop 舞 B 教練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25,000.00) 

10. 男子籃球教練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14,400.00) 

11. 國際標準舞教練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15,000.00) 

12. 網球教練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18,000.00) 

13. 單輪車教練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10,000.00) 

14. 中國舞教練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15,000.00) 

15. 足球教練費（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12,000.00) 

16. 運動日 

17. 居家體能活動 

$1,200.00 

$5,500.00 

$5,500.00 

$2,500.00 

- 

- 

- 

- 

- 

- 

- 

 

 

$1,010.00 

 

 

 

 

 

 

 

 

 

 

 

 

$13,000.00 

$1,500.00 

獎品 校內球類比賽獎牌 

（親子運動日、乒、足、羽、運動會、班際比賽） 

$9,000.00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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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品 1. 購買消耗性體育用品 

2. 訂購球衣或隊服 

3. 運動日活動用品 

$9,000.00 

$4,000.00 

 

$1,658.00 

/ 

$1,406.20 

比賽日支出 1. 田徑比賽租車費 

2. 其他校外比賽車費 

3. 比賽日學生午膳支出 

$4,000.00 

$500.00 

$4,000.00 

/ 

/ 

/ 

Total: $45,200.00 $21,574.20 

 

 

(四) 小組成員 

組長：葉曉豐老師 

組員：區永剛老師、林滙森老師、陳耀明老師、黃家輝老師、孔繁斐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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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  普通電腦科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一) 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目標一：教授學生善用資訊科技，促進學生鞏固及延伸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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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配合各科網上發展、於二至六年級教授免 

費的軟件(Google Doc、Google Slides、Google  

Form 及 Google Sheet)讓學生熟悉 Google 平 

台操作。 

9/2020 

至 

1/2021 

2/7/2021 二至五年級學生因停課關係暫停教授相關軟件操作，將於有關級 

別選取學習重點並補拍教學短片讓學生於 Google Classroom 內自 

行學習。六年級學生曾經應用 Google Doc 軟件製作個人學習歷 

程檔案及自我介紹。 

1.2 拍攝影片及利用 Google Classroom 用戶手冊教 

授學生使用 Google Classroom 完成中、英文科 

聆聽及說話練習。 

9/2020 

至 

6/2021 

2/7/2021 一至六年級電腦科任於首 2 節教授學生上載錄音或影片到 

Google Classroom，其後學生完成中、英文科聆聽及說話練習各 

一次。惟學生需要時常重溫教學短片以熟習操作。 

1.3 為學生提供 Google Classroom 用戶手冊及操作 

練習，取消學生個人文件匣，並透過 Google  

Classroom 及 Google Drive 代替提交電腦科功 

課。 

已於 8 月派發 Google Classroom 用戶手冊予本校所有學生，六年 

級曾利用 Google Classroom 提交 5 次電腦科功課，其餘年級的 

電腦科功課待復課後跟進。 

 

目標二：提供多元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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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以可編程的實體物件( mBot 及 micro:bit)發展 

學生的編程概念 

2/2021 

至 

6/2021 

2/7/2021 基於消毒 mBot 較為困難，容易引起衛生問題，去年下學期及本 

年上學期停課亦未能補教基礎編程課程，復課後於六年級改為教 

授 Scratch 編程，以鞏固其基礎。micro:bit 課程已完成拍攝教學 

短片，科任透過網教授學生以 micro:bit 製作計步器。 

2.2 於人材庫選拔尖子，透過聯課活動時段提供 

micro:bit 智能家居編程拔尖課 程訓練資優 

生，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 

9/2020 

至 

6/2021 

2/7/2021 上學期學生出席率已達 80% ，參與課程的學生學習編寫程式控 

制 micro:bit 製作遊戲或裝置。復課後學生學習以 micro:bit 製作 

指南針、感光器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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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於課後時段設置 IT 達人小組，推展 Google  

CS First 課程訓練資優生，透過編程比賽讓學 

生應用所學知識。 

9/2020 

至 

6/2021 

2/7/2021 復課後舉辦編程工作坊訓練四至六年級學生編程技巧並鼓勵學生

參加賽全港教區小學第一屆 STEM 編程創作比賽 2021，6B 鄭文

琨同學榮獲最佳優勝作品獎。 

 

目標三：持續優化校本課程，加強教師培訓。 

發展策略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3. 3.1 為教師提供 Google Classroom 操作培訓工作 

坊，以協助教學。 

9/2020 

至 

6/2021 

2/7/2021 全體教師已完成相關培訓工作坊，已製作教學短片教授較為複雜 

的操作，讓教師重溫及自學。 

 

(二) 恆常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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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推展網上學習平台 Google Classroom 何麗妮老師 

電腦科科任 

2/7/2021 派發 Google Classroom 用戶手冊及拍攝操作教學短片讓學

生更容易掌握操作，以各科於 Google Classroom 佈置各類

型功課讓學生完成。 

2 週六自費班- Micro:bit 智能家居編程班及

Minecraft Maker 班 

何麗妮老師 2/7/2021 自費活動因收費較其他課程稍貴，收生不足而未能成功開

班。 

3 培訓 IT 大使於午息時段指導同學完成網 

上練習 

何麗妮老師 2/7/2021 由於停課關係，未成完成 IT 大使培訓。 

4 定期更新校網的電腦科學生作品頁面 孔繁斐老師 

電腦科科任 

2/7/2021 將上載全港教區小學第一屆 STEM 編程創作比賽優勝作

品。 

5 STEM 嘉年華(編程攤位) / 高小級際編程

比賽 

何麗妮老師 

孔繁斐老師 

電腦科科任 

2/7/2021 因應防疫措施，未能安排攤位形式活動。電腦科課時不

足，復課後科任需教授學生基礎編程知識，建議來年舉辦

相關活動/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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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政報告 

 

 

 

 

 

 

 

 

 

 

 

 

 

 

 

 

 

 

 

 

(四) 小組成員 

組長：何麗妮老師 

組員：陳思穎主任、陳啟邦主任、孔繁斐老師、林匯森老師、黃敏怡老師、黎文燦老師、池淑貞老師、郭穎欣老師、黃港徽老師、黃家輝老師 

 

  

for Financial Team 

項目 Item 內容 Description 預算金額 Budget 開支 Expenses 

會員年費 香港電腦學會會員年費 $500.00 $500.00 

教師專業培訓支出 舉辦教師專業培訓工作坊 $1000 X 1 $1000.00 / 

編程工具 micro:bit 四年級下學期跨學科專題研習編程工具 

$150 X 150 套(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 

/ / 

活動支出 1. 聯課活動：編程小組 

2. 課後拔尖班 – IT 達人小組 

3. 參加比賽報名及器材費用 

4. 參加校外比賽額外訓練費用$8000  

(由全方位學習津貼支付) 

$500.00 

$500.00 

$8000.00 

 

 

/ 

參考書籍 有關普通電腦科教學內容或相關知識的書籍 $300.00 / 

平台帳號 教師電子學習一站式平台 

(由課程組支出) 

$ 220.00 / 

文具 文件夾、電池等 $500.00 / 

Total: $11,300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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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  戲劇科  周年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一) 工作計劃終期報告 

 

目標一：善用資訊科技培育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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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行時間 檢討日期 成就與反思 

1.1 運用資訊科技(拍照、錄音及錄影)進行預習及

鞏固練習。 

9/2020 

至 

6/2021 

14/7/2021  上學期教師以 Google Classroom 發放資料予學生，學生也能

運用電郵傳送預習資料給老師，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 

 下學期進行了約一個月戲劇網課期間，學生需要在 Google 

Classroom 觀看預習短片，並善用這個平台上載個人短片，完

成鞏固練習。 

 

目標二：持續發展繪本課程，培養學生正向思維習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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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繪本教學進行戲劇課，配合多元化的戲

劇教學策略，培養學生正向情緒。 

9/2020 

至 

6/2021 

    14/7/2021  繪本課程已推展至六年級，本年度共撰寫了兩個新單元的繪

本課程，分別為《失落的一角》及《失落的一角遇見大圓滿》，

兩個課程均以正向思維為主題，讓學生認識自己的性格強項，

欣賞自己的獨一無二，自己的快樂，自己負責，自己的人生，

自己上色。 

 唯因長時間停止面授課堂關係，最後繪本課程以錄像形式完

成教學。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94.1%學生認為繪本故事能培養正向

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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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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討日期 參與人數/獎項/反思(如適用) 

1 《賽馬會中國詩人別傳教育劇場計劃》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 

鍾兆權老師 

文健雄老師 

黃紫妍老師 

葉曉豐老師 

譚靜瑩老師 

伍美鳳老師 

溫美儀老師 

鄺偉茵老師 

14/7/2021  文健雄老師及鍾兆權老師已於 2020 年 10 月 16 日(星期

二)晚上出席行政會議，當日討論藝團造訪日期及行政安

排。 

 譚靜瑩老師及伍美鳳老師已於 2020 年 10 月 17 日(星期

六)完成合共 4 小時的戲劇教學培訓工作坊，過程中學習

如何在藝團造訪前後運用戲劇教材為四年級學生進行前

後置戲劇活動。 

 唯因持續停止面授關係，5 月尾才能正式恢復戲劇課，時

間緊迫及未能配合藝團空檔情況下，本計劃最後以錄像

形式於試後活動期間完成。 

2 白田小劇團訓練 鄺偉茵主任 

鍾兆權老師 

黃紫妍老師 

14/7/2021  白田小劇團原定於 2021 年 4 月 14 日(星期三)參加以

「zoom 讀劇演出」形式進行的香港學校戲劇節，唯因

學校出現確診個案以致延後的考試日期與演出日期相

近，以免影響學生學習為前提下決定退出戲劇節。 

3 即興創作訓練 鄺偉茵老師 

鍾兆權老師 

14/7/2021  於聯課活動時段進行，教師提供主題，訓練學生運用不

同道具，發揮創意及想像力，編作一段 2 分鐘的短劇，

並能帶出正面訊息。 

 唯因特別時間表未能安排聯課活動時段，而一年一度的

香港創意戲劇節亦停辦，以致本年度未有機會參加比

賽。 

4 白天 KOL  溫美儀老師 

何婷婷老師 

葉曉豐老師 

14/7/2021  因疫情關係白天 KOL 課程改為網課進行。科任老師別

出心裁，製作校本課程，讓同學在家中可以學習製作影

片的技巧，讓自己成為片中獨一無二的主角，從中建立

自信及成就感。 

 白天 KOL 的教學成效顯著。學生在每節課都會因應所

學而製作相關的影片，並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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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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物資 購買教具及參考書籍 $1000.00 $770.70 

白天 KOL 購買拍攝效果燈及道具 $1000.00 / 

比賽物資 

 

購買佈景、服裝及道具 $1000.00 / 

車費 $1500.00 $1050.00 

Total: $4500.00 $1820.70 

 

 

(四) 小組成員 

組長：鍾兆權老師 

組員：溫美儀老師、何婷婷老師、衛鎮國老師、葉曉豐老師、文健雄老師、黃紫妍老師、鄺偉茵主任 

下學期，三年級學生積極參加語常會 KOL 比賽，學以

致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