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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周年發展計劃檢討】20-21 

 

【一】目的 

本年度課程發展的重心，旨在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和終身學習，為達致此目的，本校致力推行課程改革，發展校本課程，讓每個學生在德、智、

體、群、美各方面均有全面而具個性的發展，冀能終生不斷自學、思考、探索、創新，成為一個有自信、能合群，願意為社會、國家和世界

前途作出貢獻的好學生、好公民。 

 

【二】學校現況   

 2.1 有利因素 

     2.1.1  師生比例小，有利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同學 

         2.1.2  閱讀風氣漸見形成，學生初步養成閱讀習慣 

     2.1.3  在協助SEN和NCS方面有豐富經驗，所提供的學習支援漸見成效 

     2.1.4  學生品性純良，尊師重道，相處融洽，樂於學習 

     2.1.5  固有的團隊合作性高 

     2.1.6  新校長和新老師加入，帶來新動力 

  

     2.2 面對困難 

  2.2.1  校舍規模細小，可供使用的地方有限，影響很多活動的舉辦 

  2.2.2  新來港學童人數減銳減，令生源進一步縮減，同區學校競爭亦大 

  2.2.3  學生的學習差異大 

  2.2.3  部分學生的學科成績仍有進步空間 

  2.2.4  學生的在家支援仍然不足，家校合作仍需加強 

 

【三】 2018/19至 2020/21年度關注事項:  # 配合本年度關注事項之項目 

3.1   透過不同的教學設計，誘發學生的好奇心及創意，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 #1 

3.2   開展正向教育，發揮學生品格優點，建立正向校園 #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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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創意故事演說課程 優化及製

作的課程

能誘發他

們的好奇

心和創意 

 

 

關主題的心理詞彙、運用所學部件構詞

及單元重點詞語。復課後亦完成舉辦校

內創意寫作比賽。英文科在 KEYS 寫作

課程，引入思維十三式或其他思維導圖

教學，以提升學生的創意。在學生完成

三次考試的寫作中，有 60%學生在創意

和組織力的項目中分數有提升。另外，

部分學生透過網課完成 20堂創意故事演

說課程，大部分學生在聲線、音調，以

至說話信心都有明顯進步。數學科每級

已完成最少一次電子學習軟件/平台作教

學活動。此外，所有級別亦能完成跨學

科課程。本年，圖書科任與視藝科任以

同一神話故事為主題，於 9 月份與學生

探討故事特色(圖書課)及完成一件視藝

作品(視藝課) ，透過閱讀及延伸活動來

加強視藝技巧和誘發其創意，部分學生

認為此活動能提高其閱讀興趣及增加畫

畫時的靈感，P6 學生尤其喜歡此活動。

部份級別參考坊間或出版社提供的資

源，或老師的示範，透過 Padlet 或

whatsapp 上傳給視藝科任老師，當中有

部份學生表現優良。視藝科本年度根據

主題進行創作並已完成及記錄於創作歷

程冊內。體育科的舞蹈課，因為三年級

學生能力較高，改以個人形式創作舞

步，學生表現投入，能因應音樂節奏去

創作舞步。 

3.  

 

數學科: 與圖書科合作，

P1至P6透過跨課程閱讀，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4. 常識科: 科探專題研習週    

5. 視藝科：創作歷程冊    

6. 體育科: 設計創意教學活

動 

a)P.1-3 課程設舞蹈課，讓

學生創作舞步 

b)P.4-6 小四至小六體操

課，讓學生編排一套自由

體操動作 

    

7. 普通話科：繼續優化「一分

鐘表演」活動。各級可參考

坊間或出版社提供的資

源，讓同學有多元及更高水

平的學習和模仿對象，提升

表演能力和信心。 

   

8. 電腦科: 重整 P.1-6 編程課

程 

   

9. 圖書科: 圖書科任與視藝

科任以同一神話故事為主

題，並於 9 月份與學生探討

故事特色(圖書課)及完成

一件視藝作品(視藝課) ，

透過閱讀及延伸活動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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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視藝技巧和誘發其創意 其他科組因疫情影響下，停止面授課

如：體育科、電腦科、活動組、課程組

等，都未能按原定計劃完成優化及製作

校本課程。 

10. 活動組:  

a) 舉辦優才境外學習計劃 

 b) 舉辦優才本地一日遊 

c) 舉辦同根同心境外學習

計劃 

   

11. 課程組: 透過共同備課、觀

課及評課，優化及製作校本

課程，誘發學生的好奇心和

創意 

   

優化現有的電子學習平台及學

習資源: 

   

圖書科 

1. 「篇篇流螢」電子閱讀計劃 

(P4-P6) 

   因疫情影響下，停止面授課，原定於早

讀時段一同進行「篇篇流螢」電子閱讀

計劃，改以學生在家自行閱讀，因而影

響學生參與率。另外，故事書的內容也

多較難的文字，學生表示較難理解。 

明年可安

排在早讀

時 段 進

行。 

數學科 

2 優化電子學習，每學期最少

運用一次電子學習軟件/平

台(例如：Geogebra)作教學

活動。 

   數學科每級最少已完成最少運用一次電

子學習軟件/平台作教學活動。學生表現

積極、投入，更能掌握學習重點。 

繼續發展

電子教

學，建立

電子學習

資源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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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操控及編寫程式訓

練，並為他們提供比賽

機會，並安排展示學生

的作品。 

向，由此理念出發，便了解古代指

南車以及現代的指南針如何指示

方向。 

P3. 此實驗有助引發學生的好奇

心，令學生多留意身邊的事物，例

如香港的溫度。有部分學生主動在

家製作實驗品並成為小老師指導

其他同學。 

P4-5（因疫情取消） 

P.6 探究式的教學設計及實驗活

動能有效提升學生對科學探究的

好奇心，主動學習。透過科學探究

流程，大部分學生能更易掌握複雜

或抽象的科學原理。學期只能完成

P6 常識科學實驗課，因疫情關

係，在課堂設計上不能安排學生分

組，親身透過發現、嘗試、改良，

再驗證各個步驟來體驗實驗課，只

能靠老師單向講解或示範，對學生

學習必然不理想。 

 

3. 因疫情停面授課關係，取消了

無人機班。 

 

4. 在面授課期間，由於不能安排

學生到電腦室或各自借 IPAD 上

課，學生只能較單向式聽授老師講

解編程課程，學生學習成效大大降

限制，，

下學年服

辦及可安

排學生重

回電腦室

上課，情

況應大為

改善。 

 

4. 電腦科透過發展校本

編程課程實用篇

(scratch,Microbit) ，讓

學生掌握編程教育的

技巧，訓練學生的邏輯

思維，提升學生的解難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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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德

公課課

程，滲

透品格

強項元

素，認

識及發

掘學生

品格優

點 #2     

1. 於德公課滲入正向

教育主題或元素，設

計學習活動，讓學生

從經歷中學習 

 各級加入「友愛」、

「共融」、內容 

 

1. 70% 學生認

為活動有助

認識和發掘

自己的品格

優點 

1. 課堂紀錄 

2. 問卷 

3. 觀察 

 

全年    學生認為活動有助認識和發掘自己的

品格優點的比率如下︰ 

 

--認識不同國家的服裝和飲食文化(小

一)88%  

--欣賞別人(小二) 82.1%  

--尊重別人的感受(小三)85.7% 

-- 尊 重 不 同 國 家 的 宗 教 文 化 ( 小

四)89.2%  

--文化共融(小五)86.2%  

--升中講座(小六)86.4% 

--網上交友(小六) 86.3%  

 

大部份學生認為活動有助認識和發掘

自己的品格優點，但亦有同學表示在疫

情下多了發脾氣，發現自己需要別人更

多提醒。 

來年配合新三

年計劃，按各級

聚焦特定品格

設計成長課課

程及聯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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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過多元化聯課(大

課)活動，傳達正向信

息，發掘學生品格優

點。 

全年    9 月大課因疫情取消，部份主題改於 5

月以 zoom 進行。 

 

5/5/2021 大細路劇團(youtube 直播) 

P1-P2「平等細運會」小學巡迴教育劇

場 

12/5/2021 防止虐待兒童會(Zoom 直播) 

P1-P3「情緒多面睇」講座 

P4-P6「認識壓力及解決困難的方法」

講座 

26/5/2021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面授

課) 

P1-P2「交友智多星」 

P3-P4「機智小特攻- 抗毒冒險記」 

P5「交個好朋友」 

P6「快樂升中秘笈」 

各班學生認為活動有助認識和發掘自

己的品格優點的比數如下: 

P1 72%學生同意 

P2 64%學生同意 

P3 68%學生同意 

P4 82%學生同意 

P5 62%學生同意 

P6 55%學生同意 

 

學生以網課形式進行大課，基於時間限

制及單向式講解內容，學生未有空間認

識和發掘自己的品格優點。面授課因是

一班一講者，講者能因應學生的程度調

節內容及進行問答，氣氛及反應現場較

熱烈，學生較容易明白課堂內容，亦較

能察覺自己主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