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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優才書院的使命是為社會培養優秀的科技和領袖人才，這些人才必須具備良

好的品德和教養，擁有專業知識和思辨能力，確立遠大目標，才能貢獻社會。

我們重視培養品德和提高學養。愛心、創意、勤奮是我們的教育目標。  

 

辦學願景： 
我們要培育未來領袖，他們需具備下列條件：良好的溝通能力  (英語及普通

話 )；知識廣博；書寫及思辨能力俱佳；國際視野；認識中國歷史及文化遺產；

正面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學校簡介 
 

 
 

 

 
 

創校團體：天才教育協會 
 
 

 

 

優才書院的創校團體天才教育協會，成立於 1988年，為一非牟利慈善團體，旨在

「推廣天才教育、培育資優生」，具十多載培育資優生的經驗和背景，是本港最具

歷史的資優教育團體。 

 

優才書院 
 

 

 
 

優才創校十多年，先後由香港正校發展至九龍分校，由私校轉型至直資，由小學

擴展至中學。為了推動資優教育，及實踐多元智慧教學理念，天才教育協會於 1995

年的周年大會上決定創辦優才學校，並以「為社會培訓優秀人才」為辦學使命。

創校禮於 1996年 10月假座鯉景灣校舍舉行，由前布政司兼本校名譽校董會主席

鍾逸傑爵士主禮。同年，天才教育協會首創多元智慧測試(Multiple Intelligences 

Test)，以鑑定學童在不同領域上的潛能。經測試後，取錄了九十多名學生，成為

優才書院首屆學生。 

 

2002年獲政府分配校舍於將軍澳開辦直資小學。2004年，優才與旺角志潔學校合

併，增加了設施及空間，並獲政府批准於將軍澳校舍開辦中學，實施中小學一條

龍，並易名為「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為了配合中、小學部的需要，除了有 36 個課室，還有圖書館、電腦室、音樂室，

兩個視覺藝術室、綜合科學室、化學實驗室、多用途實驗室。學校著重學生的才

藝發展，故設立舞蹈室、多用途室、演講廳及校園電視台，讓學生盡展所長。同

時，為了增加學生對動物、植物及大自然的認識，學校特設自然教室、欣園及生

物站，讓學生有觀察動植物的機會。近年學校積極為學生發展電子學習平台，除

了不斷提升電腦室的設備，增購 i-pad作為新一代的學習工具，更將學校的無線

網絡提升至 wi-fi 900，使學生能用這些設備，輔助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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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管理 
 

1. 校董會 

 
 

 

 
 

名譽主席：鍾逸傑爵士（前布政司） 
 

 
 

名譽校董：楊志雄先生（富士高實業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創辦人 ：李業富教授（天才教育協會會長） 
 

 

 

 
校董會成員（2015/2016） 

 

 
 
 

 

 

主席：鄭紹遠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校監：李汝大議員   (民選區議員) 

 

校董：施美玲女士   (優才書院校董) 

施家殷先生   (凱達環球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李家仁醫生   (執業兒科醫生) 

曹啟樂校長   (前風采中學校長) 

歐陽卓倫醫生   (香港兒科健康基金信託人) 

郭錦坤先生   (志潔學校校監) 

鄭桂山先生   (志潔學校校董) 

吳平興先生   (志潔學校校董) 

劉寶玲女士   (志潔學校校董) 

伍仲剛先生   (志潔學校校董會主席) 

陳家偉校長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小學部校長) 

譚國偉校長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中學部校長) 

雷振球先生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家長教師會主席-中學部家長代表) 

布秀文女士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家長教師會主席-小學部家長代表) 

張永豐先生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主任-中學部教師代表) 

陳偉傑先生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主任-小學部教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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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術顧問團 
 

 

 

 
 

本校已邀請了多位專家學者出任學術顧問。他們在不同領域飲譽國際，地位崇高， 

能為本校提供專家意見。 

  

 

 
 
 
 
 

名譽顧問：楊紫芝教授   （教統會前主席） 

 

資優教育：施建農教授   （中國科學院教授） 

 

資優教育：Dr. S. Philipson （香港教育學院講師） 

 

學校管理：李灌強博士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講師） 

 

課程發展：李業富教授   （中國科學院客座教授） 

 

音樂教育：石信之先生   （名指揮家） 

 

數學教育：邱學華教授   （中國著名數學教育家） 

 

數學教育：梁沛霖教授   （中文大學統計系副教授） 

 

精神健康：陸兆鑾醫生   （兒童精神科專家） 

 

思考方法：劉彥方教授   （香港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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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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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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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 College (Primary Section) 

2015/2016 

Organization Chart A 

 

 

 

 

 

 

 

 

School sponsoring body 

School management body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G.T. (Ellen Yeung) College 
10 Ling Kwong Street 
Tiu Keng Leng 
Tseung Kwan O 
Tel: (852) 2535-6869 
Fax: (852) 2623-6550 

Founding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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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 College (Primary Section) 

2015/16 

Organization Chart B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G.T. (Ellen Yeung) College 
10 Ling Kwong Street 
Tiu Keng Leng 
Tseung Kwan O 
Tel: (852) 2535-6869 
Fax: (852) 2623-6550 

校長 

校政委員會      ...................危處小組 

B 
 
 
 

A 
 
 
 

C 
 
 
 

D 
 
 
 

學生成長 

*生教組 

品德教育 

生命教育 

訓育輔導 

領袖訓練 

畢業典禮 

警民聯絡 

違規紀錄 

獎罰制度 

德育早會 

德育課程 

公民教育 

家教會 

家聯組 

喜悅與卓越 

*才發組 

視音體科 

才華班 

比賽訓練 

暑假訓練 

測試評估 

資優培訓 

試後活動 

課間活動 

童軍活動 

各項典禮 

對外聯繫 

國情教育 

資優組 

活動組 

學與教 

*教務組 

中英數科 

普常閱科 

史科電科 

課程發展 

教師培訓 

努力小組 

電子學習 

測考安排 

成績分析 

全港性評估 

各獎學金 

升學安排 

學評組
 

學進組
 

*校務組 

校務處 

工友管理 

資訊科技部 

會計人事部 

工程部 

校園保安 

校舍管理 

校園綠化 

設施改進 

支援老師 

小一入學 

自評問卷 

 

 

學事組 

管理與組織 

課程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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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管理架構圖                     Primary Section 
 2015 / 2016 年度各組名單(小學部) 

 
 

Subject Panel(科主任名單)   
Chinese (中) ： Calvin Tam(G1-G3), Cherry Wong(G4-G6) Visual Arts  (視) ： Nicole Chung(G1-G3), SY Cho(G4-G6) 資優培訓小組：  Felicia Lau 
English (英) ： Erik Gegier(G1-G3), Sue Tam(G4-G6) Music  (音) ： Jessie Kong(G1-G3), Cristal Lim(G4-G6) 資訊科技統籌：  David Chan 
Mathematics (數) ： Jonathan Choi(G1-G3), Winnie Leung(G4-G6) PE   (體) ： Hubert Ho(G1-G3), Mei Ling Yeung(G4-G6)   
General Studies (常) ： Kathy Tam(G1-G3), Gwendoline Ma(G4-G6) Computing  (電) ： David Chan(G2-G6)  Leader  
Putonghua (普) ： Lili Lui(G1-G3), Stella Leung(G4-G6) Reading    (閱)  ： Nancy Kwan(G1-G3), Phyllis Chan(G4-G6)  Deputy  
Chinese History (中史)： Nip Man(G4-G6) Science & Creativity(科創) ： Grace Chan(G2-G3), Jason Koon(G4-G6)   
  

          

 

School 
Improvement 

Team 

School 
Administration 

Group 

Teaching & 
Learning 

Group 

Teaching & 
Assessment 

Group 

Talent 
Development 

Group 

Extra 
Curriculum 

Activity Group 
Parent Liaison 

Group 

Life 
Education 

Group 
Students 

Affairs Group 

Effective 
Learning 

Group 

Crisis 
Management 
Committee 

(SIT) 
(學校改善組) 

(SAG) 
(校務組) 

(T&L) 
(教務組) 

(T&A) 
(學評組) 

(TDG) 
(才華發展組) 

(EAG) 
(活動組) 

(PLG) 
(家長聯絡組) 

(LEG) 
(生教組) 

(StG) 
(學生事務組) 

(ELG) 
(學進組) 

(CMC) 
(危機處理組) 

Group 
Leader 

Dr. Chan Ka Wai 
(Chairman) David Chan Queenie Chan JacquelinePoon MeiLing Yeung Nip Man Ruby Tai Ruby Tai Cecilia Fung Kit Ng Prof. Rex Li 

Dr. Chan Ka Wai 

Members AllGroup Heads ― Winnie Leung 
Phyllis Chan ― 

Kitty Pun 
Myra Mak 
Karie Luk 

Gigi Yuen 
Lili Lui 
Sandy Wong  

― 

Johnson Tung 
Pak Ling Hui 
Grace Chan 
Marcus Lee 

― ― 

Jonathan Chan 
Mei Ling Yeung 
Sue Tam 
Cecilia Fung 
Bonnie Chow 

Coordinator Dr. Chan Ka Wai 
(Chairman) Bonnie Chow Stella Leung Iris Cheng Hubert Ho Joyce Fong Sue Tam 

Bonnie Chow Jonathan Chan Bonnie Chow Teresa Li 
David Chan 

Nip Man 
Ruby T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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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四年學校各級上課日數、學生出席及守時資料 

 

年度 

各級全年上課日數 

級別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小一至小六 190 192 190 189 

 

級別 

各級學生人數 

年度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12/13 121 86 81 97 86 84 

13/14 96 117 76 78 92 83 

14/15 99 96 119 73 79 90 

15/16 104 98 95 117 70 75 

 

級別 

各級學生缺席人次 

年度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12/13 383 276 200 253 235 334 

13/14 490 355 266 206 291 244 

14/15 177 308 406 233 173 263 

15/16 639 219 378 442 270 141 

 

級別 

各級學生遲到人次 

年度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12/13 68 32 74 133 87 136 

13/14 62 30 68 29 64 68 

14/15 20 20 25 44 60 127 

15/16 15 12 13 41 40 30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G.T.(Ellen Yeung) College 
10 Ling Kwong Street 
Tiu Keng Leng 
Tseung Kwan O 
Tel : (852) 2535-6869 
Fax: (852) 2894-9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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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15/16年度學生出席/缺席率 

 

級別 班別 人數 全年缺席人次 缺席率 

小一 

1A  26 180 

3.25% 
1B  26 127 

1C  26 99 

1D  26 136 

小二 

2A  24 97 

1.18% 
2B  24 65 

2C  25 73 

2D 25 81 

小三 

3A 22 76 

2.11% 
3B 25 84 

3C 24 102 

3D 24 116 

小四 

4A 23 126 

2% 

4B 23 81 

4C 23 86 

4D 24 74 

4E 24 75 

小五 

5A 22 101 

2.04% 5B 24 74 

5C 24 95 

小六 

6A 19 34 

1% 
6B 18 40 

6C 19 43 

6D 19 24 

 Total 559 2089 1.98% 

 

‧  15/16 年度返學日 ( 189 ) 日 

‧ 學生總人數 ( 559 ) 人  

‧ 學生全年缺席人次 ( 2089 )                  

‧ 全年學生缺席率( 1.98% )  

‧ 全年學生出席率( 98.02% )   

‧                                 

(學生缺席總人次) 
x 100 

2,089次 
x 100 

(學生總人次 x 返學日) 559人 x 189日 

 

 
9



班級分佈 (15/16) 

級別 G1 G2 G3 G4 G5 G6 

班數 4 4 4 5 3 4 

女生人數 46 43 40 47 33 41 

男生人數 58 55 55 40 37 34 

學生總數 104 98 95 117 70 75 

 

課程內容 

 
 

 

本校 15/16課程開設的科目及每週節數共 47節：TKO / MK 
 
 

 

 

本校為全日制小學，每教節為 35分鐘，有關科目、節數及時間分配將每年檢討及調整。 

*非正規課程 
 

科目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學 

習 

領 

域 

中國 

語文 

教育 

中國語文 7 7 8 8 7 7 

普通話 3 3 2 1 1 0 

英國

語文

教育 
英國語文 8 8 8 8 8 8 

數學

教育 
數學 7 7 7 7 8 8 

科學

教育 
科創 0 2 2 2 2 2 

科技

教育 

常識 3 3 3 3 3 4 

電腦 0 1 1 1 1 1 

人文

教育 
中史 0 0 0 1 1 1 

藝術

教育 

音樂 2 2 2 2 3 2 

視覺藝術 2 2 2 2 2 2 

體育 體育 2 2 2 2 2 3 

其 

他 
 

閱讀 1 1 1 1 1 1 

德育課 1 1 1 1 1 1 

GKP 1 0 0 0 0 0 

功課堂 4 2 2 2 1 1 

才華班 6 6 6 6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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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15% 普 

6% 

英 
17% 

數 
15% 

常 
6% 音 

4% 

視 
4% 

體 
4% 

閱 
2% 

德 
2% 

功 
9% 

才 
13% 

GKP 
2% 

一年級 

中 
15% 普 

6% 

英 
17% 

數 
15% 

科 
4% 

常 
6% 電 

2% 

音 
4% 

視 
4% 

體 
4% 

閱 
2% 

德 
2% 

功 
4% 

才 
13% 

二年級 

中 
17% 普 

5% 

英 
17% 

數 
15% 

科 
4% 

常 
7% 電 

2% 

音 
4% 

視 
4% 

體 
4% 

閱 
2% 

德 
2% 

功 
4% 

才 
13% 

三年級 

中 
17% 普 

2% 

英 
17% 

數 
15% 

科 
5% 

常 
7% 電 

2% 

音 
4% 

視 
4% 

體 
4% 

閱 
2% 

德 
2% 

功 
4% 

才 
13% 

史 
2% 

四年級 

中 
15% 

普 
2% 

英 
17% 

數 
17% 

科 
4% 

常 
7% 電 

2% 

音 
7% 

視 
4% 

體 
4% 

閱 
2% 

德 
2% 

功 
2% 

才 
13% 

史 
2% 

五年級 

中 
15% 

普 
0% 

英 
17% 

數 
17% 科 

4% 

常 
9% 電 

2% 

音 
4% 

視 
4% 

體 
7% 

閱 
2% 

德 
2% 

功 
2% 

才 
13% 

史 
2% 

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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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1. 教師資歷 

 

1 教師總人數 53 

2 獲教育文憑 49 

3 獲學士學位 53 

4 獲碩士或以上 30 

5 特殊教育 15 

 

 

2. 主科教師人數分佈 

 

1 教師總人數 53 

2 中文科教師 10 

3 英文科教師（本地） 5 

4 外籍教師 6 

5 普通話教師 4 

6 數學教師 10 

7 其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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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書院 

中文科目週年計劃(2015-2016)                             (30-10-15修訂) 

科目：     中文 

科主任：   黃美瑩（高小）、譚國雄（低小） 

科任教師： 吳彩霞、許柏玲、梁珏琛、梁慶偉、方淑莊、黃桂英、李業翠、陳楚玉、姚柏華、呂麗仙 

級別：    一至六年級 

 

科目目的 

 提高學生閱讀、寫作、聆聽、說話等語文能力; 

 培養學生的想像力、思考能力和自學能力; 

 提高學生學習本科的興趣，加強其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科目目標 

1. 提高學生寫作能力; 

2. 提高學生自學能力; 

3. 提高學生閱讀能力; 

4. 提高學生對本科的興趣。 

 

工作目標 

回應科目目標 

1. 修訂及完善中文科校本課程，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回應教務工作目標 

2. 提升中、英、數三科成績稍遜的學生，培養勤奮精神； 

3. 開展電子學習，讓各科老師作好準備，面對有關的改變； 

4. 為新老師提供培訓； 

5. 監控課程發展，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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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劃 

    施行計劃 回應 

目標 

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優化寫作課程 1 9/2015 

6/2016 

1. 各級能因應學生程度及需要修訂

校本教材，加強閱讀，結合寫作 

2. 二年級能完成「無字天書」寫作 

3. 將《寫作月》內容加入《創意寫

作》內，讓學生能有更多空間及時

間進行寫作 

4. 三、四年級能安排三連堂作文 

1. 檢視各級校本教材 

2. 老師給予適當的回 

   饋 

3. 檢視學生表現 

4. 檢視學生作文的表

現 

譚國雄老師及 

黃美瑩老師 

 

由科任協助 

2. 提升中、英、數

三科成績稍遜的

學生，培養勤奮

精神 

2 9/2015 

6/2016 

1. 每級設努力小組，支援未能達標 

  的學生 

2. 80%小三及小四學生及75%小五及

小六學生可取得達標獎學金 

3. 校方購買教材，設立好學室 

1. 問卷調查 

2. 統計學生取得達標

獎學金的人數 

 

譚國雄老師及 

黃美瑩老師 

 

由科任協助 

3. 開展電子學習，

讓各科老師作好

準備，面對有關

的改變 

3 9/2015 

6/2016 

1. 老師能參與有關的電子學習課 

  程，對電子學習有初步的了解 

 

1. 低小及高小均有老 

   師參與相關課程 

譚國雄老師及 

黃美瑩老師 

 

 

4. 為新老師提供培

訓 

4 9/2015 

6/2016 

1. 全部新入職老師參加資優教育培 

  訓 

2. 新入職老師在教學上得到科主任 

  的支援及培訓 

 

1. 老師進修記錄 

2. 觀課記錄表 

譚國雄老師及 

黃美瑩老師 

 

 

5. 提升中文科教與

學的效能 

5 9/2015 

6/2016 

1.在內聯網內增設學生自學網址 
2.所有老師曾參加一次進修課程 
3.各級在每學段最少進行一次集體

備課 
4.初小及高小老師每年按學生情況

及水平作深入討論及交流 

1.內聯網的學生自學

網址 
2.老師進修記錄 
3.集體備課記錄表 
4.會議記錄 
 
5.問卷調查 

譚國雄老師及 

黃美瑩老師 

 

由科任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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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學生喜歡中文課 
6.低小學生能加強閱讀(午間閱讀) 
7.教師觀課 
8.培養學生自學能力  

6. 檢視學生表現 

7. 觀課記錄表 

8. 學生課堂前預習 

 

 

財政預算 

       

 中文早會、活動、獎勵及補充教材的費用         約$2000 

  

合共:                     約$2000 
       

週年自評報告 

計劃於〈07/2016〉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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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 (Ellen Yeung) College 
Subject Annual Plan (2015-2016) 

Subject: English 
Panel Chairpersons: Sue, Erik, Martin   
Local Subject Teachers:  Upper primary: Sue, Myra, Wincy,Kitty  Lower primary:Yanmy, Candy 
Native English Teachers:  Upper primary: Tavis, Martin    Lower primary: Andre, Erik, Pari, Margues 
Grades: G1 to G6 (24 classes; 12 in MK, 12 in TKL) 
I. Introductio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im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further opportunities to extend their knowledge, experience and language awareness of the ethnically and 
socially diverse populations of the world utilizing English as a mode of communication. Furthermore, the department should enrich and develop personal,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skills. By employing methodologies that are student-centered and developing curriculum crafted for their unique potential, students shall 
derive pleasure using English in a meaningful and rewarding way. 
 
II. Subject Aims 
1. To provide an enjoyable atmosphere for learning English in school and to develop students’ language skills. 
2.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3. To improve students’English skills and give them numerous opportunities to practice the four skills of reading, writing, speaking and listening. 
4. To make reading and writing in English a habit. 
 
III. Subject Objectives  
1. To improve the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2. To increase students’ exposure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encourage them to appreciate and enjoy learning in English. 
3. To provide students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in a group setting and practice communicative tasks in collaboration. 
4. To improve students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cultural awareness. 
5.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creatively and give expression to real and imaginative experiences. 
6. To promote reading and writing by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read a wide range of materials with different subject content and text types. 
7. To encourage teachers to pursue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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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Working Objectives 
Response to Teaching & Learning Group’s Objectives 

1. Support the low-achievers in English, and nurture their spirit of diligence. 
2. Make habit the e-learning teaching mode that prepares the teachers for the changes of new technology. 

Response to SubjectObjectives 
3. Refine the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4. Encourage students to enjoy English. 
5. Encourage group work amongst students. (Support division of tasks, peer review, teacher based facilitation, presentation skills) 
6. Improve students’ writing skills. 
7. Enhance students’ competence and interest in English reading. 
8. Assess students’ competence by follow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9. Encourage teachers to take subject-related courses and do more collaborative planning. 

 
V. Implementation Plan 

Implementation Plans 
Response to 
Objective 

Time Scale Success Criteria 
Methods of 
Evaluation 

Responsible 
People 

Resources 

Enhance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A specific focus upon levels of 
questioning skills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lesson observation. 

1 Whole year In the assessments, 10% of 
the students achieve the 
Academic Scholarship, 
while 80% of G3 &G4, and 
75% of G5 & G6 achieve 
the Basic Attainment 
Scholarship. 
100% of teachers apply 
various levels of 
questioning skills in the 
lessons. 

-Exam Score  
Analysis  
-Lesson observation  
 

English teachers Exam papers 
Lesson 
observation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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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urage teachers to use mobile 
devices, interactive whiteboard or 
online resources to introduce 
e-teaching in the lessons. 

2 Whole year Each teacher uses an 
e-device in a lesson at least 
once a term. 

-Questionnaires 
(2015-2016 iPad 
Trial) 
-Lesson Report –  
English Subject HB) 

English teachers iPads, Apple 
TV, Computer 
+ Projector 

Refine the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practiced by students by 
introducing an in-house Portfolio 
for G1 to G3 to provide more 
effective revision + task completion 
+ the in-house writing materials + 
phonics materials  

3 Whole year 80% of the teachers find 
the new materials more 
meaningful and effective to 
students’ learning. 
 
70% of the students find 
the portfolio an effective 
way of structuring their 
learning. 

-Questionnaires 
-Teachers’  
observations 

G1 to G3 English 
teachers 

 

Teachers encourage students to 
enjoy learning English by giving 
them constructive feedback on their 
work and providing child-centered 
lessons. Teachers value their 
contributions and hence facilitate 
their learning progress. 

4 Whole year 80% of the students enjoy 
English lessons. 85% of the 
teachers give constructive 
feedback on students’ work 
and performance in the 
lessons. 

-Book Inspection  
Forms 
-Lesson Forms 
-Surveys 
-Observations 

English teachers  

Send G3 and G5 students to choral 
speaking in the Speech Festival. 

4 Nov-Dec 15 80% of the G3 and G5 
students enjoy the choral 
speaking experience. 

-Survey English teachers Speech 
Festival poems 

Encourage students to do more 
group work. 
 

5 Whole year 80% of the students enjoy 
the group work. 

-Survey 
-Teachers’ feedback 
-Scheme of work 

English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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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 students’ work to motivate 
them to write more, better and 
specific purposes.  
a) Writing Tasks on school based 

materials. 
b) Internal Writing Competition 
c) External Writing Competition 

6 Whole year 
 
 
 

Students’ work shows 
creative ideas and is 
published at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In-house publication 
-Survey 
-Teachers’ feedback. 

English teachers Worksheets for 
writing 
competitions 

Enhance students’ competence and 
interest in English reading in their 
leisure time and guide them to 
master independent learning skills. 
a) GTR-Oxford Reading Tree 
b) Daybook (G4-G6) 
c) Raz-kids (online reading 

programme) www.raz-kids.com 
d) Newspaper / magazine 

subscription 
e) Home Reading Programme 

(G1-G6) 
(followed by an open-book 
quiz) 

7 
 
 
 
 
 
 
 

Whole year 
 

70% of students like 
reading (books within the 
curriculum i.e. – Raz-Kids 
and the Home Reading 
Programme). 70% of 
students find the 
newspapers an interesting 
source of information / 
pleasurable reading. 
 
 

-Survey 
-Teachers’ feedback 
 
 
 
 
 
 

English teachers 
 
 
 
 
 
 
 

Course books, 
Raz-kids 
website, 
newspapers, 
child centred 
books from 
various authors 
 
 
 

Send students to sit Cambridge 
Examinations 

- Flyers (G4 ) 
- Key English Test (G6) 

8 
 
 
 

May 2016 
 

90% of the students get 10 
shields or above 
90% of the students pass 
the exam 

-Students’ results G4 English 
teachers 
G6 English 
teachers 

Flyers 6 
 
KE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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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urage teachers to take courses 
or workshops to refresh teaching 
ideas. 

9 Whole year 90% of the teachers attend 
at least one subject-related 
workshop or course a year. 

-CPD form  EDB CPD 
website, Info 
from various 
organizations 

Encourage teachers to have 
collaborative planning across the 
same grade. 

9 Whole year 90% of the teachers carry 
out the collaborative lesson 
plan at least once per term. 

-Co-planning 
 

 Collaborative  
 lesson 
planning  
record sheet 

 
VI. Financial Budget 
Reference books for e-teaching $300 
Teaching materials for lessons $500 
Newspaper/ magazine subscription $3,000 
e-Service subscription $1,500 
Games/ Learning aids for students $500 
Choral Speaking $400 
Educational allowances $3,000 
Home Reading Programme $500 

Total: $9,700 
 
VII. Other Activities 
Activities Time Scale Responsible Teachers Resources 
Speech Festival (Individual + G3 & G5 Choral speaking) Nov-Dec15 All English Teachers Poems 
Morning Assembly (TKL on Wed. & MGK on Thur.) Whole year All English Teachers All and any 
English Drama Competition 2016 Wincy Scripts 
English-related activities Whole year All English Teachers  
 

20



優才書院 
科目週年計劃(2015-2016)  

科目：數學 
科主任：梁詠賢老師(高小)、蔡勝東老師 (初小) 
科任教師：周曉瑜老師、董杭生老師、潘淑敏老師、陸家慧老師、伍杰兒老師、鄭樂斯老師、顏昭瑩老師、李嘉榮老師 
級別：G.1-G.6  
 
 
科目目的 
 引起學生對數學學習的興趣； 
 發展學生的思維、傳意、解難及創造能力； 
 透過基礎數學知識，加強終身學習的能力。 
 
 
科目目標 
 使學生理解及掌握基本概念及計算技巧，並能運用現代科技學習數學； 
 培養學生對數學學習的興趣及欣賞能力； 
 訓練學生對事物的觀察、分析、理解及判斷能力，並能運用數學語言作傳意工具。 
 
 
工作目標 
回應學校、教務組週年計劃的目標 
1. 提升成績稍遜的學生的數學能力，培養勤奮精神 
2. 展開電子學習 
3. 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回應本科目標 
4. 提升學生邏輯思考和運算能力 
5. 修訂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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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劃 

施行計劃 回應 
目標 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提升成績稍遜的學生的

數學能力，培養勤奮精

神 
1 9/2015-7/2016 

 於每次評估中，成績未如理想

的學生需參加努力小組 
 各級各設立一組努力小組為

能力較弱的學生補底 
 85%以上的小二、小三學生，

和 80%以上的小四至小六學

生考獲 6 分或以上的平時學習

分 
 約 80%的小三、小四學生，和

約 75%的小五、小六學生能於

學業評估中考得 70 分或以上

的成績 

努力小組名單 
小測分數記錄表 
成績分析 

科主任 
科任老師  

2. 展開電子學習 2 9/2015-7/2016  全年最少一次試行電子學習

及完成學習報告 電子學習報告 科任老師 iPad 

3. 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3 9/2015-7/2016 

 同級科任每學段最少一次集

體備課 
 每位科任老師最少參加一次

教統局或其他機構舉辦有關

數學科的進修或培訓課程 
 於學校內聯網內提供學生自

學網址 

集體備課記錄表 
進修記錄表 
自學網址資料 

科任老師  

4. G2-G6 各級科任配合課

程，教授速算技巧 4 9/2015-7/2016 
 G2-G6 速算練習三份 
 速算比賽 G2-G6 各級不少於

60%學生合格 

G2-G6 的速算課程大綱 
速算比賽成績 

科主任 
科任老師 工作紙 

5. 數學思考題 4 9/2015-7/2016 
 每級平均最少完成 7 份數學

思考題，以提升學生的邏輯

思考能力 
工作紙 科任老師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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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修訂校本課程 5 9/2015-7/2016 

 初小“思考工作紙”改名為

“解題訓練”，並作出修訂 
 小一下學期加入應用題的堂

課紙 
 根據新版教科書的內容修訂

高小單元練習 
 篩選合適的進階工作紙內容 
 加入閱讀工作紙 

會議記錄 
工作紙 

科主任 
科任老師 

工作紙 

 
 
其他工作計劃 
1. 上、下學期各舉辦一次數學週及週會，通過不同的活動增加學生對數學的興趣 
2. 為能力較高的 G4-G6 學生提供課後奧數培訓 
3. 安排自學能力及數學能力高的 G5-G6 學生參加教育局網上資優課程 
 
 
財政預算 
教學用品    約$ 900 
其他     約$ 100 

合共:     約$ 1000 
 
週年自評報告 
計劃於〈25/08/2016〉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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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小學部) 
<常識科>週年計劃(2015-2016) 

科目  ： 常識科(G.S.) 

科主任  ： 馬嘉汶老師(高小)、譚焯瑩老師(初小) 

科任教師 ： 馬嘉汶老師、陳忠青主任、陳沛淇老師、譚焯瑩老師、陳感恩老師、李嘉榮老師 

級別     ：  小一至小六(G1-G6) 

 

1. 保持健康的個人發展，成為充滿自信、理性和富責任感的公民 

科目目的 

2. 認識自己在家庭和社會所擔當的角色及應履行的責任，並關注本身的福祉 

3. 培養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感，並致力貢獻國家和世界 

4. 培養對自然及科技世界的興趣和好奇心，了解科學與科技發展對社會的影響 

5. 認識自己在家庭和社會所擔當的角色及應履行的責任，關心家人及全世界 

6. 關心及愛護周遭的環境 

7. 培養學生善用資訊科技進行自學，對學習的課題作深入的探討 

8. 加強培養學生的環保意識 

 

1. 了解自己的成長和發育，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尊重自己和別人，並重視和諧的人際關係 

科目目標 

2. 了解身處的社區及香港其他社區的發展、特徵及其將來潛在的轉變 

3. 關心家人、香港社會、中國以至整個世界 

4. 對研習物質世界、能源運用、生物、地球以至宇宙間事物的科學問題產生興趣，並培養探索、探究和尋找有關答案的能力 

5. 對探索科技世界產生興趣及懂得有創意地運用科技活動，以解決日常生活中簡單的問題 

6. 了解科學及科技發展對人類社會和環境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並培養保護環境的責任感 

 

1. 學習範疇，學生能掌握以下六個範疇的知識： 

工作目標 

(1) 健康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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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與環境 

(3) 日常生活中的科學與科技 

(4) 社會與公民 

(5) 國民身份認同與中華文化 

(6) 了解世界與認識資訊年代 

 

2. 共通能力，學生能掌握以下九種能力： 

(1) 協作能力 

(2) 溝通能力 

(3) 創造力 

(4) 批判性思考能力 

(5) 運用資訊科技能力 

(6) 運算能力 

(7) 解決問題能力 

(8) 自我管理能力 

(9) 研習能力 

 

3. 價值觀和態度 

個人及社會價值觀和態度的培養已滲透於常識科課程中 

 

1.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回應科目目標 

2. 鼓勵學生關心時事，培養學生的溝通及批判性思考能力 

3. 加強學生的匯報技巧及探究力 

4. 加強環保元素，培養學生環保意識 

 

5. 開展電子學習，讓各科老師作好準備，面對有關的改變 

回應部門工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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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為新老師提供培訓 

7. 監控課程發展，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施行計劃 

工作計劃 

回應目標 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提升學生的學

習興趣及動機 
1 全年 

1. 80%的學生喜歡常識週及週會活動 

2. 80%的學生曾嘗試互評，學習互相欣賞 

3. 50%的學生曾參加校外或校內比賽 

4. 40%學生能善用資訊科技進行自學及備課 

1. 問卷調查 

2. 觀察 

3. 會議紀錄 

4. 考試成績 

科主任 科任協助 

文書支援 

2. 鼓勵學生關心

時事 
2 全年 

1. 80%的學生關心時事 

2. 60%的學生曾與同學分享時事及進行討論 

3. 推行六年級通識課程 

4. 50%的六年級學生能就通識課程進行討論 

1. 問卷調查 

2. 觀察 

3. 通識教材 

4. 會議紀錄 

科主任 科任協助 

3. 加強學生的匯

報技巧及探究

力 

3 全年 

1. 30%初小學生曾進行午間時事分享 

2. G3-6 學生全年最少一次以簡報進行閱讀分享匯報 

3. 全部 G6 學生需進行專題匯報 

1. 問卷調查 

2. 觀察 

3. 會議紀錄 

科主任 科任協助 

4. 培養學生環保

意識 
4 全年 

1. 70%的學生有環保的意識 1. 問卷調查 科主任 科任協助 

5. 開展電子學習  
5 全年 

1. 試行最少一次電子學習教學，並完成試教報告 1. 會議紀錄 

2. 試教報告 

科主任 科任協助 

IT 支援 

6. 為新老師提供

培訓 
6 全年 

1. 全部新入職常識科老師參加資優教育培訓 

2. 全部新入職常識科老師在教學上得到科主任的支援及培訓 

1. 教務組報告 

2. 新老師觀課紀錄表 

科主任  

7. 監控課程發

展，提升教與學

的效能  7 全年 

1. 全部常識科老師曾參加一次校外進修課程 

2. 每學段最少進行一次集體備課 

3. 每年進行兩次觀課 

4. 每年進行兩次查簿 

5. 修訂及設計校本課程 

1. 老師進修紀錄 
2. 集體備課紀錄表 
3. 觀課紀錄表 
4. 校本教材 
5. 會議紀錄 

科主任 科任協助 

文書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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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獎品 1000 元 

財政預算 

合共：1000 元 

 

於 2016 年 8 月 25 日完成 

週年自評報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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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書院 

普通話科週年計劃(2015-2016)  

科目：普通話 

科主任：梁慶偉老師、呂麗仙老師 

科任教師：Candy、Calvin 老師 

級別：1-5 年級 

 

科目目的 

 培養和提高學生普通話聽説讀寫的語言能力 

 增進與本科有關的語言知識 

 認識、認同中國文化及傳統 

 

科目目標 

 提高學生普通話聽説讀寫和溝通能力，養成良好的説話習慣和態度 

 提高學生運用漢語拼音的能力，從而提高自學能力 

 完善本科課程，提升學生學業水平 

 

工作目標 

回應學校的關注事項 

回應教務組週年計劃的關注事項 

1  鼓勵嘗試電子學習，做好準備，面對有關改變 

2  關注課程發展，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3  為新老師提供培訓 

回應科目目標 

4  積極推動普通話科活動，為學生創造更多參與機會 

5  為學生提供多種學習途徑，提高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和積極性 

6  優化校本課程，提升校內、校外試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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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劃 

施行計劃 回應 

目標 

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鼓勵嘗試電子學習，做好 

準備，面對有關改變 

1 9/2015-7/2016 於本學年內嘗試進行一次電子學
習，並完成試行報告 

 

試行報告 科主任 IT 支援 

2 關注課程發展，提升教與 

學的效能 

 

2 9/2015-7/2016 做好本科新老師的培訓、教師觀

課工作，提升教師的教學技巧 

 

所有老師必須參加最少一次和本

科相關的進修課程 

 

做好本年度開放教室和重點觀課

工作 

問卷調查 

 

 

相關記錄 

科主任  

3 為新老師提供培訓 3 9/2015-7/2016 參加學校為新入職老師辦的資優 

教育培訓 

 

在教學上得到科主任的支援 

新老師觀課 

記錄表 

科主任  

4 積極推動普通話科活動， 

為學生創造更多參與機 

會 

 

4 1/9/2015 – 7/2016 80%同學以不同形式參與普通話

科舉辦的活動，例如早會 

 

為學生提供比賽信息，鼓勵學生

積極參與大型普通話比賽， 

例如香港學校朗誦節、教聯兒童

朗誦比賽、全港講故事比賽等 

 

問卷調查 

 

 

 

活動記錄 

比賽成績 

科主任  

5 為學生提供多種學習途

徑，提高學生自主學習的

能力和積極性 

 

 

 

5 9/2015-7/2016 為學生提供和本學科有關的網

站、網址，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3 年級學生學習用漢語拼音輸入

法打字，4-6 年級熟練運用 

相關記錄 

 

 

問卷調查 

科主任 I.T.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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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優化校本課程，提升校內、

校外試成績 

6 

 

9/2015-7/2016 完善 1- 4 年級校本課程 

 

95%學生校内測考合格 

 

96%學生通過普通話基準考試港

澳地區中小學普通話水平測試

（五年級） 

有關教材 

 

考試成績及分析 

 

公開考試成績 

 

科主任 文書支援 

 

財政預算 

活動費用約 1000 元 

       

合共:      1000 元     

 

週年自評報告 

計劃於 2016 年 7 月 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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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書院 
科目週年計劃(2015-2016) 

科目 ： I.T.  
科主任 ： 陳偉傑主任 (低小) /周曉東老師(高小)  
科任教師： 陳偉傑主任(G3, G5, 4A, 4B) /周曉東老師 (G2,G6,4C,4D,4E)  
 
科目目的 
1. 認識資訊科技對人類及社會的幫助； 
2. 掌握運用資訊科技的基本技巧與知識； 
3. 運用資訊科技達到自學及開啟知識之門； 
4. 培養對科技世界的興趣和好奇心，了解科學與資訊科技發展對社會的影響； 
5. 了解電腦發展，放眼未來世界 
 
科目目標 
1. 懂得操作基本電腦系統及其作業平台，如 WINDOWS； 
2. 認識不同硬件的操作與運用； 
3. 運用不同的電腦軟件製作不同的製成品以增進學習效能 
4. 運用資訊科技提高學生的溝通及表達能力 
5. 運用互聯網主動學習及提高探索精神 
6. 學懂尊重別人和知識產權及認識和保護個人私穩 
7. 認識網上安全和避免接觸不良資訊 
 
工作目標 
A 回應科目目標                                     B 回應學校的關注事項 
1. 加入更多不同的自學元素                         5.   加強電子學習，提升電腦科老師對有關改變的能力 
2. 改善教學上設備                                  
3. 加入德育及公民教育元素  
4. 協助能力上有差異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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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劃 

施行計劃 回應 
目標 時間 回應目標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二年級 
認識及操作 Windows 系統及認識各類軟/硬
件, 英文打字及數碼錄音 
Google 漢語併音輸入法安裝 
二年級上學期 
數碼校園大發現 
 飛進數碼文字 (Unit 1 and 3) 
二年級下學期 
 我的創藝畫冊 
増潤：(2 節) 
iPad 的使用 

認識平板電腦提供的多媒體工具 
﹣拍攝 
﹣錄音 
﹣視頻 
﹣計算機 
﹣QR code 

1 , 3 
4 , 5 

 

7th Sep – 
8th

回應目標 1 

 June 

學生能在家中進入

I.T. 平台完成功課

及預習 
 
回應目標 2 
全面使用網上平台

教學 
 
回應目標 3 
在增潤課節中加資

訊素養成份 
 
回應目標 4 
學生在課堂及家中

能重覆溫習教學內

容及自習 
 
 

目標 1 
學生完成網上平台

習作 
 

目標 2 
全年成功使用網上 
平台教學 

 
目標 3 

每個學期最少完成

一次增潤課 
 

目標 4 
能力上有差異的學 
生功課成績能達致 
全班平均分以上 

I.T. 老師 

1. Web Base 
Learning 
platform 

2. Mic 
3. Ipad 

三年級 
Powerpoint 制作及利用 IE 作網上搜尋資料

及利用 google.com.hk 作電郵服務為主 / 
Google Map and Google Services 運用  
三年級上學期 
詩歌遍校園 
 小偵探大搜索 (單元一)  
增潤： 

Google Map and Google Earth 
+ QR Code, AR 

1. Web Base 
Learning 
platform 

2. Microsoft 
Office 

3. Ipad 
4. Google Pin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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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下學期 
天下一家親 (+ Gmail)  
 數碼讀寫大本領 (單元二)  
增潤： 
+認識 Story Creator (iPad)及其功能 

 
Google 漢語併音輸入法安裝及練習 1 次 
四年級 
使用 Microsoft Office (WORD, EXCEL,)，學

生將製作圖文並茂的文件及工作表 
 
Google 漢語併音輸入法安裝及練習 
四年級上學期  
 精明規劃好幫手 
 戰勝網絡陷阱 (綜合使用 Word, 

Excel+惡意程式+電腦罪行)  
 
四年級下學期 
 小編輯大體驗 (MS Office 版) (14 節) 
增潤：(3 節) 
Google Docs: Dropbox, Google Drive 

1. Web Base 
Learning 
platform 

2. Microsoft 
Office 

3. Ipad 
 

五年級 
使用 Scratch and Kudo 創作遊戲，學生將製

作不同類別遊戲與其他同學分享 / 及利用

Window sMovie Maker and Video Studio V7
視像剪接 
 
五年級上學期  
 Scratch 

1. Web Base 
Learning 
platform 

2. Scratch 
3. Kudo 
4. Windows 

Movie Maker 
5. Video Studio 

V7 
6. 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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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Movie maker 
 
五年級下學期 
3D Printing  
Google Docs: Dropbox, Google Drive 
 

 

六年級 
進階圖像設計及網頁平面設計，學生將學習

運用 Artrage Studio 設計個人畢業感想及網

站 
六年級上學期 
 我的個人網站 (Wix, Google Site)  
增潤： 
圖像處理 
圖像來源數碼相機、掃瞄器 
圖像處理 (解析度、明暗、對比、色調) 
圖處格式 (點陣圖 bmp, jpeg, png、向量圖 svg) 

 
六年級下學期 
 快閃動畫創作 及 Artrage Studio 
增潤： 
通過欣賞三維(3D)水墨動畫，初步認識中國水

墨畫文化及動畫製作過程 
通過欣賞三維(3D)動畫製作，認識資訊科技於

動畫製作上的角色 

 
 
 
 

1. Web Base 
Learning 
platform 

2. Wix 
3. Artrage Studio 
4. 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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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級必需加入 1 次 Ipad 教學或活動，以配

合學校 e-learning 發展 2 成功完成 學生能完成活動 I.T.  Ipad 

 
其他工作計劃 
1.電腦早會：TKO 全年 1 次 4th Jan , MK 全年 2 次 14th Oct / 26th

 
 May 

財政預算 
       
雜項               $1000.00      

     合共: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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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T. (Ellen Yeung) College 
Science and Creativity          Subject Year Plan (2015-2016)  

Subject: Science and Creativity 
Panel Head: Jason Koon (Senior Primary) & Grace Chan (Junior Primary) 
Subject Teachers: Grace & Jason 
Grade: Grade 2 – 6 
 
Aims of Subject: 

 To broaden and strengthen students’ scientific knowledge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science 
 To enhance generic and scientific inquiry skills of students 
 To increase the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nature 
 To enhance the creative and thinking skills of students 

 
Goals of Subject: 

 Student can show curiosity and interest in science related to Nature and to their environment 
 Student can apply investigation skills to acquir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Student can relat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to domestic and environmental contexts 
 Student can use their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to explain daily issues 
 Student can have some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treat living things and the environment with care and sensitivity. 

 
Targets: 
Response to the Academic Group 

1. To raise the academic standard of weaker students in Chinese or English and their diligence  
2. To cultivate the giftedness and creativity of science gifted students 
3. To launch e-learning in Science & Creativity 
4. To increase the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nature 

Response to the Goals of Subject 
5. To broaden and strengthen students’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inquiry skills 
6.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science and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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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Implementation Response Time Success criteria Assessment Teacher-in- 

Charged 
Resources 

needed 
To revise the teaching materials of 
G4 to G6 which include English 
scientific readings 

1 July 15 - Aug 15  The teaching materials have been revised 
 English scientific readings have been 

included in all senior primary materials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ve projects are 

included in the materials. 

G4 –G6 teaching 
materials 

Jason - 

To revise the teaching materials of 
G2 to G3 which include Chinese 
scientific readings 

1 July 15 - Aug 15  The teaching materials have been revised 
 Chinese scientific readings have been 

included in all junior primary materials 

G2 –G3 teaching 
materials 

Grace - 

To implement project learning in 
G4 to G6 to nurture generic, 
scientific inquiry skills and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4, 5 & 6 Sept 1- July 15  Students conduct their projects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mentioned in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submit their project reports 

 Students conduct project presentation 

Project report 
Group presentation 

Jason - 

To implement science after-school 
gifted programs  

2, 5 & 6 Oct 1- June 30  50% of after-school gifted program 
students achieve “good” or “excellent” in 
the reports 

 50% of after-school gifted program 
students join at least one external science 
competition 

 5% of senior primary students join at least 
one external science competition 

Students’ Reports 
of after school 
gifted program 

  
Subject minute 

Jason - 

To implement I.E.P. for science 
gifted students 

2, 5 & 6 Oct 1- June 30  50% of I.E.P. students achieve “good” or 
above in the reports 

 50% of I.E.P. students join at least one 
external science competition. 

Subject minute Jason  

To implement science talent classes 2, 5 & 6 Sept 1- June 30  50% of Science Talent Classes students 
achieve “4” or “5” in the reports 

Subject minute Talent 
Development 

Group 

 

To implement e-learning during 
lesson 

3  Sept 1- July 15  At least one double lesson in two grades 
from G2 to G6 will use iPad during  
teaching 

iPad Apps trial 
teaching report 

Grace & 
Jason 

- 

To carry out visit or field trip once 
a year 

5 & 6 Sept 1- July 15  At least 4 out of 5 grades will carry out 
visit or field trip once a year 

Subject minute Grace & 
Jason 

- 

 

37



Other Working Plans: 
 2 assemblies will be hold at each campus in the coming year. 

 
Budget: 
Experimental apparatus and materials  ~$19000 
Gifts for students     ~$1000 
Total: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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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書院 

中史科目週年計劃 (2015-2016) 

科目：中國歷史 

科主任：聶敏 

科任教師：聶敏、周曉東 

級別：四至六年級 

 

科目目的 
 通過教授中國歷史文化科，培養學生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同感及興趣、提高他們的本科知識及學習本科的能力，培養他們正確的治史態

度。 

 
科目目標 
 提升學習中國歷史及文化的興趣 
 初步了解中國歷史及文化 
 學會多讀多思考 
 初步學習評價歷史人物 
 學習聯繫古今人事，進而嘗試借古鑑今 
 培養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同感 
 培養重視證據的治史態度 
 學生能多作思考，嘗試以史實為依據，客觀地評價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 

 
工作目標 
A. 回應學校、教務組週年計劃的目標： 

1.  深化中史科的自評機制，加強執行，不斷改進 

2.  增加學生評估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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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回應科目工作目標 

1.  進一步培養學生的中國文化知識 

2.  進一步提升學生對中史的興趣及認識 
3.  教授學生中華文化知識，包括茶文化、絲綢文化和飲食文化(暫定)。 

 
工作計劃 

施行計劃 回應 
目標 

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建立中史科的自評文化 1 9/15-6/16 1. 保存學生在活動中的資料及相片，存

載於科務手冊。 
2. 能設計適合的問卷 
3. 因應問卷收集的數據完成週年報告 

1.老師及學生問卷 
2.活動中的資料及相片 
3. 中史科報告 

周曉東  

2. 增加每年到內地的參觀及

交流次數，使學生更了解

國情 

2, 3 9/15-6/16 舉辦三次參觀交流 1.老師及學生問卷 
2.活動中的資料及相片 

聶敏  

3. 把「從閱讀中學習」融入

課堂，提高學生對學科的

認識及興趣。 

3 9/15-6/16 1. 85%的學生喜歡中國歷史科 
2. 學生能把已讀書籍作清晰的口頭課

堂匯報。   

1. 教學計畫 
2. 問卷 
3. 課堂匯報之表現 

聶敏  

4. 透過活動提升學生對中史

的興趣及認識 
3 9/15-6/16 75%學生喜歡中國歷史科的活動 參與率及抽樣學生訪問 聶敏 獎品及獎狀 

財政預算 
獎品           $1000      
合共:          $1000     

週年自評報告 

計劃於 2016 年 7 月 10 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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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閱讀科暨圖書館週年計劃(2015-2016)  

科目：閱讀科 
科主任：陳美瑚 (高小)、關頌恩(低小) 
科任教師：陳美瑚、關頌恩 
級別：一至六年級 
 
科目目的 
 協助學生通過閱讀，擴闊視野，增進知識。 
 提供優質的學校圖書館服務，支援學與教。 
 
科目目標 
 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 
 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及能力。 
 培養學生的資訊素養，以助建立其自學能力。 
 
本學年工作目標 
回應教務組工作目標： 
1. 關注課程發展，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回應本科工作目標： 
2. 配合學校發展，持續建設圖書館，支援學與教 
3. 促進親子閱讀文化。 
4. 提高學生閱讀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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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劃 
 施行計劃 回應 

目標 
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關注課程發展，修訂本

科課程 
1 全年 1. 修訂 G3 課程，增加研習活動 

2. 修訂 G4-6 課程，增加多元化評估課業 
3. 修訂 G4-5 課程，增加電子閱讀材料 

 

1. 教學計劃 
2. 校本教材 

 

科主任及 
科任老師 

 

2 配合學校發展，持續建

設圖書館，支援學與教 
 

2 全年 1. 諮詢各科主任意見，並參照各科課程，採購及整理

圖書。 
2. 支援各科利用圖書館資源，進行學習活動 
3. 整理旺角校舍圖書館館藏，把部分圖書轉移到地下

「閱讀基地」，騰出空間，裝置平板電腦及電子白

板。 
4. 配合學校推行綠色教育，設置環保圖書角 
5. 配合中學部早讀課，設置早讀圖書展示區 

 

1. 新增書籍統計 
2. 會議紀錄 
3. 科主任建議購書

紀錄 
4. 支援各科進行學

習活動紀錄 

科主任及 
圖書館助理 

人力資源 

3 培養學生養成閱讀及親

子共讀的習慣 
 

3 全年 1. G1-3 推行親子共讀計劃 
2. G1-3 推行閱讀彩虹計劃 
3. 每學年舉辦家長日書展一次 
4. 修訂閱讀世界盃的得獎準則，鼓勵學生借閱英文圖

書 
 

1. 閱讀紀錄冊 
2. 得獎人數統計 
3.  活動相關紀錄 
4.  借閱量統計 
5.  製作壁報 

科任老師 閱讀紀錄冊 

4 舉辦活動，提高學生閱

讀興趣 
4 全年 1. 70%學生喜歡本科舉辦的活動 

2. G4-6 推行登陸閱球計劃，推動學生以不同形式與人

分享讀後感 
 

1. 問卷調查 
2. 活動相關紀錄 

 

科主任及 
圖書館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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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預算： 
 
旺角校舍圖書館 
購買低小館藏費用                            ：$28,800  
閱讀計劃禮物及活動費用                      ： $5,000 
圖書館文具 
(如包書膠、條碼貼紙、書脊貼紙等)             ： $3,000 
合共                                        ：$36,800 

 
 
調景嶺校舍圖書館 
購買高小館藏費用                            ：$ 36,000 
購買中學部館藏費用                          ：$100,000 
雜誌訂閱                                    ：$ 14,000 
圖書館各項支出                              ：$ 20,000 
(包括活動費用、禮物、文具、傢俬等) 
合共                                        ：$170,000 

 
週年自評報告 
計劃於 15/7/2016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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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科目週年計劃(2015-2016)  

科目：視覺藝術科 

科主任：鍾婉嫻老師(小一至小三) 曹小怡老師(小四至小六) 

科任教師：馮可兒主任 

級別：小一至小六 

 

學校關注事項 

A. 提升中、英、數三科成績稍遜的學生，培養勤奮精神 

B. 發展科學及科技教育，積極培養資優生及其創意 

C. 開展電子學習，讓各科老師作好準備面對有關的改變 

D. 深化各科及各組的自評機制，加強執行，不斷改進 

 

科目目的 

1.培養學生對藝術的認識和興趣 

2.啓發學生的創造能力 

3.擴闊學生對藝術的視野 

4.培養學生對藝術的欣賞能力 

 

科目目標 

1.鼓勵學生積極參與視藝科的校內及公開活動 

2.舉行視藝科的評賞活動 

3.舉行週會及跨科活動 

4.參加各類型視覺藝術比賽 

     

工作目標 

回應本科及才華發展組工作目標 

1. 透過推行視藝科的校內及公開活動及展覽、評賞活動及週會活動，讓學生愉快學習、

發展オ華。 

 

工作計劃 

施行計劃 回應 
科目目標 

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舉行視覺藝術科的評

賞活動 

1,2, 2015年 9月至
2016年 7月 

80％學生參
與本科舉行
的展覽參觀
或藝術欣賞
活動，學習發
現及欣賞周
遭的美；每年
每人參加至
少一次 

統計學生出
席參觀或藝
術欣賞活動
的百分比 

視藝科
老師 

視藝科老師
挑選展覽及
統籌活動、帶
領任教班級
參觀展覽 
主辦機構豁
免 參 觀 費
用；學校支付
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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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外參觀則
選高小的其
中一級為受
惠的學生 

2)舉行視覺藝術科週會 
跨科週會活動 

1,2,3 2015年 11月
及 

2016年 4月 

80％學生參
與本科週會
活動及跨科 

統計學生參
與百分比 

視藝科
老師 

視藝科老師
统籌週會、活
動及校內展
覽 

3)參加各類型視覺藝術

比賽 

1,4, 2015-2016 
年度 

60%學生參與
視覺藝術比
賽 

統計學生參
與百分比 

視藝科
老師 

視藝科老師
負責挑選合
適的比賽著
不同級別的
同學參加；老
師可以利用
視藝課作指
導；统籌校內
作品展示及
分享 

 

本科其他工作 

1. 由於高小及低小分兩個校舍，亦於 2010年開始分高小及低小科主任，高低年級的週會、

參觀、試後活動或校外活動等，可分開籌備，讓老師更靈活地按高低年級的深淺程度籌備

活動，也方便低小或高小級任老師在所屬校舍商討。 

2. 鼓勵學生對於藝術的興趣及對創作的自信。` 

 

週年自評報告 

計劃於 2016年 7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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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週年計劃 (2015-2016) 

        科目：音樂 (初小)                     

   1-9-2015  
科主任及科任老師：Jessie 江維美老師 (G1 - G3) 
  
科目目的 
 透過多元化的音樂活動，讓學生在歡樂中融匯學習，培養他們對音樂的興趣，發展他們的

音樂才華 
 
科目目標 
 培養學生創意及想像力 
 發展學生的音樂技能 
 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評賞能力 
 使學生認識中外音樂文化 
 
工作目標 
 
回應科目目標 
1. 於課堂上推行多元化的音樂教學活動，培養他們對音樂的興趣 
2. 鼓勵同學多欣賞各類型的音樂會，培養他們的音樂興趣及音樂評賞能力 
3.   透過「一人一樂器 (表演)」活動，促進音樂分享與交流，亦藉此培養同學互相尊重、互相

學習、互相欣賞的精神 
 
回應科目上學年總結報告 
4.   藉着網絡資訊及電子學習鞏固樂理學習，繼續建立融匯自學文化 
 

回應部門工作目標 
5. 繼續加強音樂閱讀文化，強化語文能力 
6.   籌備高小、低小學生參與公開的音樂比賽或表演，實踐音樂才華，積極培養資優生   
7. 延續跨科 (和/或跨級) 協作及社關文化，培養勤奮精神，做最好的自己 
 

回應學校工作目標(三年計劃關注事項) 
 

8. 藉鼓勵音樂閱讀強化語文能力，提昇中、英成績稍遜學生，培養勤奮精神 
9. 繼續推行音樂電腦遊戲軟件課程，開展電子學習，讓各科老師作好準備面對有關的改變 
10 進行同儕觀課及音樂科問卷調查，深化各科及各組的自評機制，加強執行，不斷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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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劃 
施行計劃 回應 

目標 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在課堂內採用多元化的音樂 

教學活動 (提升教學效能) 
包括： 

   課本 - 儘力採用英語教學 
演唱 - 包括發聲技巧、合唱 

知識等。 
演奏 - 包括同學的樂器演奏 

分享、各種敲擊樂器
的演奏技巧等。在三
年級上學期開始，學
生學習直笛演奏。 

聆聽 - 樂曲欣賞、音樂知識 
及聆聽技巧。 

讀譜 - 樂理/ Music Ace。 
描述 - 分析音樂資訊、口述 

或身體動作描述音
樂，用以培養學生的
音樂感。 

創作 - 個人、小組或全班形 
式創作旋律、歌詞、 
音樂遊戲、聲響或
律動。 

1、4、
5、9 

全年 1.90%學生能獲得 B 級或 
以上的成績 

 
2. 約 30% 取 A 

 
3. 約 10% 取獎學金 

 
 

 (參考中英數安排) 
 

 

 

1 每學期考試一次，全年共 
兩次。 

2 考試方法包括： 
a. 演唱 
b. 演奏直笛 

(三年級下學期考核) 
c. 專題研習 
   (公開合唱、音樂劇、 

音樂創作等) 
d. 音樂知識/聆聽 
e. 課堂表現* 

(上學期 - *音樂會欣賞 
下學期 - *樂器分享) 

4.成績分析及統計 
*季節性課堂內容 

各級科任 1Perfect Match     
 Music  
 (Pearson Longman) 
2 Music Ace II (I) 
3 網絡資訊 
4 Harry 哥哥教… 

2. 推行中英音樂閱讀計劃 
4、5、

8 
10 月至 5 月 
(19/9 音樂週推行) 

1 班中 60%學生參與 
2 50%同學於一年中最少
閱讀5本英文音樂圖書 

統計 各級科任 音樂(及閱讀)科同
事協助統籌 

3. 推行音樂會欣賞計劃 
2 10 月至 5 月 

 
每位同學於一年中最少
欣賞一場音樂會 

於上學期加入音樂會報告
評核，分數佔課堂表現分數
中的 2 分。 

各級科任 鼓勵家長帶孩子
出席公開品賞 

4. 鼓勵同學於班中/小息間表演 
(以獨奏方式)，促進「一生一
樂器 (表演)」文化 

3 11 月至 4 月 
 

班中 90%學生參與演奏 
或樂器分享 

於下學期加入樂器分享評
核，分數佔課堂表現分數中
的 2 分。 

各級科任 1 同學自行選擇
適合的樂器 

2 老師可按特別
需求安排簡易
樂器班 

5. 鼓勵學生參與校外音樂賽及
表演 

6、7 全年 最少 50%人次參與校外
音樂比賽及表演 

於上、下學期加入積極參與
評核，分數佔課堂表現分數
中的 3 分。 

各級科任 留意外界資訊 

6. 校內表演： 
   Post Contest Concert 
   MusicTC Show 

6、7 3 月至 6 月 90%參賽者及音樂才華班
學生能參與演出 

統計 各級科任 音樂(及才華發展
組同事)協助統籌 

7. 舉辦初小週年音樂會 
6、7 5 月至 6 月 90%同學能參與演出 統計 各級科任 音樂才華班同事

協助統籌 

8. 進行同儕觀課 
10 全年 每位老師最少有1次觀課

及被觀課經驗 
填寫同儕觀課記錄表 
課後討論 

各級科任及 T&L
成員 

配合 T&L 

9. 推行問卷調查 
10 6、7 月 每題均達到正面回應 

(滿意度達 3 或以上) 
統計 各級科任及 T&L

成員 
配合 T&L 

 
財政預算 (暫定) 
 

購樂器 $2000  
學習獎勵 (e.g. 好書閱讀) $1000 

其他(購樂譜等) $1000 
交通 (校外比賽/表演/音樂會) $8000 

合共: $12000 
 
 
週年自評報告  
計劃於 2016 年 7 月 8 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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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週年計劃 (2015-2016) 

        科目：音樂                       

   4-9-2015 draft  
科主任 ：Cristal 
科任教師：Ivy (4B 4C 4D 4E), Cristal (4A, G5 – G6) 
級別 ：G4 至 G6 
 
科目目的 
 透過多元化的音樂活動，讓學生在歡樂中融匯學習，培養他們對音樂的興趣，發展他們的

音樂才華 
 
科目目標 
 培養學生創意及想像力 
 發展學生的音樂技能 
 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評賞能力 
 使學生認識中外音樂文化 
 
工作目標 
 
回應科目目標 
1. 於課堂上推行多元化的音樂教學活動，培養他們對音樂的興趣 
2. 鼓勵同學多欣賞各類型的音樂會，培養他們的音樂興趣及音樂評賞能力 
3.   透過「一人一樂器 (表演)」活動，促進音樂分享與交流，亦藉此培養同學互相尊重、互相

學習、互相欣賞的精神 
 
回應科目上學年總結報告 
4.   藉着網絡資訊及電子學習鞏固樂理學習，繼續建立融匯自學文化 
 

回應部門工作目標 
5. 繼續加強音樂閱讀文化，強化語文能力 
6.   籌備高小、低小學生參與公開的音樂比賽或表演，實踐音樂才華，積極培養資優生   
7. 延續跨科 (和/或跨級) 協作及社關文化，培養勤奮、環保、喜樂、反思，做最好的自己 
 
 
 
 
 
工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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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計劃 回應 
目標 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在課堂內採用多元化的音樂 
教學活動 (提升教學效能) 
包括： 

   課本 - 儘力採用英語教學 
演唱 - 包括發聲技巧、合唱 

知識等。 
演奏 - 包括同學的樂器演奏 

分享、各種敲擊樂器的演
奏技巧等。在三年級上學

期開始，學生學習直笛演
奏。 

聆聽 - 樂曲欣賞、音樂知識 
及聆聽技巧。 

讀譜 - 樂理/ Music Ace。 
描述 - 分析音樂資訊、口述 

或身體動作描述音樂，
用以培養學生的音樂
感。 

創作 - 個人、小組或全班形 
式創作旋律、歌詞、 
音樂遊戲、聲響或律 
動。 

1- 2- 3 全年 1.90%學生能獲得 B 級或 
以上的成績 

2.取得學業獎學， 
(更新版) 

 
a.G4 約 50% 取 A 
  G4 約 10% (獎學金) 
b.G5 約 50% 取 A  

 G5 約 10% (獎學金) 
c.G6 約 50% 取 A  

 G6 約 10% (獎學金) 
 

 
  (參考中英數安排) 

 
 

 

1 每學期考試一次，全年共 
兩次。 

2 六年級學生全學年須考 
報分試兩次，畢業試一 
次，全年共三次。 

3 考試方法包括： 
a. 演唱 
b. 演奏直笛 

(三年級下學期考核) 
c. 專題研習 
   (公開合唱、音樂劇、 

音樂創作等) 
d. 音樂知識/聆聽 
e. 課堂表現* 

(上學期 - *音樂會欣賞 
下學期 - *樂器分享) 

4.成績分析及統計 
*季節性課堂內容 

各級科任 1Perfect Match     
 Music  
 (Pearson Longman) 
2 Music Ace II (I) 
3 網絡資訊 
4 Harry 哥哥教… 

2. 推行中英音樂閱讀計劃 
2- 5- 7 9 月至 5 月 

 
1 班中 100%學生參與 
2 90%同學於一年中最少
閱讀5本英文音樂圖書 

統計 各級科任 音樂(及閱讀)科同
事協助統籌 

3. 推行音樂會欣賞計劃 
2- 3 8 月至 1 月 

 
每位同學於一年中最少
欣賞一場音樂會 

於上學期加入音樂會報告評
核，分數佔課堂表現分數中的
2 分或 20% (積極參與分)。 

各級科任 鼓勵家長帶孩子
出席公開品賞 

4. 鼓勵同學於班中/小息間表演 
(以獨奏方式)，促進「一生一
樂器 (表演)」文化 

1- 3 
6- 7 

1 月至 4 月 
 

班中 100%學生參與演奏 
或樂器分享 

於下學期加入樂器分享評
核，分數佔課堂表現分數中的

2 分或 20% (積極參與分)。 

各級科任 1 同學自行選擇適合的

樂器 
2 同學可自費參加樂器

體驗班 
3 老師可按特別需求安

排簡易樂器班 

5. 鼓勵學生參與校外音樂賽 
6- 7 3 月(其他) 最少 85%人次參與 100 

項比賽 
統計 Cristal 留意外界資訊 

6.  Christmas Music Sharing 
   Pre HKSMSA recital 
   Green Carnival recitals 
   Year-end Sch Team Concert 

1- 5 
6- 7 

全年 100%音樂才華班學生能
參與演出 

統計 Cristal/Ivy 音樂(及才華發展
組同事)協助統籌 

7. 為學生提供公開社關活動 
  Green Carnival Music Productions 

1- 6- 7 全年 最少 85%人次參與 Green 
Carnival 

統計 
 

Cristal 留意外界資訊 

8. 培養資優生計劃 (or IEP) 1- 6- 7 10 月至 6 月 最少 10%人次參與 統計 Cristal 留意外界資訊 

9. 進行同儕觀課 
1- 4- 7  全年 每位老師最少有1次觀課

及被觀課經驗 
填寫同儕觀課記錄表 
課後討論 

Cristal 配合 T&L 

10. 推動老師進行校外進修 
1- 4- 7 全年 每位老師參加最少1次有

關校外進修 
85%老師認為進修有用 

統計 Cristal 留意外界資訊 

 
財政預算 
          鋼琴調音/弦樂維修                 $ 5000* (9 直身, 1 三角, 1 電子) 
               購樂器 $ 50000  
               音樂週** $ 300 x 4   
               校隊/IEP misc $ 2000 x 5 
               其他  $ 1000 x 2   
               音樂圖書/樂譜/教課        $ 3000 
               交通 $ 1000 x 10            
               外聘導師                           $ 60000(Paul+Cliff+Rock), $12000(Erica+Stella) 
               校隊+IEP 保養費*                   - $ 40000 

合共:                     $ 113,200 (TKO 共用資源)          **暫定                                 
週年自評報告  
計劃於 2016 年 8 月 30 日完成。                                   *常用鋼琴調兩次(1/F Music/TKO) - 一年內於早會及小息開放 
                      **或作「認真」學習獎勵計劃 - 每級每年$200 

附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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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體育科週年計劃(2015-2016)  

科主任：楊美玲主任 

 (一)科目目的 

1. 教學目標 

 使學生了解和熟悉體育科的目標和遵守體育科常規，能聆聽教師指令及講解，並能接受教

師或同學在學習時的意見，並培養學生上體育課的主動積極性和團結友愛精神。 

 發展各學生的體適能，以提升同學身體質素。 

 初小學生學習、發展及鞏固各項基礎技能，為日後的運動技能及定型項目作好準備。高小

學生鞏固各項身體技能及發展專項運動技能。 

 學生能即極參與體育活動，豐富自己的經驗，鞏固課堂所學的技能和知識，以發展個人興

趣，並能於課後延展。 

 學生能善用學校所有設施，不僅在課堂上即極參與，並能於課餘時間(課前、午息及課後)

自發地使用各體育設施(如籃球場、鴻館或乒乓球場館等)及用具。 

 學生與老師建立良好師生關係，樂於與老師分享，亦勇於提出對體育科課程或活動的意見。 

 學生能保持對體育運動的興趣，能因應個人興趣，為自己安排適量的活動，從而養成終身

運動的習慣，發展健康積極的生活態度，並能將健康訊息傳播。學生能在參與活動時作好

各項準備(如熱身/整理運動)及注意安全(留意環境及天氣等)。 

 同學之間能互相合作、幫助及分享學習成果，逐漸發揮團結友愛的精神。 

  

2. 教學節數 

一至六年級體育科共有五十二教節，由戴詠賢副校長、楊美玲主任、何仲佳老師及袁廷芝

老師專科專教。詳細堂節安排如下： 

 

 一年級 (四班)：戴詠賢副校長 

 二年級 (四班)：何仲佳老師 

 三年級 (四班)：何仲佳老師 

 四年級 (五班)：楊美玲主任 

 五年級 (三班)：袁廷芝老師 

 六年級 (四班)：袁廷芝老師 

3. 課程內容 

今年本校繼續推行健樂計劃，為本校超重及肥胖的學生進行體能遊戲，籍以令孩子喜歡

運動，以遊戲的形式，每星期三次，進行三十分鐘帶氧運動，並記錄孩子平日的飲食習慣，鼓

勵他們遠離零食。還有繼續在周六安排 G2-G3 每班四節的游泳課除了推廣游泳的重要

外，還為學校的水運會作好準備。 

由於各年級學生的身體質素參差、身體的運動能力有別，以及心智發展不一，所以教師在

編排課程方面將一年級至六年級的學生分為三組，以配合各學生的需要，使他們各項身體的活

動技能及運動能力得以充份利用，盡展潛能；亦使他們在體育課的隱蔽課程中，得到健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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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發展。第一組分別為一、二年級學生，第二組為三、四年級學生，而第三組為五至六年級學

生。以下概括地簡介各組別在知識、情意及技能上的內容重點。 

  

 知識 

在體育科中，身體活動雖然是最重要的一環，但學生學習體育知識，有助他們瞭解各

項在課堂有關的活動，使學生更積極、主動及投入地參與各項體育活動，並養成經常運動

的良好習慣。所以在設計課程時，此課程 絶不輕視教授體育知識的重要性。體育科「知識」

的意義廣泛，除學習一般的專項理論(如簡介、歷史及裁判法)外，還包體育基本知識(其中

可包括體育之目的、熱身/整理活動、安全措施、生/心理學、營養、訓練法、組織比賽、

體育團體等等)。教師在教授專項理論時，自然地會將專項理論融合其中，使學生了解體

育科各個專項運動知識。因此，本課程的知識教材內容裡，更著重學生在體育的學習經歷

中，獲得較廣泛的基本知識。體育科建議在每一學段內，重點探討一項體育基本知識，用

以引起學生參與運動的興趣及使學生對體育科的認知更為全面(請參看例子表)。 

 

學段 一至二年級 三至四年級 五至六年級 

一 齊來做運動 認識身體 運動的好處 

二 健康飲食 健康飲食 健康飲食 

 

教師在教授體育常識時會簡易概括，把握示範、解釋或小組指導等有利時間教授各項

體育知識的元素，以確保學生有足夠的活動時間。同時會避免長時間單向地教授知識，以

保持學生學習的動機及活動的機會。此外，教師會因應每一年級學生的需要，多利用圖片、

動畫或電腦等作輔助，藉以增加趣味性，使學生輕鬆學習。教師亦會提供足夠機會予學生

複習及應用知識，而無須學生牢記文字或片段。  

 

 情意 

體育教學除了注重身體的教育，而且重視心靈的健康發展，即學生能透過參與課堂不

同形式的活動，進行思想品德教育和培養良好的態度及價值觀。教師希望能利用多元化的

個人、小組或集體遊戲，增加學生互動合作的機會，從而建立良好的師生及友儕關係。例

如一年級同學能減少對其他同學的不滿及投訴，能輪轉地使用用具或參與遊戲，並能尊敬

師長及聽從指示；六年級同學能明白互助合作在團體生活的重要，同時培養學生對團體的

責任感和歸屬感。 

 

競技比賽時體育課重要的一環，教師會因應學生發展及學習的需要，增加競技比賽的

成份。教師亦會抓緊機會向學生灌輸正確的運動道德和體育精神。除此之外，學生亦可在

競賽等真實環境的縮影中，學習不同的生活及社交技巧(如溝通、批判及協商等等)，使學

生能盡早開始累積日常生活的經驗。同時，教師期望學生能通過競賽活動，使各位學生都

有發揮能力的機會，以加強他們繼續參與校內、外體育活動的信心，養成經常運動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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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能 

一至二年級主要學習基礎活動技能；三至四年級主要加強基礎技能，並適當地加入專

項運動技能；五至六年級主要學習專項運動技能。 

 

一及二年級的學生因為身體的運動能力未能完全成熟發展，所以在初小階段中，體育

課多以教授基礎活動為主，運動技能及各項定型活動為次。簡單而言，基礎活動是指各樣

能發展及鞏固學生身體活動能力的各類型活動，主要集中訓練學生的大肌肉及大幅度的動

作。學生透過學習身體操控活動、用具操控活動及韻律活動，從而建立身體基本的移動技

能、用具操控技能及平衡穩定技能(詳情請參看例子舉隅)。基礎活動的最終目標，是期望

學生能透過有系統的身體活動，發展及鞏固身體活動的技能及能力，使大肌群的粗動作變

得穩固，並將各種能力應用及轉移到不同的體育活動中，以協助學生發展專項運動技能及

為終生運動奠下良好基礎。 

 

(二)科目目標 

透過各種運動技能和知識教授，使學生能夠： 

1. 提高對體育活動的興趣，養成經常參與運動的習慣； 

2. 促進身體的協調能力和增強體能，以達致身體健康； 

3. 培養良好的品德行為； 

4. 建立在群體中與別人合作的良好關係； 

5. 增強判斷能力； 

6. 掌握基本運動技能和知識； 

7. 加強對美的欣賞能力。 

(三)工作目標 

回應科目目標 

1. 建立體育科的自評文化 

2. 發展學生才華 

3. 回應體育科在本年度之使命「強身健體人人練、水陸跑跳樣樣精」 

4. G2-G3 游泳課，為未懂游泳的學生學會基本游泳技巧，也為水運會做好準備 

5. 培育資優學生(校隊訓練) 

6. 建立學校的關愛文化，提升學生的責任感及自律精神 

7. G6 多設一堂體能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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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計劃 

施行計劃 回應 

目標 

日期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聘請專業教練，在才華

班時段教授，從興趣開

始，從中再發拙一些有

潛能的學生，並推薦入

校隊，再繼續接受專業

訓練 

2,5 二零一五年

九月 

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 

 

能派出隊伍

參與學界比

賽 

學界比賽中

取得佳積 

體育科

主任 

聘請專業教

練等相關工

作 

派發體育科資料夾 1 所有學生於

學期尾完成

資料夾之工

作紙 

資料夾評估 體育科

老師 

工作紙 

聘請專業導師以發展同

學的體育技能，如籃

球、足球、排球、羽毛

球、乒乓球、田徑及游

泳、體操等。 

2,4,5 能派出隊伍

參與學界比

賽 

學界比賽中

取得佳積 

體育科

老師 

相關教練協

助比賽、 

練習等工作 

增設游泳課 4,5 G2 及 G3 學生

出席逢星期

六的游泳課 

學生出席率

達 80% 

體育科

老師 

相關教練協

助上課 

鼓勵帶隊老師進修有關

課程— 如田徑裁判研

習班 

1 老師能於學

界比賽中擔

任裁判一職 

學體會簽發

聽講證書 

體育科

老師 

 

鼓勵校隊多參加校際比

賽及公開賽 

2,5 校隊人數(約

180 人次)及數

目較上年增

加 

體育科科務

會議 

體育科

老師 

有關老師及

教練協助帶

隊事務 

購買質素較佳的器材讓

校隊隊員專用 

1,2,4,5 各個校隊成

員均能使用

學校新添置

的器材 

校隊成員於

每次訓練均

能使用該批

器材 

體育科

老師 

 

班際體育比賽 

足球、田徑、乒乓球、

閃避球、籃球、合球及

排球 

1,2,3,6 二零一五年

九月至二零

一六年五月 

讓學生自發

組織隊伍及

在早上、小息

及午息時練

習 

每班派出代

表參加比賽 

體育科

老師及

活動組

老師 

 

讓我閃耀牆、才華傑出

表現獎及學科獎學金 

2,3,5,6 二零一五年

九月至二零

一六年七月 

能力的認同

及讚賞 

每月一次的

讓我閃耀，學

生的傑出表

現張貼在讓

體育科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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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閃耀牆 

每年一次在

才華班內由

導師選出的

才華傑出表

現獎 

每年兩次的

學科獎學金 

舉辦運動會 2,3 二零一五 年

十月七日  

所有學生均

能參加至少

三項比賽 

所有學生均

能參加 

體育科

老師 

全校老師協

助有關當日

工作 

舉辦水運會 3,4,5 二零一六年

四月三十日 

G1 至 G2 學生

可選擇參

與，G3 至 G6

學均能參加

至少一項比

賽 

 

(五)財政預算 

活動內容摘要 預算經費 

校際比賽預算 $15000 

添置體育科器材及用具 $20000 

陸運會 $10000 

水運會 $6000 

運動員註冊費用 $1000 

學體會會員年費 $300 

書籍 $1000 

雜項 $10000 

合共  $63300 

週年計劃 

計劃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八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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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書院(小學部) 

<校務組>週年計劃(2015-2016)  

功能組別：校務組 
功能組別主任：陳偉傑主任、周曉瑜主任 
功能組別成員： 校務秘書、資訊科技統籌員、資訊科技技術員、技術員、校務員及動植物管理員 
 
 
本功能組別的目的  
 為學生及教師建立舒適、衛生、安全及有效能的學習環境 
 為教師提供行政支援 
 建立綠色校園 
 
本功能組別的目標 (回應學校週年計劃的工作目標) 
1. 增加學校可用空間 
2. 優化學習空間及設施  

 
本學年的工作目標 
1.  落實學校大型維修 
2.  優化學校保安設施 
3.  將軍澳鴻館第二階段冷氣化工程 
4.  落實 WIFI 900 工程 
5.  重新設計及裝修將軍澳小學部教員室 
6.  更換將軍澳校舍主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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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劃 
 施行計劃 回應 

目標 
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落實學校大型維修 1+2 跨學年進行 順利聘請承建商開展大修工作 
大型維修工作能於 2016 年 4 月或 7
月開展 

有關申請紀錄及文件 校長及校務主任 有關文件及工程開

支 
政府撥款 

2 優化學校保安設施 2 上半年進行 學校的新保安設施能有效運作 
學校沒有因保安漏洞而發生失竊或

非法闖入事件 

實境拍攝 
沒有相關事件紀錄 

校務主任及學生事

務主任 
新閘門、門鎖、圍

欄、CCTV、紅外

線系統 
3 將軍澳鴻館第二階

段冷氣化工程 
1+2 上半年進行 室温可達 25.5 度或以下 

可進行室內大型活動及教學活動 
實境拍攝 
室温量度 

校務主任 5 部 5 匹冷氣及新

造鋁門 
4 落實 WIFI 900 工程 2 上半年進行 將軍澳及旺角校舍的 25 個課室安裝

AP 及能提供學生一人一機使用電腦

進行電子學習 

實景拍攝 
網速測試 
教學記錄 

校務主任及 IT 統

籌員 
重整網絡所需硬件 
政府撥款 

5 重新設計及裝修將

軍澳小學部教員室 
2 下半年進行 教職員座位重新分配 

所有教職員均有適當的工作空間 
實景拍攝 
座位表 

校務主任及才華發

展主任 
有關設計及工程費

用 
6 更換將軍澳校舍主

伺服器 
2 下半年進行 新伺服器能與現時系統重新連繫 

保安、穩定性及備份功能提升 
實際運作紀錄 校務主任及 IT 統

籌員 
新伺服器及接駁人

力資源 
 
財政預算 
  

 
$ 
 

1 落實學校大型維修 11,000,000 
2 優化學校保安設施 200,000 
3 將軍澳鴻館第二階段冷氣化工程 200,000 
4 落實 WIFI 900 工程 350,000 
5 重新設計及裝修將軍澳小學部教員室 500,000 
6 更換將軍澳校舍主伺服器 100,000 
  12,350,000 
週年自評報告 
已於〈2015 年 8 月 26 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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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書院(小學部) 

<學生事務組>週年計劃(2015-2016)  

 
組別：學生事務組 
組別組長：馮可兒主任(TKO) 周曉瑜主任 (MK)  
組別成員：校務處文職人員 
 
本組別的目的 (主要職責 ) 
1. 管理校務處及文職人員 
2. 協助各組長協調文職人員支援處理各項文書及與校務有關之工作 
3. 處理一般學生事務(校服、午膳、牙保、學生健康檢查) 
4. 統籌與小一入學之相關工作(旺角校舍) 
5. 協助會計部計算及覆核代支項目 
 
本組別的目標(本年工作目標) 
 

1. 繼續推行綠色校園，讓職員、學生、家長進一步認識環保工作。 
2. 更改夏季校服款式、重新招標。 
3. 繼續推行綠色校園，讓職員、學生、家長進一步認識環保工作。 

本組的工作目標 
1. 妥善管理校務處與文職人員之工作 
2. 妥善處理學生事務工作 

    3. 統籌與小一入學之相關工作(旺角校舍) 
    4. 確保代支項目正確 

5. 不時修訂學生事務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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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劃 

 施行計劃 回應 
目標 

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管理校務處與文職人

員之工作 
(訂購文具、紙類) 
 
 
 

1 08/2015-07/2016 約 80%老師認為校

務處的運作與文職

人員的協助能令其

組別順利完成工作 

1. 各組別老師的回應 馮可兒主任(TKO) 
周曉瑜主任(MK) 
 

人力資源: 
1. 全體文職人員 
2. 各組組長 

2 
 
學生事務工作 
 
(校服、午膳、牙保、

學生健康檢查、轉校

生) 

2 09/2015-08/2016 約 88%老師認為程

序安排妥當 
1. 各組別老師的回應 
 

馮可兒主任(TKO) 
周曉瑜主任(MK) 
 

人力資源: 
1 全體文職人員 
 

3 
 
繼續推行綠色校園 2 09/2015-08/2016 -職員、學生、家長

有最少一位代表協

助推行環保工作 
-每班有兩位 Green 
leader 

1. 各組別老師的回應 
2. 家長口頭回應 
3. 學生回應 
4. 職員回應 

馮可兒主任(TKO) 
周曉瑜主任(MK) 
 

人力資源: 
1 全體同事、學生 
、家長 
2. 對外機構 

4. 統籌與小一入學之相

關工作 
3 09/2015-08/2016 約 88%老師程序安

排滿意 
1. 各組別老師的回應 
2. 問卷調查 
 

周曉瑜主任(MK)  
 

人力資源: 
1 全體文職人員 
 
 

5.  計算及核對代支項目 4 上學期、下學期各

一次 
100%準確 1. 計算及覆核兩次 會計部(TKO) 

馮可兒主任(TKO) 
人力資源: 
1. 各組別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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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計劃: 
 
1. 安排代課 
2. 初步處理插班生 
3. 協助校長統籌全校性問卷調查 
4. 聯絡對外機構推行環保工作 
財政預算(TKO+MK) 
參考去年支出，以不超過 10%及需經批核才能訂購 
如超過去年支出，需列出原因，再作檢討。 
1. 文具(需經批核才能訂購，視乎實際需要)   以過去兩年平均支出作參考，以不超過 10-15%為限 $18,271.75 (TKO),  $14,976.1 (MK) 
2. 紙類(需經批核才能訂購，視乎實際需要)   以過去兩年平均支出作參考，以不超過 10-15%為限$53,760 (TKO),  $15,741 (MK) 
 
 
 
 
      
       

       
 
週年自評報告 
`訂於〈2016 年 7 月 8 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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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小學部) 
<功能組別>週年計劃(2015-2016)  

功能組別：教務組 
功能組別主任： 陳楚玉主任、梁慶偉老師 
功能組別成員： 黃美瑩老師(中)，譚國雄老師(中)，譚小慧老師(英)，梁詠賢老師(數)，蔡勝東老師(數)，馬嘉汶老師(常)，譚焯瑩老師(常)，

梁慶偉老師(普)，呂麗珊老師(普)，管建基老師(科創)，陳感恩老師(科創)，周曉東老師(I.T.)，陳偉傑主任(I.T.)，              
陳美瑚老師(閱讀)，關頌恩老師(閱讀) ，聶敏老師(中史)  

 
本功能組別的目的  
 監控課程發展，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提升教師專業技能 
 推動資優教育 
 

本功能組別的目標 
 培養學生： 
 良好的兩文三語溝通能力 
 有批判性的思考能力 
 認識中國文化、歷史及傳統 
 正面的態度及價值觀 
 
本學年的工作目標 
回應學校週年計劃的關注事項 
1. 提升中、英、數三科成績稍遜的學生，培養勤奮精神 

2. 發展科學及科技教育，積極培養資優生及其創意 

3. 開展電子學習，讓各科老師作好準備，面對有關的改變 

 
本功能組別的工作目標 
4. 為新老師提供培訓 
5. 監控課程發展，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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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組工作計劃 
 

施行計劃 回應目標 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 
資源 

1 
提升中、英、數三科

成績稍遜的學生，培

養勤奮精神 
1 9/2015- 

7/2016 

1)約 80%小三及小四學生及 75%小五及小六學生可

取得達標獎學金 
2)中英數三科加強補底工作，開設努力小組，提升學

生的學業水平，培養勤奮精神 

1.統計達標獎學金的人

數 
2.學進組報告 

各科主任 文書 
支援 

2 
發展科學及科技教

育，積極培養資優生

及其創意 
2 9/2015- 

7/2016 

1)5%高小學生曾參加校外科學比賽，培養探究精神 
2)修訂科創科課程 
3)修訂 I.T.科課程 

1.科創科及 I.T.科校本

課程 
2.科創科及 I.T.科會議

紀錄 

科創科及電腦話

科科主任  

3. 
開展電子學習，讓各

科老師作好準備，面

對有關的改變 
3 9/2015- 

7/2016 

1)數學科、英文科、科創科、常識科、音樂科及 I.T.
科最少試行一次電子學習 

2)數學科、英文科、科創科、常識科、音樂科及 I.T.
科最少完成一次試行報告 

3)30%老師曾參加電子學習的課程，在該科推動電子

學習 
4)將軍澳校舍設立 ipad 室 

1.數學科、英文科、科

創科、常識科、普通話

科及 I.T.科會議紀錄 
2. 數學科、英文科、科

創科、常識科、普通話

科及 I.T.科試行報告 
 

數學科、英文科、

常識科、科創科、

常識科、普通話科

及 I.T.科科主任 

IT 支援 

4. 為新老師提供培訓 
 4 8/2015- 

7/2016 

1)全部新入職老師參加資優教育培訓 
2)全部新入職老師在教學上得到科主任的支援及培

訓 

1)教務組報告 
2)新老師觀課紀錄表 

各科主任 
  

5. 
監控課程發展，提升

教與學的效能 5 9/2015- 
7/2016 

1)學校每年舉行一次開放教室，並改善有關安排 
2)90%參加開放教室的 G1 及 G4 的家長同意老師的

教學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3)學校每年舉行一次學與教諮詢大會  
4)每年老師進行兩次觀課，提升老師的教學技巧 
5)每年科主任進行兩次查簿，改善教學 
6)80%老師曾參加一次本科進修課程 
7)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及常識科各級在每學段最

少進行一次集體備課 
8)數學科因應轉換的教科書修訂校本教材 

9)常識科因應轉換的教科書修訂校本教材 

10)在科創科及常識科加強環保元素，培養學生的環

保意識。 

1)開放教室家長問卷 
2)學與教諮詢大會紀錄 
3)教務組、常識科、科

創科和數學科會議紀

錄及報告 
4)老師進修紀錄 
5)中文科、英文科、數

學科及常識科集體備

課紀錄表 

教務主任 
各科主任 

文書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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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預算 
- 中、數、常、普通話、中國歷史、I.T.、閱讀  

每科費用約$1000.00          約$  7000.00 
- 科創科費用        約$ 16000.00 
-   英文科費用        約$ 10000.00 
       
              合共：約$ 33000.00     
 
週年自評報告 
計劃於 2016 年 8 月 25 日完成。 

62



優才書院(小學部) 

學評組週年計劃(2015-2016)  

組別：學評組-小學部 

學評組組長：潘淑敏老師、鄭樂斯老師 

 

主要職責：  

 統籌全年的學業評估活動，使之順利完成 

 定期進行成績分析，讓各科任老師更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統籌家長日活動，加強家長與老師的溝通 
 

本學年的工作目標 

回應學校週年計劃的工作目標 

1.   進行成績分析，改善教與學 

 

本組的工作目標 

2.   順利統籌全年四次學業評估 

 優化存放及交收試卷的安排及保安措施 

 安排中、英文科口試於評估日時段進行; 安排普通話科口試於評估日之前進行 

3.   配合教育局，順利安排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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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評組工作計劃 
 施行計劃 回應 

目標 
推行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各科成績分析 

 

1 學業評估(1)： 

2015 年 11 月 

學業評估(2)： 

2016 年 1 月 

學業評估(3)： 

2016 年 4 月 

學業評估(4)： 

2016 年 6 月 

90%或以上老師認為成績

分析能加強教學果效 

 

教師問卷 

 

 

潘淑敏老師 

鄭樂斯老師 

 

2 

 

安排四次學業評估 

 

2 85%或以上老師及學生認

為程序安排滿意 

 

75%或以上老師滿意存放

及交收試卷的安排 

教師問卷 

學生問卷 

 

教師問卷 

潘淑敏老師 

鄭樂斯老師 

 

3 

 

統籌全港性系統評估

測試 

 

3 2016 年 5 月： 

口試及視訊評估 

2016 年 6 月： 

筆試 

約 80%老師認為程序安排

滿意。 

教師問卷 

 

潘淑敏老師 

鄭樂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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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計劃： 

1. 統籌計劃行事曆事宜 

2. 統籌訂購學生簿冊及學生手冊事宜 

3. 統籌新學期預備日及開學日事宜 

4. 統籌家長日事宜 

5. 統籌小六升中事宜 

6. 與活動組一起籌辦散學禮 

7. 與生教組一起籌辦畢業禮 

8. 學業評估(四)後，與教務組一起統籌升留跳班會議 

 
 
財政預算 
學生簿冊：約 20000 元 (每年度) 
       
合共: 約 20000 元 (每年度)      
 
週年自評報告 
計劃於〈2016 年 8 月 31 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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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書院(小學部) 

學進組週年計劃(2015-2016)  

 

組別：學進組-小學部 

學進組組長：李業翠老師（初小）、伍杰兒老師（高小） 

 

主要職責：  

 統籌「好學室」事宜，提升校內學習氣氛 

 統籌「努力小組」事宜，促進學與教效能、提升學生學習表現 

 照顧個別差異 

 

本學年的工作目標 

回應學校週年計劃的工作目標 

1.   提升中、英、數三科成績稍遜的學生，培養勤奮精神 

2.   深化本組自評機制，加強執行，不斷改進 

 

本組的工作目標 

3.   宣揚好學文化，培養學生自學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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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進組工作計劃 
 施行計劃 回應 

目標 

推行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各級均有專責老

師負責跟進努力

小組，為努力小組

同學提供針對性

的學習支援。 

 

1 09/2015 至 07/2016 約 65%參加努力小

組學生的學業成績

有進步。 

評估後分析學生成績。 

 

學進組組長 學生成績 

數據 

2 頒發顯著進步獎

給予學業成績顯

著進步的學生以

作鼓勵 

 

1 09/2015 至 07/2016 約 5%學生能獲頒發

顯著進步獎。 

評估後分析學生成績。 
 

學進組組長 學生成績 

數據 

3 增設「學科躍進

獎」給予中英數三

科總分進步最多

的學生 

 

1 09/2015 至 07/2016 每班兩名學生獲得

此獎項 

評估後分析學生成績，

再由同級班主任及校長

投票選出 

學進組組長 學生成績 

數據、校長

及老師意見 

4 定期為有需要學

生作出評估及提

供適切的測考安

排。 

 

1 09/2015 至 07/2016 約 70%老師同意特

別測考安排能配合

學生的需要。 

教師問卷 學進組組長 教師問卷 

5 增設「學業支援個

人檔案」 

1 09/2015 至 07/2016 為每學段中英數每

級排名最後的五名

同學提供適切學業

支援 

中英數學業成績有所提

升，期望爭取達標成績 

學進組組長 學生成績 

數據及老師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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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增設「有關學生學

習動力及學習能

力問卷」 

2 09/2015 至 07/2016 各範疇（動力、失敗

原因、獨立學習能

力）平均分大於 2.5

分。 

「有關學生學習動力及

學習能力問卷」分析 

學進組組長 問卷分析 

 

7 統籌「好學室」事

宜以培養學生勤

奮精神，設立「好

學獎勵計劃」 

3 09/2015 至 07/2016 約 15%學生能換領

禮品 

統計禮物數量 學進組組長 禮物 

a.好學班際比賽 3 09/2015 至 07/2016 每學段平均每位學

生使用好學室最少 5

次 

 

統計好學印數量 學進組組

長、有關書

記 

錦旗 

小禮物 

b.好學之星 3 09/2015 至 07/2016 每學段使用好學室

至少 20 次，並且為

該級獲得好學印數

量最多之學生 

 

統計好學印數量 學進組組長 獎狀 

小禮物 

c.好學故事分享 3 09/2015 至 07/2016 每年六次在早會或

大息分享好學勵志

的故事 

 

好學勵志故事分享次數 

 

學進組組長 學生問卷 

8 增設好學講座： 

a. 以學生為對

象，鼓勵同學

積極學習 

b. 以家長為對

象，分享不同

學習技巧 

3 09/2015 至 07/2016 上、下學期至少各一

次 

好學講座分享次數 

 

學進組組長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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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計劃： 

1. 因應少數學生個別需要，進行評估加時/讀卷的安排 

2. 就有關努力小組學生成績仍未達標者，學進組組長會緊密與班主任及科任聯繫，以跟進及了解他們的學習情況，期望

接著的評估有更理想表現。此外，平日會多鼓勵及優先讓他們使用好學室，讓小孩培養好學精神。校長、教務組組長

或學進組組長於各學段評估後接見部份成績稍遜學生，以跟進及了解他們的學習情況，並作出適切的訓示及鼓勵。小

部份學生需定時到好學室溫習功課，以培養好學精神。個別學生在校長、班主任、學進組組長及家長前作出承諾，為

接著的評估定下目標，並寫下承諾書。大部份成績稍遜學生在接見校長或老師後，成績有顯著進步。 

3. 增設「學習伙伴計劃」，由班主任因應學生學習能力和性格作適當配對，期望能力較高的同學和能力稍遜同學在學習上

互相幫忙，互相切磋，彼此學習。 

 

安排與支援： 

主要由李業翠老師(旺角)及伍杰兒老師(將軍澳)支援有關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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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預算 

 項目 金額 

好學室 

好學室文儀用品 約 $ 1000 

好學印 約 $ 500 

好學室獎勵計劃禮物 約 $ 5500 

努力小組 
努力小組補充練習 約 $ 1000 

努力小組糖果 約 $ 3000 

學生支援 言語能力評估服務 約 $ 3000 

顯著進步獎 禮物 約 $ 2000 

學科躍進獎 禮物 約 $ 2000 

合共：  約 $ 18000 

週年自評報告： 計劃於〈2016 年 7 月 4 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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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 (Ellen Yeung) College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2015-2016  生教組週年計劃 

                                                                                               LEG生教組文件  

生教組成員：戴詠賢副校長、陳忠青主任、李嘉榮老師、許柏玲老師、董杭生老師 
 

一、  主要職責：  
1. 生教組成員能發揮團隊精神，推行「德育、訓導、輔導」合一的教學，共同策劃及推動預防性及發展性的教訓輔工作，以培養孩子的良好

品德，實踐「以德化怨，以品立仁」的目標，並營造關愛和樂的校園氣氛。  
 包括成長課編制及推展 (分為級本及班本成長課，大課全年共 7-8 個單元，內容與校本主題、核心價值及學生成長相關) 
 校本訓輔活動策劃及推行 (包括早會、班際比賽、發現美劇場、成長列車、成長札記、德育晚會等活動) 
 領袖訓練及服務 (包括領袖生、小領袖生、班長及服務生) 
 全體及個別學生訓導及輔導工作 

2. 提升學生對德育及公民教育的知識，培養孩子重思考、明事理的判斷力。 
3. 培養孩子良好的紀律、品格及習慣，讓孩子學會自律。 
4. 培養孩子一顆能發現美的心，讓孩子關愛師長、同學，並鼓勵他們多欣賞、讚美及感謝他人。  
5. 協助孩子確立人生目標。 
6. 與孩子携手建立融洽友愛的校園氣氛，以愛為首，解決同儕間的磨擦及衝突引起的偏差行為、社交或情緒問題。 
7. 推動親、師、生的交流及協作，讓孩子將正面的價值觀、態度及行為能在父母指引下延續學習。 
 

二、  本學年的工作簡介  
1. 重新編排生教組架構，重組為 A (行政管理)、B (課程)、C (學生成長)、D (校本活動) 板塊。 
2. (A：行政行理) 加強各方老師的溝通及聯繫。 
3. (B：課程管理) 加強正規及非正規課程的效能。 
4. (C：學生成長) 加強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5. (D：校本活動) 加強校本輔導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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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作計劃  
施行計劃 預期成效 推行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 

1. 重新編排生教組架構 
 由原來的兩個核心分支變為四個核心

分支，讓老師們更清晰生教組工作： 
＊ (A) 行政管理 
＊ (B) 課程 
＊ (C) 學生成長 
＊ (D)木校本活動 

 
 生教組同事們更清楚自己的

工作分工，提升工作的效能。 
 同事們能按不同分支的需

要，為孩子設計更合適的活動

及課程。 

 
全年 

 
 同事們更能掌握生教組的工

作。 
 同事們的工作效能有所提升。 

 
 開會討論 
 教師問卷 

 
戴 

2. 加強各方老師的溝通及聯繫 
A. 教師培訓 
 鼓勵老師參加與訓導、輔導及德育相

關的工作坊、講座或培訓課程。 
 鼓勵老師參與校外比賽或主持講座。 
 鼓勵老師參與境外交流，多與其他國

家老師分享心得及困難。 
 多建立教師網絡，認識不同學校的老

師，增加分享交流的機會。 

 
 
 同工能增進更多有關訓導和

輔導的知識。 
 同工能有效處理學生問題。 
 能與更多資深同工作專業交

流。 
 透過比賽或主持講座，能更清

楚自己的強弱及改進之處。 

 
 

全年進行 

 
 
 本組各同工參與兩次或以上的

校外培訓課程、講座或分享

會。 
 以組的名義參與最少一個比賽

或主持一次分享/講座。 

 
 
 老師的培訓

記錄 

 
 
全體 

B. 初小部及高小部的溝通及協調 
 透過會議、電話、電郵定期跟進兩校

學生及活動的推行情況。 
 每月定期會議，共同設計活動及課

程，亦跟進兩校學生情況。 
 

 
 同工能有效地推行活動各活

動及處理德育組的工作。 
 活動及課程更配合本校學生

成長需要。 

 
全年進行 

 
 每月能恆常舉行會議。 
 每星期也會透過不同形式的傾

談(包括會議、電郵、電話等)，
跟進高低活動及課程的進度。 

 
 記錄表 

 
戴 
陳 

3. 加強正規及非正規課程的效能 
A. GKP 
 每週額外增設一堂成長課，名為「成

長樂」。 
 透過計劃協助孩子適應小一校園生

活，了解學習常規，認識校園文化及

提升自理能力。 
 全年共有三個主題，包括守規的我、

整潔的我及美麗的我。 

 
 孩子能在第一學段前適應小

一的新生活。 
 孩子認識校園文化，學習過往

的德育主題。 
 孩子能自己照顧自己，減少他

人的幫助 

 

全年 

 
 學生能在校園開心上課，並樂

於與老師分享喜怒哀樂。 
 學生願意遵守學校規則，聽從

老師的指示。 
 學生能將學習嘗試在生活中延

展。 

 
 學生課堂上

的表現。 
 老師及班主

任課堂內外

的觀察。 

 
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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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計劃 預期成效 推行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 
B. 成長課 
 各級分級進行，由一位老師主力負責

設計及推行，其餘兩位老師協助。 
 共分 8 個單元，每單元 3 節級本課(理

論及活動為主)，1 節班本課(體驗及感

受為主)。每單元須預備 1 份教材，並

於一個單元前遞交及預備。 
 8 個單元圍繞核心價值而設計。 
 十個核心價值：自愛、自知、自發、

自強、自信、承擔、憐憫、寬恕、感

恩、欣賞 
 3 個單元與校本主題相關 
 3 個單元與核心價值相關 
 2 個單元與學生成長相關 

 
 
 同學能更積極參與成長課堂

的活動。 
 同學有更多機會將各種德育

知識應用到學校生活上。 
 班主任能積極帶領同學參與

細課討論。 

 
 

全年進行 
 

 
 
 85% 同學表示成長課能有效

提高他們的德育知識 (問卷評

分達 4 分或以上)。 
 85% 同學能積極參與成長課

(問卷評分達 4 分或以上)。 
 85%同學嘗試將成長課的知識

應用在日常生活內。 
 老師觀察同學在校內變得自

律，同儕相處亦較前融洽。 

 
 
 學生問卷 
 老師觀察 

 
 

全體 

C. 德育早會 (綠色教育) 
 分為兩個不同部份：德育組老師的

分享、活動、遊戲、發現美劇場。
學生成長札記/成長直通車分享。 

 透過早會的分享、活動及遊戲一起探

索自然，從欣賞自然開始，培養她們

對自然的喜愛，進而自發地保護自然。 
 四個學段設了不同的主題，希望層層

遞進，讓學生慢慢學習，主題包括： 
 欣賞自然 
 環境與我 
 面對環境的挑戰及社會關懷  

 由第二學段開始論語早會。生教組挑

選十句論語的金句與同學分享及討

論，每月一次。 

 
 讓學生將愛護環境的方法實

踐在生活中，讓懂得欣賞大自

然，懂得保護大自然。 
 班主任在預備「發現美劇場」

時，就德育故事的內容與同學

作深入討論及分享。 
 同學們在自己的水平上努

力，學習做最好的自己。 
 同學從論語中學習良好的品

德及行為，同時開始接觸中國

文化。 

 
全年進行 

(逢星期五) 

 
 同學在校能愛護學校環境，吃

多菜少肉，節約學校資源等。 
 同學能嘗試以美言美行的方法

來待人接物。 
 同學能主動投入參與早會，並

將早會的學習嘗試於日常生活

中實踐。 
 同學能背誦論語金句。 

 
 教師及學生

問卷。 
 Green Book 
 成長列車及

成長札記的

分享。 
 老師對學生

日常行為的

觀察。 

 
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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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計劃 預期成效 推行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 
D. 儒家課程 
 與孔教學院合作，透過學習儒家的道

德精神（孝、悌、忠、信、禮、義、

廉、恥），培育學生積極正確的人生價

值觀，學習判斷是非。 
 針對小學生所需，引導他們認識中華

文化，建立民族、文化自信，學懂自

重合群，互助互愛，建立正確人生價

值觀。  
 儒家課程逢星期六舉行，為期六星

期，每節 90 分鐘。 

 
 同學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

識，亦初步了解儒家的道德精

神。 
 同學嘗試利用儒家的道德精

神判斷是非。 
 

 
9-11 月 

 
 80% 學生能認真完成習作，積

極參與課堂活動。 
 80% 學生能加深他們對中華

文化的認識，從儒家的精神中

學習判斷是非。 
 80% 學生能修畢課程，取得証

書。 
 老師觀察學生思想及行為上的

改變。 

 
 習作評估 
 老師及導師

觀察 

 
陳 

E. 生涯規劃 
 參觀科技大學及與大學生面談，讓學

生初步大學生的生活。 
 參觀不同職業的機構：讓學生認識不

同的職業。 
 學生講座：邀請不同行業的家長與學

生分享不同行業的性質、工作及對學

業的要求。 

 
 學生能認識大學生的生活及

學習，讓他們也為進入大學訂

立目標。 
 學生能增加對不同職業的認

識，了解自己的興趣，從而發

奮學習，努力上進。 

 

下學期 

 
 約有 80%的同學參加三項活動

的其中一項。 
 他們初步了解自己的與趣，努

力學習。 

 
 參與人數 
 學生表現 

 
陳 

4. 加強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A. 領袖生訓練 
 為領袖生提供定期訓練(隔週進行)，讓

他們能有效地為同學服務。 
 高小領袖生籌辦訓練營。為初小領袖

生籌辦訓練日營。 
 為班長安排午間訓練(隔週進行)。 
 為服務生安排午間訓練(隔週進行)。 

 
 
 
 
 

 
 
 領袖訓練能提升學生領導才

能，同學能有效協助老師維持

秩序及處理大小事務。 
 提高學生之間的溝通與相

處，領袖生樂意參與校內服

務。 

 
 

全年進行 

 
 

 85% 領袖生、班長及服務生表

示訓練能有效提升他們的領導

能力，讓他們有效地協助老師 
(問卷評分達 4 分或以上)。 

 85% 同學樂意參與校內服

務，(問卷評分達 4 分或以上)。 

 
 
 領袖生、班長

及服務生問

卷 
 

 
 
陳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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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計劃 預期成效 推行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 
B. 樂悠悠系列 
 本學年參與了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

為有自閉症譜系學生提供學生小組訓

練。 
 全校共有四組訓練小組，分別為 G1、

G2、G3 及高小小組。 
 訓練於才華班時段進行，每組共 25 小

時訓練時間，大約 13 教節，另設有老

師面談、家長面談及學生個別面見。 
 課程由協康會姑娘設計及進行，戴老

師及馮主任每節均需到場協助。 
 G2 至 G6 參與學生由老師提名，並須

有診斷，證明確診自閉症譜系或有徵

狀。 
 G1 學生於第一學段重點觀察，與班主

任緊密聯繫，於第一學段完結前了解

學生的需要，安排劉小姐觀察及評估。 

 
 同學能改善社交技巧，能正面

的表達情緒、想法，用恰當的

行為與同學相處。 
 同學能提升專注力及自控能

力，能改善課堂表現。 
 

 

全年 

 
 同學能於部份日常生活中，嘗

試活用課堂技巧，與同學融洽

和平地相處。 
 同學能於上課時依老師指示完

成工作，不破懷秩序，不騷擾

同學。 

 
 導師評分 
 導師問卷 
 生教組及班

主任的觀察 

 
戴 

C. 加強班主任的合作 
 繼續進行每月班主任會，由級主自行

設訂。 
 本年重點協助班主任改善欠交功課問

題，透過每天欠交功課記錄，協助欠

交功課問題嚴重的同學改善壞習慣。 
 
 
 
 
 
 
 
 

 
 生教組老師能為班主任提供

及時合適的援助。 
 班主任能與生教組老師互相

協調教導孩子、聯絡家長，共

同解決孩子的問題。 

 
每月一次 

 
每月都能成功與班主任溝通，了

解各班的問題。 

 
 教師問卷 
 班主任的回

應 

 
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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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計劃 預期成效 推行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 
5. 加強校本輔導的效能 

A. 小一適應週及啟學禮 
 於 8 月最後一星期舉行小一適應

週，為期三天。 
 適應週與 D 板塊的資優教育組合

作，除模仿小一上課時間上課外，

會進行適應活動、常規訓練及小一

多元智能測試(MI Test)。 
 適應週期間會安排所有小一學生與

家長一同拍照留念，稍後時間將照

片貼在特刊上。 
 啟學禮於 8 月最後一個星期六舉

行，除了校長訓勉外，還邀請班主

任帶領小一同學進場及上台接受祝

賀及嘉勉。 
 啟學禮期間會為各班同學與班主任

拍攝班照，稍後時間將照片貼在特

刊上。 
 為啟學禮預備啟學特刊，內裡除了

張貼孩子的相片外，還有校長對學

生的訓勉，班主任對同學的祝福及

父母對孩子的期許。 

 
 
 家長、同學及老師都能盡早互

相認識。 
 減少同學升小一的適應問

題，幫助他們盡快融入校園生

活。 
 讓家長了解學校日常運作及

學校理念，與學校建立共同理

念及方法育養孩子。 
 老師能多觀察學生，了解他們

的需要，及早作出援助。 

 
 

8 至 9 月 

 
 
 班主任觀察大部份學生都能在

第一學段適應小學生活。 
 班主任能了解學生遇到的問

題，並與生教組聯絡，共同給

孩子合適的援助。 

 
 
 老師觀察同

學的適應。 
 啟學特刊的

回饋。 

 
 
戴 

B. 班際秩序比賽 
 班主任及隨堂老師會按學生守規的

表現進行評分，學生守規表現例子： 
＊ 轉堂時，同學安靜等待老師。 
＊ 上課時，要先舉手後發問，安

坐位中，不會大叫或喧嘩。 
＊ 小息及大息後立即返回課室。 

 透過說早會及午間廣播等，教導學

生遵守秩序的方法及重要性。 
 

 
 同學能專注上課，投入課堂活

動。 
 同學能在轉堂時保持安靜。 
 同學能於小息後立即返回課

室。 
 同學能將自律守規的好行為

延展至測考週。 

 
上學期 

 
 統計各班秩序比賽得分，95%
的班別能在每節課堂評分中，

取得 3.5 分或以上的成績。 
 同學上課及轉堂的表現有明顯

進步。 

 
 課堂秩序評

分記錄表。 
 老師的觀察 

 
陳 
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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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計劃 預期成效 推行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 
C. 成長札記 (高小) 

 成長札記改版，檢討以往五部份內

容的合適程度後，將其中兩部份減

去，其餘部份亦按班主任的意見作

出修改，使成長札記更能配合高小

學生的需要。 
 成長札記分為三大部份： 發現你

的美、好人好事、日常行為表

現。 
 「發現你的美」，老師鼓勵同學用心

發現別人的美及用心的付出，並透

過創作四格漫畫將觀察到的美人美

事表達出來。老師跟據同學的四格

漫畫給予不同數量的蓋印。 
 「好人好事」，同學學習找出做自己

或他人做好事背後所存的好心，讓

他們明白存好心的方法及重要性，

藉以鼓勵他們持續而行，每天多存

好心、多說好話、多做好事。同學

寫下自己所做的好人好事，並由老

師給予蓋印。 
 老師會觀察同學上課表現、校內行

為及待人接物方法等，好行為將會

獲得老師蓋印。 
 家長會觀察同學校外表現、參與活

動、關愛別人、孝順父母等好行為，

將獲得家長簽名。 
 老師在學期終結前點算同學整年累

積的蓋印，因應同學蓋印的數目，

頒發榮譽、優異及良好獎。 
 
 

 
 同學能向不同的偉人學習，立

志以偉人為榜樣，以廣 濶的心

待人處事，做社會的棟樑。 
 同學能發現他人的美，亦能明

白他人背後的用心，並從別人

的關愛中檢討及改進自己待

人處事的方法。 
 同學能以寛廣的角度審視人

和事，以好人好事報答別人對

自己的關顧，以分享好人好事

來消弭心中的成見。 
 同學能積極參與校內、外活

動。 
 同學能尊敬師長，愛護同學。 
 

 
10 月開始 

 
 50% 同學取得 70 個蓋印。 
 40% 同學取得 100 個蓋印。 
 10% 同學取得 130 個蓋印。 
 老師檢視同學習作，同學能認

真向偉人學習，從偉人的事蹟

及種子圖學習行為後果的概

念，於每次細課後與老師分

享。 
 老師檢視同學習作，同學能每

月持續地觀察他人的美，並透

過「發現你的美」四格漫畫來

讚美他人的付出及與老師分

享。 
 老師檢視同學習作，同學能常

存好心，每月多做好事，並記

錄在「好人好事」內與老師及

同學分享。 
 老師觀察同學在校內變得自

律，同儕相處亦較前融洽。 

 
 統計學生的

「成長札記」

內蓋印的數

目 
 檢視同學們

的「成長札

記」。 
 老師對學生

日常行為的

觀察。 

 
陳 
許 
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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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計劃 預期成效 推行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 
D. 成長列車 (低小) 

 老師觀察同學們上課表現，上課積

極參與、專心聆聽、守規的同學，

將會獲得老師蓋印。 
 老師觀察同學們在校內的行為及與

人相處的態度，若同學待人有禮、

尊敬師長、熱心服務都會得到蓋印。 
 家長會協助記錄同學在校外的良

好、關愛的行為。 
 老師及家長為同學記錄在校內外與

的活動及比賽，鼓勵同學積極參與

校內外活動，老師按記錄給予蓋印。 
 同學定期記錄，以四格漫畫的形式

與老師及父母分享自己觀察到的好

人好事。 
 同學集得 30 個印後，可換一張願望

咭，憑咭可換取願望一個。 

 
 同學能積極參與校內、外活

動、專心上課、投入學習。 
 同學能尊敬師長，愛護同學。 
 同學們熱心服務，主動幫助有

需要的人。 
 同學能在每月以四格漫畫的

形式分享自己觀察到的好人

好事，並向他人的好事情學

習。 

 
全年進行 

 
 50% 同學取得 70 個蓋印。 
 40% 同學取得 100 個蓋印。 
 10% 同學取得 130 個蓋印。 
 老師檢視同學習作，同學能每

月持續地觀察他人的美，並透

過「發現你的美」四格漫畫來

讚美他人的付出及與老師分

享。 
 老師觀察同學在校內變得自

律，同儕相處亦較前融洽。 

 
 統計學生的

「成長列車」

內蓋印的數

目。 
 老師檢視「成

長列車」內的

習作。 
 老師對學生

日常行為的

觀察。 

 
戴 
李 
陳 

E. 五常法比賽 
 鼓勵同學養成每天執書包的習慣，

減少攜帶不必要的東西。 
 減輕書包重量，提示同學關注脊骨

健康。 
 透過說早會及成長課等，教導學生

收拾書包的方法及每天收拾書包的

重要性。 
 
 
 
 
 
 

 
 同學能慢慢養成每天執書包

的習慣。 
 書包內的文具、書本及用品數

量適量，不會過多。 

 
下學期 

 
 初小同學的書包重量能維持

10 磅以下。 
 高小同學的書包重量能維持

13 磅以下。 

 
 各班書包重

量的記錄 

 
陳 
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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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計劃 預期成效 推行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 
F. 綠色嘉年華 

 配合學校綠色教育及本年度校本主

題「綠在其中‧樂在其中」的學習，

增強孩子對環境的欣賞及愛護。 
 嘉年華暫定分為五個部分： 

＊ 攤位遊戲 
＊ 環保展覽 
＊ 講座及表演 
＊ 慈善義賣 
＊ 工作坊 

 攤位遊戲將與音樂科合作，設計具

音樂及環保特式的活動，主要由 G5
同學負責。 

 展覽將向各環保及教育機構借用。 
 講座將由校外具環保經驗的專業人

士主講，而表演活動則與音樂科合

作。 
 部份工作坊活動由老師自行帶領，

部份活動邀請校外機構提供。 
 慈善義賣物資由機構及同學捐出，

所有款項將贈與非牟利的環保機

構。 

 
 同學能將綠色生活帶進日常

生活裡，例如在午膳能實踐多

菜少肉、節約學校資源、有機

耕種、減低碳足跡等。 
 同學能學習欣賞自然、關心自

然及保護自然。 
 

 
4 月 16 日 

 
 本校學生出席率達 60%。 
 校外人士約有 300 人出席。 
 同學及校外人士都能在不同的

活動中認識自然，學習保護環

境的方法。 
 

 
 統計報名及

出席人數。 
 生教組老師

觀察同學在

早會及成長

課的學習。 
 活動負責老

師觀察家長

及同學在各

體驗活動的

投入及表現。 
 活動問卷。 

 
全體 

G. 感恩畢業禮 
 與音樂科合作，創作唱別的歌曲。 
 由生教組老師在德育課內蘊釀同學

的情緒，回顧老師多年教誨及互

動，多了解老師多年工作背後的用

心，從而對老師泛起感恩的心。 
 由音樂科老師在音樂課內帶領同學

為老師創作歌曲，以表達對老師的

感情及答謝老師的教誨。 

 
 同學能感激老師多年的教

誨，對老師泛起感恩之心。 
 同學能為老師創作表演，以答

謝老師多年的教誨。 

 
下學期開始 

 
 每班同學都能創作兩首歌曲於

畢業禮上表演，歌詞與感謝老

師教導有關。 
 音樂課上的表現。 

 
 音樂課老師

檢視學生作

品。 
 生教組老師

觀察同學們

的反思及行

為表現。 

 
曹 
陳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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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 (Ellen Yeung) College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家聯組文件PLG  

週年計劃 2015-2016 
 

組別：家聯組 (Parent Liaison Group - PLG) 

成員：戴詠賢副校長、周曉瑜主任 (MK Campus) 、譚小慧老師 

 
本功能組別的目的  
1. 與家長密切聯絡，建立家校合作文化及推動家長更積極參與校內活動 
 
本功能組別的目的 
1. 增強家長與學校之間的凝聚力 
2. 建立家長及學校溝通及合作的橋樑 
3. 家長與家長間的融合發展及提昇家長的正能量 
 
本功能組別的工作目標 
1. 與家長及學生共同建立優才的「愛心、創意、勤奮」的精神 
2. 建立家長與學校有效的溝通機制 
3. 平衡家長與學校及家長之間的關係，從而達至共融為目標 
 
本學年的工作目標 
1. 增強家長與學校之間的凝聚力 
2. 建立家長及學校溝通及合作的橋樑 
3. 增強家長教育 
4. 增加與家教會核心委員的溝通 
 
工作計劃 

 施行計劃 目標 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家長晚會  
(2 次，分初高小

進行) 

1,2 9 月  各級班主任及主科老師

出席 
 60%或以上家長出席 
 成功選出各班班代表 

 家長能於會上向班主

任及各主科老師溝通 
 透過投票選出各班正

副班代表 

戴 
周(初小) 
譚(高小) 

 桌椅 
 食物飲品 
 選票 

2 

家教會週年大

會 
1,2,3 9 月  足夠法定人數出席 

 成功選出家教會正副主

席及各委員 
 完成家長講座 

 透過投票選出家教會

正副主席及各委員 
 點算出席人數 

戴 
周(初小) 
譚(高小) 
家教會 

 桌椅 
 食物飲品 
 選票 
 BAND 
 禮堂佈置 

3 

早餐會 
(6 次，分級進行 ) 

1,2,4 9 月  全體正或副班代表出席 
 與各班班代表共進早

餐，校長與各班代表會

面，互相認識及確定合

作方向 

 出席人數 戴 
周(初小) 
譚(高小) 
陳校長 

 預備早餐 
 班代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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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行計劃 目標 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5 

讀書會 
(2 次，上下學期

各一次) 

1,2,3 1 月 
5 月 

 每次活動有 8 成班代表

出席 
 出席人數 全  食物飲品 

 訂購書本 
 邀請分享

人 

6 

「我們這一班」

家長晚會 
(9 次，初小每次

兩班，高小每次

一級) 

1,2,3 1-2 月  各級班主任及主科老師

出席 
 60%或以上家長出席 
 能彼此溝通孩子在校的

情況 

 出席人數 
 家長及老師回應 

戴 
周(初小) 
譚(高小) 

 食物飲品 
 桌椅 

7 
家教會活動 1,2,3 全年  全年最少二個由家教會

和家聯組合作舉辨的活

動 

 成功舉辦活動 家聯組及

家教會 
 和對外機

構合作 

8 
家長日面談 1,2,4 11 月 

5 月 
 順利和各班班代表面

談，了解孩子在校學習

及生活的情況 

 面談記錄 
 面談後匯報 

家聯組  面談表 

9 
家教會例會 
(共 4 次，每學段

一次) 

2 全年  超過法定人數出席 
 能按議程完成會議 

 點算出席人數 
 制訂議程及會議紀錄 

家教會主

席 
 會議議程

及會議紀

錄 

10 

家教會例會前

會(共 4 次，每學

段一次，於例會

前舉行) 

4 全年  能在例會前先商討較重

要的議程 
 報告雙方注要關注 

 老師及家教會委員意

見 
戴 --- 

11 
建立家教會電

話群組 
4 全年  能有效與正副主席溝

通，即時研究及處理家

長關注 

 老師及家教會委員意

見 
戴 
周(初小) 
譚(高小) 

--- 

12 

家長教育活動 
(預計每學段一

次不同形式的

活動) 

3 全年  能舉辦兩個或以上活動 
 活動能在不同方面協助

家長教導孩子 

 活動問卷 戴 
周(初小) 
譚(高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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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小學部] 

組別週年計劃 (2015-2016) 

18-9-2015 

組別   ：才華發展組                                                                                      

才華發展組主任 ：楊美玲 

才華發展組組長 ：何仲佳 

才華發展組成員 ：麥秀芳、潘倩雯、陸嘉慧 
 

主要職責 

1. 鑒察視、音、體課程 

2. 對外推廣課後才華發展事務 

2.1 定期進行會議匯報及商討 

3. 全力發展及實踐才華，務求 80%課後才華班學生喜歡自己的才華班。 

4. 統籌小學 (正校及旺角學校) 課後才華班 

4.1 檢討、搜集、聯絡及開設新年度課後才華班 

4.2 收集、監察各課後才華班之教學進度 

4.3 收集、編輯各課後才華班之課程及導師簡介 

4.4 出版一年一度課後才華班專訊 --- 學生選修手冊 

4.5 收集、編配及調整全校學生之「雙」課後才華班 

4.6 8 至 10 月份課後才華班的工作安排及進程表 

4.7 每年兩次收集、鑒察各課後才華班之學生評估報告 

4.8 安排上下學期觀課及時間表 

4.9 於學期終進行不記名之課後才華班學生學習調查表 

4.10 監察外聘導師職勤 

4.11 監察、並處理學生出席及秩序情况 

4.12 推行學生行為記錄程序 

4.13 監察發放薪金及課後才華班各項支出 

4.14 由各班導師選出傑出才華表現獎的學生 

5. 9 月份課後才華班前活動編排 

6. 統籌參加校外公開活動及賽事 (展覽、考績、音樂/舞蹈/話劇節、運動競賽及社區關懷活

動等) 

7. 統籌並批核比賽、考績、表演等之加時練習 

 

 

本學年的工作目標  

  

回應學校週年計劃的工作目標： 

 

學校關注事項 

 

1.   提升、英、數三科成績稍遜的學生，培養勤奮精神 

2.   發展科學及科技教育，積極培養資優生及其創意 

3.   開展電子學習，讓各科老師作好準備面對有關改變 

4.   G4 加一堂中文作文；G5 加一堂音樂及 G6 加一堂體能課，以加強學生在這三科的基礎 

 

本組別的工作目標  

 

1.  透過課後才華班及視藝、音樂、體育課程，發展及實踐學生的才華  

2.  開辦課後才華班及監管才華班及視藝、音樂、體育課程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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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華發展工作計劃  

 

其他計劃 --- 參考視、音、體各科之週年計劃 

 

財政預算 

1. 外聘導師薪金每課次($900x5+$880 x1 +$800x2+ $750 x 3+$700x7+ $680 x235+ $650 

x17+$630x3+$340x3+$220x2+$200x2  ) x 約 30 課次 = $ 1, 337,100    

2.  校外公開活動及參賽加時練習每課次$680 --- $680 x 約 10 班  x 約 10 課次 =$68,000 

3.  校外公開活動及參賽交通來回一趟$1000 --- $1000 x 約 20 次 = $20,000 

4. 得獎慶功 --- $200 x 約 20 次 = $4,000 

 

 合共     ：HK$ 1,429,100 
     
  

 

週年自評計劃預計於 2015 年 9 月 18 日完成 

 

 

                                                                                     
 

 施行計劃 回應
目標 

推行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1 著重初小部及高小部課

後才華班的課程涵接 

1 9/2015 於高小延續部分初小

的課後才華班，50%
設進階課程 

檢視才華班一覽表 

2 發展科學及科技教育，

積極培養資優生及其創

意 

2 9/2015 開辦六班或以上有關
科技運用的課後才華
班 

檢視才華班一覽表 

3 全力確保學生於才華班
中愉快(學習)及勤奮學

習 
 

3、5  9/2015 至 6/2016 間 
的才華班學習 

 

- 90%學生認真學習 
- 90%學生欣賞老師 

於學期終進行不記名之才華班學生學習調查 

4 收集、編配及調整全校

學生之「雙」才華班 

6 9/2015 

 
 

- 90%的學生穫編配  

  首三自選 

點算- 

 

5 培養同學自律性及責任
感 

3 9/2015– 6/2016 每堂由導師選出最佳
學員，或需跟進的學
員，並在行為紀錄表

內選出各班上課情
況，讓我們知道各班
上課情形 

導師每堂選出學生行為表現 

6 提升及發展學生才華(興
趣)  
 

5  9/2015 至  8/2016 的 
課後才華班學習 
- 於年终時進行評估 

90%學生才華(興趣被
提升 
 

於學期終進行不記名之課後才華班學生學習調查 

7 統計，並出版學生於公
開活動、考績或參賽得

獎事宜。 

5 - 全年收集及存檔 
-在學期終總結全年

記錄，並各家長發
佈 

平均每個學生都有兩
個公開活動、考績或

參賽得獎機會。 
   

點算及統計全年的存檔 
並在讓我閃耀牆展示及紀錄在得獎紀錄 

 

8 舉辦老師示範及統籌才

華班學生表演 / 展覽 / 
比賽 / 考試，實踐所學
及增強投入感 

5 7/2015 學生演出 

-持續展示學生作品
及統籌各類比賽 

70%才華班能展示所

學 

點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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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書院(小學部) 

<資優教育組> 週年計劃 (2015-2016) 

 
功能組別：資優教育組 
功能組別主任：劉洛恩小姐 (Felicia) (臨床心理學家) 
功能組別成員：姚柏華老師 (Candy) (旺角低小資優教育統籌老師) , 陳沛淇老師 (Ivy) (將軍澳高小資優教育統籌老師) 
 
本功能組別的目的：  
 培育資優生 
 
本功能組別的目標： 
 透過以下的方法達至培育資優生的目的：  

1. 為優才學生提供多元智能測試評估及有關支援。 
    2. 為優才的資優生提供多元資優培訓活動。 
 
本功能組別的年度工作目標： (2015-2016)  
1. 為一年級學生進行小一多元智能測試評估。 
2. 為資優生提供課後資優培訓課程。 
3. 為資優生提供個人教育計劃課程。 
4. 重新計劃小六升中多元智能測試評估。 
5. 為小三學生進行中階多元智能測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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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劃 (2015-2016) 
 

 施行計劃 回應 
目標 

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為一年級學生進行 
小一多元智能測試 
評估。 

1 
08/2015 

至  
02/2016 

為最少 95%的小一學生進 
行小一多元智能測試評 
估，並派發報告。 

 

成功印製並派發報告給予 
有關家長。 

 

Candy (行政) 
 
Felicia (報告) 

- 文職支援 
 
- 小一班主任 

 
- I.T.同事 

有 75% 或以上的家長同 
意小一多元智能測試評估 
報告內容有助他們更暸解 
學生的能力。 

 

由家長填寫「小一多元智 
能測試評估家長意見調查  
問卷」。 
 

有 75% 或以上的家長同 
意小一多元智能測試評估 
報告內容有助他們為子女 
安排更有效的教育計劃。 

 

由家長填寫「小一多元智 
能測試評估家長意見調 
查問卷」。 

 

2 
 

  為資優生提供課 
後資優培訓課程。 

 

2 
10/2015 

至   
05/2016 

 本年度為資優生提供最少 
8 個課後資優培訓課程。 

 

 成功開辦最少 8 個課後 
 資優培訓課程。 
 

Felicia 
+  

Ivy 
(將軍澳) 

 
 

- 文職支援 
 
- 各班導師 

 

有 75% 或以上的同學同 
意有關課程能提高他對該 
學科的興趣。 

 

由學生填寫「課後資優班 
學生期終意見調查問卷」。 

 

有 75% 或以上的同學同 
意有關課程能提高他對該 
學科的能力。 

 

由學生填寫「課後資優班 
學生期終意見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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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行計劃 回應 

目標 
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3 
 

  為資優生提供個 
人教育計劃課程。 

3 
10/2015 

至   
05/2016 

 本年度為最少 5 位資優生 
提供個人教育計劃課程。 

 成功為最少 5 位資優生提

供個人教育計劃課程。 Felicia 
+  

Ivy 
(將軍澳) 

 
Candy 
(旺角) 

- 文職支援 
 
- 有關老師 

 

有 75% 或以上的同學同 
意有關課程能提高他對該 
學科的興趣。 

由學生填寫   
「個人教育計劃學生期終  
  意見調查問卷」。 

有 75% 或以上的同學同 
意有關課程能提高他對該 
學科的能力。 

由學生填寫   
「個人教育計劃學生期終 
  意見調查問卷」。 

4 
 

重新計劃小六升中

多元智能測試評估。 4 
2015 至   

2016 年度 
能在本學年落實該項計劃

的方針  
  

Felicia 
 

需與 Dr Chan 及 
Prof Li 商議 

 

5. 
 

為小三學生進行 
中階多元智能測試 
評估。 

 

5 
03/2016 

至  
07/2016 

為最少 95%的小三學生進 
行升中多元智能測試評 
估，並派發報告。 

成功印製並派發報告給予 
有關家長。 

 

Candy (行政) 
 
Felicia (報告) 

- 文職支援 
 
- 小三班主任 

 
- I.T.同事 

有 75% 或以上的家長同 
意中階多元智能測試評估 
報告內容有助他們更暸解 
學生的能力。 

由家長填寫「中階多元智 
能測試評估家長意見調查 
問卷」。 
 

有 75% 或以上的家長同 
意中階多元智能測試評估 
報告內容有助他們為子女 
安排更有效的教育計劃。 

由家長填寫「中階多元智 
能測試評估家長意見調查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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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預算 (2015-2016) 
       
項目 預算  

1. 小一及小三多元智能測試評估印製試卷及製作報告 (用紙及蛇夾) $3000  

2. 課後資優班的開支 

(a) 導師工資 約 7 班, 每班 20 節, 約 HK$650 一節 $91,000  

(b) 購買教材或課堂所需物資 (由 10 – 12 班共用) $6,000  

(c) 文具及消耗品 (由 10 – 12 班共用) $500  

4. 個人教育計劃的開支 (購買教材或課堂所需物資 , 約 5 個課程共用) $2,500  

5. 文具、文件夾及其他消耗品 $500  

                  預算總計   $103,500  

       
 
合共 : $103,500      
 
 
週年自評報告 
計劃於 2016 年 7 月 10 日完成。 
 

88



優才書院(小學部) 

( 活動組 )週年計劃(2015-2016)  

組別： 

( 活動組 )組主任：聶敏主任 

( 活動組 )組成員：方淑莊老師、黃桂英老師、袁廷芝老師 

 
主要職責：  
 戶外學習日作為課堂的延續，灌輸或教授學生在正規課堂未能傳達的知識。 
 透過午間活動，充實課餘時間，培養學生的群體精神，促進學生之間的關係。 
 旅行日(親子旅行)能讓學校生活變得更有趣，為學生、家長和師生帶來愉快的時光。 
 試後活動能使學生在考試後，體驗更多姿多采的學習生活。 
 安排境外交流。 
 
本學年的工作目標 
回應學校週年計劃的工作目標 
1.   鼓勵學生主動地與社區內人仕接觸，進一步了解社會及增加學生的溝通能力。 
2.   提高學生對校內活動的興趣及參與性，加強學生對運動健康的關注。 
3.   提供一個輕鬆愉快的環境，讓家長、老師及學生互相認識及溝通。 
4.   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環境，學習課堂以外的知識。 
本組的工作目標 
5.   透過每年戶外學習日活動，向學生灌輸或教授正規課堂外的知識。 
6.   透過跨班的球類比賽，增加學生對球類的興趣，培養學生的體育精神，促進學生之間的關係。 
7.   透過每年一次低年級的親子旅行及高年級的旅行日，促進家長、老師及學生之間的溝通。 
8.   透過境外交流，讓學生真正了解國內大城市的發展及各地的風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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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組 ）工作計劃 

 施行計劃 回應 
目標 

推行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參觀活動 
 

1 

TBC 
(遇有適合的參觀

活動，才會安排同

學參加) 

100%學生參與 活動組會議 聶敏主任 
 

參觀機構的確認信 
 
每次最少由兩位老師帶隊，

並符合師生比例 (1:20) 
 
代課老師 
 
校車接送 
 
部份機構提供工作紙 
 
預備學生名牌 

2 
 
跨班男 / 女生球類

比賽(閃避球、足球、

排球、籃球) 
 

2 

全年進行(午間活

動) 
每班最少有 5名男 / 女
生參與 
 
跨班計分賽，每級設全

年總冠軍一名 
 
觀眾投入為班打氣 
 
於問卷調查中得到學

生、家長、老師認同 

最高得分者為冠軍 聶  敏主任 
袁婷芝老師 
方淑莊老師 
黃桂英老師 
 

裁判老師 
 
工友安排場地 
 
學生支援 
 
積分榜 

3 
 
旅行日 
 

3 

3/10 
6/11  
 

最少有 95%學生參與 
 
活動組會議內，老師一

致認為參與者均享受是

次活動 
 
於問卷調查中得到學

生、家長、老師認同 

活動組會議 聶  敏主任 
袁婷芝老師 
方淑莊老師 
黃桂英老師 
 

各班班主任、老師及工友 
 
校車接送 
 
相關機構的確認信、參加者

名單、藥袋及揚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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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境外交流 

4 

四年級(復活節假

期) 
五年級(聖誕節假

期) 

指定年級 16-20 人參與 
 
於問卷調查中得到學

生、家長、老師認同 

活動組會議 聶  敏主任 全體老師 
 
 

5 戶外學習日 

4 

23 /12 
 
5/2016 
 

100%學生參與 
 
於問卷調查中得到學

生、家長、老師認同 

活動組會議 聶  敏主任 
袁婷芝老師 
方淑莊老師 
黃桂英老師 
 

參觀機構的確認信 
 
校車接送 
 
戶外學習手冊 
 
預備學生名牌 
 
參加者名單、藥袋及揚聲器 

6 
 
試後活動 
 

4 

七月上旬 最少有 95%學生參與 
 
以體育比賽、體驗為主 
 
於問卷調查中得到學

生、家長、老師認同 

活動組會議 聶  敏主任 主要學科科主任支援 
 
全體老師 
 
IT 組及工友支援 

7 散學禮 
3 13/7 最少有 95%學生參與 活動組會議 聶  敏主任 

方淑莊老師 
全體老師 

 
安排與支援： 
 
財政預算 
1. 學校支付活動的所須車資               約 $50,000 
2. 境外交流                       約 $30,000 
3. 學期結束大食會(每班約$200)             約 $4,800       
             
合共:                    約 $84,800 
週年自評報告 
計劃於〈2016 年 7 月 15 日〉完成。 91



優才書院  
週年自評報告 – 中文科 (2015/16) 

 

科目：中文科 

科主任：黃美瑩（高小）、譚國雄（低小） 

科主教師：吳彩霞、許柏玲、方淑莊、梁慶偉、李業翠、陳楚玉、梁玨琛、黃桂英、

姚柏華、呂麗仙 

 
中文科的學與教 
 
(1) 學生表現 
 

學業表現(校內外成績) 

 上學期校內考試成績 

 

   一年級：全級的合格率為100%，平均分是86分； 

   二年級：全級的合格率為100%，平均分是84分； 

   三年級：全級的合格率為100%，平均分是79分； 

   四年級：全級的合格率為100%，平均分是79分； 

   五年級：全級的合格率為100%，平均分是79分； 

六年級：全級的合格率為100%，平均分是81分； 

 

 

 下學期校內考試成績： 

 

一年級：全級的合格率為100%，平均分是87分； 

   二年級：全級的合格率為100%，平均分是84分； 

   三年級：全級的合格率為100%，平均分是78分； 

   四年級：全級的合格率為100%，平均分是78分； 

   五年級：全級的合格率為100%，平均分是76分； 

六年級：全級的合格率為100%，平均分是79分； 

 

 

 達標獎學金結果： 

 

上學期 

級別 全級總人數 達標人數 百分率 

小一 104 97 94% 

小二 97 80 84% 

小三 96 79 82% 

小四 116 102 89% 

小五 70 67 96% 

小六 75 52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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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 

級別 全級總人數 達標人數 百分率 

小一 104 96 95% 

小二 98 90 93% 

小三 95 77 86% 

小四 117 96 82% 

小五 70 63 90% 

小六 75 68 91% 

 

 

 學科獎學金結果： 

 

上學期 

級別 有名次(人數) 得學科獎學金 

小一 14 13% 

小二 13 13% 

小三 7 7% 

小四 10 9% 

小五 6 9% 

小六 / / 

 

下學期 

級別 有名次(人數) 得學科獎學金 

小一 12 12% 

小二 5 5% 

小三 6 7% 

小四 6 5% 

小五 6 9% 

小六 6 8% 

 

 

非學業表現(課外活動及校內外活動) 

   

      上、下學期各舉行了多次中文科早會，有不同的題材，全部學生都參加了中文 

   科早會活動。根據學生問卷調查結果（詳見附件），低小上、下學期有多於92.3% 

   的初小學生喜歡及極喜歡中文科早會；根據中文科老師問卷調查結果（詳見附件）， 

   有90%老師認同學生很喜歡中文科早會。至於「透過中文早會，加深了對中文的認  

   識」一項，從低小上、下學期的問卷調查結果中可見，有92.4%的初小學生同意及 

   極同意。由此可見，中文科早會的主題能引起學生的興趣，學生普遍喜歡。 

 

 

    今年的中文科老師在上、下學期主持了十三次普通話早會，主題多棣化，包  

括查字典、數筆劃及找部首，以比賽的形式進行，藉着活動提醒學生多利用字典， 

詞典，養成自學的習慣。另外，為了讓學生多認識新詩，老師特地詳細介紹了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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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有名的新詩詩人及其新詩佳作，並在早會上邀請學生寫新詩詩句，學生的表現 

出色。老師作新嘗試，邀請學生表演急口令，學生的表演贏得台下熱烈的掌聲。 

為了鼓勵寫作，在第四學段，老師安排學生在早會展示自己的文章，台下的學生  

可以從中欣賞及學習文章的優秀之處。 

 

     

 

   (2) 工作計劃成效 

 

   施行計劃一：優化寫作課程 

       優化寫作課程包括：第一，各級能因應學生程度及需要修訂校本教材，加強閱

讀，結合寫作；第二，二年級能完成「無字天書」寫作；第三，將《寫作月》內容

加入《創意寫作》內，讓學生能有更多空間及時間進行寫作；第四，三、四年級能

安排三連堂作文。 

 

       今年的優化寫作課程是成功的，老師每年皆檢視寫作教材，並進行檢討，將不

配合課程或學生表現欠理想的作文練習刪除，並加入新的練習，可謂精益求精。部

分寫作題目能配合閱讀。至於二年級的「無字天書」寫作，同事反映學生的表現不

錯，主要是因為學生可以看書中的圖畫發揮創意，有較大的想像空間，學生很喜歡，

老師也可以在課堂上與學生分享文章內容，學生表現投入。今年取消了《寫作月》

冊子，老師將部份寫作練習納入《創意寫作》內，效果不俗，學生寫的篇章減少了，

但老師可以用較多的時間去教學生構思文章，並於寫作後作出回饋。今年三、四年

級安排三連堂作文，同事一致認為效果甚佳，主要是老師可以與學生一起構思文章

內容或讓學生討論，之後立即寫作，學生有疑問可以問老師，老師也可以從文章中

看到學生真正的寫作水平，從而回饋學生，並就學生的程度作出教學調整。 

   

   

  施行計劃二：提升中、英、數三科成績稍遜的學生，培養勤奮精神 

      要達到提升中、英、數三科成績稍遜的學生，培養勤奮精神，我們：第一，每

級設努力小組，支援未能達標的學生；第二，80%小三及小四學生及75%小五及小六

學生可取得達標獎學金；第三，校方購買教材，設立好學室。 

 

      學校於每級設立努力小組，支援中文成績不達標的學生，各級除了個別一、兩

個學生多次進中文努力小組以外，其他學生都能進努力小組一次後，於下一次的評

估達標。至於多次於中文評估不達標的學生，究其原因，主要是中文基礎太弱，老

師已通知家長有關情況，並請家長在家中多協助學生。 

 

      至於80%小三及小四學生及75%小五及小六學生可取得達標獎學金，今年上學期

的小三達標率為82%，小四達標率為89%，小五達標率為96%，小六達標率為71%，小

六未能達標，主要的原因是部分學生已被優中取錄，於是學習態度開始鬆散，未有

努力溫習，於是有較多學生未能達標，小六科任老師已於評估後與學生檢討，共督

促他們要加倍努力，下次爭取更好的成績。下學期的小三達標率為86%，小四達標率

為82%，小五達標率為90%，小六達標率為91%成功達到標準，全部達標。下學期六

年級的達標率比上學期高了20%，表現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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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鼓勵老師購買教材，以配合努力小組學生學習的需要，故此每個年級均有

足夠的教材供老師使用。 

 

 

  施行計劃三：開展電子學習，讓老師作好準備，面對有關的改變 

 

      為了配合學校電子學習的發展，今年中文科嘗試開展電子學習，讓老師作好準

備，面對有關的改變，期望老師能參與有關的電子學習課程，對電子學習有初步的

了解。今年有少數中文科同事參加電子學習課程，人數不多的主因是中文科電子學

習不算很普及，而出版社在電子學習方面仍處於初步發展的狀態，所以老師未能參

與。期待下學年中文電子學習有進一步的發展，老師可以有更多的選擇。 

 

施行計劃四：為新老師提供培訓 

     

對於本年度新入職的呂麗仙老師，科主任及課程主任在教學上進行觀課及查閱

功課簿冊，提供了很多適切的意見，她亦有積極參與多項的培訓進修課程，對其教

學甚有裨益。 

 

施行計劃五：提升中文科教與學的效能 

 

    本科在內聯網內設立OLA學生自學網址，讓學生藉着網上練習提升中文的自學

能力及興趣；本年度所有老師均參加多於一次跟中文科相關的進修課程；各級在每

學段亦最少進行了一次集體備課；初小及高小老師每年都會在中文科會議，按學生

情況及水平作深入討論及交流；根據學生問卷調查，93.7%學生喜歡中文課；低小學

生能定期進行早讀；教師上下學期均有進行觀課，並填妥觀課記錄表以加強交流。 

 

 

     

   學習態度及能力(學科能力及共通能力) 

 

 今年的網上閱讀，小一有98%學生能上網閱讀20篇文章，小二有98%學生能上網

閱讀20篇文章，小三有85%學生能上網閱讀30篇文章。小四有93%學生能上網閱

讀30篇文章，小五有97.1%學生全年能上網閱讀40篇文章，小六則有74.6%學生於

全年上網閱讀40篇文章。六年級上網閱讀的百分率之所以較低，是因為其中兩

班的學生平日較少上網閱讀，到了學期末又太忙碌，未能於六月底之前把文章

讀完，建議下學年老師盡早安排學生上網閱讀，以免最後倉促完成或未能完成。

上網閱讀文章可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也能照顧個別差異，加上「愛閱讀網」

為免費的網站，學生可多看文章，並因應自己的能力及程度進行閱讀。  

 

 

 

 

以下為高、低小學生問卷調查結果及分析。高、低小的問卷題目略有不同，故

於下面分別列出高、低小的數據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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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小方面： 

 

 在初小學生問卷調查中(詳見附件三)，根據學生問卷調查結果，有97.3%學生認

為自己上中文課態度認真，能用心聽老師講解，有95.8%學生認同自己上中文課

堂時能積極回應老師的提問及參與課堂的活動，有95.8%學生能掌握老師所教的

內容，也有94.5%學生能透過造句、隨筆及作文等表達自己的意思，由此可見，

學生很享受上中文科的時光，也能在課堂上學到有關的知識，積極投入及表現

自己，也對中文的知識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對於學生學習中文，有很大的幫助。

可見他們在上課時能專心，可以在家中自行完成有關功課。 

 

 今年，中文科在三年級推行閱讀及寫作計劃，有58.4%學生同意及非常同意能透

過三年級指定閱讀的圖書及工作紙提升他們的寫作能力，在平日的觀察中，他

們喜愛閱讀指定圖書，但未懂如何在寫作中應用學到的寫作技巧，明年老師需

教授學生如何把所學應用在作文中。學生喜歡閱讀，有93%學生覺得閱讀有助於

提高他們的寫作及造句表現，可見校園的閱讀氣氛頗濃厚，學生能在功課上應

用。 

 

 有93.7%學生表示喜歡上中文課，有91.6%學生對中文興趣濃厚，有91.7%學生滿

意自己在中文科的表現。有些學生在問卷中表示，希望能學習多些中文知識，

可見學生很對自己的中文水平很有信心，對學習中文很有幫助。 

 

 

高小方面： 

 

 在高小學生問卷調查中(詳見附件二)，學生在「我上中文課態度認真，能用心聽

老師講解」一項，有100%學生自評學習態度良好，至於「積極回應老師提問及

參與課堂活動」，有98%的學生認為自己在課堂上表現專注及主動。有91%的學

生覺得能掌握課堂上老師所教的內容。整體的數據顯示學生認為學習態度認

真，課堂表現專注，能掌握所學。 

 

 高小學生問卷調查結果亦顯示，全年有72%的學生對中文科的學習興趣濃厚。此

外，有92%的學生表示喜歡上中文課。另有93%的學生滿意自己在中文科的表

現，學生似乎對中文科頗有信心。在「我覺得我的寫作能力良好」一項，有75%

的學生認為自己的寫作能力良好，即有四份之一的學生對自己的作文表現欠信

心，明年仍須繼續努力提升學生在寫作方面的表現。至於「我覺得閱讀有助於

提高我的寫作表現」一項，有94%的學生認為多閱讀是提升寫作能力的其中一個

途徑。 

 

 至於「我有善用好學室」一項，有77%的學生認為自己有善用好學室作溫習及做

功課的用途。最後一項為「我能善用自學網站」，有81%的學生有使用學校網頁

提供的中文科自學網站，在老師的推動下，學生能自發上網學習，表現不俗。 

 

 

          以上的學生問卷調查結果跟老師問卷調查(附件一)的結果吻合，老師問卷中 

     有「學生喜歡中文週及週會活動」，「學生普遍上課專注，積極投入」，「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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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閱讀」「學生普遍依循我的提示進行活動，並積極回應教師的提問」，「學 

     生在課堂上有互動。當我提供協作學習機會時，大部分學生積極與同學分享意見  

     及共同完成堂課活動」及「學生喜歡上中文課」，以上五項與學生的學習態度， 

     上課是否積極及中文科的愛好有關，調查結果都是100%同意，表示學生都能積極 

     學習，用心上課，喜歡中文科。 

 

    

 綜合教師意見，各級學生的能力如下： 

  

  一年級：學生學習態度積極，上課認真投入，積極參與活動、討論；課業表現尚算

良好，大部分學生課業整齊，認真作答，並能準時交齊功課；而有小部分

學生經常缺席及欠交功課，做改正時不認真，需經常重改。老師引申其他

語文知識時，也深感興趣，聽得津津有味。個別同學表現飄忽，偶爾馬虎，

需老師多次提醒或懲罰。學生均愛小組活動，無論是角色扮演、故事分享、

朗讀、創作句子，每次都很投入。教授唐詩後，很多學生都主動在圖書館

借閱書藉，然後帶回校分享。 

 

二年級：學生能有自信地用普通話表達意見，在聆聽普通話教學均沒問題；閱讀理

解方面，選擇題型表現良好，而從文中選詞則較難掌握，學生宜在文章中

找出重點所在，運用合適的答題技巧解難；寫作方面，學生樂於隨筆書寫

自身的生活體驗，且效果理想。同學的造句表現都達至標準，能表達詞義，

寫出通順的複句。部分同學更能寫出豐富的句子，運用豐富的字詞，甚至

成語，句子甚具創意。他們喜愛寫劇本，喜愛做角色扮演。今年加入圖書

教學，學生很投入學習，發揮創意，能按要求加入兩個角色。課堂氣氛輕

鬆融洽，師生互動頻密。同學亦能認真按時完成作業，字體工整。 

 

三年級：學生分組學習，討論機會多，能促進協作學習。寫作方面，學生能避免離

題，內容能貼題，大致分段適中，亦懂運用已學詞語及成語入文;學生能

掌握實用文的格式和要求，亦能掌握記敘文的寫作要求，內容切題，但學

生運用新詞寫作文的能力仍有待加強，他們亦欠缺生活經驗，想像力不

足，以致內容空泛。學生對聽力及說話部份均能掌握。閱讀能力逐步提升，

能夠從文章中掌握篇章的主旨大意；個別學生不合作，需多番提示才肯交

齊功課。 

 

   四年級：除個別學生外，大部分學生學習態度良好。對測驗、考試、默書非常 

           重視，考試成績還算理想。上課積極，思考問題教深入，四乙班表現 

           較突出。課上小組活動能有序地進行，學習效果好。四丙班學生上課 

           態度積極，常舉手回應提問，部份學生會自行備課，學習態度認真。  

           功課表現不俗，都能用心完成，但有少數學生的字體難看，不是寫得 

           太小，就是寫得太大，歪歪斜斜的，較難改善。 

 

 

五年級：五甲班及五乙班學生上課氣氛良好，但功課表現參差，欠缺主動學習、 

     思考，部分同學字體馬虎難看，常欠功課，需要老師督促。五丙班 

           學生上課普遍留心，有部份同學能認真抄寫筆記，但學生欠缺主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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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很少舉手回應老師提問，討論問題往往未能找出答案，或答案較        

           表面，顯示學生沒有作深入的思考。 

 

 

六年級：六甲班及六乙班學生較難掌握寫議論文及抒情文的技巧，用了多篇範 

    文，跟他們詳細講解寫作方法，再分組討論及嘗試寫小段，向同學匯 

    報。六丁班學生上課態度不俗，普遍能專心聽講、預習及抄錄筆記， 

    部分同學常舉手回應提問。功課能認真完成，但有少數學生的字體馬 

    虎難看，改正粗疏。 

 

 

 (2) 學與教的質素 
 

主要優點 
 
課程方面 (特別是推展四個關鍵項目和培養學生共通能力方面的優點) 
 
 優才的中文課程完備，讀文教學與寫作教學能充分配合，老師在教學上能自由

發揮。每年學期末老師都會檢討課程，並因應教學需要及學生程度作出調整及

修改。 

 

 校本課程《專用教材》一及二，學生從中可學到不少成語及詩詞，能提升他們

的文學素養及增加詞彙量。 

 

 校本課程靈活、涉及面廣泛、普教中令學生作文語病沒那麼多。 

 

 內容豐富全面，能有效針對不同年級需要編寫校本教材。 

 

 學校支持及積極推行閱讀，有助學生打好語文基礎。 

 

 教科書的篇章水平高，課文內容貼近生活經驗，有助於學生理解。出版社會定

時向老師詢問教材有哪些地方需要入修改或加強，以完善教科書的素質。另亦

有每年更新資源，以減輕老師擬題及出試卷的負擔。 

 

 校本課程內容豐富，能補充教科書的不足，加強學生對成語及修辭的認識，另

又有詩詞、諺語的學習，提高學生對中國文學的興趣。為了精益求精，每年老

師均會檢視教材的內容，因應教學作出修改及調整，針對提升學生能力及興趣，

顧及學生能力。 

 

 教科書有德育及公民教育，以及情意教學的元素，透過文章的學習，學生在潛

移默化下，明白如何做個好學生。課堂討論及分組協作活動，可訓練學生的批

判能力，增強學生之間的溝通，提高學生的口語能力，並教會學生聆聽及接納

別人的意見。 

 

 校本的《創意寫作教材》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而編寫，除了配合課文教學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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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著重學生創意的培養，涉獵的題材廣泛，學生能嘗試按不同的題材寫作。藉

着有系統的寫作，讓學生學會不同文體的寫作及發揮所想。 

 

 學校的閱讀課已有系統地要求學生閱讀，中文科亦要求學生增加網上閱讀及自

習篇章的數量，並設定達標的數目，期望學生能夠多閱讀，欣賞不同體裁的好

文章。另學生的寫作題目如需搜集資料，老師會要求學生到圖書館搜尋相關的

圖書，以豐富文章的內容。 

 

 課堂的說話訓練可以增強學生面對群眾的信心，訓練組織能力，以及用普通話

作報告。 

 

 學校設立努力小組，為評估未能達標的學生「補底」。另好學室的設立亦能鼓

勵學生在小息及午息前往溫習，老師可因應學生的學習情況進行指導，以照顧

個別差異。 

 

 今學年仍設背默，希望學生能多背誦文句優美的段落。 

 

 六年級設有《古文選讀》，下學期教授文言文，為中學預先作好準備，此外亦

培養學生對古代中國文學的興趣。 

 

 

教學方面 
 
 教學資源配套充足，同事可以隨時在內聯網找到相關的校本教材，出版社亦有

提供足夠的教學資源給老師運用，中文資源櫃有許多不同出版社的中文補充練

習，如果老師需耍擬補充工作紙給學生，可以在資源櫃找練習本作參考。 

 

 本校在內聯網內增設學生自學網址，內有字典、辭典、中國文化、成語、趣味

學習活動等，以鼓勵學生自學。 

 
 課堂活動多元化，有小組討論、協作活動、講故事、分享活動等，師生的互動 

   較多，學生亦較投入。 

 

 一年級用廣東話授課有助學生理解及適應，學校非常注重培養學生語文能力。 

 

 中文科老師大部份是中文本科畢業，中文水平高，有利提升學生的語文水平。

老師均是專科專教，能專注本科的教學，對課程有更深入的了解及掌握。 

 

 同儕觀課及科組會議的分享及交流，對老師的教學和專業發展有一定的幫助。

各級老師每學段集體備課最少一次，在老師問卷(見附件一)「我透過科務會議和

共同備課進行專業交流」及「我在每級每學段集體備課最少一次」，調查結果

為100%，老師都有共同備課，以作專業教流。另外所有同事都在本學年參加與

中文科有關的課程，所以「我在本學年參加了最少一次中文科進修課程」一項

亦顯示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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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小及高小老師每年深入討論及交流學生的水平及學習情況，以了解學生的水

平，並預先作好準備，以提升教學效能。 

 

 普通話早會能為學生提供不同的活動經驗，學生可以在台上朗誦、介紹詩人、

表演繞口令、分享佳作。老師亦設計了不同的比賽，讓全校學生參與。 

 

 四年級三連堂作文效果不俗，學生可以在聽老師指導及小組討論後，立即進行

寫作，效果不錯。學生有不明白的地方，亦可即時發問。每一次作文都能真實

地反映學生的作文水平。同時令學生在課上有機會欣賞其他同學的作文。 

 

 嘗試提升學習能力最弱的同學，使他們能達標。 

 

 要求學生預習，提升自學的能力。  

 

 多預備延伸閱讀教材給學生，擴闊他們學習層面。 

 

 

 
 
學生學習方面 

 

 

 四年級學生在教學活動中有許多的互動，對於刺激學思考有幫助。他們樂意討

論問題，不太依賴老師講答案。他們的中文水平中等，但有進步的潛力。寫作

也在進步中，很多學生能將所學詞語、修辭或其他表現手法運用在作文中，相

信日後會有更大進步。 

 

 學生的閱讀量充足，喜愛閱讀，部分學生的想像力及表達力較強，寫作能力也

較高。  

 

 學生課堂秩序甚佳，大部份同學都能留心聽講。對老師的指示都能遵從。 

 

 六年級整體水平有進步，能自行分析文章結構及寫作技巧。自學能力已逐步建

立。 

 

 小班教學，學生的參與機會高，亦可以安排課堂活動，讓學生思考、討論及發 

   表意見。 

 

 學生以普通話作課堂的溝通語言，故能操流利普通話，口語能力不俗。 

 

 學生喜歡閱讀課外書，有助增廣見聞。 

 

 部份學生家長能在家指導學生，或學生學習有需要支援，家長會為學生請補習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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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估方面 

 

 一年級至六年級上下學期共有四次評估，五年級最後一次評估為呈分試。六年

級第一次及第三次評估為呈分試。 

 

 教科書單元總結有「自評活動」，讓學生在學習一個單元後進行自我評估。 

 

 由學校安排第四學段完成學生問卷及教師問卷，評估活動是否成功，以及學生

對中文科的看法。 

 

 課堂同儕互評，讓學生互相評鑑作文的表現，增強學生的自評意識。 

 

 科務會議及同級備課讓老師有機會檢討學生的課堂表現、教學情況及學生成績

等，老師可因應學生學習情況調節教學內容及進度。 

 

 高小提供評估前小測，藉以讓學生早日溫習評估範圍。 

 

 今年默書評估改為平時分制，減輕學生評估期間的壓力，學生及家長均支持這

個安排。 

 

 

資源管理方面 
 

 教科書出版社提供了不少教學資源，如電子書、光碟、字詞卡、圖卡、教師用

書及網上資源等，老師亦因應教學需要製作簡報及教學材料。有任何資料的更

新，老師可以自行在網上存取。近來更加入了寫作的輔助教材，供老師應用及

參考。 

 

 校本教材的文件檔儲存在學校的內聯網，老師隨時可以在課堂上使用。 

 

 中文科資源櫃內有各類參考書、光碟及字典等。此外還有坊間的中文練習本供 

   老師參考。 

有待改善的地方 
 
課程方面 (特別是推展四個關鍵項目和培養學生共通能力方面的弱點) 
 

   低小方面： 

 

 教科書中大部分的課文內容有趣味，但練習中的參考答案時有錯誤，有些文句

也不太流暢，已向出版社反映。 

 

 教科書的配套作業難度均衡一些較佳。作業的句子寫作要求較低，但有些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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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內容較深。 

 

 課本生動有趣，貼近學生生活，所教的語文知識適合學生的程度，但部分課文

詞語較淺顯。 

 

 
高小方面： 

 

 可以增加古詩教學，讓學生對古詩有更多的認識。 

 

 課時較緊迫，受假期及活動影響。 

 

 學生日常學習中要接觸好的文章、好的創意，有足夠的積累，才會令學生的理 

解能力、寫作能力有較大的飛躍。 

 

 六年級教古文的時間不足，建議由上學期開始教，每學段教一至兩篇，或將《古

文選讀》與《專用教材》(二)合併，將修辭部分刪去(或將相關練習納入《語文知

識練習》內。 

 

 

 
教學方面 
 
低小方面： 
 
 一年級同學因來自不同幼稚園，上學期初學習能力，尤其書寫和辨認字詞方面，

個別同學參差得很。有小孩表示，過往幼稚園從未試過抄寫，故此，在詞語、

默書方面感到壓力，表現明顯跟原班有很大差距。 

 

 二年級《尋貓啟事》的無字天書教學十分有趣，同學能透過細微的觀察，在故

事中發現有趣的細節，但在選取人物續寫故事上仍頗有難度。 

 

 三年級的寫作是學生最大的難題，學生欠缺生活經驗，想像力不足，以致內容

空泛。 

 

 部分學生不喜歡看中文圖書，老師安排他們每星期借閱一本指定圖書，教導他

們閱讀策略，提升他們的閱讀量及興趣。 
    

高小方面： 
 

 任教班數較多的老師工作量大，學生活動頻繁，特別是小五水平較參差，但缺

乏空間作個別指導。需要抓緊各班班主任節時間作改正或跟進功課。 

 

 主要是五年級學生學習比較被動，而且能力不算很高，要慢慢改變他們的學習 

習慣，多提供課堂討論，於是在教學時間上比較趕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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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堂安排上要調適得更好，教學時間及活動時間得好好平衡。 

 

 學生對於較難、較抽象的課題不大願意思考，需多加引導及提示，望能有所改

善。 

 

 
學生學習方面 
 
低小方面： 
 
 二年級學生的對於書面寫作仍是不太習慣，較多口語化表達，宜教導學生區分

口語和書面語，普通話用詞和粵語用詞。 

 

 部分學生生活經驗不足，懂得的字詞不多，句子不通順，以致未能充分表現出

自己的意思。他們寫作的題材較窄，多寫圍繞自己日常發生的事來描寫，又或

寫天馬行空的內容。 

 

 學生經常執筆忘字，有時粗心大意，書寫時常有錯字、別字。個別家長未能跟

進學生的學習進度和協助檢查功課，學生的功課時有漏做的情況，而改正時也

未能認真，加重老師的負擔。 

     

   高小方面： 

 

 四年級小部份的中文水平較弱，因此在課堂上表現較被動，較少回應提問。思

考問題流於表面，較難掌握文章的深層意思。寫作表現較弱，除了文句未能達

意之外，對題目的要求亦不清晰，文章內容偏離主題。 

 

 五年級中文水平普遍較弱，思考問題流於表面，未能掌握文章的深層意思。寫

作表現令人關心，邏輯、結構尤其弱，詞彙欠準確，加上粗心大意，以至文句

未能達意，對題目的理解亦不清晰，文章內容容易偏離主題。 

 

 對自我要求低，主動性差。改正作業依然是薄弱環節。 

 

 學生雖然閱讀量豐富，但鮮有從中汲取「養分」，使文章用詞較貧乏。 

 

 六年級部分學生較粗心大意，錯字多。寫作組織、修定文章習慣仍待加強。 

 

 學生的能力差異較大，增加了老師的教學難度，部分能力較遜的學生，老師會

於小息或午息為學生作個別指導。如學生評估不達標，須到努力小組學習。 

 

 

學習評估方面 
 

 老師傳閱測考卷時，如發現內容有錯漏或不恰當的地方，請作修改，修改後請

103



交同級同事再閱。 

 

 高小的評估前小測，目的是讓學生提前複習，但很多學生都沒有認真溫習，表

現欠佳，將檢討明年是繼續實行。 

 

  

 (3) 跟進措施(將於下學年推行) 

 

1. 一年級上學期加入以普通話朗讀詞語及課文，讓學生及早適應普教中的語言環境。 

 

2. 二年級實行口頭讀書報告，訓練學生口頭報告及語言表達能力。 

 

3. 二年級延續圖書教學(無字書)的寫作，發揮學生的創作能力。 

 

4. 三年級進行童話故事改編比賽，將優秀的作品匯成作文集，供同儕欣賞。 

 

5. 四年級新增校本教材《七彩「悅」讀》，讓學生欣賞佳作，並從中學習佳詞佳句。  

 

6. 五年級學生閱讀不同作家的新詩，並學習創作新詩。 

 

7. 六年級以電子應用程式輔助說話訓練。 

 

8. 增加課堂朗讀次數。 

 

9. 高小取消小測，讓學生自主溫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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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 (Ellen Yeung) College 
Subject Annual Self-Evaluation Report (2015-2016) 

Subject: English 
Panel Chairpersons: Martin, Sue, Erik  
Local Subject Teachers:  Upper primary: Sue, Myra, Wincy, Kitty  Lower primary:Yanmy 
Native English Teachers:  Upper primary: Tavis, Martin    Lower primary: Andre, Erik, (Pari) Ruth, Margues 
Grades: G1 to G6 (24 classes; 12 in MK, 12 in TKL) 
 
I. Current Situation 
1. Students have 8 English lessons a week. In upper primary section, there are 5 lessons teaching textbook and 2 lessons using Daybook (G4-G6) and/or  

school-based materials in reading and writing, and 1 lesson teaching reading. In lower primary, there are 4 lessons which use a textbook, 2 lessons teaching 
school-based phonics, 1 lesson teaching writing and 1 lesson teaching reading. 

2. The course book used in G1 to G6 is Pop Up Now, published by MM Publications. Daybook of Critical Reading and Writing, by Houghton Mifflin, is used for G4 to 
G6 to enhance students’ writing and reading. In the 4th

3. All students use SMART Grammar and Vocabulary by MM Publications to support their grammar learning within a context.  

 semester, G6 uses New Headway (Pre-Intermediate),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o help the 
students better prepare for the secondary syllabus.  

4. Oxford Reading Tree series is used for G1-G6 GT Reading lessons. Stage 6 is used for G1 and Stage 7 for G2, and so on. Worksheets are set for each book in G1 to G3 
which have been included into GT Writing materials. 

5. All students have journal writing at least 10 times a year using the school developed GT Writing books. 
6. Students finish phonics learning in G3, after using the in-house learning materials. 
7. Students have dictations / spelling tests every two weeks. Marks are counted towards the continuous assessment.  
8. G1-3use portfolios, which encourage focused revision and continuous assessment. Each unit has an integrated task.. 
 
II.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1. Provide pleasurable and enjoyable learning experiences for students. 
2. Motivate students’ learning and creativity through various activities such as dramas, story-writing activities, and games. 
3. Facilitate the use of language. 
4. Support students to construct knowledge and develop skills, positive values and att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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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evelop students’ confidence in communication, especially in reading for lower primary, and in writing for upper primary. 
6. Support lower-end students who are weak in English and nurture a spirit of diligence. 
7. Use e-learning to enhance and consolidate students language learning. 
 
III. Students Performance 
1. Internal Academic Results  

First Term Exam (Assessment 2) 
Grade Pass rate* Average marks (out of 100) 

1 99 % 92 
2 99 % 85 
3 98 % 87 
4 100 % 88 
5 100 % 87 
6 96 % 82 

* The pass mark for English exam is 70 out of 10 
Second Term Exam (Assessment 4) 

Grade Pass rate Average marks (out of 100) 
1 100 % 91 
2 99 % 86 
3 98 % 88 
4 100 % 88 
5 100 % 87 
6 100 % 86 

 
2.  External Benchmark Exam --- Cambridge Examinations on 4 June 2016 at GT College TKL campus 
 Flyers (G4):  117 students took the exam, and 98% of them got 12 or more shields. 
 Key English Test (G6):75 students took the test,100% of them passed the Test, with 86.7% of them getting “Pass with Merit” and “Distinction”. 
 
3. Overall performance 

G1: Students are highly motivated to learn and are able to integrate well into and “English only” environment. By the end of the year, they are able to read with  
confidence and contribute to class discu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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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 Students read with confidence and are able to express themselves well. They are working on their writing skills. It is felt that with the change in GT Writing  
materials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get more focused practice in 2016-17. 

 G3: Students were able to expressively join in Choral Speaking and conveyed the meaning appropriately. They built on good group-led task skills and were able to  
give meaningful peer feedback. 

 G4: Students are disciplined and their ability is generally high. Three G4 students entered a vocabulary competition and got the champion. They are taking  
  Cambridge Flyers Exam. 
 G5: Students are active, creative, energetic and expressive. They took part in the choral speaking competition and got the 2nd

 G6: There are some outstanding writers and budding poets, but they have to be encouraged and forced sometimes. There is a range of ability. They are taking  
  Cambridge KET exam. 

 place. Some students are keen on  
  writing, and they have entered different writing competitions. 

 
IV. Evaluation of Work & Strategies 

Plans Time Scale Success Criteria Outcome Evaluation 
 Follow-up actions 

Enhance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A specific focus upon levels 
of questioning skills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lesson 
observation. 

Whole year In the assessments, 10% 
of the students achieve 
the Academic 
Scholarship, while 80% 
of G3 &G4, and 75% of 
G5 & G6 achieve the 
Basic Attainment 
Scholarship. 
100% of teachers apply 
various levels of 
questioning skills in the 
lessons. 

Assessment 2 Subject Award (Benchmark) 
G1: 28% (94%); G2: 11% (84%);  
G3: 9% (82%); G4: 8% (89%) 
G5: 10% (96%); G6: 13% (71%) 
Assessment 4 
G1: 18% (95%); G2: 7% (93%) 
G3: 9% (86%); G4: 6% (82%) 
G5: 10% (90%); G6: 12% (91%) 
 
Generally, students performed well in their 
assessments and could almost achieve the 
expected results. 

The same or similar 
targets will be applied in 
the next academic year. 
The English Department 
will continue to offer 
extra support to students 
if and when it is required. 
 

Encourage teachers to use 
mobile devices, interactive 
whiteboardsor online 
resourcesto support 
e-teaching in the lessons. 

Whole year Each teacher uses an 
e-device in a lesson at 
least once a semester. 

85% of our teachers have given students 
opportunities to try out mobile learning apps. 
About 98% of the upper primary students would 
like to use i-pads to help them learn English. 

In order to increase 
provision or usage of 
e-services, the 
department will campaign 
to have i-pads that are 
dedicated to the English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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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ine the English Language 
skills practiced by students 
by using an in-house 
Portfolio for G1 to G3 to 
provide a meaningful 
learning experience 

Whole year 80% of the teachers find 
the new materials more 
meaningful and effective 
to students’ learning. 
 
70% of the students find 
the portfolio an effective 
way of structuring their 
learning. 

100% of our teachers enjoyed using the new 
in-house teaching materials. 
92% of the upper primary students agreed the 
new materials helped them learn effectively. 
Around 95% of lower primary kids agreed the 
portfolios helped them keep their work in a 
meaningfully way. Around 90% of them wanted 
to spend more time on portfolio tasks. 

We will further modify 
and improve the portfolio 
materials. The success 
criteria can be more 
ambitious too. 

Teachers encourage students 
to enjoy learning English by 
giving them constructive 
feedback on their work and 
providing child-centered 
lessons. Teachers value their 
contributions and hence 
facilitate their learning 
progress. 

Whole year 80% of the students enjoy 
English lessons. 85% of 
the teachers give 
constructive feedback on 
students’ work and 
performance in the 
lessons. 

More than 95% of the students were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English lessons. 100% of our 
teachers gave constructive and specific feedback 
on students’ oral and written work. 100% of us 
valued students’ contributions in the lessons and 
hence facilitated their learning progress. 

The department may 
consider expanding the 
range of feedback to 
include evidence of 
students’ feedback on 
other students’ work. 

Send G3 and G5 students to 
choral speaking in the 
Speech Festival. 

Nov-Dec 14 80% of the G3 and G5 
students enjoy the choral 
speaking experience. 

91% of G3 students agreed choral speaking was 
a meaningful experience. 
From the oral feedback, more than half of the G5 
students enjoyed choral speaking.  

Given the fact that a 
significant minority of G5 
students did not enjoy the 
Speech Festival, children 
should be invited to take 
part. Those not wishing to 
join will not be forced to 
do so! 

Encourage students to do 
constructive group work.  
 

Whole year 80% of the students enjoy 
the group work. 
+ Teachers can give 
evidence of at least one 
instance of constructive 
group work per semester. 

100% of our teachers assigned group work or 
activities in the lessons, while 98% of the 
students agreed they learned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through the group 
work. 

The department will 
continue to encourage the 
group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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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 students’ work to 
motivate them to write more 
and better.  
a) Writing Tasks on school 

based materials. 
b) Internal Writing 

Competitions  
c) External Writing 

Competitions 

Whole year 
 
 
 

Students’ work shows 
creative ideas and is 
published at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All teachers agreed our students showed creative 
ideas in their writing. 
 
100% of the upper primary students agreed that 
they could write with confidence. 
An anthology “Our World, Our Future” of 
students work in the internal writing competition 
was published and given to each student. 

A third anthology will be 
produced in the next 
academic year. 
Furthermore, the upper 
primary GT English 
teachers will display 
examples of good writing 
on their websites. 

Enhance students’ 
competence and interest in 
English reading and guide 
them to master independent 
learning skills. 
a) GTR -Oxford Reading 

Tree 
b) Daybook (G4-G6) 
c) Raz-Kids (online reading 

programme) www.raz-ki
ds.com 

d) Newspaper / magazine 
subscription 

e) Home Reading 
Programme (G3-G6) 

Whole year 
 

70% of students like 
reading. 
 
 

98% of our G1 to G2 and 93% of G3, 95% of 
G4-G6 kids liked reading English books outside 
school, and 99% of G1 to G2; 95% of G3, and 
95% of G4-G6 agreed using Raz-kids helped 
them improve their reading. 
More than 90% of the G3-G6 students enjoyed 
the readers from the Home Reading Programme. 
 
A high percentage of our students enjoyed 
English reading. With the assistance from the 
teacher librarian, there showed an increase in 
English book lending rate. 

All of the reading 
programmes will be 
continued. In addition, 
the library will work 
together with the English 
Department to encourage 
wider reading around 
some of the key topics in 
the English Writing 
Workbooks. 

Send students to sit 
Cambridge Examinations 

- Flyers: G4  
 
- Key English Test 

(KET): G6 

May 2015 
 

 
90% of the students get 
10 shields or above 
90% of the students pass 
the exam 

 
100% of G4 students got 11 shields or above, 
with 1.7% getting 11 shields. 
 
100% of G6 students passed the KET, with 
22.6% less students getting Distinction, but 16% 
and 6.6% more getting Merit and Pass 
respectively.  

The same will be applied 
next year. This may take 
place earlier, so that 
students can get the 
results a few weeks 
before the summer 
hol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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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urage teachers to take 
courses or workshops to 
refresh teaching ideas. 

Whole year All teachers attend at 
least one subject-related 
workshop or course a 
year. 

92% of the teachers regularly attended courses 
or workshops about English teaching to refresh 
or enhance their teaching. 
In addition, all our teachers were seeking new 
ways to improve their teaching and students’ 
learning through action research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pedagogical approaches 
and technologies. 

The Panel will seek to 
shar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particularly 
those provided by the 
EDB. 

Encourage teachers to have 
collaborative planning 
across the same grade. 

Whole year 90% of the teachers carry 
out a collaborative lesson 
plan at least once a year. 

100% of our teachers carried out co-lesson 
planning and shared lesson materials with other 
English teachers. 

This practice will 
continue and will be 
supported and monitored 
by the Panel. 

 
 
Other activities 
Different activities were arranged to give students the opportunity to express/develop their talents. 
1. The 67thSpeech Festival: we entered 41 students from lower primary, gaining one 3rd place position; 34 individual students in the upper primary section joined with 

three 2nd place positions and two 3rd places. Two teams were entered from lower primary with one of these teams gaining 1st. In upper primary, one team was entered 
and received 2nd

2. Wednesday (TKL) & Friday (MK) Morning Assemblies: 92% of our teachers agreed it contributed meaningfully to the overall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students participated enthusiastically. 100% of the upper primary students actively listened and participated in it. 

 place. 

3. Drama Festival: The English Drama Team, Curtain Call, delivered anothe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and received many plaudits for The Dish of Happiness on 8
March.Twenty twoG4 to G6 students took part in it.  

th 

4. A team of three G4 students entered and won the champion in the inaugural territory wide vocabulary competition, which was co-organized by Classroom Centre and 
 Hong Kong Aided Primary Schools Heads Association. The students enjoyed the workshops and the competition very much. They would love to take it again next 
 year. 
5. Various external writing activities were organized to widen students’ horizons, such as the Hong Kong Budding Poets Competition, which was organized by HKAGE; 

ESL Light’s “A day with a book character”; The Standard’s “Imagination is everything”; Asia Children Education Association’s “Caring for all”. More than 100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competitions.Two students won awards, one as the Poet of the School Award in Budding Poets; while one got a merit in The 
Standard’s story writing competition. 

6. A group of four students represented the school on the RTHK Sunday Smile Radio Show on 29th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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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SWOT analysis 
1. Strengths 
A. Teaching 
i.  All local English teachers are well qualified and have passed or been exempted from the Language Proficiency Assessment for Teachers. 
ii. Six Native English Teachers (NETs) are teaching English at our school to create an authentic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to use the language. 
iii. Four of the NETs are working as G3 class teachers to encourage daily communication with students. 
iv. We have a great teaching team. NETs and local teachers work closely and co-operate well. 
v. There are small classes with no more than 26 students in each class. This makes teaching more effective. 
vi. Teachers exchange teaching ideas and materials. Co-lesson planning takes place.  
vii. An English Assembly is held each alternate week in both campuses. 
B. Learning 
i. The English standard of the students is generally quite high.  
ii.Most of our students show an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are eager to participate in activities and to interact in English with teachers. They enjoy doing drama and 
are quite outspoken. 
iii.Our anthology “Our World, Our Future” was published with high readership. The ‘green’ theme was aligned with the school’s on-going mission. 
C.Curriculum 
i.An Online Reading Programme “Raz Kids” has been in place since 2007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read outside class and learn through reading.  
ii. The course book, Pop Up Now, is published in Europe, the supplementary Daybook in the USA, through them students can learn language and develop their   
knowledge of other cultures. 
iii. Most materials are made in-house, including the Portfolio and writing. This allows teachers to tailor the materials to match our students needs and capabilities.  
    Revision of the GT Writing, GT Phonics and Guiding Notes materials has been ongoing. This is done to ensure the students are getting the most out of these materials. 
iv. All students finish their phonics learning in lower primary. 
v. Home Reading Programme was initiated to promote leisure reading for G1 to G6. 
vi. Reading is one of the core aspects of learning. 
D. Support from School 
i. 25i-pads were purchased and the wi-fi environment was further improved for students to enjoy the e-learning environment. 
ii. We have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school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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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eaknesses 
A. Teaching 
i. As there are two campuses, there is a lack of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lower and upper primary section. 
ii. Keeping G1 students portfolios takes teachers’ time. 
B. Curriculum 
i. There is a lack of curriculum integration with other subjects. 
 
3. Opportunities 
A. Teaching 
i. E-learning with the use of the I-pads helps facilitate students’ learning. 
ii. More online resources can be created to promote self-learning. 
iii. Teachers are encouraged to take courses to professionally develop and explore new ideas and applications. 
B. Learning 
i. The department can further encoura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external competitions to broaden their horizon. 
C. Support from School 
i. The NET teachers staff room in Mongkok will also function as an English room. 
 
4. Threats 
i. The pace of change in technology may affect students learning, like reading habits might be changed because of the use of mobile devices. 

 
VII.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1. The vocabulary element of the G4-G6 Guiding Notes may be taken out of the assessment and done as a quiz beforehand. This would allow students to focus upon 
extended writing in the assessment. 
2. In house teaching materials will be further refined and a new G2 Phonics Workbook will be produced. For GT Writing books, more sample writing can be included to 
cater for learners diversity. 
3. I-pads will be used more consistently in English lessons. 
4. More examples of good writing will be displayed in soft copy on the upper primary GT English teachers Weeblies. Students writing can also be shared in mo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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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mblies to showcase their great written work. 
5. An English staff room will be created in MK campus. NET teachers are to create an English speaking hangout for kids to read, play, learn and chat with each other. 
6. A Word Scramble or Scrabble competition can be introduced to make vocabulary learning more enjoyable. 
7. Teachers can make better use of the library by bringing students there to research topics in English les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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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書院  
週年自評報告 – <數學> (2015/16) 

科目：數學 

科主任：梁詠賢老師、蔡勝東老師 

科任教師：潘淑敏老師、潘倩雯老師、伍杰兒老師、董杭生老師、周曉瑜老師、 

顏昭瑩老師、鄭樂斯老師、陸家慧老師、李嘉榮老師 

 
〈數學〉的學與教 
 
(1) 學生表現 
 

學業表現(校內外成績) 

 上學期校內考試(學業評估二)成績： 

G1：全級合格率是100%，平均分是86分； 

G2：全級合格率是94%，平均分是79分； 

G3：全級合格率是98%，平均分是80分； 

G4：全級合格率是98%，平均分是82分； 

G5：全級合格率是100%，平均分是81分； 

G6：全級合格率是92%，平均分是74分； 

 

 下學期校內考試(學業評估四)成績： 

G1：全級合格率是100%，平均分是88分； 

G2：全級合格率是98%，平均分是82分； 

G3：全級合格率是97%，平均分是80分； 

G4：全級合格率是100%，平均分是81分； 

G5：全級合格率是100%，平均分是88分； 

G6：全級合格率是100%，平均分是85分； 

 

非學業表現(課外活動及校內外活動) 

 兩校舍均於上、下學期皆舉辦了數學週會及不同類型的數學活動 (詳見附件一： 

subject review Part D(a))，分別約有95.9%(初小)和84.4%(高小)的學生表示喜歡數學週

的活動。另外，超過九成的學生表示能透過數學週活動增加或提升對數學的認識和

興趣，學生對數學週活動的興趣較去年有所提升。(見附件二) 

 本校部分學生亦參加了不同類型的校外比賽，從中獲取經驗。(詳見附件三) 

 

在本年度，高初小學生進行了有關數學科的問卷調查，得出了以下的數據及結果。 

 

初小方面： 

 

   根據初小學生問卷調查的結果中，有94.5%學生認為自己上課專心，並投入課堂活

動。除此之外，有89.7%學生認為數學課很有趣。由此可見，學生在上課時專注認真，

十分投入，在當中亦產生了對數學的興趣。另外，有94.5%學生認為數學科功課深淺

程度合適，而有93.1%學生認為數學科的功課量適中，數據反映超過九成學生能應付

數學科的功課，而功課的深淺程度符合學生的數學能力水平。因為學生在課堂表現

投入，參與度高，鞏固了他們在數學科上的學習，令他們能應付日常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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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84.1%學生喜歡「數學故事書」計劃，學生雖喜愛閱讀數學故事書，但反應未如數

學週活動般熱烈，可見未來仍有需要鼓勵學生多閱讀數學故事書，從當中找到樂趣。 

 

   大部分科任老師都認為初小學生能細心聆聽老師課堂講解，及對各課題的概念

有充分的掌握。而老師更認為初小學生十分積極回答提問及參與課堂活動。 

 

高小方面： 

 

   根據高小學生問卷調查的結果中，有99.2%學生認為自己上課認真，能細心聆聽老師

在課堂的講解。有95.9%學生認為課堂氣氛良好，會積極回答老師提問及參與課堂活

動，很喜歡上數學課。數據顯示學生在數學課的表現積極，主動參與課堂活動，對

數學感興趣。而97.6%學生對各課題的概念有充分掌握，反映出學生的積極參與，有

助鞏固他們對各課題的認識，而90.2%學生喜歡動腦筋思考數學難題，顯示他們不只

停留於對數學概念的掌握，而他們更喜愛在當中解決難題，挑戰自己。 

 

   有82%學生喜愛閱讀數學圖書，數據顯示普遍學生喜愛參與數學課以外的活動，老

師亦可藉此機會引導學生把數學知識應用於日常生活中，提高他們學習數學的興趣。 

 

   大部分科任老師都認為高小學生上課表現良好，能細心聆聽老師的講解，對各課題

有所掌握，但部分老師認為學生的家課表現欠佳，未有認真完成家課。 

 

 (詳見附件一：subject review Part(A)及附件二) 

 

 

(2) 工作計劃成效 

 

施行計劃一：提升成績稍遜的學生的數學能力，培養勤奮精神 

 

 二至六年級在每學段皆開設了最少一組努力小組為每次學業評估中成績較差的學

生提供協助和輔導，由科任老師任教；而一年級則在第二學段開始增設。 

 

 一至三年級於第二及第三學段均增設了個人努力計劃，由任教老師負責跟進能力

稍遜的學生的學習情況，在小息或大息時間給予指導，進行補底。 

 

 G2至G6各級學生在第一至第四學段考獲6分或以上的平時學習分的百分比： 

 

 G2 G3 G4 G5 G6 

第一學段 100% 98.9% 98.3% 100% 98.7% 

第二學段 100% 98.9% 97.4% 100% 94.7% 

第三學段 100% 98.9% 100% 100% 100% 

第四學段 100% 100% 94%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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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至G6各級學生在第一至第四學段考得70分或以上的成績的百分比： 

 

 G3 G4 G5 G6 

第一學段 77% 79% 91% 98% 

第二學段 86% 91% 98% 73% 

第三學段 82% 97% 97% 89% 

第四學段 89% 85% 99% 93% 

 

成就： 

 

 在本年度開設的努力小組，希望幫助數學能力稍遜的學生打好基礎，提升他們的

數學能力，在學業評估中能考得70分或以上的成績。在本學年，努力小組幫助了

很多學生在數學成績上有所進步，足見其效用。而個人努力計劃旨在協助未能進

入努力小組，但數學成績稍遜的學生。在第二及第三學段，G1至G3的個人努力計

劃由科任老師負責跟進該計劃內的學生，跟進他們的學習情況，經過此兩個學段

的指導，學生在第三學段的數學成績已大有進步，故第四學段已沒有需要開設個

人努力計劃。 

 

 在第一至第四學段，G2至G6均有超過九成學生考獲6分或以上的平時學習分，數

據反映各級學生在每次小測均有頗佳表現，亦顯示出學生在每個課題上的知識有

所掌握。 

 

 第一學段，G3及G4學生的學業評估表現未能達到八成學生考獲70分或以上，而G5

及G6均有超過九成學生考獲70分或以上；第二學段，G3至G5學生在成績上均有顯

著進步，唯G6只有73%學生考獲70分或以上；第三及第四學段，G3至G6學生表現

均能達標，各級均有超過八成學生考獲70分或以上的成績。 

 

反思： 

 

 在本學年，努力小組和個人努力計劃的設立令成績稍遜的學生得到更大的支援，

亦讓科任老師能有更多機會為他們作出適切的指導，鞏固他們的數學概念。而各

級學生考獲70分或以上的比率上升亦顯示出努力小組及個人努力計劃的成功。 

 

 整體學生在小測表現出色，考獲6分或以上的平時學習分。 

 

 部分G3學生在第一學段對運算次序及括號的使用掌握欠佳，科任老師下學年可加

強學生對運算次序及括號的運用，鞏固此部分的知識。G4學生對2位數乘以2位數

的乘法仍未完全掌握，估算的準確度欠佳，科任老師在下學年需用更多課時重溫

乘法的計算，改善乘法計算的表現。而G6學生在第二學段整體答卷態度欠認真，

反思答案的合理性欠佳。在下學年需加強學生的數學概念，反思答案的合理性。 

 

 因G3及G4未能有80%的學生於學業評估一考得70分或以上的成績；G6未能有75%

的學生於學業評估二考得70分或以上的成績，本計劃未能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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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計劃二：展開電子學習 

 G1-G5各級各試行了一次電子學習及完成學習報告(見附件四)，教學課題如下： 

G1：立體圖形、G2：秒、G3：四邊形、G4：密鋪平面、G5：立體的截面 

 

反思： 

 

 使用應用程式輔助教學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亦能把抽象化的圖象視覺化地呈

現。而使用此學習方法亦可省卻剪紙、拼貼圖形的時間，令課堂更緊湊。而iPad

的功能亦可更容易地把學生的成果展現出來，讓其他學生作即時回饋。 

 

 輔助教學的數學應用程式較少，而其發展亦屬初步階段，程式內的選擇亦有局限，

限制了學生的思考。科任老師若使用應用程式作教學時，需審慎考慮程式的內容

能否提升教學效能。 

 

 G6所選的電子教學課題是在第二學段教授的，而當時學校未有足夠的ipad和穩定

的網絡配合，因此G6的電子教學未能實施。 

 

 本計劃未能達標。 

 

施行計劃三：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本學年本科共有11位數學科老師，根據進修記錄，每位科任老師皆參加了最少一

次有關數學科的進修和培訓(見附件五)。 
 各級科任老師每學段完成了最少一次的集體備課(見附件六)。 
 本科在學校內聯網內提供了一些自學網址讓學生自學。 

 
反思： 

 

 隨著教學模式的轉變及多樣化，在職教師的進修尤其重要。本學年各科任老師進

修的範疇主要關於數學電子教學，希望藉著專業交流，提升教學水平，亦對此新

教學趨勢有更多了解，為配合來年學校推行STEAM教育作好準備。 

 

 本計劃達標。 
 
 
施行計劃四：G2-G6各級科任配合課程，教授速算技巧 

 G2-G6學生完成了三份速算練習及一份比賽試卷。 
 二至六年級速算比賽的結果： 

 G2約有67%學生合格 
 G3約有56%學生合格 
 G4約有92%學生合格 
 G5約有91%學生合格 
 G6約有68%學生合格 
(全卷有10條題目，答對5條為合格) 

 各級的速算比賽是在下學期期中休假後兩星期內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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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G4及G5學生合格比率較去年高，除了因為速算比賽由試後提前於下學期期中進

行，這兩級學生的準備亦充足，答題認真，令學生合格比率大幅提升。G3學生合

格比率雖較去年提高，但部分G3學生仍未能掌握三次速算所教授的內容，令G3學

生在速算比賽的合格比率仍較其他各級的低。科任老師需審視速算練習的內容是

否符合學生能力水平。 
 

 本計劃未能達標。 
 
 
施行計劃五：數學思考題 

 一至六年級每級皆完成了最少7份思考題練習。 

 

反思： 

 
 學生能運用已有的數學知識去解決思考題，有助提升他們的高階思維。本校學生

的數學能力佳，亦喜愛解決難題，思考題亦有助提升學生對數學科的興趣，鼓勵

他們用不同方法思考。 
 

 本計劃達標。 
 
 
施行計劃六：修訂校本課程 

 已修訂初小的解題訓練，當中部分題已作出修訂，希望更有效引導學生解題。 
 小一下學期加入應用題的堂課紙。  
 高小單元練習新版教科書的內容修訂，部分內容在下學年仍會作調整。 
 各級已篩選合適的進階工作紙內容，部分內容可因應學生能力水平作調整。 
 本學年加入閱讀工作紙。 
 本計劃達標。 
 

反思： 

 
 小一下學期已加入應用題的堂課紙，科任老師建議完成每個單元的教學後派發給

學生作堂課練習，題目數量不宜太多。而學生在下學期的評估的應用題部分表現

不俗。 
 本學年加入的閱讀工作紙，能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亦給予他們更多有關數學

的課外知識，擴闊他們的眼界。 
 

 本計劃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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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與教的質素 
 

主要優點 
 
課程方面 (特別是推展四個關鍵項目和培養學生共通能力方面的優點) 
 數學課程加速半級，讓學生可更早接觸不同程度的數學知識。 

 於學校內聯網內增設了學生自學網址，讓學生除了課堂學習外，能在課餘時間透過

不同的學習平台，自學課本以外的數學知識，學生能從中提升思考能力和解難能力。 

 可隨時因應教學時間和學生能力，對教學內容及進度作出調適。 

 在常規課程中，加入「數學思考題/挑戰題」練習，培養及提升學生的思考能力。 

 在常規課程中，加入教授速算內容，提升學生的運算技巧及能力。 

 初小增加了「解題訓練」，培養及訓練學生的解題能力。 

 於小一下學期中加入應用題堂課工作紙，藉以培養學生的理解能力。 

 
教學方面 
 大部份老師皆備課充足、教學整體流暢，而且在課堂上講解清晰、有條理。 

 老師教學態度親切友善、充滿熱誠，能在課餘時間為不同能力的學生解答學習上的

疑難，照顧他們的學習差異。 

 科任老師能透過同儕觀課和科務會議進行專業交流、分享教學心得，並藉此提升教 

學效能及學生的學習興趣。 

 科任老師在每個學段中皆最少進行一次集體備課，藉此討論某一課題的見解及難 

點，透過集思廣益，解決教學難題，提升教學質素。 

 

 
學生學習方面 
 學生能依循老師的指示進行活動學習，並能積極回應老師的提問。當老師提供協作 

學習機會時，學生願意與同學分享意見及共同完成堂課。 

 整體而言，學生表現尚可。 

(詳見附件一：subject review Part(A)及附件二) 

 

 
學習評估方面 
 G.1每學期兩次評估遊戲，全年共四次。每個評估遊戲分為筆試(佔90%)及活動(佔10%)

兩部份。評估遊戲的活動着重考核學生對數學知識的靈活運用。 

 G.2-G.5每學年四次學業評估(G5學業評估四為呈分試) 

 G.6每學年四次學業評估(學業評估一及三為呈分試、學業評估四為畢業試) 

 本科於G.2-G.6的學業評估中加入“平時學習分”。平時學習分是為評核學生於每學

段中的學習情況而設，以小測形式進行。此分數佔每次學業評估總分的10%(即10分)。 

 科任老師於學業評估二及四後，均須參與科務會議，檢討各級學生的成績表現、試

卷的適切性，及討論改善建議等。 

 本科透過相關的檢討資料，準確掌握學生的學習表現，從而調節教學進度、教學內

容，以及改善教學方法等。 

 

資源管理方面 
 每個課室均有教具一盒，以供老師使用。 

 教學資源充足，有教學光碟、教具、補充練習等，存放於數學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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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待改善的地方 
 
課程方面 (特別是推展四個關鍵項目和培養學生共通能力方面的弱點) 
 因來年高小轉新版教科書，需修訂高小的單元練習以配合新版教科書的教學內容。 

 需因應每年學生的學習能力，修訂思考題，以提升及培養學生的思維分析能力。 

 一年級下學期開始於每個課題中加入應用題堂課紙，使教學時間變得較緊迫。 

 因第四個學段才開始教授G.7的數學課程，教學時間匆忙，未能深入教授較深層次的

題目。 

 未有足夠的電子資源配合本科推行電子教學 

 

 

教學方面 
 少部份老師對於教授某些抽象的課題時，課堂的教學目標及內容欠清晰，影響學習

成效。 

 老師需提升教學質素，在課堂中多提問高層次的思考問題，以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 

 老師在電子教學方面欠缺經驗和培訓，未能有效運用電子工具協助教學 

 

 
學生學習方面 
 有些級別的學生的學習態度較為被動，及欠專注，建議老師多採用不同的活動教 

學，藉以提高學生的主動性及投入感。 

 

 
學習評估方面 
 各科任老師在擬卷時，需留意測考範圍中各範疇的考核內容比重應相約，不能偏重

某一範疇。 

 出卷老師應留意試卷的深淺度，確保能足以反應學生的能力，而考獲A級的人數應

大約在30-50%內，不應太多。 

 試卷的內容三年內不應重複。 

 

 

 (4) 跟進措施 (將於下學年推行) 
 一年級下學期的應用題堂課紙，建議改為每個單元做一次。 

 調節G.6的小學數學課程的教學進度，預留大約一個半的學段來教授G.7的數學課程。 

 因一些四年級學生在學習數學時感到有點兒吃力，所以四年級的教學進度拖慢了，

某些課題需延至G.5上學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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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小學部) 

《常識科》週年自評報告(2015-2016)  

科目： 常識科(G.S.) 
科主任： 馬嘉汶科任、譚焯瑩科任 
科任科任： 馬嘉汶科任、譚焯瑩科任、陳忠青主任、陳沛淇科任、陳感恩科任、李嘉榮科任 
級別 ： 小一至小六(G1-G6) 
 
1. 學生表現 

本學年校內考試成績： 
學業表現(校內外成績) 

 第二次評估 第四次評估 
 合格率 平均分 合格率 平均分 

G1 99% 85 99% 84 
G2 98% 75 100% 90 
G3 99% 82 97% 79 
G4 99% 81 99% 84 
G5 100% 75 99% 78 
G6 100% 79 100% 78 

 
本年度常識科學業獎狀及獎學金得獎情況 

 第四次評估 
 學業獎學金 

G1 13% 
G2 19% 
G3 12% 
G4 15% 
G5 19% 
G6 13% 

 

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1) 兩校舍均在上、下學期舉行了常識週會。學生反應理想，並分別有的學生表示喜歡常識週的活動。

普遍學生反應理想，並有 87%學生表示喜歡常識週的活動。 

非學業表現(課外活動及校內活動) 

(2) 全部小一至小三學生參加了本校舉行的校內常識問答比賽，每學段舉行一次，一共舉行四次。初小

常識科科任皆認為學生喜歡參加常識問答比賽，能透過常識問答比賽增加知識。此比賽能培養學生

的自學能力，學生投入，積極參與。約有 90%初小學生表示喜歡參加常識問答比賽。 
(3) 小五及小六學生進行班際種植比賽，體會種植的過程，學懂珍惜食物以及加強環保的意識。 
(4) 本校部分學生亦參加了不同類型的校外活動﹝低碳生活四格漫畫比賽、基本法暨國情時事常識問答

比賽﹞，從中獲取經驗。 
 

(1) 大部份科任科任表示學生能細心聆聽科任課堂講解，及對各課題的內容有充分的掌握。 
學習態度及能力(學科能力及共通能力) 

(2) 大部份學生的課堂表現良好、積極及投入，對科任的提問，勇於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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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約 98%初小學生表示他們能專心上課，積極投入課堂活動，並約有 94%學生表示常識課有趣，喜歡

上常識課。高小約有 81%學生表示能認真、細心聆聽科任課堂講解，並能積極參與課堂活動。約有

88%的高小學生認為課堂氣氛良好，喜歡上常識課。 
(4) 約有 94%﹝初小﹞及 91%﹝高小﹞學生表示功課量適中，及能認真完成功課。 
(5) 大部份科任都認為學生能認真完成功課，表現理想。 
(6) 整體而言，學生表現平均。 
 
2. 工作計劃成效 
施行計劃一：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各級因應課程的需要設計校本課程，豐富學生的學習。 
 為學生籌辦各種參觀活動、常識週及週會，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 
 科任在上課時與學生討論時事，以加深學生對國家及全球事務的了解，培養學生的溝通能力及

批判性思考能力。 
 每年必修訂教學安排及工作紙，需照顧自學能力及個別差異，提升趣味，深化學習。 
 約 98%初小學生表示他們能專心上課，積極投入課堂活動，並約有 94%學生表示常識課有趣，

喜歡上常識課。高小約有 81%學生表示能認真、細心聆聽科任課堂講解，並能積極參與課堂活

動。約有 88%的高小學生認為課堂氣氛良好，喜歡上常識課。 
 本計劃達標。 

 
施行計劃二：鼓勵學生關心時事 
 世界大事瞬息萬變，科任會在課堂上加強教授學生分析的能力，使他們能初步掌握時事的脈

絡。 
 科任多鼓勵學生關心時事，科任在上課時與學生討論時事，以加深學生對國家及全球事務的了

解，培養學生的溝通能力及批判性思考能力。 
 科任每月教導學生寫剪報的技巧，並在課堂上進行討論。 
 六年級加入時事通識課程，以銜接中學通識課程。 
 約 97%﹝初小﹞及 90%﹝高小﹞學生表示關心時事，也樂於與同學分享及討論時事。 
 本計劃達標。 

 
施行計劃三：加強學生的匯報技巧及探究力 
 初小與閱讀科合作，加強學生的閱讀，學生在課堂上與同學分享閱讀內容。 
 高小學生需進行專題匯報，加強他們的匯報技巧。 
 本計劃達標。 

 
施行計劃四：培養學生環保意識 
 課室設立植物角，每級各班各種一種花卉。 

 初小科任定時照顧花卉，以確保花卉生長健康。 

 高小學生在自然教室種植，並舉行班際種植比賽。 

 約 96%﹝初小﹞及 90%﹝高小﹞學生表示增加了環保意識，喜歡綠色生活。 
 本計劃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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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計劃五：開展電子學習 
 培養學生善用資訊科技進行自學，學生需上網找資料、做練習和備課，對學習的課題作深入的

探討。 

 三年級進行一次電子教學。 
 四至六年級全年均有進行電子教學。 
 約 94%﹝初小﹞及 88%﹝高小﹞學生表示曾經使用網上學習平台。 
 本計劃達標。 

 
施行計劃六：為新科任提供培訓 

 鼓勵科任持續進修，參加校外講座，增進與本科有關的語言知識，掌握教學新資訊，提升教學

水平。 

 全體科任都曾參加常識科校外進修。 

 本計劃達標。 
 
施行計劃七：監控課程發展，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更換教科書，並修訂校本課程。 
 科任每學段進行集體備課最少一次，針對學生的需要設計課堂。 
 本科本年度建立自評文化，效果良好。學生能在課堂上進行自評及互評，又設計了科任及學生

問卷。 
 全體科任認為學生曾進行自評，效果不俗。 
 本計劃達標。 

 
3. 學與教的質素 
主要質素 

(1) 檢視新書課程內容，刪除或略教與其他科目重疊的課題，各級只教四冊書，另加校本課程。 
課程方面（特別是推展四個關鍵項目和培養學生共通能力方面的優點） 

(2) 科任多鼓勵學生關心時事，教導學生寫剪報的技巧，並在課堂上進行討論。 
(3) 六年級加入時事通識課程，以銜接中學通識課程。 
(4) 配合教育局新修訂的課程，加入《基本法》課程，。 
 

(1) 大部分科任教學準備充足，教學流暢，講解清晰和有條理，能掌握教學技巧及學科知識。 
教學方面 

(2) 師生溝通良好，互動充足，科任能為學生提供同儕互動的機會 
(3) 科主任每年進行一次科主任觀課及一次同儕觀課，效果良好。 
(4) 科任同意可透過科務會議進行專業交流，提升教學效能及學生的學習興趣。 
(5) 科任每學段進行集體備課最少兩次，針對學生的需要設計課堂。 
(6) 大部分科任能以問題來維持學生的專注，並提問一些思考性的問題，讓學生發揮。 
(7) 科任多讓學生表達意見，對學生的意見抱理解及尊重的態度。 
(8) 科任積極尋找最新的資訊，讓學生更容易了解身處的社區、香港及其他社區的發展、特徵及其將來

潛在的轉變。 
(9) 所有科任都曾於課堂教學中融入德育及公民教育，培養學生的品德及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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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有科任認為學生普遍依循科任的提示進行活動，且積極回應科任的提問。全部科任認為學生溝通

能力強。當科任提供協作學習機會時，大部分學生積極與同學分享意見及共同完成堂課。 

學生學習方面 

(2) 全部科任認為學生喜歡上常識課，學生亦曾嘗試互評，學習互相欣賞，從他 人身上學習。  
 

(1) 本科每學年共有兩測兩考，並制定清晰指引，在科務手冊中詳列測考的考核格式、範圍及評分標

準、擬題分數比重及注意事項。 

學習評估方面 

(2) 在科務手冊中，詳列學生家課類型、批改符號。 
(3) 安排同學互評及自評，科任要求學生互評時先說同學的優點，才說缺點和改善方法，學生學會尊重

他人。 
(4) 測考後科任在分科會議上會就測考卷進行檢討，包括檢討各級學生的成績表現、測考卷的改善建

議。 
(5) 透過相關的檢討資料，準確地掌握學生的學習表現，從而調節課程和訂定照顧學生學習需要的措

施。 
 

(1) 教學資源尚算充足，包括 DVD、VCD、四輯的神奇校車、出版社提供的教學光碟及常識科各類型

教具及小冊子，協助教學。 

資源管理方面 

(2) 設有常識科教學資源角，除方便存放本科的教學資源外。 
 
有待改善的地方 

(1) 教學時間緊迫，小一至小五每星期只有三教節，部分課堂活動因而刪減。 
課程方面(特別是推展四個關鍵項目和培養學生共通能力方面的弱點) 

 

(1) 科任需注意批改學生習作的統一性，各科任科任需仔細閱讀科務手冊，以了解批改要求。 
教學方面 

(2) 少部分科任的課堂教學目標及內容欠清晰，影響學習成效。 
(3) 科任需提升教學質素，在課堂中多提問高層次的思考問題，以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 
 

(1) 有些年級的學生的學習態度較被動，及欠專注，建議科任多採用不同的活動教學，藉以提高學生的

主動性和投入感。 

學生學習方面 

(2) 大部分學生雖然較以前關心時事，但仍有部分學生沒有留意時事，也不太願意與同學分享時事，對

國家及全球事務的了解不多。 
 

(1) 測考卷的問題形式較為傳統，科任須設計較新穎的題目及多元化的評估模式，加入思考部分，以引

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學習評估方面 

(2) 試卷內容三年內不應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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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跟進措施(將於下學年推行) 
(1) 高小多嘗試電子教學，並多用新書的電子技術，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增加本科知識。 
(2) 繼續與閱讀科合作，並要求學生分組匯報所閱讀的書籍。 
(3) 修訂校本課程，以切合學生的需要及豐富學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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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 (楊殷有娣 )書院 (小學部 ) 

週年自評報告 – <普通話科> (2015/16) 
 

普通話科的學與教 
 

(1) 學生表現 

 

˙校内成績   

學業表現(校內外成績) 

     

上學期校内考試成績： 

     

一年級：合格率 98% 平均分 81 

    二年級：合格率 99% 平均分 83 

    三年級：合格率 100% 平均分 85 

    四年級：合格率 97% 平均分 75 

    五年級：合格率 100% 平均分 75 

     

下學期校内考試成績： 

 

一年級：合格率 98% 平均分 86 

    二年級：合格率 100% 平均分 84 

    三年級：合格率 100% 平均分 89 

    四年級：合格率 100% 平均分 86 

    五年級：合格率 100% 平均分 84 

 

    學業獎學金結果： 

     

上學期： 

 

一年級：有名次 14 人      獲得獎學金 13% 

    二年級：有名次 9 人       獲得獎學金 9% 

    三年級：有名次 14 人      獲得獎學金 15% 

    四年級：有名次 14 人      獲得獎學金 12% 

    五年級：有名次 9 人       獲得獎學金 13% 

 

下學期： 

 

一年級：有名次 12 人      獲得獎學金 12% 

    二年級：有名次 8 人       獲得獎學金 8% 

    三年級：有名次 11 人      獲得獎學金 12% 

    四年級：有名次 14 人      獲得獎學金 12% 

    五年級：有名次 10 人      獲得獎學金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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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成績   

 

五年級同學於 2016 年 7 月 3 日和 11 日參加港澳地區中小學普通話水平測試，整體合

格率達要到 9 月才公佈。 

 

˙一至六年級有 70+47 位同學參加第 67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獨誦比賽，190 位同學

（8 個班級，分四隊參賽）參加了普通話集誦比賽，獲得的獎項有： 

非學業表現(課外活動) 

冠軍：1 人+1 隊集誦    亞軍：2 + 1 人    季軍： 4 + 4 人 

優良：53 + 41 人    

˙教聯 2015 兒童朗誦大賽 

         冠軍：1 人  季軍：2 人  優良：13 人   

 

 

學習態度及能力(學科能力及共通能力) 

˙本科老師認爲學生的學習態度良好。 
˙高小學生願意嘗試並能夠在學校以外的地方用普通話和別人溝通。 

˙低小學生參與活動積極性高，課堂互動良好。 

˙高小學生上課聽講認真，思考更趨深入。 

˙問卷調查顯示：86%學生上課時專注及投入，對本科學習興趣濃厚。 

    

(2)工作計劃成效 

   施行計劃一：鼓勵嘗試電子學習，嘗試一次電子學習。 

   本年因課時和設備原因未嘗試電子學習。希望下學年能做出初步嘗試。 

 

   施行計劃二：關注課程發展，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75%老師參加了至少一次和本科相關的校外進修課程。一位老師未達標，希望明年可以 

   按時完成。 

   本科低小參加了今年的開放教室活動，家長和學生反應良好，望明年保持。 

 

施行計劃三：為新老師提供培訓。 

本科今年有一位新老師，並按學校要求參加了新老師培訓。上下學期各有一次新老師

觀課，另外還有科主任觀課和同儕觀課，通過交流，使新老師在最短時間內適應新環

境。科主任也為新老師提供了詳細具體的教學建議。新老師表現十分出色，相信在下

個學年能表現更佳表現。 

 

   施行計劃四：積極推動普通話科活動，為學生創造更多參與機會。 

   本年度，二年級和四年級共有八班學生分四隊參加了集誦比賽，一隊取得了冠軍，未

獲名次的三隊都有很高的水平，獲獎與否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學生能從中提高

修養，開闊視野，挑戰自我。問卷調查顯示90%學生喜歡參加集誦。 

   另外，有120人左右學生參加了香港校際朗誦節獨誦比賽，成績不俗。 

   普通話早會和中文科合作隔週進行，形式多樣，學生參與比例非常高。 

   本年沒有參加全港講故事比賽，因比賽和準備時間不合適，希望下學年能再次參加。 

   低小組織學生參與了教聯兒童朗誦比賽，成績令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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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行計劃五：為學生提供多種學習途徑，提高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和積極性。 

   三年級教授了漢語拼音打字法，提升了學生的自學能力。高小鼓勵學生使用漢語拼音

輸入法，更廣泛使用它。 

100%教師在課堂上曾為學生介紹過普通話相關的網站、網址，鼓勵自學。 

 

施行計劃六：優化校本課程，提升校內、外試成績。 

四次測考均達到了95%學生校內測考合格的目標。 

201415年度，五年級小普試100%學生通過GAPSK考試，達到預期目標。 

修訂了一、二、三年級《拼讀樂》，使之更能配合教學需要。 

 

(3) 學與教的質素 

 

主要優點 
 

 

課程方面 

˙初小完成所有聲母、韻母教學，訓練和鞏固了學生的拼讀能力，提升了學生自學能力。 

˙高小課程著重學生對普通話和拼音深層次能力的提高。 

 

 

 

教學方面 

˙低小課時足夠，高小不計假期，課時也基本足夠。 

˙100%老師認為學生學業表現符合預期目標。 

˙本科老師備課充足，尤其低小課堂氣氛生動活躍，教學效果十分理想。 

˙高小教學時間緊張，課堂教學有局限性，個別學生興趣不大。 

  ˙初、高小教師在教學工作和信息傳遞方面溝通良好，對教學起到了推動作用。 

  ˙高小命題説話的小組互評，今年繼續沿用，達到了預期的效果。 

˙低小課堂增加了互動活動，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 

˙進一步完善了校本拼音教材。 

˙低小為了配合教學需要，製作了很多教具，學生十分喜歡。 

 

 

學生學習方面 

˙低小：95%學生上課專注及投入，學習興趣濃厚。 

95%學生常常用普通話和別人溝通 

94%學生認爲功課量適中。 

 

˙高小：90%以上學生認為功課量和難度適中。 

        82%學生在校外也會使用普通話和別人溝通。 

88%學生認為小普試準備時間足夠。 

90%學生上課專注和投入課堂學習。 

        “普通話講稿”和“小組互評”對提高小普試成績有很大幫助。 

          學生認同參加集誦令自己更自信，眼界也開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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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評估方面 

˙每個學年安排四次普通話科測驗和考試，評估相當足夠，可考慮適當減少。 

˙低小學生考試準備充足，成績優異。 

高小採用公開試的考試模式，使學生熟悉考試程序和題型，成績良好。 

˙科組會議會對每次考試的情況進行檢討，務求使評估更具公平性、合理性。 

˙100%老師認為現有的考試手段和試題內容能夠反映學生的普通話水平。 

˙今年各級普通話口試全部採用統考方法，效果非常好。 

 有待改善的地方 
 

 

課程方面 

˙低小：教科書程度較淺，學生程度較高，兩者有些矛盾。 

        校本教材難易程度適中，但二、三年級教材內容稍有重疊。 

˙高小：GAPSK 用書模式固定，變化較少，有些悶。 

課程持續時間長，但每星期只有一節課，若果遇到假日，便會造成進度參差或

追進度的局面。 

 

 

教學方面 

˙低小：繼續探索更有效的教學方法中。 

˙高小：在有限的每星期一節課中做到多活動、多樂趣，不是能很容易做到。 

       如何令普通話較弱的學生改變態度，任務仍然艱巨。 

 

 

學生學習方面 

˙低小：二年級要加強溫習工作，例如廣普互譯。 

˙高小：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較弱。 

 

 

學習評估方面 

˙低小：表現尚好。 

˙高小：四年級評估四的命題說話因準備時間不足，只考了兩個題目，另外兩個只能留

待五年級再考。 

 

(3) 跟進措施(將於下學年中推行) 

 

˙修改一、二、三、四年級校本教材。 

˙多設計遊戲活動，喚起學生的學習興趣，使課堂更精彩。 

˙廣泛瀏覽和收集其他出版社教材，掌握最新的普通話教學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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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書院  
週年自評報告 – <電腦科> (2015/16) 

 
科目 ： 電腦科 

科主任 ： 陳偉傑主任、周曉東老師 

科任教師：陳偉傑主任(G3,4,5)、周曉東老師(G2,4,6) 

 

(1) 學生表現 
 

95%以上學生喜歡上電腦課。 (達初步掌握或以上) – 請參閱以下工作計劃檢討總結 

學業表現 

94% 以上課專注投入，積極參與課堂活動 

 

- 學校把ipad平版融入於教學，對電腦課以外的電腦資訊提高了興趣，  

非學業表現 

-  在問卷調查中，約93%同學應為運用平板電腦學習，會令電腦科學習更有趣。 

-  98%學生認同老師講解清晰，能協助解決問題 

-  所有學生巳掌握及安裝漢語併音輸入法 

 

 

學習態度及能力 (學科能力及共通能力) 

學生喜歡上電腦課及以正確態度使用電腦和互聯網，2015學生問卷中有高小電腦科有95%學生喜歡電腦科，95%以上同學認同上課專注投

入，積極參與課堂活動，同時亦對使用電腦輔助學習及利用電腦完成其它學科的習作表現甚為積極。而學生學會利用曾學過的電腦知識、

建構知識和應用所學知識解決新問題。也有93%學生喜歡電腦科今年改進的新課程，而去年加入的谷歌漢語拼音輸入法，學生已掌握到這

中文輸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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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與教的質素 
 

主要優點 
 
課程方面 
 課程改革後，包括學習最新模式的學習軟件，到訪最新的網站，能積極回應以資訊科技協助教育。 

 學習軟件配合了學生的能力 

 新的ebook也對學習作出了輔助 

 
工作計劃檢討 

 
施行計劃 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表現/檢討 建議 

      

三年級 

上學期 

Microsoft Powerpoint 

 加入投影片、文字、圖

片、超連結及聲音 

 改變投影片背影、格式 

 加入動作、效果 

 投影片放映 

下學期 

 網絡世界及網上搜尋 

 網上地圖 

 電子郵件 

15-16年度  學生於上學期做

一個有關自我介

紹的習作，當中

會使用不 同的

POWERPOINT 工

具及技巧 

 

 

 

兩張網上搜尋工

作紙 

網上地圖習作 

電子郵件習作 

所有學生均能完成有關習作 

八成以上學生能完成該習作的所有

要求 

 

 

 

 

 

 

所有學生均能完成有關習作 

八成以上學生能完成該習作的所有

要求 

 

將學校校本創作的習

作放進電子書系統，增

强電子書的學習內容 

四年級 

使 用 Microsoft Office 

(WORD, EXCEL,)，學生將

製作圖文並茂的文件及工

作表 

15-16年度 1.學生能在家中進入

I.T. 平台完成功課及

預習 

 

2.全面使用網上平台

學生完成網上平

台習作 

 

全年成功使用網

上平台教學 

 

 

 

 

已在家中或課堂上進入I.T. 平台

明年使用更多 Ipad 完

成一個文書處理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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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漢語併音輸入法安

裝及練習 
四年級上學期  

 精明規劃好幫手 

 戰勝網絡陷阱 (綜合

使用 Word, Excel+惡意

程式+電腦罪行)  

 

四年級下學期 

 小編輯大體驗 (MS 

Office 版) (14 節) 

增潤：(3節) 

Google Docs: Dropbox, 

Google Drive。 

教學 

 

3.在增潤課節中加資

訊素養成份 

 

4.學生在課堂及家中

能重覆溫習教學內

容及自習 

 

 

每個學期最少完

成一次增潤課 

 

能力上有差異的

學生功課成績能

達致全班平均分

以上 

完成功課及預習 

 

大部份學生對自學內容及模式都能

夠掌握，也成功透過自學完成學習。 

 

課節太緊迫未能建立全校 Google 

AC、因此未能開始教到 Google Doc 

Dropbox and Google Drive 

五年級 

 
使用Scratch and Kudo創作

遊戲，學生將製作不同類別

遊戲與其他同學分享 / 及

利用Window sMovie Maker 

and Video Studio V7視像剪

接 

 
五年級上學期  

 Scratch 

 Windows Movie maker 

 

 

 

15-16年度 1.學生能在家中進入

I.T. 平台完成功課及

預習 

 

2.全面使用網上平台

教學 

 

3.在增潤課節中加資

訊素養成份 

 

4.學生在課堂及家中

能重覆溫習教學內

容及自習 

 

 

學生完成網上平

台習作 

 

全年成功使用網

上平台教學 

 

每個學期最少完

成一次增潤課 

 

能力上有差異的

學生功課成績能

達致全班平均分

以上 

 

 

已在家中或課堂上進入I.T. 平台

完成功課及預習 

 

大部份學生對自學內容及模式都能

夠掌握，也成功透過自學完成學習。 

 

課節太緊迫未能建立全校 Google 

AC、因此未能開始教到 Google Doc 

Dropbox and Google Drive 

Intermediate Level應甪。 

 

另外、Scratch是新課程，學生要理

解使用程式的時間較長‧因此上學

期的 Windows movie maker and下學

期的 Video Studio V7取消。 

加入 QR Code 活動 

 

在資源缺乏下、建議明年

採用 Video Studio and  

maker加入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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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下學期 

3D Printing  

 

5. 與教大合作，開展了7

堂的3D打印課程，  

觀察學生的成品

給予評分 

同學都能設計到立體物件，製成品

效果良好，學習氣氛相當熱烈 

 

明年將再與教大合作，

3D打印課程 

六年級 

 

Wix WEB 設計、ArtRage及

iMovie 

 
六年級 

進階圖像設計及網頁平面

設計，學生將學習運用

Artrage Studio設計個人畢業

感想及網站 
六年級上學期 

 我的個人網站 (Wix, 

Google Site)  

增潤： 

圖像處理 

圖像來源數碼相機、掃瞄器 

圖像處理 (解析度、明暗、對

比、色調) 

圖處格式 (點陣圖 bmp, jpeg, 

png、向量圖svg) 

 

六年級下學期 

 快閃動畫創作 及 Artrage 

Studio and IMovie 

15-16年度 1.學生能在家中進入

I.T. 平台完成功課及

預習 

 

2.全面使用網上平台

教學 

 
3.學生完成運用Artrage 

Studio設計個人畢業

感想及網站 

 

4. 在增潤課節中加

資訊素養成份 

 

5.學生在課堂及家中

能重覆溫習教學內

容及自習 

 

學生完成網上平

台習作 

 

全年成功使用網

上平台教學 

 

學生成功发報網

站 

 

學生製造出一條

短片 

 

每個學期最少完

成一次增潤課 

 

能力上有差異的

學生功課成績能

達致全班平均分

以上 

已在家中或課堂上進入I.T. 平台

完成功課及預習 

 

大部份學生對自學內容及模式都能

夠掌握，也成功透過自學完成學習。 

 

課節太緊迫未能建立全校  Google 

AC，因此未能教到增潤課程 and 

Google Site 

 

IMovie的簡易使用，學生表現出色 

加長 iMovie敦學時間 

 

購買更多 Ipad及電影 

輔助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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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潤： 

通過欣賞三維 (3D) 水墨動

畫，初步認識中國水墨畫文化

及動畫製作過程 

通過欣賞三維 (3D) 動畫製

作，認識資訊科技於動畫製作

上的角色 

 

每級必需加入1次Ipad教學

或 活 動 ， 以 配 合 學 校 

e-learning發展 

15-16年度 成功完成  使用ipad學習 

   

G6學生能完成活動 

G4 and G5借用不到 iPad 

Buy more ipad 

 
 
教學方面 
 老師成功提供意見給ebook書商，修訂了較有靈活性及合乎學生程度的教材電子課程 
 更新了系統重要安裝軟件 
 成功引入了 iMovie , scratch and Wix，學生很有興趣學習 
 成功完成兩個電腦週 
 每組設有I.T. 隊長協助能力上和學習上差異較大的學生 
 五、六年級加入了網上自學參考，以配合電腦eBook科教材上的不足 
  
 
學生學習方面 
 學生樂於上電腦課，專注投入，學習興趣濃厚。 
 有90%以上的學生喜歡上電腦課 

 有90%以上的學生上課專注投人，學習興趣濃厚 

 有88%以上的學生喜歡使用資訊科技進行學習 
  
 
學習評估方面 
 評估以完成特定的習作為主要評估工具，學生都能積極投入。 
 學生能按個別進度完成習作，評估亦能照顧學生的能力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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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亦提供了一個學生互相合作的平台，讓學生們能學到互相幫助，互相發現分享的品德。 

資源管理方面 
 善用網上資源，提供多元化參考媒體 
 繼續使用Nod3防毒軟件 

 
 
 (3) 有待改善的地方 

 
課程方面 
明年更新电腦如 SSD Hard Disk可令教學更有效 
eBook教育內容要多跟書商溝通 
 
 
教學方面 
真的要改善網絡 eg WIFI stable 
 
學生學習方面 
 加強學生對iPad的興趣及課堂時間不足 
 學生的吸收能力仍有差異 
 
資源管理方面 
 在儲存上，希望可以加大容量 
 但希望多加記憶体 
 
學習評估方面 
 學生互評方法未能全面發展 

 

(4) 跟進措施及將於下學年推行 
 
教學方面 
 需要Class management system 協助管理學生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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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方面 
 以 I.T. assistant 共同合作協助能力上有差異的學生 

資源管理方面 
 希望可以購買 Ram and iPad 改善 Ipad不足的緊張情況 
 
學習評估方面 
 建立了學生 Learning Profile，可引入系統把它電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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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 (Ellen Yeung) College (Primary Section) 
2015-2016 Science & Creativity 

Self Evaluation Report 
Panel:   Mr. Jason Koon 
Members:  Miss Grace Chan and Mr. Jason Koon 
 
(A) Teaching and Learning 
1. Students’ Performance 

(I)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There is no test and examination for G2 to G5.  Students’ performance was assessed by their 

daily performance and their products.  There is an examination for G6 in the second term for 
assessing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science. 

 It was about 99%, 97%, 98% and 98% of G2 to G5 students achieved “Good” and “Excellent” 
in the domain of Scientific Experiments of the performance report respectively (Refer to 
Appendix I).   

 It was about 88%, 86%, 100% and 96% of G2 to G5 students achieved “Good” and 
“Excellent” in the domain of Creative Thinking Skills of the performance report respectively 
(Refer to Appendix I).   

 It was about 88%, 87%, 95% and 90% of G2 to G5 students achieved “Good” and “Excellent” 
in the domain of project learning of the performance report respectively (Refer to Appendix I).   

 The passing rate of G6 science examination was 98.7% and their results were good and 
improved. 

 
 (II) Non-academic Performance 
 Students showed interest in all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our department.  Most students 

responded positively and participated in assemblies.  Most of our students can finish the 
activities and all the related worksheet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students’ questionnaire (Refer to Appendix II), item 4 suggested 
that over 91% of students agree or strongly agree their scientific knowledge have been 
enhanced. 

 Both junior and senior primary students joined 9 science competitions and were awarded 17 
prizes (5 prizes more than Year 2014-2015). 

 
(III) Learning attitude and 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students’ questionnaire, item 3 suggested that 90.17% and 100% of 
junior and senior primary students agree or strongly agree their interest in science have been 
aroused respectively.  Item 2 also revealed that 95.91% and 98.92% of junior and senior 
primary students agree or strongly agree that they can focus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class 
activities respectively.  They were able to complete the required tasks. 

 Most students were creative and cooperative in carrying out experiments, projects and other 
activities.  By referring to the results of students’ questionnaire, item 6 suggested that 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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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tudents agree or strongly agree that their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have been 
enhanced. 
 

2.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 Strengths 
 a. Curriculum (4 key learning areas and generic skills) 
 Project learning was done in junior primary.  In senior primary, project learning has been 

implemented, ranges from creative science projects to scientific inquiry projects.  Green 
elements are included in these projects to support green education in our school.  Moreover, it 
is a good start for developing STEM education.  The observation skill, creativity and analysis 
ability of students would be nurtured through pre-set topics.    

 Reading comprehensions were included in the 100 scientific experiments in all grades.  
Students were guided to read and carry out certain related activities to arise their interest in 
reading. 

 Teachers were able to use the resources in the internet to prepare teaching materials. 
 Green education and related activities have been included and diffused in our curriculum in 

this year.  
 G4 to G6 creative thinking skills have been changed into chinese version, so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and apply the concept more easily.  By referring to the results of students’ 
questionnaire, item 5 suggested that 94.3% of students agree or strongly agree their creativity 
have been enhanced. 
 
b. Teaching 

 Adopt student-centred approach and student learn by doing 
 Different teaching strategies will be adopted for enhancing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language barrier, G4 to G6 was used Chinese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with the use of English teaching materials. 
 Subject materials have shared among through e-mail. 
 3 subject meetings were held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 of teachers in two 

campuses. 
 4 field trips have been carried out and the feedback is good.  It is suggested that field trip can 

be continuously planned for learning. 
 

c. Students’ learning  
 More than 90% of student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class.  Good learning atmosphere have 

been created. 
 

d. Assessment 
 There is no test and examination for G2 to G5 which can minimize the stress from examination.  

The examination of G6 can effectively reflect the results of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 report includes all core areas and employs 4-point scale for 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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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esources management 
 There are a lot of apparatus and materials such as DVD and books in the department.  
 New inventory will be done during the summer holidays. 
 Expenses are under the budget. 
 

(II) Areas for improvement (4 key learning areas and generic skills) 
a. Curriculum  

 Modify and revise teaching materials to enhanc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clude science text in the teaching materials to facilitate students’ learning. 
 Strengthen cultivation of civil and moral education and especially focus on green education. 
 Establish reading culture and promote reading in this subject. 
 

b. Teaching 
 The facilities, such as Tables and chairs etc., are not best suit the junior primary students.  

Some experiments and activities were difficult to carry out.  We are only given Wednesdays 
and Fridays to use the Integrated Science laboratory.  G4 is suggested to use the VA room and 
G5 and G6 can use the laborato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in two campuses is less because of the geographical reason. 
 

c. Students’ learning 
 Subject teachers think that the participation and interest in science of students are high but the 

horizon of their knowledge is a bit narrow. 
 Class discipline has to maintain especially during class activities. 
 

d. Assessment 
 Subject teachers will adjust the assessed items year by year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pace of 

that grade. 
 Sample test paper did not give to the students this year.  It is suggested that it can be given or 

done by G6 students in order to allow them to adopt the examination format. 
 

e. Resources management 
 There is no laboratory technician to handle all inventories.  All preparation work has to be 

done by subject teachers and janitors.   
 
3. Follow-up work for the coming year 
 Revise and modify all teaching materials to fulfill the need of current educational trend and 

students’ need.   
 Different types of field trip can be arranged to broaden students’ horizon.  
 More green education elements and activitie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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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Analysis of performance of G2 to G5 students in Science & Creativity in the year 1516 

      

Grade 
Percentage of students that achieved "Excellent" and "Good" in assessed domains 

Scientific Experiments Creative Thinking Skills Project 
2 99% 88% 88% 
3 97% 86% 87% 
4 98% 100% 95% 
5 98% 96% 90% 

Table 1: Percentage of students that achieved “Excellent” and “Good” in assessed domains 

      
Assessed Items Excellent Good Attempted 

Improvement 
needed  

Scientific Experiments 48% 51% 1% 0% 
 

Creative Thinking Skills 15% 73% 12% 0% 
 

Project 53% 35% 12% 0% 
 

Table 2: Performance of G2 Students 

      
Assessed Items Excellent Good Attempted 

Improvement 
needed  

Scientific Experiments 31% 66% 3% 0% 
 

Creative Thinking Skills 12% 74% 14% 0% 
 

Project 35% 52% 12% 0% 
 

Table 3: Performance of G3 Students 

      
Assessed Items Excellent Good Attempted 

Improvement 
needed  

Scientific Experiments 51% 47% 2% 0% 
 

Creative Thinking Skills 76% 24% 0% 0% 
 

Project 40% 55% 5% 0% 
 

Table 4: Performance of G4 Students 

      
Assessed Items Excellent Good Attempted 

Improvement 
needed  

Scientific Experiments 43% 55% 2% 0% 
 

Creative Thinking Skills 51% 45% 4% 0% 
 

Project 48% 42% 10% 0% 
 

Table 5: Performance of G5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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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I: Results of Students’ Questionnaire 1516 
 

 93 and 122 Students’ Questionnaires were done in July to junior primary students and senior 
primary students respectively.  The return rate of junior and senior primary students is 96.9% and 
92.4% respectively.  The following tables show the results of all students’ response about Science 
& Creativity. 
 

Table 6: Results of Junior primary students’ response about Science & Creativity 

 
 
Table 7: Results of Senior primary students’ response about Science &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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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 (楊殷有娣 )書院 (小學部 ) 
週年自評報告 –中史科(2015/16) 

 
 
科目的學與教 
 
(1) 學生表現 
 

本科不設測考。 

學業表現(校內外成績) 

 

 93%學生認為自己上課專注，用心聆聽老師講解。 

學習態度及能力(學科能力及共通能力) 

 92%學生認為自己能掌握課堂的內容。 

 61%學生主動舉手，回應老師提問。 

 92%學生對中史感興趣，認為課堂氣氛良好。 

 93%學生認為老師的指示及講解清晰。 

 

 
 (2) 學與教的質素 
 

主要優點 
 

 課程設計切合學生特點，深入淺出。 

課程方面 (特別是推展四個關鍵項目和培養學生共通能力方面的優點) 

 通過生動有趣的歷史故事引發學生興趣。 

 能運用多媒體資訊協助教學，學生的理解能更透切。 

 為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重新設計的小五中國歷史文化課程除了加入了不少德育 

元素外，亦更設合學生程度，學生能充分掌握有關史料。 

 大量舉辦境外交流考察，讓學生邊走邊學，走到歷史現場，在老師和導賞員的講述 

   和親身的接觸下，發點點思古之幽情。 

 

 

 

 教學方法靈活多變，有講故事、看動畫等形式。 

教學方面 

 教師態度親切，對學生抱尊重和讚賞的態度。 

 教師能引導學生作較高層次思考。 

 在每一個課題融入德育元素(仁、孝、禮、忠)，培育學生中國傳統美德。 

 
 

 學生喜歡上中史課，學得主動，認真。 

學生學習方面 

 學生樂意搜集有關的中史資料（課外書/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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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自編教材外，還有很多簡報，參考資料，例如課外書，互聯網等。 

資源管理方面 

 所有活動支出都在預算內。 

 

 有待改善的地方 
 

 課時只限於一節，對很多相關的課程內容不能作較深入的探討。 

課程方面 (特別是推展四個開鍵目和培養學生共通能力方面的弱點) 

 

 由於教學時數所限，有些課堂活動只能縮減時間，未能達到理想效果。 

教學方面 

 教學時間的局限，令師生互動次數滅少。 

 

 仍有少部分學生學得較被動，對歷史科提不起興趣。 

學生學習方面 

 部分有學習困難的學生背誦歌訣時感到有壓力。 

 因沒有考試，少部分學生的學習動機較低。 

 

 評估形式可更多樣化，例如講歷史故事比賽，演歷史劇比賽，科舉考試等。 

學習評估方面 

 

 
(3) 跟進措施(將於下學年中推行) 

• 增加每年到內地的參觀及交流次數，使學生更了解國情。 

• 透過有趣的活動及靈活的教學，繼續提高學生學習中史科的興趣。 

• 繼續推行多種形式的中史科校內活動。 

• 再次舉辦歷史劇比賽。 

• 以中華五千年廣播劇配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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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書院  

週年自評報告–閱讀科(2015/16) 
科目：閱讀科 

科主任：陳美瑚老師(高小)、關頌恩老師(低小) 

科任老師：陳美瑚老師、關頌恩老師 

 

閱讀科的學與教 
1) 學生表現 

 

學業表現(校內外成績) 

本科不設測考。 

 

非學業表現(課外活動及校內外活動) 

1.  本科於年內舉辦多次活動，推廣閱讀風氣，超過八成的學生喜歡本科舉辦的活動

(82.88%低小；83.87%高小)，成功達標，活動詳情如下： 

    

1.1 閱讀派對(MK) 
每學段舉行一次，全年共四次，邀請家長負責主持，以故事及遊戲形式進行，

每次約有30-40人出席。活動安排如下： 

 日期 家長 故事名稱 

1. 6/11/2015 陳恩祈(2D)媽媽 《灰王子》 

2. 17/12/2015 林卓銳(2B) 媽媽 《功夫》 

4. 5/1/2016 趙朗天(1C)爸爸 《點》 

5. 27/5/2016 葉曦然 (3B)葉曦浩

(1C)媽媽 

《獅子，國王與錢幣》 

         此類活動很受初小同學歡迎，家長在講故事後會向同學發問，引發思考和討

論。學生聽完故事後，亦會留下借閱相關書籍。下學年會繼續推行，並考慮邀請家

長與子女拍檔講故事，使形式更活潑。 

 
   1.2 圖書館服務生培訓工作坊(MK) 

在工作坊上，老師帶領圖書館服務生進行團體遊戲，認識圖書分類和排架方法，

共有12位學生參加。 

 

1.3 好書大抽獎(TKO) 

每學段舉行一次，全年共四次，製作壁報介紹好書，課堂及習作表現好的同學

獲發「乖乖借書券」，憑券可額外借書一本及參加抽獎，獎品是壁報介紹的好書，

學生反應良好。 
 

1.4 午間活動(MK) 

  上學期由科任負責講故事和帶領製作小手工，以圖畫書為主要素材，如：《狐狸

愛上圖書館》、《鱷魚先生在百貨公司上班》、《我的老師是怪獸!》等。每次出

席學生約20人。下學期由 G1家長負責，配合推行綠色教育，閱讀素材主要是綠繪本，

如：《好一個瓜啊!》、《小小鄰愛種花》、《真正老森林》、《在矮人村裏發生

的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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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閱讀週分上、下學期舉行(MK&TKO) 

       1.5.1「美食書中尋，讀出好滋味」閱讀週(TKO上學期；MK下學期)： 

在週會上，分類介紹各種跟食物有關的圖書，如科學類的《廚房裏的小科學

家》、史地類的《世界飲食文化小百科》、藝術類的《Food as Art》、文學類的《孤

雛淚》等。午息期間，在TKO館門外舉行試食活動；MK館有摺紙活動，教學生製

作有關香港風味小吃的紙模型，兩館都設置相關書展，學生對所推介的圖書，興

趣濃厚，吸引大批學生到館借書。 

  

       1.5.2「玩轉圖書館」閱讀週(MK上學期；TKO下學期)： 

在MK週會上學生表演短劇，介紹圖書館全年活動。在TKO週會上用遊戲形式

介紹與猴子有關的圖書，又設題目考學生關於圖書內容，小息時學生紛紛到圖書

館閱讀推介圖書，找答案，踴躍回答問題。 

 

   1.6「環保小手工」製作活動(TKO) 

午息時舉辦，依照圖書內容，利用舊紅封包，製作紙偶小玩意，亦在館內設

置攤位，同學可即場用紙偶玩遊戲，反應熱烈。 

 

   1.7 骨牌書陣(TKO) 

1月26日於圖書館舉行，登陸閱球計劃銀獎得主獲邀出席活動作為獎勵。19位

G4-6學生花了兩小時於館內把686本圖書排成猶如骨牌般的書陣，活動內容已拍成

短片，並將在下學期週會上播放。 

 

1.8 家長日書展(TKO&MK) 

順利舉行，中英文參展商各一，分別是南亞圖書及Learning Loft。 

 

1.9 綠色嘉年華漂書活動(TKO&MK)： 

    響應學校推行「綠色校園」行動，收集學生舊書，於嘉年華當日擺設攤位，供

學生交換舊書閱讀。 

 

2. 本科透過施行下列計劃培養學生養成閱讀及親子共讀的習慣： 

2.1 推行 G1-3 閱讀彩虹計劃(MK) 

回應上學年建議，本學年推行計劃時，加強了宣傳及改善獎勵方法，學生更有

動機到學校圖書館借書，有90%學生能夠得到獎券。 
 

2.2 推行G1-3親親孩子親親書(親子共讀計劃)(MK) 

 計劃分學段進行，反應不俗，各級取得銅獎或以上獎項的百分比如下： 

 第一學段 第二學段 第三學段 第四學段 平均 

G1 82.8% 83.6% 94.3% 93.3% 88.5% 

G2 95.9% 96.9% 92.8% 91.9% 94.3% 

G3 82% 77.8% 78.2% 85.4% 80.9% 

 計劃目標是80%以上的學生取得銅獎或以上獎項，G3學生雖於第二、三學段表

現稍遜，但平均而言，各級成功達標。回應家長回饋，建議修訂親子共讀書單，增

加繪本和故事類圖書的數量，以便親子間更容易進行閱後分享。 
 

2.3 推行G4-6登陸閱球計劃(TKO) 

      本年度計劃加入「閱讀任務」，要求學生須達成若干任務才可獲獎，如閱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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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家人或老師分享。學年開始時，在課堂中有示範及圖書分享活動，學生喜歡活動，

認真分享，亦有在紀錄冊上請同學及老師簽名。但隨着課程的展開，加入其他的任務，

焦點不再，學生課餘與人分享的讀後感的熱情退卻，下學期更是有點後勁不繼，建議

下學年分學段推展不同任務，好讓學生更容易履行任務。 

 

2.4 修訂閱讀世界盃的得獎準則，鼓勵學生借閱英文圖書 

  修訂得獎準則為各班中文借書數量+英文借書量X2扣減遲還分數，分數最高班別

獲頒獎杯，此舉有助提高學生借閱英文圖書的動機，英文圖書借書量整體比上學年上

升，G1-3學生平均借出15本英文書(上升6.7%)；G4-6平均借出31本 (上升15.8%)。建議下

學年繼續舉辦。  
          

2.5 其他活動： 

2.5.1 佈置大堂的「知識樹」，向同學推介好書。 

2.5.2 聯絡兒童期刊出版社，並代派發訂閱表格，推動學生養成定期閱讀期刊的習慣。 

2.5.3 成為「悅閱 ReadIt」報刊派發學校，定期派發該報刊，推廣閱讀。 

2.5.4 成為教育城「閱讀壁報板」會員學校，定期於網上下載資料，然後製作成壁報，  

     發放有關閱讀的資訊。 

 

2) 學與教的質素 

 

主要優點 
 

課程方面 (特別是推展四個關鍵項目和培養學生共通能力方面的優點)  

   回應教務組工作目標及上學年跟進措施，本科修訂若干年級的課程，提升學與教的效

能： 

1.  修訂G3課程，增加研習活動 

在課堂中，學生到圖書館進行分組研習的課時增加了。在老師指導下，學生有較

充裕的時間應用圖書館技能進行研習，閱讀圖書，擷取資料，提交的功課有進步，效

果比上學年好。 

 

2.  修訂G4-6課程，增加多元化評估課業 

在課堂中，學生進行口頭滙報和分組活動的課時增加了，學生有較多機會以不同

形式表達讀後感，促進友儕間互相交流，87.1%高小學生喜歡和同學分組討論圖畫內

容，效果良好。 

   G4  從書架中找自己：介紹一本能代表自己的書 

期刊測驗卷：閱讀期刊後，就其內容擬寫測驗題目 

       G5  讀者留言板：在圖書館的留言板上寫下到書中人的感受 

           無字天書：分組為繪本內容配音 

       G6  讀者劇場：排演書中難忘的一幕 

           辯論：分正反雙方就書中內容進行辯論 

        

 3. 修訂G4-5課程，增加電子閱讀材料 

   在課堂上指導學生使用公共圖書館電子資料庫，學生普遍能掌握技巧。 

  
教學方面 

 1.  上學期，高低小科主任互相觀課1次，觀課後檢討交流，以提升老師教學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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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科老師積極進修及參與專業交流活動，提升教學效能。學年內，全部老師出席 2 次 

      或以上專業進修活動。科任在會議上就本學年曾參與的專業進修發展課程，進行交 

      流，互相分享。 

 3.  高小科主任參加了「優質圖書館嘉許計劃」，在「創意閱讀領域」上榮獲嘉許獎。 

 

 學生學習方面 

1. 大部分學生學習認真，學習興趣濃厚，並且積極參與課堂活動。87.9%高小學生表示能

運用課堂所學的知識更有效閱讀。 

2. 進行分組學習活動時，大部分學生投入活動，並依指示完成課業。 

 3. 大部分學生喜歡閱讀及經常到學校圖書館借書。 

2.1  82.88%低小學生及90.33%高小學表示經常閱讀課外書籍。90.32%高小學表示經常

到圖書館借書及使用其服務。 

     2.2  全年學生借書量： 

    G1-3 ：11971本，每人平均借出38本； 

    G4-6 ：19235本，每人平均借出79本； 

    G7-12：8280本，每人平均借出16本。 

 

學習評估方面 

1. 在圖書館內設置留言板，供同學發表閱讀心得，同學很喜歡這種形式的交流。 

2.  收集學生佳作，並展示於圖書館壁報上。 

3.  G1-3的家長會和學生一起完成閱讀冊上的親子題，又會寫下鼓勵子女閱讀的語句。 
4.  分組滙報簡報時，同學能依照評估項目，給予其他組別適當回饋和改善建議。 

  

資源管理方面 

1.   本年度將軍澳校舍新增1017本，館藏9663冊；將軍澳新增1939本，館藏30516冊。 

2.   TKO館參加新閱會主辦的「循環閱讀」計劃，獲贈100本從社區回收的舊書，經整理 

    後納入館藏。 

3.   於TLG會議上諮詢各枓主任購書建議，並參照各科課程，採購並整理圖書館資源，支 

    援各科進行學習活動： 

3.1 配合各科課程，包括G3中文科寫作計劃、數學科閱讀計劃、科創科教學單元及綠

色校園計劃增購及整理相關圖書。 

 

3.2 配合各科週會主題，設置專題圖書展示區： 

       視藝科週會：展出水墨畫圖書。 

       I.T. 週會：展出3D打印機圖書。 

       中文週會：展出西西詩集。 

          音樂週：展出有關樂器的圖書 

      常識週：展出有關錢幣的圖書 

 

  3.3 支援各科到館進行課堂活動或指導學生搜集資料，進行課業： 

          常識科專題研習：G6 消失中的香港 

英文科課題包括：G4 Cookbook, Elephants, G5 Rainforest, Guinness World Record &; 

                G6 Invention and Inventors; 

視藝科課題包括：G4 海洋生物、G5 古代服飾及G8 古埃及； 

音樂科課題：G9 歌詞創作； 

    化學科課題：G9 化學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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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提供書目，幫助學生揀選合適圖書，完成通識科閱讀習作 

     3.5 支援中學中文科推行早讀， 設置圖書展示區。 

 

4.  部分初小館藏轉移到地下「閱讀基地」，供學生在早上上課前閱讀，由於資源調配有 

   變，校方最終把圖書館裝置平板電腦的計劃擱置。 

 

5.  人力資源方面，兩校舍的圖書館，由圖書館主任、本科老師，圖書館助理負責日常館  

   務，各人均具備圖書館學相關文憑或學位。本科亦會邀請家長義工協助包書，每週五 

   有4-5位家長義工於TKO圖書館包書，亦有家長義工到校主持「閱讀派對」。本學年共 

   有5位正修讀HKU SPACE圖書館及資訊管理高級文憑的學生到校實習，協助處理新書及 

   盤點。 
 

有待改善的地方 

 

課程方面 (特別是推展四個關鍵項目和培養學生共通能力方面的弱點) 

1. 在教授指定讀本時，可修訂部分思考題，引領學生有更深入的反思。 

 

教學方面 

1. 初小科任教學信心稍遜，提問技巧有待改善。 

 

學生學習方面 

1. 使用公共圖書館電子資料庫時，部分學生因密碼有誤，未能成功登入。 

2. 由於適合高小程度的電子資料庫大部分都是英語材料，學生使用動機不大。建議下學

年向英文科老師推廣，鼓勵學生利用電子資料庫搜集資料，作為寫作課業的準備。 

 

學習評估方面 
1. 分組報告時，學生表現參差。G5個別學生不負責任，沒有完成指定工作，需要科任再

三督促下才能完成習作。 

 

跟進措施（將於下學年推行） 

1. 利用課室圖書和早讀時間進一步推廣閱讀。 

2. 修訂G6閱讀萬花筒，增加搜尋網絡資訊的課業。 

3. 在學校網站上載連結，供學生課餘自學或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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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 (楊殷有娣 )書院  

週年自評報告 

15-16年視覺藝術科 

 

 

本學年工作計劃的推行成效 

 

施行計劃1

舉行視覺藝術科的評賞活動 

: 

小一至小六上學期週會： 中國國畫介紹 

小一至小六上學期校內評賞活動:藝育精英校內展覽活動 

小四至小六下學期週會： 介紹環保藝術家 

-100％(小一至小六)學生參與本科舉行的視覺藝術展覽活動及上下學期的藝術評賞週

會，反應熱烈 

 

施行計劃2

舉行視覺藝術週活動 

: 

小一至小六上學期週會：於早會介紹中國水墨名家作品及中國畫用具；於禮堂展出本地水墨名

家作品，同學小息時欣賞作品並完成導賞工作紙，及午間活動參與水

墨課堂，體驗畫水墨畫的樂趣。 

小四至小六下學期週會：以環保物料製作立體作品並於校內展覽 

-同學都能投入於兩次週會當中，而且更欣賞藝術家的作品及以此題材創作作品 

 

施行計劃3

參加各類型視覺藝術比賽 

: 

-小一至小三參與 

：由綠色力量主辦的「我的低碳生活四格漫畫比賽」，小三有一位同學獲得冠軍； 

：由香港紅十字會主辦的「心心貼紙創作比賽」，小一有一位同學獲亞軍、一位獲季軍及

兩位獲優異獎； 

：由食物環境衛生署主辦的「潔淨校園填色比賽」，得獎結果有待公佈。 

-小四及小六參與「閱讀好品德-封面設計比賽」。  

 

舉行小學視覺藝術科的校內展覽 

施行計劃4 

-學生作品都於校內有定期展出 

 

 

施行計劃5 

跨科活動 

-配合學校今年主題「綠色校園」，製作不同與綠色相關為題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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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的學與教 

 

(1) 學生表現 

 

 本學年校內考試成績： 

學業表現(校內外成績) 

G1:及格率是100%，全班的平均分是：88分； 

G2:及格率是100%，全班的平均分是：87分； 

G3:及格率是100%，全班的平均分是：87分； 

G4:及格率是100%，全班的平均分是：88分； 

G5:及格率是100%，全班的平均分是：86分； 

G6:及格率是100%，全班的平均分是：89分； 

 

 學生積極參與視藝科活動： 

非學業表現(課外活動及校內外活動) 

100％學生參與本科舉辦的各項活動 

透過上、下學期(調景嶺)各一次週會活動及跨科活動，同學認識到更多本科知識及

跨科應用 

 

小一至小三的問卷調查資料如下: 

學習態度及能力(學科能力及共通能力) 

 約97%的同學喜歡上視藝課 

 約98%以上的同學認為能於視藝課中培養創意及想像力 

 約95%以上的同學都認同能於課堂嘗試不同的技巧 

 約96%以上的同學都認同從視藝課及參與視藝活動令他們更喜歡藝術 

 

小四至小六的問卷調查資料如下: 

 約85%的同學喜歡上視藝課 

 約80%以上的同學認為能於視藝課中培養創意及想像力 

 約80%以上的同學都認同能於課堂嘗試不同的技巧 

 約80%以上的同學都能於不同的視藝活動當中學習到用不同的角度欣賞和討論藝術

作品 

 

 學生的學習動機良好，他們上課專注，並能認真完成課堂創作  

 視藝科活動的學生參與率十分高，而且很投入，在評賞活動中亦能積極

參與討論  

 整體而言，學生對藝術的學習興趣濃厚，能透過參與視藝科活動擴闊視野，

他們對藝術的創造能力和欣賞能力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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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與教的質素 

 

 
(2.1)主要優點 

 本科實行專科專教，3位任教師全部修畢設計或藝術學位課程 

課程方面 (特別是推展四個關鍵項目和培養學生共通能力方面的優點) 

 本科課程設計以配合學生的學習興趣為大前提，成功培養學生對藝術的興趣和認識 

 本科的部分課題融入德育及公民教育元素，引導學生表達對社會及時事議

題的看法  

 本科的部分課題融入閱讀元素，加強學生從閱讀中學習  

 本科舉辨的藝術欣賞活動，成功培養學生對藝術的欣賞能力 

 

 教師能針對學生的程度和興趣，製訂校本藝術課程及推行具創意的藝術活動 

教學方面 

 教師備課充足，課堂活動多元化，成功引領學生投入課堂 

 教師具教學熱誠，主動與其他科協作 

 分設高年級及低年級科主任，令視藝科教師更有效地溝通及促進了教學工作 

 

 學生對本科的學習興趣濃厚 

學生學習方面 

 學生能積極參與學習活動，認真投入，勇於發言，有探索精神 

 除創作前的資料搜集外，作品的所有創作過程均在課堂內完成，不會帶回家中製

作，此舉能培養學生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完成作品的滿足感亦更大 

 

 本科十分着重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態度，不會單以課堂習作的完成作品評估學生表

現，評分準則除了包括學生能否掌握每個習作的學習重點，還會評核學生對藝術的

欣賞、評估及協作等能力，詳細紀錄於每個學段的視覺藝術科學生表現報告表內，

於學段終結時派發予學生及家長 

學習評估方面 

 而評估形式還包括將每個習作的評估項目及評分印成標貼，貼於學生習作上，教師

發還作品後，學生及家長能即時看到教師的回饋，更清晰了解學生在習作的各個評

估項目的表現，促進學習成效 

 教師定期於校園展示學生作品，促進學生之間的交流 

 視覺藝術科學生表現報告表的格式已於本學年有所調整，並改為以電腦格式顯示學

生表現，並增加創作態度的評估項目 

 

 本科教師合作管理視藝室及教學物資，包括工具、材料、教具和參考書等 

資源管理方面 

 善用資源，本學年申請「藝育精英」的活動，向他們借出作品於校內展示 

 

 

(2.2)有待改善的地方及跟進措施（將於下學年推行） 

 本年度已在課題推行一些以單元或專題為主的課程，探索課程設計的可能性，增加

課程的變化和趣味，來年會繼續在視藝科的課程內加入這些元素 

課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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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資源分配問題，今年未能安排學生乘車出外參觀展覽。而且本科亦對外申請一些

資助參觀，可惜不被取錄，還望下一年有機會再申請參觀活動。 

參觀展覽方面 

 

 繼續鼓勵視藝科教師尋求與其他學科協作的機會，令不同科目的教師有更

多交流  

教學方面 

 

 待學期開始時再開會討論 

學習評估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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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年自評報告 (2015-2016) 

        科目：音樂 (初小)                     

   8-7-2016  
科主任及科任老師：Jessie 江維美老師 (G1 - G3) 
  
科目目的 
 透過多元化的音樂活動，讓學生在歡樂中融匯學習，培養他們對音樂的興趣，發展他們的

音樂才華 
 
科目目標 
 培養學生創意及想像力 
 發展學生的音樂技能 
 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評賞能力 
 使學生認識中外音樂文化 
 
工作目標 
 
回應科目目標 
1. 於課堂上推行多元化的音樂教學活動，培養他們對音樂的興趣 
2. 鼓勵同學多欣賞各類型的音樂會，培養他們的音樂興趣及音樂評賞能力 
3.   透過「一人一樂器 (表演)」活動，促進音樂分享與交流，亦藉此培養同學互相尊重、互相

學習、互相欣賞的精神 
 
回應科目上學年總結報告 
4.   藉着網絡資訊及電子學習鞏固樂理學習，繼續建立融匯自學文化 
 

回應部門工作目標 
5. 繼續加強音樂閱讀文化，強化語文能力 
6.   籌備高小、低小學生參與公開的音樂比賽或表演，實踐音樂才華，積極培養資優生   
7. 延續跨科 (和/或跨級) 協作及社關文化，培養勤奮精神，做最好的自己 
 

回應學校工作目標(三年計劃關注事項) 
 

8. 藉鼓勵音樂閱讀強化語文能力，提昇中、英成績稍遜學生，培養勤奮精神 
9. 繼續推行音樂電腦遊戲軟件課程，開展電子學習，讓各科老師作好準備面對有關的改變 
10 進行同儕觀課及音樂科問卷調查，深化各科及各組的自評機制，加強執行，不斷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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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劃 
施行計劃 回應 

目標 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報告 

1. 在課堂內採用多元化的音樂 
教學活動 (提升教學效能) 
包括： 

   課本 - 儘力採用英語教學 
演唱 - 包括發聲技巧、合唱 

知識等。 
演奏 - 包括同學的樂器演奏 

分享、各種敲擊樂器
的演奏技巧等。在三
年級上學期開始，學
生學習直笛演奏。 

聆聽 - 樂曲欣賞、音樂知識 
及聆聽技巧。 

讀譜 - 樂理/ Music Ace。 
描述 - 分析音樂資訊、口述 

或身體動作描述音
樂，用以培養學生的
音樂感。 

創作 - 個人、小組或全班形 
式創作旋律、歌詞、 
音樂遊戲、聲響或
律動。 

1、4、
5、9 

全年 1.90%學生能
獲得 B 級或 

以上的成
績 
 
2. 約 30% 取
A 

 
3. 約 10% 取
獎學金 

 
 

 (參考中英數
安排) 

 
 

 

1 每學期考試一次，全年共 
兩次。 

2 考試方法包括： 
a. 演唱 
b. 演奏直笛 

(三年級下學期考核) 
c. 專題研習 
   (公開合唱、音樂劇、 

音樂創作等) 
d. 音樂知識/聆聽 
e. 課堂表現* 

(上學期 - *音樂會欣賞 
下學期 - *樂器分享) 

4.成績分析及統計 
*季節性課堂內容 

各級科任 1Perfect Match     
 Music  
 (Pearson Longman) 
2 Music Ace II (I) 
3 網絡資訊 
4 Harry 哥哥教… 

成功。 
 
1. 各級超過 90%同
學獲得 B 級或以上
成績 
 
2. 各級約 30%取 A 
 
3. 各級約 10% 取獎
學金 

2. 推行中英音樂閱讀計劃 

4、5、
8 

10 月
至 5
月 
(19/9 音樂

週推行) 

1 班中 60%
學生參與 
2 50%同學於
一年中最
少閱讀 5
本英文音
樂圖書 

統計 各級科任 音樂(及閱讀)科同事
協助統籌 

成功。 
 
1.超過 60%同學參加 
 
2.約 90%同學最少閱
讀 5 本英文音樂圖書 

3. 推行音樂會欣賞計劃 

2 10 月
至 5
月 
 

每位同學於
一年中最少
欣賞一場音
樂會 

於上學期加入音樂會報告
評核，分數佔課堂表現分數
中的 2 分。 

各級科任 鼓勵家長帶孩子出
席公開品賞 

成功。 
 
每位同學於一年中
最少欣賞一場音樂
會，並於上學期音樂
評估中獲得音樂欣
賞 2 分。 

4. 鼓勵同學於班中/小息間表演 
(以獨奏方式)，促進「一生一
樂器 (表演)」文化 

3 11 月
至 4
月 
 

班中 90%學
生參與演奏 
或樂器分享 

於下學期加入樂器分享評
核，分數佔課堂表現分數中
的 2 分。 

各級科任 1 同學自行選擇適合
的樂器 

2 老師可按特別需求
安排簡易樂器班 

成功。 
 
每位同學均能參與
演奏或樂器分享；沒
有學樂器的亦能經
老師協助下成功表
演。 
 

5. 鼓勵學生參與校外音樂賽及
表演 

6、7 全年 最少 50%人
次參與校外
音樂比賽及
表演 

於上、下學期加入積極參與
評核，分數佔課堂表現分數
中的 3 分。 

各級科任 留意外界資訊 成功。 
 
超過 50%同學於本年
度曾參與校外音樂
比賽、表演或考試，
並於音樂評估中獲
得積極參與 3 分。 

6. 校內表演： 
   Post Contest Concert 
   MusicTC Show 

6、7 3 月至
6 月 

90%參賽者及
音樂才華班
學生能參與
演出 

統計 各級科任 音樂(及才華發展組
同事)協助統籌 

成功。 
 
超過 90%參賽者及音
樂才華班學生能參
與演出。 
只有部分參與努力
小組的同學未能出
席。 

7. 舉辦初小週年音樂會 
6、7 5 月至

6 月 
90%同學能參
與演出 

統計 各級科任 音樂才華班同事協
助統籌 

改於 4 月於「綠色嘉
年華」中演出 

8. 進行同儕觀課 
10 全年 每位老師最

少有 1 次觀
課及被觀課
經驗 

填寫同儕觀課記錄表 
課後討論 

各級科任
及 T&L 成
員 

配合 T&L 已配合 T&L 改變觀
課模式，詳見教務組
觀課文件。 

9. 推行問卷調查 
10 6 、 7

月 
每題均達到
正 面 回 應 
(滿意度達 3
或以上) 

統計 各級科任
及 T&L 成
員 

配合 T&L 成功。 
每題均達到正面回
應 (滿意度達 3 或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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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學習獎勵 (e.g. 好書閱讀) $300 
合共: $300 

 
 
此週年自評報告於 2016 年 7 月 8 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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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週年自評報告 (2015-2016)                  
        科目：音樂                       

 
科主任 ：Cristal 
科任教師：Ivy (4B 4C 4D 4E), Cristal (4A, G5 – G6) 
級別 ：四至六年級 
 
 
科目目的 
 透過多元化的音樂活動，讓學生在歡樂中融匯學習，培養他們對音樂的興趣，發展他們的音樂

才華 
科目目標 
 培養學生創意及想像力 
 發展學生的音樂技能 
 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評賞能力 
 使學生認識中外音樂文化 
 
 
工作目標 
 
回應科目目標 
1. 於課堂上推行多元化的音樂教學活動，培養他們對音樂的興趣 
2. 鼓勵同學多欣賞各類型的音樂會，培養他們的音樂興趣及音樂評賞能力 
3.   透過「一人一樂器 (表演)」活動，促進音樂分享與交流，亦藉此培養同學互相尊重、互相學習、

互相欣賞的精神 
 
回應科目上學年總結報告 
4.   藉着網絡資訊及電子學習鞏固樂理學習，繼續建立融匯自學文化 
 

回應部門工作目標 
5. 繼續加強音樂閱讀文化，強化語文能力 
6.   籌備高小、低小學生參與公開的音樂比賽或表演，實踐音樂才華，積極培養資優生   
7. 延續跨科 (和/或跨級) 協作及社關文化，培養勤奮、環保、喜樂、反思，做最好的自己 

 

               

 8-7-2016 
3-9-2016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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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的質素   
主要優點 

課程方面 (特別是推展四個關鍵項目和培養學生共通能力方面的優點) 
 教學活動多元化，包括演唱、演奏(包括直笛演奏、個人音樂分享等)、聆聽、音樂知識、評賞 (推介20多份免

費音樂會)技巧、讀譜、樂理、創作、個人小組或全班形式專題研習、利用電腦資訊科技教學等  
(如 Music Ace 2、Finale Notepad、Internet、YouTube、Wikipedia 等) 

 回應CR要求，鼓勵同學從閱讀中學習，多閱讀英文音樂書藉 - 本年度於2015年8月至2016年5
月期間推出「音樂好書閱讀」計劃，G4-G6迎受性及功效佳 (參閱 Minutes 3) 

 其他課程 - 於10-12月間接觸德語吐字及發音，並於聖誕音樂分享會中演繹 Ode An die Freude及Stille Nacht 、音樂會欣賞 或 樂器分享、

G6使用iPAD 打譜等等 (參閱 Minutes 3 + Annual Subject Review) 
 積極推行多元化 project – Christmas Carol Interflow、HKSMSA合唱賽、綠色嘉年華、畢業創作等 
 豐富的課外學習校隊 - 優韻樂團+美聲廚師+晨曦樂團 ，IEP –皇家敲擊巧手及歌唱好手 

 
教學方面 
 本校音樂老師教學有熱誠，自律+自發及有遠景，亦重視個人持續發展 
 本校師生關係融合，對教學產生正面的作用 
 本校強調家校合作及就子女學習議題保持聯絡外，家長在有需要時會作出支援 (如協助音樂會及出賽帶隊) 
 與圖書館老師合作，購買有趣的音樂課外書籍，讓同學課餘時能從閱讀中學習，鼓勵同學多聽和看 

 
學生學習方面 
 本校不少學生於校外研習樂器，對音樂具濃厚興趣；學生學習音樂的態度認真，考試也很用心 

 因學習直笛而強化提高了自學/看譜能力，又因教導丹田呼吸法而大大提升歌唱+吹直笛的實力 

 部份學生主動在開放的音樂室中敲擊作樂 

 本校學生在過去的八個月不只在課堂中接觸了多元音樂活動，更走出課室實踐自願性社關環節，如 

 全體學生參與校內及公開合唱演出或比賽，內容不只促進德育及融匯自學文化，另做最好的自己 

6(約66人)冠，4(約64人)亞，12(約21人)季，8(約70人) 差1分獲季軍，9(約127人) 差2分，榮譽5人，優良28(約146人)，良好

7(約36人)，積極參與4人 
***同學參與率低於上年度，但音樂節比賽中的冠軍、亞軍、季軍及榮譽獎項成績為歷年之冠 

[第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賽果) (15-331) 、音樂的喜訊 [參閱15-472音樂的碩果累累(國際賽事/全港音樂公開比賽)、(考級及演出)]] 
 

評估 (及設施)方面 
 本校視音體均利用Microsoft Excel編寫了統一視音體報告格式電腦程式來簡化評估及製作音樂科評估報

告表的工序，除能減輕老師工作量外，亦比用人手製作音樂科評估報告表準確 
 多元化評估方法，包括演唱、演奏直笛 (三年級下學期開始)、專題習作、音樂知識/聆聽、音樂欣賞或樂

器分享、及課堂表現 (由老師觀察) 等 
 除外，校方亦推出統一視音體問卷及內部反思讓學生(教師及家長版)以自我評估，培養彼此反思能力 

 
有待改善的地方 

課程方面  
 繼續在課堂中進行極輕鬆又具趣味性Music Ace  (或益智的on-line music game) 活動以鞏固音樂Theory 
 宜繼續在上學期多用iPAD，同時IT哥哥們可找法子不再接二連三的刪除G6的作品  
 嘗試與IT科合作於G5開始學習音樂打譜，以便G6時得心應手 
 除普、中、英、外，適量加入外文 (German 或 French) 歌唱學習，延續擴展學生國際視野的夢 

 
教學方面 
 可繼續 平衡及調節 教科書內容、直笛、專題習作、Music Ace及其他方面的實踐 
 努力設計或配合全校的全年教學計劃，以便貫徹G4-G6 的教學異象  
 繼續在課堂中進行稍輕鬆的音樂遊戲/活動 

 
資源管理方面 
 新購不過七個月已壞了近30%，頗難遙控看管耳機，計劃鼓勵學生自備 
 漸進地增換已被破爛的弦線，及延展音樂室教學+儲存樂器的可用空間 
 繼續建立良好/衛生及負責任的文化 - 於節奏樂及晨曦樂團負責木琴的學生擁有自己的琴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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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報告 

施行計劃 回應 
目標 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檢討 (或報告) 

1. 在課堂內採用多元化的音樂 
教學活動 (提升教學效能) 
包括： 

   課本 - 儘力採用英語教學 
演唱 - 包括發聲技巧、合唱 

知識等。 
演奏 - 包括同學的樂器演奏 

分享、各種敲擊樂器的
演奏技巧等。在三年級

上學期開始，學生學習
直笛演奏。 

聆聽 - 樂曲欣賞、音樂知識 
及聆聽技巧。 

讀譜 - 樂理/ Music Ace。 
描述 - 分析音樂資訊、口述 

或身體動作描述音樂，
用以培養學生的音樂
感。 

創作 - 個人、小組或全班形 
式創作旋律、歌詞、 
音樂遊戲、聲響或律 
動。 

 
1- 2- 3 

 
全年 

 
1.90%學生能獲得 B 級或 

以上的成績 
2.取得學業獎學， 

(更新版) 
 
a.G4 約 50% 取 A 
  G4 約 10% (獎學金) 
b.G5 約 50% 取 A  

G5 約 10% (獎學金) 
c.G6 約 50% 取 A  

G6 約 10% (獎學金) 
 

 
  (參考中英數安排) 

 

 

 

 
1 每學期考試一次，全年

共 
兩次。 

2 六年級學生全學年須考 
報分試兩次，畢業試一 
次，全年共三次。 

3 考試方法包括： 
a. 演唱 
b. 演奏直笛 

(三年級下學期考核) 
c. 專題研習 
   ( 公 開 合 唱、 音 樂

劇、 
音樂創作等) 

d. 音樂知識/聆聽 
e. 課堂表現* 

(上學期 - *音樂會欣賞 
下學期 - *樂器分享) 

4.成績分析及統計 
*季節性課堂內容 

 
各級科任 

 
成功 
99.6%學生能獲得 B 級或
以上的成績 

 
第二學期 
G4 49%取 A  
(2% lower than 14/15) 
99% B 級或以上 
11% (獲名次) 

 
G5 63%取 A 
(1% higher than 14/15) 
100%B 級或以上 
13% (獲名次)   
 
G6 57%取 A 
(20% higher than 14/15) 
100%B 級或以上 
9% (獲名次) 

2. 推行中英音樂閱讀計劃 
2- 5- 7 9 月至 5 月 

 
1 班中 100%學生參與 
2 90%同學於一年中最少
閱讀5本英文音樂圖書 

統計 各級科任 成功 
G4 = 98% 
G5 = 98% 
G6 = 100% 

3. 推行音樂會欣賞計劃 
2- 3 8 月至 1 月 

 
每位同學於一年中最少
欣賞一場音樂會 

於上學期加入音樂會報告評
核，分數佔課堂表現分數中

的 2 分或 20% (積極參與分)。 

各級科任 成功 - 100%學生已作至
少一次音樂會欣賞 

4. 鼓勵同學於班中/小息間表演 
(以獨奏方式)，促進「一生一
樂器 (表演)」文化 

1- 3 
6- 7 

1 月至 4 月 
 

班中 100%學生參與演奏 
或樂器分享 

於下學期加入樂器分享評

核，分數佔課堂表現分數中
的 2 分或 20% (積極參與分)。 

各級科任 成功 - 100%同學參與綠
色馬來松(或在課堂中完
成)，另 100%音樂節參
賽者成功於 4 次賽前音
會演出 

5. 鼓勵學生參與校外音樂賽 
6- 7 3 月(其他) 最少 85%人次參與 100 

項比賽 
統計 Cristal 成功 - 125%人次參與音

樂節比賽及其他賽事 

6.  Christmas Carol Interflow 14/12 
   20 週年感恩音樂匯演 27/5 

1- 5 
6- 7 

全年 100%音樂才華班學生能
參與演出 

統計 Cristal/Ivy 成功-100%有關學生 
個別或與晨曦樂團 
一同演出 

7. 為學生提供公開社關活動  
  綠色嘉年華 – G4 小書冊創作、 

G5 攤位遊戲、G4+6 馬來松演 

1- 6- 7 全年 最少 85%人次參與 Green 
Carnival 

統計 
 

Cristal 成功 - 100%同學參與 

8. 培養資優生計劃 (or IEP) 
1- 6- 7 10 月至 6 月 最少 10%人次參與 統計 Cristal 不太成功 - 3x d’AB singer

因方面幼嫩，故只能學
不能考；4x d’AB Striker 考
獲 G8/127,G5(112-105-100) 
G4 成員八月再考  

9. 進行同儕觀課 
1- 4- 7  全年 每位老師最少有1次觀課

及被觀課經驗 
填寫同儕觀課記錄表 
課後討論 

Cristal 成功 

10. 推動老師進行校外進修 
1- 4- 7 全年 每位老師參加最少1次有

關校外進修 
85%老師認為進修有用 

統計 Cristal 成功 
100%老師認為進修有用 
- 項目有合唱、講座等 

 
財政報告  

鋼琴調音/弦樂維修 (+/-預算額)  $ 5000* (9 直身, 1 三角, 1 電子) 
購樂器  $ 3045.6 ($10149/TomLee-7103.4/回收) 

音樂週 (+/-預算額)  $300 x 4 (按照校方財政分類，直接撥入其他項目) 
校隊/IEP misc (+/-預算額)  $ 2000 x 5 (按照校方財政分類，直接撥入其他項目) 
其他   $ 5192.9 (13250/hksmsa+1822.9/其他-9880/hksmsa 回收) 

音樂圖書/樂譜/教課 (+/-預算額)  $ 3000 (按照校方財政分類，直接撥入其他項目) 
交通 (+/-預算額)  $ 1000 x 10 (按照校方財政分類，直接撥入其他項目) 
外聘導師  $ 72609 (Paul+Cliff+Rock+Stella) 
校隊+IEP 支援導師費  - $ 78451 (收入) 

                合共    (支出 $80847.5)  $ 2396.5   [預算額 - $ 113,200(G4-6)]                                          
週年自評報告  
計劃於 2016 年 9 月 5 日完成。                                    159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體育科週年報告(2015-2016)  

科主任：楊美玲主任 

 

(一)科目目標 

透過各種運動技能和知識教授，使學生能夠： 

1. 提高對體育活動的興趣，養成經常參與運動的習慣； 

2. 促進身體的協調能力和增強體能，以達致身體健康； 

3. 培養良好的品德行為； 

4. 建立在群體中與別人合作的良好關係； 

5. 增強判斷能力； 

6. 掌握基本運動技能和知識； 

7. 加強對美的欣賞能力。 

(二)工作目標 

回應科目目標 

1. 建立體育科的自評文化 

2. 發展學生才華 

3. 回應體育科在本年度之使命「強身健體人人練、水陸跑跳樣樣精」 

4. G2-G3 游泳課，為未懂游泳的學生學會基本游泳技巧，也為水運會做好準備 

5. 培育資優學生(校隊訓練) 

6. 建立學校的關愛文化，提升學生的責任感及自律精神 

7. G6 多設一堂體能課 

 

(三)工作計劃 

施行計劃 回應 

目標 

日期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聘請專業教練，在才華

班時段教授，從興趣開

始，從中再發拙一些有

潛能的學生，並推薦入

2,5 二零一五年

九月 

至 

二零一六年

能派出隊伍

參與學界比

賽 

學界比賽中

取得佳積 

體育科

主任 

聘請專業教

練等相關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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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隊，再繼續接受專業

訓練 

六月 

 

派發體育科資料夾 1 所有學生於

學期尾完成

資料夾之工

作紙 

資料夾評估 體育科

老師 

工作紙 

聘請專業導師以發展同

學的體育技能，如籃

球、足球、排球、羽毛

球、乒乓球、田徑及游

泳、體操等。 

2,4,5 能派出隊伍

參與學界比

賽 

學界比賽中

取得佳積 

體育科

老師 

相關教練協

助比賽、 

練習等工作 

增設游泳課 4,5 G2 及 G3 學生

出席逢星期

六的游泳課 

學生出席率

達 80% 

體育科

老師 

相關教練協

助上課 

鼓勵帶隊老師進修有關

課程— 如田徑裁判研

習班 

1 老師能於學

界比賽中擔

任裁判一職 

學體會簽發

聽講證書 

體育科

老師 

 

鼓勵校隊多參加校際比

賽及公開賽 

2,5 校隊人數(約

180 人次)及數

目較上年增

加 

體育科科務

會議 

體育科

老師 

有關老師及

教練協助帶

隊事務 

購買質素較佳的器材讓

校隊隊員專用 

1,2,4,5 各個校隊成

員均能使用

學校新添置

的器材 

校隊成員於

每次訓練均

能使用該批

器材 

體育科

老師 

 

班際體育比賽 

足球、田徑、乒乓球、

閃避球、籃球、合球及

排球 

1,2,3,6 二零一五年

九月至二零

一六年五月 

讓學生自發

組織隊伍及

在早上、小息

及午息時練

習 

每班派出代

表參加比賽 

體育科

老師及

活動組

老師 

 

讓我閃耀牆、才華傑出

表現獎及學科獎學金 

2,3,5,6 二零一五年

九月至二零

一六年七月 

能力的認同

及讚賞 

每月一次的

讓我閃耀，學

生的傑出表

現張貼在讓

我閃耀牆 

每年一次在

才華班內由

導師選出的

才華傑出表

現獎 

每年兩次的

體育科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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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獎學金 

舉辦運動會 2,3 二零一五 年

十月七日  

所有學生均

能參加至少

三項比賽 

所有學生均

能參加 

體育科

老師 

全校老師協

助有關當日

工作 

舉辦水運會 3,4,5 二零一六年

四月三十日 

G1 至 G2 學生

可選擇參

與，G3 至 G6

學均能參加

至少一項比

賽 

 

(五)財政預算 

活動內容摘要 預算經費 實際經費 

校際比賽預算 $15000 $7940 

添置體育科器材及用具 $20000 $15948 

陸運會 $10000 $11354.6 

水運會 $6000 $5868 

運動員註冊費用 $1000 $1110 

學體會會員年費 $300 $300 

書籍 $1000 $0 

雜項 $10000 $17962.3 

合共  $63300 $60482.9 

週年計劃 

計劃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一日〉完成。 

 

162



優才書院 (小學部 ) 
 

週年自評報告 – <校務組>(2015/16) 
 

功能組別：校務組 

功能組別主任：陳偉傑副校長 

功能組別成員： 校務主任、行政主任、資訊科技統籌員、資訊科技技術員、技術員、校

務員及動植物管理員 
 

1.  本學年工作計劃的推行情況和成效評估  

 

施行計劃1

 完成招標文件並由建築處及教育局審批 

：落實學校大型維修 

 完成所有招標程序、並為兩校大修計劃成功聘請合資格承辦商進行有關工程 

 成立由中小學部同事的特別小組監察工程實施及進度 

 兩校工程順利開展、並於指定時間完成 

 工程質量大致良好、已由AP及校方驗收 

 

施行計劃2

 將軍澳校舍的行人閘及車閘已改進及加強保安功能 

：優化學校保安設施 

 地下、二樓已加設紅外線警報系統 

 

施行計劃3

 鴻館二期已安裝五部5匹天花式冷氣 

：將軍澳鴻館第二階段冷氣化工程 

 鴻館二期已安裝趟門 

 鴻館夏季的温度一般能維持於25度 

 

施行計劃4

 將軍澳的 13個課室已完成AP安裝  

：落實WIFI 900工程 

 旺角的 12個課室已完成AP安裝  

 將軍澳校舍已改用 1Gb光纖  

 將軍澳校舍已改用 300Mb光纖  

 所有WIFI網絡已完成測試及順利投入服務  

 

施行計劃5

 現正在設計及報價階段 

：重新設計及裝修將軍澳小學部教員室 

 

施行計劃6

 現正在設計及報價階段 

：更換將軍澳校舍主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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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學年資源及財政管理檢討  
 本年主要落實大修項目，各項工程大致順利完成，學校在人力資源及財政資源上十分

支持有關項目 

 

3.  本學年工作的主要優點  
 學校大型維修順利完成，旺角校舍煥然一新，舊有基建得以全面提升;將軍澳校舍課室

冷及籃球場膠地等設施亦全面更新，帶來更安全及更舒適校園 

 WIFI 900計劃亦順利落實，教學多元化及教學效能亦進一步得以提升 

 
4.  本學年工作有待改善的地方  
 將軍澳及旺角校舍主伺服器已相當殘舊及超出負荷，建議盡快落實更換 

 

5.  跟進措施  
 計劃及跟進更換兩校主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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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書院(小學部) 
<學生事務組>週年自評報告(2015/16) 

組別：學生事務組 
組長：馮可兒主任(TKO) 周曉瑜主任(MK) 
組別成員：文職人員 
 
 本學年工作計劃的推行情況和成效評估  
 
施行計劃 1
 

：管理校務處與文職人員之工作 

•推行情況： 
-協助各組長協調文職人員支援處理各項文書及與校務有關之工作。 
-文職同事能如期完成所委派之工作。 
-建立將軍澳校舍與旺角校舍共同文化 
-加強初小部及高小部的溝通及協調，保持緊密聯繫。 
 
•成效評估： 
1.1(組長) 

  -共發出 19 份問卷，回應問卷有 19 人。 
 -有約 57.89%組長十分同意/42.11%同意給予足夠的時間予文職同事工作。 

  -有約 78.95%組長十分同意/21.05%同意校務處職員能如期完成所委派之工作。 
  -有超過 42.11%組長十分同意/57.89%同意與兩校能保持緊密聯繫，建立共同文化。 

  -有超過 52.63%組長十分同意/47.37%同意與兩校舍的老師及職員關係良好，能分工合作，互相協調及配合。 
 
施行計劃 2
 

：學生事務工作 

•推行情況： 
-處理一般學生事務(見學生事務存檔資料) 
-讓各項有關的學生事務能運作暢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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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估： 
2.1 (班主任) 
 -共發出 22 份問卷，回應問卷有 22 人。 
 -有超過 54.55%班主任十分同意/45.45%同意有關「學生健康檢查」及「學生牙科保健」各項運作暢順。 
  -小學部有學生 559 名，有 260 名學生(TKO) 及 294 名學生(MK)參與「學生健康檢查」(超過 99.10%參與)。 

-小學部有學生 559 名，有 258 學生(TKO) 及 292 學生(MK)參與「學生牙科保健」(超過 98.38%參與)。 
 
2.2(班主任) 
 -共發出 22 份問卷，回應問卷有 22 人。 
 -有超過 50%班主任十分同意/45.45%同意/4.55%中立認同學生午膳運作暢順。 
 
  家教會於 10 月 9 日進行了一項有關午膳供應商表現之問卷調查。共發出 810 份問卷，有 415 位家長回應有關「午膳供應商」服務表現。 
 

-有 11 %家長十分滿意。 
-有 65%家長滿意。 
-有 20%家長一般。 
-有 3%家長不滿意。 

  -旺角及將軍澳校舍全年平均每月有 408 名學生（旺角校舍 255 人，將軍澳校舍 153 人）訂購午膳。 
 
「活力午餐」承辦本校由 2015 年 9 月 1 日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的午膳服務供應。 
 
施行計劃 3
 

：繼續推行綠色校園 

•推行情況： 
-繼續推行綠色校園，讓職員、學生、家長進一步認識環保工作。 
 
•成效評估： 
 3.1 (班主任) 
  -共發出 22 份問卷，回應問卷有 22 份。 
  -有超過 27.27%班主任十分同意/72.73%同意同學能保持教室環境乾淨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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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過 40.91%班主任十分同意/59.09%同意同學能做到節省能源的習慣。 

  -有超過 27.27%班主任十分同意/72.73%同意班房回收紙及文具回收運作暢順。 
 
•成效評估： 
 3.2 (文職人員) 
  -共發出 16 份問卷，回應問卷有 16 份。 
  -有超過 12.50%文職人員十分同意/87.50%同意工作環境包括辦公室、校務處、影印室及洗手間保持整潔。 

  -有超過 25.00%文職人員十分同意/75.00%同意能定期做資源回收，正確使用回收箱。 
 
施行計劃 4
 

：統籌與小一入學之相關工作 

•推行情況： 
已完成 2016-17 年度小一入學收生工作，包括家長課程、面試及註冊安排，小一現共有 104 人。另外，2016 年 4 月 23 日進行了 2017-18 年度小一入學

簡介會，2016 年 6 月 26，27 日及 7 月 1 日進行了學生面見。 
 
施行計劃 5:
 

  計算及核對代支項目 

•推行情況： 
-與會計部合作核對代支項目, 上下學期各一次, 因各組代支項目較多，以便核對，本年度開始由組長直接提交總表予會計。 
 
 
本學年資源及財政管理檢討  
資源 : 
-1516 年度訂立文具及用紙量每月結算由 8 月至 7 月作記錄。 
-每月結算文具用量及用紙量，以便每月檢討及參考。 
-凡老師或職員購買文具/紙品，均要先由學生事務主任/校務主任批核、簽名，再由會計部核數後才訂購。 

 -凡老師或職員訂購文具或屬組別/科目名義訂購，均要分別作出記錄。 
-校方只提供簡單文具如紅、籃、黑色原子筆，每學年限量派發以減省開支，實行推動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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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年度 
文具紙類每月開支總表 

(將軍澳校舍) 
(1)紙類 

月份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開支 $12,735 $2,815 $1,932.5 $3,351 $2,365 $2,688 $4,375 $1,212 $2,824.5 $0 $3,975 $4,032 

15 年 8 月-16 年 7 月共開支：$42,305 
每月開支可參考表 (1) 
 
(2)文具 

月份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開支 $1,181.2 $1,860.8 $1,848.7 $1,378.2 $1386.6 $1,659.7 $652 $1,563.7 $2,273.4 $1,341 $886.9 $1,924 

15 年 8 月-16 年 7 月共開支：$17,956.20 
每月開支可參考文具每月總表 
 
(3)專用釘 (新速印機) 
 

月份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開支 $0 $0 $1,280 $0 $0 $2,240 $0 $1,920 $0 $0 $0 $3,840 

15 年 8 月-16 年 7 月共開支：$9,280 
 
(4)墨及蠟紙 (舊速印機) 

月份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開支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5 年 8 月-16 年 7 月共開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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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年度(將軍澳校舍) 
表(1) 

8 月份 (紙類) 

                  

種類 
A4 白紙

(80g) 

A4 色紙

(80g) 

A3 白紙

(80g) 

A3 白紙

(100g) 

A3 白紙

(200g) 

A3 色紙

(80g) 
條紋紙 

紀州紙

(130g) 
羊皮紙 

公文袋 

/ 信封 
其他 

數量 90 reams 10 reams 
120 

reams 
 20 reams   

6 reams 

1 ream 
  

 

用途 Office Office 教材  教材   
Office 

GEG 
  

 

開支 $1,935 $320 $5,160  $4,000   
$1,320 

$220 
  

 

8 月開支：$12,955  (StG: $12,735 ; GEG: $220) 

                                        

 
9 月份 (紙類) 

                  

種類 
A4 白紙

(80g) 

A4 色紙

(80g) 

A3 白紙

(80g) 

A3 白紙

(100g) 

A3 白紙

(200g) 

A3 色紙

(80g) 
條紋紙 

紀州紙

(130g) 
羊皮紙 

公文袋 

/ 信封 
其他 

數量 30 reams  30 reams  3 reams   4 reams   
 

用途 Office  Office  LEG   Office   
 

開支 $645  $1,290  $192   $880   
 

9 月開支：$3,007  (StG: $2,815 ; LEG: $192) 

 
 
10 月份 (紙類) 

                  

種類 
A4 白紙

(80g) 

A4 色紙

(80g) 

A3 白紙

(80g) 

A3 白紙

(100g) 

A3 白紙

(200g) 

A3 色紙

(80g) 

條紋紙

(CJ-789) 

紀州紙

(130g) 
羊皮紙 

公文袋 

/ 信封 
其他 

數量 75 reams  10 reams    6 packs    
 

用途 Office  Office    T&A    
 

開支 $1612.5  $320    $255    
 

10 月開支：$2,187.5  (StG: $1,932.5 ; T&A: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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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份 (紙類) 

                  

種類 
A4 白紙

(80g) 

A4 色紙

(80g) 

A3 白紙

(80g) 

A3 白紙

(100g) 

A3 白紙

(200g) 

A3 色紙

(80g) 

條紋紙

(150g) 

紀州紙

(130g) 

羊皮紙 

(150g) 

公文袋 

/ 信封 

羊皮紙 

(220g) 

數量 50 reams  30 reams    1 ream  1 ream 
 

1 pack 

用途 Office  Office    Office  Office 
 

Office 

開支 $1,075  $1,290    $465  $470 
 

$51 

11 月開支：$3,351 

 
 
12 月份 (紙類) 

                  

種類 
A4 白紙

(80g) 

A4 色紙

(80g) 

A3 白紙

(80g) 

A3 白紙

(100g) 

A3 白紙

(200g) 

A3 色紙

(80g) 
條紋紙 

紀州紙

(130g) 
羊皮紙 

公文袋 

/ 信封 
其他 

數量 50 reams  30 reams    
 

   
 

用途 Office  Office    
 

   
 

開支 $1,075  $1,290    
 

   
 

12 月開支：$2,365 

 
 
1 月份 (紙類) 

                  

種類 
A4 白紙

(80g) 

A4 色紙

(80g) 

A3 白紙

(80g) 

A3 白紙

(100g) 

A3 白紙

(200g) 

A3 色紙

(80g) 

條紋紙

(100g) 

紀州紙

(130g) 
羊皮紙 

公文袋 

/ 信封 

條紋紙

(CJ-789) 

數量 
 

  16 reams 8reams  2,200 張    15 packs 

用途 
 

  Office Office  T&A    T&A 

開支 
 

  $1,088 $1,600  $1,320    $637.5 

1 月開支：$4,645.5  (StG: $2,688 ; T&A: $1,9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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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份 (紙類) 

                  

種類 
A4 白紙

(80g) 

A4 色紙

(80g) 

A3 白紙

(80g) 

A3 白紙

(100g) 

A3 白紙

(200g) 

A3 色紙

(80g) 

條紋紙

(150g) 

紀州紙

(130g) 
羊皮紙 

公文袋 

/ 信封 
其他 

數量 
100 

reams 
 30 reams    1 ream  1 ream  

 

用途 Office  Office    Office  Office  
 

開支 $2,150  $1,290    $465  $470  
 

2 月開支：$4,375 

 
 
3 月份 (紙類) 

                  

種類 
A4 白紙

(80g) 

A4 色紙

(80g) 

A3 白紙

(80g) 

A3 白紙

(100g) 

A3 白紙

(200g) 

A3 色紙

(80g) 

條紋紙

(CJ-789) 

紀州紙

(130g) 
羊皮紙 

公文袋 

/ 信封 

條紋紙

(150g) 

數量 40 reams 5 reams    3 reams 
 

   4,100 張 

用途 Office Office    Office 
 

   T&A 

開支 $860 $160    $192 
 

   $3,116 

3 月開支：$4,328  (StG: $1,212 ; T&A: $3,116) 

 
 
4 月份 (紙類) 

                  

種類 
A4 白紙

(80g) 

A4 色紙

(80g) 

A3 白紙

(80g) 

A3 白紙

(100g) 

A3 白紙

(200g) 

A3 色紙

(80g) 

條紋紙

(CJ-789) 

紀州紙

(130g) 
羊皮紙 

公文袋 

/ 信封 
其他 

數量 65 reams 11 reams 25 reams   1 ream 5 packs    
 

用途 Office Office Office   LEG T&A    
 

開支 $1,397.5 $352 $1,075   $64 $212.5    
 

4 月開支：$3,101  (StG: $2,824.5 ; LEG: $64 ; T&A: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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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份 (紙類) 

                  

種類 
A4 白紙

(80g) 

A4 色紙

(80g) 

A3 白紙

(80g) 

A3 白紙

(100g) 

A3 白紙

(200g) 

A3 色紙

(80g) 

條紋紙

(CJ-789) 

紀州紙

(130g) 
羊皮紙 

公文袋 

/ 信封 
其他 

數量 
 

     
 

   
 

用途 
 

     
 

   
 

開支 
 

     
 

   
 

5 月開支：$0 

 
 
6 月份 (紙類) 

                  

種類 
A4 白紙

(80g) 

A4 色紙

(80g) 

A3 白紙

(80g) 

A3 白紙

(100g) 

A3 白紙

(200g) 

A3 色紙

(80g) 

條紋紙

(CJ-789) 

紀州紙

(130g) 

羊皮紙 

(220g) 

公文袋 

/ 信封 

條紋紙

(150g) 

數量 80 reams 10 reams 45 reams    12 packs 4 reams 10 packs  1 ream 

用途 Office Office Office    T&A T&A T&A  T&A 

開支 $1,720 $320 $1,935    $510 $880 $540  $480 

6 月開支：$6,385  (StG: $3,975 ; T&A: $2,410) 

 
 
7 月份 (紙類) 

                  

種類 
A4 白紙

(80g) 

A4 色紙

(80g) 

A3 白紙

(80g) 

A3 白紙

(100g) 

A3 白紙

(200g) 

A3 色紙

(80g) 

條紋紙

(CJ-789) 

紀州紙

(130g) 
羊皮紙 

公文袋 

/ 信封 
其他 

數量 
 

  24 reams 12reams  
 

   
 

用途 
 

  印教材 印教材  
 

   
 

開支 
 

  $1,632 $2,400  
 

   
 

7 月開支：$4,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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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工作的主要優點  
•各項計劃均有既定程序，安排暢順，代支項目雙重核對，包括組長預先核對，再由會計 
 與學生事務主任共同核對，效果良好。 
•各同事能分工合作，互相協助。 
 
 
本學年工作有待改善的地方  
•新「午膳供應商」由 1516 年開始運作。 
•「牙科保健」、「學生健康檢查」部份班級學生遲到上車方面略有改善，繼續跟進。 
•因有小部分職員調動，繼續建議增加兩校職員活動，加強認識溝通。 
 
 
跟進措施 (相關措施將於下學年推行 ) 
• 如遇上同事請病假，該同事應告之老師及文職人員工作項目跟進情况，令學校日常運作照

常暢順。 
•學生冬季校服進行招標工作，1516 年度已更換學生新款冬季體育服，繼而進一步更換夏季

體育服。 
•學生事務組本年度下學期推行綠色校園，效果良好，更取得數項獎項，明年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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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小學部) 

<教務組>週年自評報告(2015-2016)  

功能組別 ： 教務組(Teaching & Learning Group) 

功能組別主任： 陳楚玉主任、梁慶偉老師 

功能組別成員： 黃美瑩老師(中)、譚國雄老師(中)、譚小慧老師(英)、梁詠賢老師(數)、 

      蔡勝東老師(數)、馬嘉汶老師(常)、譚焯瑩老師(常)、梁慶偉老師(普)、 

      呂麗仙老師(普)、陳美瑚老師(閱讀)、聶敏老師(中史)、周曉東主任(電腦)、 

陳偉傑主任(電腦)、管建基老師(科創)、陳感恩老師(科創)  

          

本學年工作計畫的推行情況和成效評估  

 

施行計畫 1

提升中、英、數三科成績稍遜的學生，培養勤奮精神 

：  

 

- 本組鼓勵學生勤奮好學，重視提中及補底，大部分努力小組全由科任老師任教，可以針對學生

的弱項進行輔導，提升學生的中英數成績，盡量令所有學生成績達標。 
 

- 本校中英數三科在科務會議中，商討如何改善教學及出卷，以期達到約 80%小三及小四學生及

75%小五及小六學生可取得達標獎學金。 
 

- 本年度上學期達標率: 

 

 

 

 

 

 

 

- 本年度下學期達標率: 

    

級別 全級總人數 達標人數 百分率 

小一 104 96 95% 
小二 98 90 93% 
小三 95 77 86% 
小四 117 96 82% 
小五 70 63 90% 
小六 75 68 91% 

 

- 上學期：小三至小五達標，只有小六不達標。由於小六學生的數學基礎較差，在評估三中，有

20 人不合格或不達標，約佔全級的 27%，老師除了會加強課堂教學及補底工作外，這些學生也

會加入努力小組，由科任老師教導。數學科老師更經常商討如何改善教學，提升學生的數學能

力。 

級別 全級總人數 達標人數 百分率 

小一 104 97 94% 
小二 97 80 84% 
小三 96 79 82% 
小四 116 102 89% 
小五 70 67 96% 
小六 75 52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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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學期：小三至小六全部達標，可見成效。 

- 為了使老師更了解學生的各項表現，從第二學段開始，中英數常各級在試後需填寫試後檢討表

(Student performance)，對學生的考試進行分析，改善教學。 

- 已能達到本年度計劃 1 的要求。  

 

施行計畫 2

發展科學及科技教育，積極培養資優生及其創意 

：  

 
-上學期參賽紀錄如下： 

 

科創科： 

低小：G3 全體學生參加了科學幻想畫比賽 

高小：1.香港科學青苗獎（準決賽）（教育局優質教育組）一等獎 1 名、三等獎 1 名 

2.香港國際學生創新發明大賽（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金、銀獎各 1 名 

3.暑期數理常識挑戰計劃 2015（香港教育城）得到學校大獎的季軍及積極參與獎的亞軍 

4.第一屆 STEM 創意解難挑戰賽──電子工程師解難賽    季軍 

5.2015 年小學校際科學思維競賽（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銀獎 

上學期，高小學生參賽率暫為（科創科）10.6%，下學期高小將參加 2-3 個科學比賽，參賽學生比

例將可達到 20-30%。 

     

IT 科： 

高小：校園攝製隊參加了機器人比賽 

   

-上學期課程修訂如下： 

 

修訂科創科課程： 

G4-G6 課程已新增「專題研習」，研習內容配合該學期的學習內容，每學期各一個。 

在深化學習內容之餘，也訓練了學生的科學探究技能及態度，也為本科建立更多元的評估元素。為

配合建立多元化評估，並發展學生的科學探究技能，本學年 G5 及 G6 新推行「實驗技能評估」

（Practical Skills Assessment）。G5 於上學期評估學生使用顯微鏡及製作洋洋蔥細胞的科學繪圖技

巧。G6 於下學期 I.S.課程內評估學生使用本生燈（Bunsen burner）的技巧。 

 

修訂 I.T.科課程： 

擬購買 3D printing 和 scanner。擬申請 QEF，擴大研創室。 

 

-下學期參賽紀錄如下： 

 

科創科： 

1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小學科學幻想畫(新一代文化協會)  二等獎(香港賽) 

2 水底機械人大賽(香港科技大學)  銅章級獎項 

3 2015-16 年度「十分科學」常識科網上自學計劃(香港教育城)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下學期共參與 3 個比賽. 獲 3 個獎項 

上學期高小參賽率為 10.6%, 下學期高小參賽率為 12.0%, 全年高小參賽率為 22.6%。(註: 此參與率

並不包括「2015-16 年度「十分科學」常識科網上自學計劃」。如包括 2015-16 年度「十分科學」常

識科網上自學計劃，全年高小參賽率實為 100%。)本學年參與共 8 項全港學界科學比賽，較上學年

多參與 3 項賽事。本學年共取得 13 個獎項，較上學年多 1 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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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科： 

1.  

 

IT精英挑戰賽 G4/5/6  共 8 人參加  （其中一隊入圍決賽） 

2. 國際電子教學獎（中、港、澳、台組）  銀獎  (老師) 

-下學期課程修訂如下： 

 

修訂科創科課程： 

本學年下學期在科創科課程內加入「碳足跡課程」，以配合學校的綠色教育發展。除「碳足跡課程」

課程外，高小科創科並舉行多項環境教育活動，例如: 製作環保肥皂、製作太陽能模型車、汀角近

岸生態考察活動及校內綠色遊踪活動等等。 

 

修訂 I.T.科課程： 

ebook 的使用已經代替傳統的文字教材，G5 修訂課程，加入與香港教育大學合辦 的 3D 打印及定

格動畫課程，其他不變。 

 

全年高小參賽率為 22.6%，培養學生的探究精神。 
科創科和 I.T.科已修訂校本課程。 

 

- 已能達到本年度計劃 2 的要求。  

 

施行計畫 3
 

：  

-開展電子學習，讓各科老師作好準備，面對有關的改變 

 

上學期設備改善： 

將軍澳校舍的 13 個教室已經準備好相關的設備。旺角校舍的相關工程也已進行到最後階段，基本

上具備了使用條件，各科在小息、課上、課後均可嘗試使用。學校新買了 9 部 Ipad，全校合共 26

部 Ipad 。如資源允許，學校擬再購買若干 Ipad，目標是 50 部。 

 

下學期設備改善： 

Wifi 900 已經完成，現在兩邊校舍每個教室都可以使用。剩餘資金擬購買 ipad。 

 

今年，數學科主任 Winnie 及英文科主任 Sue 到教育學院修讀五星期的電子學習課程，明年協助推

行電子學習。 

 

本年度學校推行電子學習的情況： 

 科目 日期 班別 任教老師 

 

 

初小 

 

數學 

30/3 G3 Jonathan Choi, Iris 

5/5 G1 Bonnie, Maggy, Karie 

13/6 G2 Marcus, Karie, Jonathan, Maggy 

常識 6/6 3C Kathy 

S&C 13/4 2B,2D Grace 

IT 下學期 G2 Tung 

 

高小 

 

 

English 

16, 22, 31/3 及 6/4  G4 Martin 

23/3 5A, 4C Sue 

31/3 5A 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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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 Music 12/2015-3/2016 G6 Cristal 

S&C 26/10/2015 G5 Jason 

26/2 G4, G6 Jason 

全部已撰寫簡單報告交 T&L，報告內容已寫出該科用 ipad Apps 教學的優缺點及 ipad Apps 教學在該

科發展的可能性。各科表示教學效果良好，詳情可細閱試教報告。 

 

約 35%老師在本年度曾參加電子學習的課程，在該科推動電子學習。 

將軍澳校舍設立 ipad 室（106 室）。 

- 已能達到本年度計劃的要求。 

 

 

施行計畫 4
 

：  

為新老師提供培訓 

-  本年度 2 位新老師在 9 月份入職，全部都參加了校內資優教育培訓。  

-  本年度所有新老師全部得到學校科主任的支援及培訓 

 
Mentee Mentor Deputy Class teacher Subject Coach 

Ivy(TKO) Cristal Sue Music : Cristal 
GS: Gwen 

Lili(MK) Queenie - Chinese : Queenie 
PTH:Stella 

 
-  已能達到本年度計劃的要求  
 
 

施行計畫 5

監控課程發展，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  

-   學校已在 3 月舉行了開放教室，在 G1 及 G4 進行，效果良好，共有 278 家長參加。家長很欣賞

老師，約有 99.3%家長同意或非常同意老師能關愛學生，課堂的氣氛亦輕鬆愉快；約有 98.6%

家長同意或非常同意教學的內容和活動有創意，課堂設計切合學生的需要和能力；約有 98.9%

家長同意或非常同意同學上課專心、守規，亦能積極參與投入學習，所有課節能達到預期目標。 

-   學校在 6 月 10 日舉行了學與教諮詢大會，當天出席的家長人數約 44 人，學校收集了各位家長

的意見。各家長向本校查詢明年的課程安排，校方也即時作出回應。 

-  上學期，科主任對科任老師進行了重點觀課，並給予意見。下學期，本校進行了同儕觀課，老

師可以跨科目進行觀課，提升老師的教學技巧。 

-   今年，科主任進行兩次查簿，給予科任意見，改善教學及批改方法。 

-   各科需分級把有關自學/練習/遊戲的網址已於存放在學校網頁內，科主任應在 6 月底前把網址   

    分級，並寫上課題，提交教務組。 

-   九科科任老師在本年度最少參加了一次有關該科的進修課程，詳見進修紀錄表。 

-   中英數常四科每級已在每學段選取學習難點最少進行集體備課一次，填寫集體備課表。 

-   數學科轉書檢討：G1-3 轉書，明年 G4-6 轉。G1-3 運作順暢，增加了單元練習等相關內容， 

    測考成績滿意。 

 

-  常識科轉書檢討：運作順暢，反應尚好，但學生作業問答題較少，未能配合學校考試，經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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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社磋商，同意為我校特別編寫有關練習，以配合學校需要。 

- 中文科檢討四年級的三連堂(一堂教學，兩堂寫作)：效果非常好，學生家長反映正面。 

-  初小常識科檢討資優教師網絡計劃：3 月 29 日 11:45-13:25 觀 3A 及 3D，由 Kathy 及 Marcus 任教: 

過程順利，能學到新的教學方法和模式，十分有用。 

-  在科創科及常識科加強環保元素，培養學生的環保意識 

   低小科創科：整體感覺有些趕，時間緊，效果一般，內容可淺些、短些。 

   低小常識科：推行班級種植比賽。 

   高小科創科：做了肥皂、科學探究、綠色遊踪活動、生態考察，學生喜愛活動的形式。 

- 已能達到本年度計劃的要求  
 

1. 英文科基準考試成績: 

其他: 

i. Flyers(G4)– 本年度的考試已於 4/6/2016 完成，成績如下: 

 

 

 

 年

份 

年級 15 個盾 (滿分) 12-14 個盾(優異) 10 個盾以上(合格) 

10-11 G5 23.9% 63% 96.7% 

11-12 G5 30.9% 64.2% 100% 

12-13 G4 26.4% 59.4% 97.8% 

G5 32.5% 66.4% 100% 

13-14 G4 14.9% 70.1% 100% 

14-15 G4 21.9% 71.3% 100% 

15-16 G4 24.8% 73.5% 100% 

16-17 未知成績 

 

G4 學生考 Flyers 成績表現理想，達 98%同學取得 12 盾以上。 

  

ii. KET(G6) –本年度的考試已於 4/6/2016 完成，全級共有 71 位 G6 同學參加考試。 

 

 年

份 

Distinction Merit Pass  

10-11 - 62.5% 99% 

11-12 33.33% 32.14% 99% 

12-13 42% 35.8% 96.3% 

13-14 67.5% 20.8% 100% 

14-15 73.3% 20% 100% 

15-16 50.7% 36% 100% 

16-17 未知成績 

  

本屆 G6 同學表現卓越，超過半數同學達 Distinction 成績。 

 

2. 普通話基準考試 

-由 2007 年度開始，普通話科取消 G6 普通話課，G5 同學不參加中學學位報分，G5 的同學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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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港澳地區中小學普通話水平測試(簡稱小普試）。G5 全級同學在 2015 年 7 月 7 日及 14 日參加

筆試及口試，成績紀錄如下: 

 

年份 卓越成績 優良成績 合格或以上 

07-08 4.5% 26% 96.6% 

08-09 8% 21% 100% 

09-10 4% 30% 100% 

10-11 4.4% 36.3% 100% 

11-12 35% 96% 

12-13 99% 100% 

13-14 83.7% 100% 

14-15 99% 100% 

15-16 未知成績 

 

在 14-15 年度，得到優良及卓越成績的同學增加了 15.3%，合格的同學有 100%，學生的成績進

步了不少。 

 

3. 數學科基準考試 

-從 13-14 年度開始，五年級同學開始考數學科基準考試。在 15-16 年度，他們已分別於 2016

年 4 月 2 日及 3 月 19 日參加了世界數學測試的數學科和解難分析科考試，成績紀錄如下: 

 

年份 科目 考生人數* 
成績 

Distinction Merit Pass 不評級 

13-14 
數學科 五年級全級 51.65% 35.16% 10.99% - 

解難分析科 23 人 47.83% 43.48% 8.7% - 

 

14-15 
數學科 五年級全級 30.77% 37.18% 19.23% 12.82% 

解難分析科 17 人 64.71% 35.29% - - 

 

15-16 
數學科 五年級全級 58.57% 31.43% 4.29% 5.71% 

解難分析科 16 人 56.25% 37.50% 6.25% - 

 

今年是學生第三年考世界數學測試，在數學科得到 Distinction 的學生，較 14-15 年度增加了

27.8%，而`不獲評級的學生減少至 5.71%，成績不錯。在解難分析科得到 Distinction 的學生，

較 14-15 年度減少了 8.46%。 

 

4. 本年度 G.6 在下學期開始已教授部分 G7 的課程，簡介如下： (請問有關科主任 )  

   

 

   

 

 

 

5.  本年度校長及科主任在上、下學期對新老師各進行了一次觀課；科主任對全體老

師在上學期進行一次重點觀課，老師的觀課內容三年內不可以重覆。今年下學期修改了

同儕觀課方法，由校長組成的觀課小組挑選了一些老師，決定他們的觀課人數，由他們自主挑

English New Headway 

Math New Trend Mathematics SIA (Chapter 1- 3)  

Science Integrated Science 1A Chapter 1 (Unit 1) 

Chinese 古文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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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想觀摩學習的老師進行同儕觀課，老師可挑選另一校舍的老師，但必須安排在同一天。老師

可以觀不同科目及老師，向其他老師觀摩及學習。根據觀課記錄所得，本校老師的教學

大都能配合學校宗旨──愛心、創意、  勤奮，老師的平均表現達第四級 (第五級

為最高 )。老師至少在觀課前一天，把教案交觀課老師。在觀課後，老師必須立即填寫觀課

紀錄表及與老師分享。 

 

6.  根據全體老師自我對教學的觀感問卷結果 :   

-所有老師經常教導學生學習方法，如作課前預習、運用概念圖、工具書及網上    

 資源等；  

-所有老師經常與學生檢討他們的學習情況，讓他們知悉學習表現和進展；  

-所有老師在課堂上經常向學生提問不同層次的問題；  

-所有老師在課堂上經常讓學生主動探索和建構知識；  

-所有老師在課堂上經常因應學生的學習進度調節教學內容及策略；  

-所有老師在課堂上經常安排不同的學習活動，例如小組討論和口頭報告等；  

-所有老師同意課堂氣氛良好；  

-所有老師同意學生對學習有濃厚的興趣；  

-所有老師同意學生能自動自覺地學習；  

-所有老師同意學生對學習有自信；  

-所有老師同意學生經常認真地完成課業；  

-所有老師同意學生喜愛閱讀；  

-所有老師同意學生經常運用不同的資源學習，例如互聯網、圖書館等；  

 

由此可見，有所有老師對自己的教學感到非常滿意或滿意。學生在老師的教導和

指導下，在學習上有很大的提升，對學習很有信心。學生打好學習的基礎後，在

未來的學習中將有更大的發展和發揮。  

 

7. 學生問卷調查結果 :   

-約 96.9%學生認為在課堂上，老師經常提供機會，讓他們進行討論和協作；  

-約 93.5%學生認為課堂秩序良好；  

-約 92.1%學生認為在課堂上，老師經常讚賞他們；  

-約 95.9%學生認為老師願意在課堂以外的時間幫助我解決學習上的問題；  

-約 93.1%學生認為會經常與同學互相討論，交流學習心得；  

-約 98.3%學生認為會認真地完成課業；  

-約 93.1%學生認為會懂得運用學習方法，例如查閱字典、發問、與同學討論等，

以解決學習問題；  

-約 94.9%學生認為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他們會主動向老師請教。  

-約 94.2%學生認為自己有創意及探究精神。  

 

由以上問卷調查可見，學生在各方面的表現都比去年提升，全部在 92%以上，可

見大部分學生都能夠投入課室教學中，得到老師的指導及稱讚。學生很喜歡上

課，在課堂上表現積極投入，不但能學到很多知識，而且有良好的學習態度。  

 

8. 本年度中、英、數、常四科科主任分別於上學期 (15 年 10 月) 及下學期 (16 年 4 月) 查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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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簿冊各一次。如老師批改簿冊有較多錯漏，校長及科主任會於指定日期要求再次查閱簿冊。

本年度所有老師的表現甚佳，都能通過學校的要求。 

 

9. 本校第四年設學進組，在第一學段安排成績較弱的學生在才華班時段加入努力小組，主要由科

任老師任教，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希望能提升他們的成績及學業水平。每次測考後，科任如

發現學生成績未如理想，會主動與家長聯絡，並督促學生努力學習。如該學生成績仍然未如理

想，需在升留級會議中商討該生是升級還是留級，也可能需補考和在暑假時加強訓練。 

 

10. 本校重視老師的專業培訓，今年安排了 4 位老師參加專業進修，參加進修的老師修畢課程後，

要回校做分享。 

    本年度四至五星期進修如下： 

 

 

 

本學年資源及財政管理檢討  

 

財政方面：  

 教務組於15/16年度支出 

No. 項目 金額 

1. 七科教材及活動費 $4563.40 

2. 科創科材料及活動費 $18912.30 

3. 英文科材料及活動費 $23393.20 

合共 $46868.90 

 

1. 由於英文科及科創科修訂了新課程，英文科加入學生個人歷程檔案及閱讀計劃，以致英文科

支出多了$13,393.2，超出了預算。科創科也推出了很多不同的實驗，豐富了學生的學習，令教

材費增加了$2912.3。 

2. 所有校本教材都在校內印刷，可減少印刷的成本。但總支出仍超支了$13868.90。 

 

本學年工作主要優點  

1.  各科都會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及鼓勵學生自學，又在內聯網內加入各科分級自學網址，提升

學生自學能力。 

2.  全部科目均嘗試讓學生掌握自評理念，全部科目均設有一種或多種自評工具，並

能善用收集的資料及數據。    

3. 本校有 10 科(中文、英文、數學、常識、普通話、科創、電腦、體育、音樂及視藝科)設高小

及初小的科主任，約佔全部科目的 91%，只有閱讀科沒有。他們分工合作，各自領導各校舍

老師 科目 進修時間 

Grace 創意與明辨性思考教學 25/4/2016-27/5/2016(五星期) 

Sue E-learning in primary English 17/2/2016-22/3/2016（五星期） 

Sum 小學中國語文科觀課與評課專業進修課程證書 25/4/2016-28/5/2016(五星期) 

Winnie 小學數學的電子學習 30/5/2016-5/7/2016(五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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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務發展，亦加強兩校的溝通，而各級的科任老師也能互相配合了解該科的發展。  

4. 今年，初小數學科及各級常識科轉換新課本，可配合學校數學科和常識科的發展重點。 

5. 中文科修訂了三年級寫作課程，學生每月閱讀一本圖書，並完成工作紙，學習佳詞佳句。三

年級及四年級以三連堂(一堂教學，兩堂寫作)完成文章，讓老師更能了解學生水平，作出指導。

經過一段時間的指導後，學生的寫作水平普遍有所提升。二年級也加入了圖書教學，培養學

生的寫作能力及創意。 

6. 英文科重點檢視新課程，針對初小課程做出了一些調整，用 Porfolio 取代 Pop Up Workbook，

教學內容具彈性和切合學習需要，易於修訂。 

7. 老師能善用內聯網及電子郵件，加強校內的溝通。  

8. 跨科同儕觀課能令老師互相觀摩學習，吸收不同老師的優點，交流教學經驗，有助提升教學

質素及效能，老師可增加互相學習的機會。老師在觀課後，可利用同儕觀課表分享意見，改

進教學方法，提升教師個人的教學水平。 

9. 大部分科目均鼓勵學生參加校外比賽，只有閱讀科主要在校內推廣閱讀，沒有參加校外比賽。 

10. I.T.科及科創科已修訂校本課程，用電子書本代替傳統的文字教材。 

11. 旺角已增設科創室，將軍澳已增設研創室，方便老師帶動學生進行科研。 

12. G1 及 G4 開放教室在本年度仍分為兩天，運作更暢順。科主任更主動協助科任準備教學內容

及教具，加強新老師在教學方面的培訓。家長除了可以參加當天的早會，還可以與子女一同

小息，有充裕時間了解學校的運作及子女的表現。 

13. 每年於六月舉行了「學與教諮詢大會」，主要就學術科目與家長分享本年度的現況及探討各科

未來的發展。在會後，本校會收集家長的意見，並作出回應。 

14. 今年在第一學段安排成績較弱的學生在才華班時段加入努力小組，提升他們的學業水平。 

15. 本校多個科目進行了跨科的學習活動，如常識科與閱讀科進行跨科合作，閱讀科協助六年級

學生掌握專題研習資料的技巧，又從市政局圖書館及從外購買適合的書籍，方便學生完成專

題報告；兩科又合作加強學生的閱讀能力，全部教師全年最少 2 次向學生推薦閱讀材料，能

鼓勵學生閱讀與常識科有關的書籍。常識科又與德育科合作，把毒品、賭博及近代中國的新

增學習內容，交由德育組教授，明年仍會繼續。閱讀科在視藝週協助推行水墨畫書展，又與

英文科合作，指導學生在館內搜尋寫作材料，讓學生完成寫作課業。科創科與視藝科推行蛋

殼種植活動；又與常識科一同推行星空教學，邀請太空館人員到場教授學生。IT 科與科創科

合作，進行香港近岸及紅樹林研究，提升學生的研習技巧、興趣及知識。 

16. 為提升老師的專業發展，教務組鼓勵老師最少參加一次進修課程，而中文科、英文科、數學

科及常識科各級在每學段進行最少一次集體備課，並進行檢討，有效改善教學及教材。 

17. 本校推行電子教學試教，數學科、英文科、科創科、常識科、音樂科及 I.T.試行了電子學習，

數學科科主任 Winnie 及英文科科主任 Sue 到教育學院修讀五星期的電子學習課程。 

18. 初小常識科參加了資優教師網絡計劃，到友校觀課。在 2016 年 3 月 29 日其他友校老師到本校

觀課，觀 3A 及 3D，由 Kathy 及 Marcus 任教，過程順利，透過互相觀課，學到新的教學方法

和模式，十分有用。。 

19. 自評機制已開展，並用電腦填寫問卷，可簡化統計的時間。 

 

本學年工作有待改善的地方  

1.  尚有閱讀科仍未設初小及高小的科主任，在科務監察上仍需改善。  

2.  各科課程已推行多年，需再檢視課程內容，提升學生的高層次思考。  

3.  提升學生的學業表現，加強學校補底的工作，照顧個別差異。 

4.  本校雖初步開展電子學習，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但仍需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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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措施 (將於下學年推行 ) 

1. 加強電子學習的元素，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2. 積極推行 STEAM 教育，協調科學、科技、視藝及數學四科。 

3. 在科創科及常識科加強環保元素，培養學生的環保意識。 

4. 重新檢視各科校本教材，進行修訂，配合教學，培養學生的高層次思考。 

5. 中英數三科加強補底的工作，提升學生的學業水平，照顧個別差異。 

6. 改善觀課文化，增加老師的觀課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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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書院(小學部) 

週年自評報告 – <學評組>(2015/2016) 

 

功能組別：學評組 – 小學部 

功能組別組長：潘淑敏老師、鄭樂斯老師 

  

本學年工作計劃的推行情況和成效評估  

1. 施行計劃：各科成績數據分析 

 全年推行情況：學評組文書負責將各級各科分數輸入活頁表後，學評組組長於一 星期 

               內為各級各科進行成績分析，方便任教老師檢討教學效能； 

      分析內容包括：各級各科合格率、平均分、達標率及首五名的百分率；     

                    每位學生中英數三科同時考獲 70 分或以上的達標率； 

      學評組組長將成績分析交給校長及教務組組長於隨後的會議討論，以

     便科主任及科任老師在有需要時能適時制訂或調整教學策略。 

 成效評估：約 93%老師認為學業評估數據分析能改善教與學。  

            約 96%學生認為達標獎學金及學科獎學金，讓他們更努力去爭取  
            好成績。  

 

2. 施行計劃：安排全年四次學業評估 

 全年推行情況：為了讓老師更有效地安排全年的教學及製卷工作，學評組於

     2015 年 9 月中向老師派發《學業評估指引》；  

     安排學評組文書於評估前約四個星期把評估版頭上載到內聯網； 

     學生會於評估前約兩星期收到網上通告，內容是有關評估時

     間表及評估範圍；  

     編排監堂時間表，提醒各老師有關監堂守則及注意事項； 

     安排學評組文書於評估前兩天把試卷印好後並給老師核實及簽署，然

     後把所有試卷鎖好； 

     安排工友把各課室擺放為考試單行座位，並把時鐘置於課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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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評估核卷後，各科老師按《學業評估指引》交分，學評組文書會把 

     分數輸入活頁表中； 

     學評組文書把分數及名次分派給各科任老師，好讓老師再核對所有輸

     入的分數； 

     學評組文書印製成績表，讓各班主任再核對分數及簽名後，再給校長

     簽名； 

     所有成績表需複印及存檔於每位學生的個人文件夾中。 

 成效評估：約 86%老師認為學業評估的安排恰當；  

    約 96%學生認為學業評估期間於上午十一時放學，讓他們有充裕

    的時間溫習。  

            約 92%學生認為中作、音樂科及體育科筆試提前進行評估，讓他         

            們有更充足的時間溫習其他科目。  

            約 94%學生滿意中英普科統一口試的安排。  

 

4. 施行計劃：統籌全港性系統評估測試 

   全年推行情況：教育局取消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測試 

    

 成效評估：－  

 

其他計劃:  

1. 統籌計劃行事曆事宜 

推行情況：每學年的六月初，學評組搜集各組的意見而編制行事曆。 

成效評估： 每學段的上課日數都很平均。 

 

2.  統籌訂購學生簿冊及學生手冊事宜 

推行情況：每學年的七月初，各科科主任將下年度的用簿量交給學評組組長； 

學評組組長請學評組文書統計存貨是否足夠； 

若不足夠，請學評組文書於暑假前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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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估：下年度的簿冊已訂購，將於八月三十日到校。 

 

3.   統籌開學事宜 

推行情況：新學期開學預備日：2015年8月22日 

成效評估：約90%家長出席。 

 

4. 統籌家長日 

推行情況：本校每年共有兩次的家長日：上學期家長日：2015年11月28日 

下學期家長日：2016年5月7日 

成效評估：約95%家長出席。 

 

5.  統籌小六升中事宜 

推行情況：15/16 年度，學評組為小六學生統籌小六升中事宜； 

      於 12 月及 4 月，學校為家長舉辦了家長簡介會； 

      約96%的學生直升本校中學，剩餘學生參加派位。 

成效評估：100%家長出席家長簡介會，出席的家長均滿意是次的安排； 

      每次呈分均準確無誤。 

 

6.  與活動組一起籌辦散學禮 

推行情況：每學年的散學禮前，學評組會預備各獎學金及獎狀於散學禮當天派發。 

成效評估：活動組老師認為程序運作順暢。 

 

7.  與生教組一起籌辦畢業禮 

推行情況：每學年的畢業禮前，學評組會預備畢業證書、各獎學金及獎狀於畢業禮當天

派發。 

    成效評估：100%家長出席畢業禮，出席的家長均滿意是次的安排。 

 

8.  學業評估(四)後，與教務組一起統籌升留跳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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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情況：每學年七月，學評組會把中英數其中一科或以上不合格的學生名單及中英數

三科中其中兩科考獲全級最佳三名成績的學生名單交給教務組，並盡快安排

各級的升留跳級會議，決定需跳級和留級的學生名單； 

會議由校長及教務組組長主持，班主任及該級任教老師需出席每級會議； 

班主任於會議後聯絡留級生或跳級生家長； 

在會議中，校長會因應情況安排學生補考，學生在補考合格後才准予升級。 

成效評估：各級升留跳班會議已於七月六及七日舉行； 

班主任已通知留級生家長及補考生家長，補考生需於八月二十二日回校補考。 

 

本學年工作的主要優點  

1. 於 9 月便計劃全年需提早評估的科目及評估日期，可讓老師更有效地計劃評估的安排； 

2. 本年度普通話科口試改於考試日前統一考試，在早會時段進行(低小)或才華班時段(高

小)，過程十分順利。 

 

 

本學年工作有待改善的地方  

1. 由於四年級共有五班，普通話科進行口試時人手較緊張。 

2.  低小中英文科口試評估因人手不同，而未能同時完成，中文科比英文科早完成。 

  

跟進措施 (相關措施將於下學年推行 ) 

1. 由於普通話統一口試時人手不足，建議下學年邀請一至兩位低小中文科同事

到將軍澳校舍協助考試。  

2.  由於低小中英文科口試評估因人手不同，而未能同時完成，建議下學年分開兩天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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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書院 (小學部 ) 
 

 週年自評報告 – <學進組>(2015/16) 
功能組別：學進組 

功能組別組長：伍杰兒老師(高小)、李業翠老師(初小) 

 
1.  本學年工作計劃的推行情況和成效評估  

 

回應學校週年計劃的工作目標：1) 提升中、英、數三科成績稍遜的學生，培養勤奮精神 

 

 

施行計劃 1：各級均有專責老師負責跟進努力小組，為努力小組同學提供針對性的學習支

援。 

 

推行情況： 

 

各學段努力小組人數 

 第一學段 第二學段 第三學段 第四學段 

中文科 24 41 21 33 

英文科 0 15 19 23 

數學科 55 49 68 45 

總人數 79 105 108 101 

 

 100%老師滿意努力小組上課時段的安排，95%老師滿意努力小組的上課地點，98%老

師認為努力小組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 

 

成效評估： 

成功準則：約65%參加努力小組學生的學業成績有進步。 

 

各學段努力小組達標人數 

 第一學段 第二學段 第三學段 第四學段 

中文科 18 35 18 28 

英文科 0 14 18 18 

數學科 31 29 45 36 

 

各學段努力小組達標率 

 第一學段 第二學段 第三學段 第四學段 

中文科 75% 85% 86% 85% 

英文科 / 93% 95% 78% 

數學科 56% 59% 66% 80% 

 

除第一及二學段數學科努力小組未達至成功準則外，其他各學段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

均達至成功準則，即約65%參加努力小組學生的學業成績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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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計劃 2：頒發顯著進步獎給予學業成績顯著進步的學生以作鼓勵 

推行情況： 

 

各學段獲頒發顯著進步獎人數 

 初小部 高小部 各學段人數 

第二學段 24 12 36 

第三學段 17 24 41 

第四學段 31 15 46 

 72 51 總人數：123 

*第一學段不設顯著進步獎 

 

94%學生及100%老師滿意「顯著進步獎」的獎勵安排。 

成功準則：約5%學生能獲頒發顯著進步獎。 

 

全校共有學生559位，共有123學生能獲頒發顯著進步獎，佔22%學生，均達至成功準則。 

 

 

施行計劃 3：增設「學科躍進獎」給予中英數三科總分進步最多的學生。 

推行情況： 

計算中、英及數三科總得分，比較評估一及二、評估二及三、評估三及四，每班進步最多

的兩名學生，再由同級班主任及校長投票選出學習態度最值得表揚的兩名便可獲取此殊

榮。該生可得到獎狀及禮物，以鼓勵學生有更大進步。 

 

成功準則：每級兩名學生獲得此獎項。 

 

各學段學段「學科躍進獎」得獎名單 

 第二學段 第三學段 第四學段 

一年級 1A林希穎、1C羅靖淳 1A謝詠彤、1C蔡瑋恩 1A林希穎、1D王筠煣 

二年級 2C戴秀行、2D麥銨廷 2A夏柏堯、2C林倣妍 2A鄭曉晴、2D陸思行 

三年級 3A蔡瑋賢、3B莫頌謙 3B陳祉悠、3D潘睿謙 3A陳知樂、3C曾晞妍 

四年級 4D馬楚鴻、4D湯正曦 4E鄭筠頤、4E徐康韻 4D梁智舜、4E吳安怡 

五年級 5B鄭穎謙、5C楊海晴 5A陳譽峻、5B李聖心 5A陳藹茵、5B張殷僮 

六年級 6A吳欣桐、6B鄧芷淇 6A周博卿、6C秦小柔 6A李子灝、6B洪灝科 

 

每級兩名學生獲得此獎項，達至成功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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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計劃 4：定期為有需要學生作出評估及提供適切的測考安排。 

推行情況： 

為有需要學生作出評估及提供適切的測考安排如進行評估加時或放大試題字體，評估加時

方面，負責老師會安排特別課室，抽離有關學生，由監考老師或書記給予不多於25%的額

外作答時間，讓學生有足夠時間完成試卷。放大試題字體方面，如個別學生能提供醫生或

評估報告作證明，校方會為有關學童放大試題，好讓他們在最舒適的情況下進行評估。 

 

各學段參加學業評估支援計劃的學生人數 

 初小部 高小部 各學段人數 

第一學段 3 9 12 

第二學段 3 9 12 

第三學段 4 9 13 

第四學段 7 9 16 

 

成功準則：約70%有關老師同意特別測考安排能配合學生的需要。 

 

24位參加學業評估支援計劃學生的科任老師填寫的老師問卷調查中，100%老師認為有特殊

學習需要學生能在最寧靜的地點（如好學室/圖書館/音樂室）進行評估。100%老師認為特

別測考安排能配合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需要（如科目安排、延長時間或放大卷）。100%老

師認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得到特別考試安排，能提升他的評估表現。100%老師認為學

生被抽離教室進行特別測考安排，不會對原班造成影響。達至成功準則。 

 

*MK原定12位老師填寫問卷，1位產假，1位帶隊交流，只有10位同事填寫。 

 

 

 

 

施行計劃 5：增設「學業支援個人檔案」 

推行情況： 

為每個學段成績稍遜、中英數排名最後的 5 名同學開設個人檔案，存放有關文件資料，以

方便日後跟進。 

 

本學年開設學業支援個人檔案數量 

年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數量 13 10 13 12 12 12 總數：72 

 

成功準則：為每個學段成績稍遜、中英數排名最後的 5 位同學提供最適切的支援。 

 

校長、教務組組長或學進組組長於各學段評估後接見部份學生，以跟進及了解他們的學習

情況，並作出適切的訓示及鼓勵。小部份學生需定時到好學室溫習功課，以培養好學精神。

個別學生需參加「學習伙伴計劃」。達至成功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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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學校週年計劃的工作目標：2) 深化本組自評機制，加強執行，不斷改進 

 

 

施行計劃 6：增設「有關學生學習動力及學習能力問卷」 

推行情況： 

第四學段努力小組學生(三至六年級)於最後一節努力小組課堂上填寫「學生學習動力及學

習能力問卷」，問卷分三個範疇：動力、失敗的原因及獨立學習能力，共64題。 

 

成功準則：各範疇（動力、失敗原因、獨立學習能力）平均分大於2.5分。 

 

範疇 題數 平均分 

動力 第1-26題（26題） 3.12 

失敗原因 第27-38題（12題） 2.87 

獨立學習能力 第39-64題（26題） 3.2 

各範疇（動力、失敗原因、獨立學習能力）平均分大於2.5分，即達至成功準則。 

 

回應本組的工作目標：3) 宣揚好學文化，培養學生自學精神 

 

 

施行計劃 7：統籌「好學室」事宜以培養學生勤奮精神，設立「好學獎勵計劃」 

推行情況： 

 

 於旺角及將軍澳校舍設「好學室」，鼓勵同學善用時間溫習及做功課，提升校園學習

氣氛。 

 

 93%學生滿意好學室的地點安排，92%學生滿意使用好學室的獎勵計劃。 

 

 95%老師滿意好學室的地點安排，98%老師滿意使用好學室的獎勵計劃。 

 

 

成效評估： 

 初小部 高小部 全校 

換領禮品人數 265 174 439 

 

成功準則：15%學生能換領禮品 

 

全校共有學生559位，共有439學生能換領禮品，佔79%學生能換領禮品，達至成功準則。 

 

 

施行計劃 7a：好學班際比賽「好學之旗」 

推行情況： 

為培養同學「好學」精神，每個學段設班際比賽「好學之旗」，頒發給每級使用率最高的

班別，獲獎班別可獲得一面錦旗及小禮物。(計算方式：每班得到好學印章總數 ÷ 該班人

數 = 平均多少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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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估： 

各學段學生使用好學室人次 

 初小部 高小部 各學段人數 
每位學生平均使用次數 

（全校共有學生559位） 

第一學段 3799 2158 5957 約10.7次 

第二學段 1499 2082 3581 約6.4次 

第三學段 1916 1778 3694 約6.6次 

第四學段 3342 1135 4477 約8次 

 
成功準則：每學段平均每位學生使用好學室最少 5 次 

 
平均每位學生使用好學室為7.9次，達至成功準則。 

 

 

 

施行計劃 7b：「好學之星」 

推行情況： 

「好學之星」，以每級計算，每個學段獲得最多好學印章之同學，可得到一張獎狀和小禮

物。 

 

成效評估： 

各學段學段「好學之星」使用好學室次數 

 第一學段 第二學段 第三學段 第四學段 

一年級 1D周芷萱：52 1B周睿寬：79 1D趙維：40 1D趙維：94 

二年級 
2B余卓穎：166 

伍栩然：166 

2B余卓穎：232 2B趙晉言：89 2B趙晉言：144 

三年級 3D李行健：122 3A黃奕勤：161 3A黃奕勤：90 3D黃俊熙：90 

四年級 4B何頌熹 : 78 
4B何頌熹、 

4E吳安怡：70 
4A何頌熹：48 4E吳安怡：40 

五年級 5C黃朗軒：59 5C楊海晴：33 5C 陳正心：42 5C姜日朗：17 

六年級 6A郭羨：81 6B羅皓怡：45 6B彭浚恒：46 
6A郭羨、 

6A謝旻靜：33 

 
成功準則：每學段使用好學室至少 20 次，並且為該級獲得好學印數量最多之學生 

 

27 位好學之星，只有 1 位，在該學段均使用好學室次數少於 20 次，約 96%達至成功準則。 

 

 

施行計劃 7c：好學故事分享 

推行情況： 

在早會或大息分享好學勵志的故事，以培養同學「好學」精神。 

以下是好學早會主題： 

 
9月：三人行必有我師    12月：吃書男孩   

1月：一公分鉛筆        3月：哪怕輸在起跑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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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評估： 

每班抽五位學生完成有關好學早會調查問卷，以表達他們對好學早會的意見。 

 

學生問卷調查內容： 

Q1：我喜歡好學早會。 

Q2：我認為好學早會能勉勵我更積極學習。 

Q3：我喜愛好學早會的主題。 

Q4：圈出你最喜歡的好學早會主題。 

 

有關好學早會學生問卷調查報告 (共120個學生) 

 極同意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極不同意 

Q1 44 50 24 2 0 

Q2 41 60 16 3 0 

Q3 58 40 21 1 0 

 

學生最喜歡的好學早會主題 

好學早會主題 人次 

9月：三人行必有我師   12 

12月：吃書男孩 55 

1月：一公分鉛筆 20 

3月：哪怕輸在起跑線   33 

 
成功準則：每年六次在早會或大息分享好學勵志的故事 

 

由於期中休假及考試，只完成四次好學早會，未能達至成功準則。 
 

98%學生喜歡好學早會；98%學生認為好學早會能勉勵我更積極學習；100%喜愛好學早會

的主題。 

 

達至成功準則，大部份學生都表示喜歡好學早會。  

 

 

施行計劃 8：增設好學講座 

推行情況： 

(a)以學生為對象，鼓勵同學積極學習。 

於2015年11月在將軍澳校舍邀請「香港盲人體育總會」的視障運動員到校作傷健共融的教

育講座，藉著由視障運動員與學生分享如何衝破殘障的經歷，加深學生對視障人士的了解

及支持，鼓勵同學發揮正能量。 

 

(b)以家長為對象，分享不同學習技巧。 

於2015年11月25日在將軍澳校舍舉行「如何提升子女學習效能」家長講座，對象是第二學

段努力小組學生的家長。由校長主講學習技巧，Teresa及Felicia負責分享學習語文的技巧，

Rebecca分享學習數學的技巧，Kit負責分享努力小組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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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6年3月18日在旺角校舍舉行「如何提升小孩的英語水平」講座，由「胡氏拼音法」創 

始人胡家霖先生主講。惟報名人數眾多，是此講座只能安排初小家長及學生參與，高小家 

長及學生未能安排。 

 

成功準則：上、下學期至少各一次 

於上學期舉辦好學講座兩次，下學期舉辦一次，即達至成功準則。 

 

 

2.  其他計劃  

1.  
評估加時/讀卷安排：如學生被評估為讀寫障礙、亞氏保加、自閉症等個案，每次評估

前三至四星期，負責老師會跟校長、有關科任及班主任，因應學生學習表現，並參考

教育局的「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校內考試特別安排」及有關專業報告，商討是否為該生

提供特別的測考安排，並聯絡有關家長派發通告。 

因應少數學生個別需要，進行評估加時/讀卷的安排 

 

評估加時方面，負責老師會安排特別課室，抽離有關學生，由監考老師或書記給予不 

多於25%的額外作答時間，讓學生有足夠時間完成試卷。 

 

讀卷方面，本校所有小一下學期均不設讀卷安排，但針對有關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校方會因應科任的要求及他們平日的學習表現作適當的調適，為該生讀出部份試題。

而二至六年級同學，均不設讀卷安排。 

 

默寫方面，校方會因應個別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容許他們用填充方式代替默寫整段 

課文，甚至刪減部份試題。 

 

放大試題字體方面，如個別學生能提供醫生或評估報告作證明，校方會為有關學童放 

大試題，好讓他們在最舒適的情況下進行評估。 

 

為了及早識辨小一的言語障礙問題，學校計劃每年下學期安排言語治療師到校，為懷

疑有言語障礙的小一學生，提供一次言語評估服務。本學年經過商議後，暫未有小一

學童需要轉介。 

於下學期沒有聘請言語治療師為小一有語障學生提供一次性評估及建議跟進方法 

 

2. 

 

就有關努力小組學生成績仍未達標者，學進組組長會緊密與班主任及科任聯繫，以跟

進及了解他們的學習情況，期望在接著的評估有更理想表現。此外，平日會多鼓勵及

優先讓他們使用好學室，讓小孩培養好學精神。 

校長、教務組組長或學進組組長於各學段評估後接見部份成績稍遜學生或

顯著退步學生，以跟進及了解他們的學習情況，並作出適切的訓示及鼓勵。

小部份學生需定時到好學室溫習功課，以培養好學精神。個別學生在校長、

班主任、學進組組長及家長前作出承諾，為接著的評估定下目標，並寫下

承諾書。個別學生需參加「學習伙伴計劃」。大部份成績稍遜學生在接見校長

或老師後，成績有顯著進步。部份家長指出學生在家學習情況亦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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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十月份開始試行，以小四學生為對象，由陳校長及戴詠賢副校長甄選，Kit負責跟進。

每星期和伙伴們聚餐一次，以密切了解他們的學習情況。以下是相關資料及成效： 

增設「學習伙伴計劃」，由班主任因應學生學習能力和性格作適當配對，期望能力較

高的同學和能力稍遜同學在學習上互相幫忙，互相切磋，彼此學習。 

 

班別 學生姓名 針對科目 成效 

4A 方博淵、何悅熙 (能力稍遜) 中文科 6665 分數退步，仍不達標 

4D 林觀明、梁智舜 (能力稍遜) 英文科 6669 分數進步，仍不達標 

4E 徐康韻、吳安怡 (能力稍遜) 數學科 6070 分數進步，已達標 

 

總結：雖然同學的分數沒有顯著提升，但六位同學仍希望繼續參與此計劃，因為希望自

己可以繼續進步。部份科任老師認為能力稍遜同學在課堂上的參與度及信心提升了。經

考慮後，校長決定繼續試行。第二學段加入小六學生，6C秦小柔、謝卓霖及許瑋芝(能力

稍遜)。以下是相關資料及成效： 

 

班別 學生姓名 針對科目 成效 

4A 方博淵、何悅熙 (能力稍遜) 中文科 6570分數進步，已達標 

4D 林觀明、梁智舜 (能力稍遜) 英文科 6979分數進步，已達標 

4E 徐康韻、吳安怡 (能力稍遜) 數學科 7078 分數進步，已達標 

6C 秦小柔、謝卓霖及許瑋芝(能力稍遜) 數學科 6955 分數退步，不達標 

 

總結：四年級三位同學中英數三科達標，六年級許瑋芝，除數學科外，中英兩科達標。 

經檢討後，大部份同學的學業成績有進步，因此，第三學段學習伙伴計劃暫停。 

 

第四學段，因應學生的需要，校長決定重辦學習伙伴計劃。以下是相關資料： 

 

班別 學生姓名 針對科目 成效 

4E 徐康韻、吳安怡 (能力稍遜) 數學科 6570，已達標 

5A 蕭珈瑤、陳啓晴 (能力稍遜) 數學科 4775，已達標 

6C 秦小柔、謝卓霖、許瑋芝(能力稍遜)

及莫嘉欣(能力稍遜) 

數學科 許瑋芝：6171，已達標 

莫嘉欣：5685，已達標 

 

總結：全部同學的分數有顯著提升。五年級科任老師指出同學在遇到難題時，會主動發

問，較以往積極學習。六年級科任老師指出同學上課較以往用心，小息時，伙伴會一起

留在課室做功課及溫習。但能力仍是一般。 

 

 

 

 

 

 

 

 

 

 

195



3.本學年資源及財政管理檢討  
 

財政方面：學進組於15/16年度支出  

 
 項目 金額 

好學室 
好學室禮物、文儀用品及小食 $4628.6 

好學之星及好學之旗禮物 $794 

努力小組 

努力小組小食  $2159.4 

教材 $303.7 

顯著進步獎 

及學科躍進獎 
禮物  $1056.2 

其他 

學習伙伴計劃 $206 

硬皮快勞 $127.1 

個人努力計劃獎勵印章 $1625.4 

合共：  $10900.4 
 

4.本學年工作的主要優點  
 
 設「好學之星」及「好學之旗」，每學段或每學期計算各班好學印數量，以鼓勵同學

善用時間溫習及做功課，提升校園學習氣氛。 

 設「好學早會」分享好學勵志的故事，並貼於好學室或當眼地方，以勉勵同學培養「好

學」精神。 

 各級中、英、數均有專責老師負責跟進努力小組，為努力小組同學提供針對性的學習

支援。本年增設小息用功小組，老師可因應學生個別需要在小息為學生提供學習上的

支援。 

 若學生有顯著進步，即中文科、英文科或數學科成績比上學段進步15分或以上，學校

會頒發顯著進步獎以作鼓勵及肯定。其次，本年頒發的顯著進步獎大獎賞，包括：在

學校自製椰汁鯉魚年糕、香橙果凍等，學生反應良好。 

 若學生在中、英及數三科總得分有顯著進步，即每班進步最多的兩名學生，將由同級

班主任及校長投票選出學習態度最值得表揚的兩名便可獲頒學科躍進獎。每級兩名學

生獲得此獎項。該生可得到獎狀及禮物，以鼓勵學生有更大進步。 

 就有關努力小組學生成績仍未達標者，學進組組長會緊密與班主任及科任聯繫，以跟

進及了解他們的學習情況，在接著的評估有顯著進步。 

 設家長講座，為成績稍遜學生的家長提供支援，期望家長在家中協助學生有效地學

習，以提升學習能力。 

 為成績稍遜學生開設個人檔案，存放有關文件資料，以方便日後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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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學年工作有待改善的地方  

 

 小息及大息時段節目豐富，導致好學室人流不穩。初小各組活動豐富緊湊，上學期各

班更必須全班參與指定活動。高小學生經常留在課室討論各科報告或參與班際比賽。 

 

 

6.跟進措施 (相關措施將於下學年推行 ) 
 
 在好學室增設字典，以培養學生自學能力。 

 考慮增設每月午間好學故事分享。 

 為鼓勵學生在學校完成功課，如學生在大息到好學室完成上午功課，可得印章三個。 

 好學室小食轉用健康小食，如果汁、紫菜或乾果代替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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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 (Ellen Yeung) College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LEG 生教組組文件  

2015-2016年度  生教組自評報告 
 
一. 功能組別成員： 
1. 初小：戴詠賢副校長、李嘉榮老師、陳感恩老師 
2. 高小：陳忠青主任、董杭生老師、許柏玲老師 
 
二. 本學年工作計劃的推行情況和成效評估 
 
1. 工作計劃1：重新編排生教組架構 

 施行計劃：由原來的兩個核心分支變為四個核心分支，讓老師們更清晰生教組工

作，四個核心分支包括：(A) 行政管理、(B) 課程、(C) 學生成長及(D)校本活動。 
 

 評估成效：從開會討論中，生教組同事們均表示以四個核心分支，讓自己更清楚自

己的工作，能提升工作的效能。組員們亦能按不同分支的需要，為孩子設計更合適

的活動及課程。但現時雖然有分支，但都是平均分配組內的工作，若每個分支找個

總負責人更好。 
 

2. 工作計劃2：加強各方老師的溝通及聯繫 
(A) 教師培訓 

施行計劃：很多組員均自發性地參與校外培訓。Grace旁聽了由教育大學宗教心靈

教育中心舉辦的「協助小學推動生命教育課程」。Jonathan參加了教育大學的輔導

碩士，Johnson亦帶領三位學生參加由仁濟醫院靚次伯中學舉辦的生命教育之旅。

除此之外，同事們均參與了不同類型的講座及工作坊，在有限的時間內多自我提

升專業的知識技巧，十分難得。 
 
本年度沒有個別參加比賽，但協助板塊A一起參加綠色學校獎，為此，本年的校

本主題訂為「綠在其中‧樂在其中」，在成長課、早會及校本活動全力推動綠色

生活。 
 
評估成效：根據同師們的培訓記錄，同事們都能達到全年兩次或以上的校外培訓，

以單一次性質的講座及工作坊為主，也有個別同事參與較長課程。 
 
本年度協助板塊A一起參加綠色學校獎，取得了綠色學校金獎，主辦單位更推薦

學校參與卓越大獎，於本年度九月再來評審。 
 

(B) 初小部及高小部的溝通及協調： 
施行計劃：本年度共開了8次非正式會議，以跟進各項計劃活動的籌辦、推行及成

效。每星期也會透過不同形式的傾談(包括會議、電郵、電話等)，跟進高低小學

生品行、校本活動及課程的進度。本年亦開始使用電話群組，互通消息，或商討

簡單事情。 
 
評估成效：兩校組長每星期也會以電話及電郵的形式聯絡，確保活動及課程推展

順利，並會分享初小及高小學生的情況，希望增加對兩校學生的了解。生教組同

工均同意初小及高小部有足夠的溝通，有效地推行校本輔導活動、成長課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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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組的相關工作。 
 

3. 工作計劃3：加強正規及非正規課程的效能 
(A) GKP 

施行計劃：課堂內容主要分為提升自理能力、學校常規及學校文化三個部份，協

助孩子適應小一校園生活，了解學校常規，認識校園文化及提升自理能力。本年

度共上了三個單元，每個部分一個單元。 
 
開放教室期間，其中兩班的小一家長參與觀課，查看觀課記錄，所有家長都滿意

課堂各項安排，包括內容、活動、教學方法、課堂氣氛及學生參與等等。亦有家

長認為課堂內容十分有意思，建議可定時讓家長知道教學內容，讓家長配合課程

內容教導孩子。 
 
評估成效：就觀察、家長日及開放教室意見收集，家長們同學們都非常喜歡每週

的GKP堂。同學們都很投入學習及參與當中的遊戲，部分家長表示孩子嘗試在家

中練習課堂內教授的一些好行為，如做家務及觀察別人的好行為。同學在上課時

留心主動，聽從老師指示，每節課堂都非常順利，但同學們仍未能時刻記住各個

學習的重點，他們需要在日常中多勤力練習，以及多提點在校內外應用。 
 
因為教授老師放產假關係，本年度未能配合教學目標完成六個單元的教學，本年

度只完成了三個單元。來年會重整課程，除原定的六個單元外，更加插自信心單

元，進一步提升孩子的自信心。 
 

(B) 成長課 
施行計劃：成長課是成全「全人教育」的重要途徑，通過各學習單元的講授及多

樣性的學習活動，教導學生實踐生活及面對逆境、自策自勵。本年度成長課的校

本主題以環保為主，教授與環保有關的知識。副題分別為看看大自然、親親大自

然及救救大自然。課程從自身出發，對環境的欣賞，到日常生活中我們對環境的

影響，進而讓學生明白如何建立綠色生活。 
 
今年開始為每級學生編定固定的核心價值及成長主題內容，六年圍繞十個核心價

值編製，並自行製作校本工作紙，以切合學生的成長需要。全年六至八個單元，

分校本主題﹑核心單元及學生成長而編排。每個單元有班本課及級本課，也有配

合活動及教學內容的工作紙。教學的內容豐富，多姿多采，有不同的繪本、真實

的故事、話劇、分享、老師的經歷等不同的形式。 

 

學生都很用心上成長課，並用心完成工作紙，能鞏固他們所學。成長課校本工作

紙在每一版後也有「家長的話」，可多鼓勵學生請家長也給孩子一點話。家長的回

饋亦十分正面，很欣賞單元的設計及教學內容。 

 

評估成效：成長課以活動形式進行，學生樂於參與，樂在其中。大部份學生都很

喜歡上成長課，特別是繪本教學，他們都樂於聆聽繪本故事，並對他們有所啟發。

依德育課的老師觀察，分組上課能讓學生更專注學習，而且課題度身為學生而設，

學生更有共鳴，老師亦能與學生有較多的互動，進行更多體驗式的學習活動。從

學生問卷的回應中顯示，92%同學認為成長課內容豐富有趣，有95%同學認同成長

課有效提高他們的德育知識，協助他們將知識實踐到日常生活中，學習成為一個

好孩子。另外，本年度班本課較上年度改善，在課程編排方面，較能貫徹同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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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課題，老師較易教授。從老師問卷的回應中顯示，100%同工認為成長課能幫助

學生解決成長上所遇到的問題，如身心發展、交友及學業方面等。 

 

課程改革過程雖然艱辛，但經過一年的努力，總算有一定的成果。來年再以此作

發展，是不錯的方向。老師在過程中有很大的自由度，遇上困難時，組員們間給

予充足的支援。另外，三年級上課時間在尾二課節，上落樓梯所耗費時間較多，

建議安排在大息後立即上，如一、二年級的安排，節省課時。課堂內有不少課堂

內容有引用youtube短片，建議先請IT同事下載相關片段，以免『死link』。 
 
(C) 德育早會 (綠在期中‧樂在其中) 

施行計劃：從內容去劃分，今年的德育早會主要分兩類型，一是推廣「綠色及環

保生活」，二是宣傳校內生教組活動。為配合校本主題「綠在其中‧樂在其中」，

生教組老師會透過遊戲、故事、話劇、短片等方法，鼓勵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綠色生活。以下部分是與「綠色及環保生活」主題有關的早會，例如無冷氣夜、

綠色中秋、野孩子行山樂、環保溫習法、人類是地球最大的危機等等。由於生教

組活動繁多，有時會借用德育早會，進行以下活動，例如：班長及領袖生就職典

禮、頒發願望咭、活動宣傳等。另外，G2同學於早會演出「發現美劇場」的發現

美劇場亦與校本主題聯結，與綠色生活及環保相關。期望在班主任在排練期間能

帶領同學對綠色生活作深入的討論。 

 

評估成效：大部分學生都很投入、專注留心聽早會的內容。若要他們上台回答問

題或表演，都會很樂意。從學生問卷的回應中顯示，94%同學認為他們能在德育早

會中學習培養良好品德的方法，並將早會所傳授的知識或道理應用在生活上，讓

自己在衣、食、住、行都能綠一點。另外，有100%同工同意及極同意德育早會內

容豐富，活動多元化，是很好的機會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及綠色的生活概念。 

 

(D) 儒家課程 
施行計劃：於9至11月期間與孔教學院合辦了6節的儒家課程，課程導師利用故事

及遊戲解說中國文化的不同故事。同學們更有機會嘗試穿著古代服飾上課，讓同

學更能感受儒家文化。 
 
評估成效：今年共有20位G4-G6學生參加孔子儒家德育課程，學生每堂出席率大

約85%。學生都十分積極參與此活動，他們都能踴躍地參與分組討論及匯報，更

能向導師提出很多有趣的問題。從問卷中得知，97%學生都積極參與活動，有85%
學生認為能加深他們對中華文化的認識，能培養他們孝順及誠實等方面的品格。 

 
(E) 生涯規劃 

施行計劃：本年度第二次為六年級同學推行生命規劃活動。全年共舉辦了三個活

動，包括參觀科技大學及與大學生面談，讓學生初步大學生的生活；參觀東莞港

資工廠，讓學生認識港資在內地設廠的情況。今年度，學生講座延遲到試後活動

時間舉辦，目的是讓所有同學都能有機會接觸各種選定的職業，包括消防、警察、

海關及入境事務。家長與學生分享香港紀律部隊的性質、工作及對學業的要求。 
 
評估成效：有44名G6學生及家長參加科技大學校園導賞活動，家長22人，學生22
人，當天有21人家長及21位學生參加，出席率為95%。從活動中學生都能了解入

學的要求及大學的學習生活，以及培養勤奮的學習態度。另外，有75名G6學生參

加參觀東莞港資工廠出席率100%。學生能從活動中認識港資在內地設廠投資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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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了解耳機的製作及包裝的過程。所有G6學生參加家長職業分享講座，四位家

長分別分享了警察、消防、入境及海關四種紀律部隊職業，增進學生對香港的紀

律部隊入職要求、紀律部隊的工作環境及苦與樂的認識，學生都能積極投入活動

及向講者發問。 
 
從學生問卷中顯示，只有2.24%同學不認同生規劃活動能增加他們對不同職業的

認識，其餘填寫問卷的G6同學均表示活動能增加他們對職業的認識，使他們能更

明確地計劃將來想從事的職業。 
 

4. 工作計劃4：加強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A) 領袖生訓練 

施行計劃：領袖訓練包括領袖生訓練、服務生及班長訓練，領袖生每兩星期一次

課後訓練，班長每兩星期一次午間訓練，服務生不定期作訓練。 
 
同學按能力被編排擔任不同的職務。二、三年級同學擔任服務生，主要負責於不

同的活動區當值，維持秩序及教導同學進行遊戲。服務生由領袖生帶領，協助他

們管理秩序，還會教導同學進行各種遊戲。三年級同學擔任領袖生，領袖生負責

看管午膳及樓層秩序，照顧不同年級同學的需要。 
 
領袖生(G4-6)主要負責小息樓層管理、午膳管理及午間活動借用體育用品。除了

在校內日常服務外，他們亦會參與校外的服務 (例如學界陸運會、水運會等)，不

但提升個人的自信心及責任感，還能成為同學們的好榜樣。 
 
班長及服務生訓練時間短，多以分享為主，協助他們處理日常當值時的問題。本

年度新加了班長手用，讓班長定時記錄相關工作及困難，有待老師協助跟進。 
 
評估成效：從領袖生問卷回應中顯示，有38%領袖生(其餘60%同學不屬於領袖生，

顧在問卷內填上不適用)認同訓練能有效提升他們的領導能力，讓他們有效地協助

老師。38%的領袖生(其餘60%同學不屬於領袖生，顧在問卷內填上不適用)樂意繼

續參與校內的服務。回應學生問卷，有92%同學認同領袖生及服務生的表現良好，

認為他們能照顧同學，協助教師維持秩序。從老師問卷的回應中顯示，100%老師

認同領袖生及服務生的表現良好，認為他們能照顧同學，協助教師維持秩序。大

部分高小領袖生都能安時到崗位當值，當值表現良好，多能協助同學解決他們面

對的小困難。遇有疑難未能解決時多主動尋求老師的幫忙。整體而言，大部份領

袖生都十分投入訓練，出席訓練率甚高，他們亦能積極參與訓練各項活動，以及

於活動後分享感想。 
 
有鑑於同學們熱愛服務，來年度可望重整領袖訓練課程，讓各類小領袖都能得到

更多學習的機會，亦能增加老師對他們當值的支援。 
 
(B) 樂悠悠系列 

施行計劃：本年度首次參加由賽馬會撥款的「喜伴同行」計劃，由協康會支援校

內對自閉症或需要接受社交訓練的同學作全年25小時的訓練。本年度共開四個小

組，分別為G1、G2、G3及高小混合小組。小組內容按每組學生需要而設定，針

對他們不同的社交發展，例如交友技巧、個人表達、情緒管理等。此外，亦有個

別學生的觀察教導、兩次的家長會面及老師會面，讓學生得到更全面的協助。除

協康會導師外，戴老師及馮主任加入小組，學習小組帶領的技巧，亦提高對自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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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學童的支援。因為開設四班樂悠悠小組的關係，本年度暫停了對ADHD學生的

小組支援，但個別支援不受影響。 
 
除樂悠悠小組外，本年度再與臨床心理學家劉小姐及學進組老師重新檢視處理及

分發SEN 學童的個案。經過商討後，學進組將接管所有SEN學童的報告處理，由

他們中央收集、登記、傳閱及分發個案給相關老師或組別。 
 
評估成效：在課堂內，學生學習有差異，部分同學有很大的進步，在學校內外都

能嘗試表達自己，控制個人的情緒，社交技巧得到很大的改善。但部份較嚴重的

孩子需然喜歡課堂，能在課堂內改善專注力及常規，但仍未能在課堂以外時間學

以致用，偶然都有破壞常規及騷擾同學等問題。在家長面談及老師觀察當中，大

家都認為他們不斷進步，課程對孩子有非常正面的影響。 
 
與協康會磋商，來年開辦多開兩班樂悠悠班別，希望更多有需要同學得到協助。 
 

(C) 加強班主任的合作 
施行計劃：今年，生教組老師能與班主任保持良好、緊密的關係。班主任會通常

都能在老師例會後舉行，生教組老師會與各級班主任開會，檢討各班的近況（例

如學生行為、交功課記錄等）同工都能在會議上匯報該班的學生情況。當班主任

遇到較難處理的個案時，會主動尋求生教組老師協助，共同妥善處理學生問題及

與家長聯絡。另外，生教組老師亦會將近日留意到的學生問題轉告班主任。 
 
評估成效：初小部的會議很長，有時未能在例會後進行班主任會，建議來年可更

彈性處理班主任會的時間，讓大家能有足夠的時間詳細溝通學生的情況。G4及G6
班主任都能在班主任會議上匯報該班的學生情況，亦願意與同事分享處理學生問

題較有效方法，使到各班主任可以互相學習。日常中，不論是班主任或是科任老

師，當他們遇到學生問題時，多會主動接觸生教組老師，由此可見，老師們都信

任生教組老師對學生的支援。生教組老師亦與各班主任溝通良好、關係和諧，經

常可以共同妥善處理學生的問題，亦能於發生事件後，分工合作地與家長聯絡。 
 

5. 工作計劃5：加強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A) 小一適應週及啟學禮 

施行計劃：小一適應週(三天)及啟學禮分別在24/8、26/8、28/8、29/8順利舉行，

適應週與D板塊的資優教育組合作，為同學編排了小一上課時間上課，進行適應

活動、常規訓練及小一多元智能測試(MI Test)。適應週期間亦安排所有小一學生

與家長一同拍照留念，並派發給他們張貼於啟學特刊內。 
 
啟學禮除了校長訓勉外，還邀請班主任帶領小一同學進場及上台接受祝賀及嘉勉。 
本年亦為啟學禮設計了特刊，分享校長對學生的訓勉，班主任對同學的祝福及父

母對孩子的期許。期間會為各班同學與班主任、同學與父母拍攝班照，並將照片

貼在特刊上。 
 
評估成效：跟據老師觀察及與班主任的討論中，大家都認同小一適應週及啟學禮

能讓親、師、生三方面都盡早認識。一方面老師能多觀察學生，了解他們的需要，

及早作出援助，另一方面，家長了解學校日常運作及學校理念及運作，減少同學

及家長升小一的適應問題，幫助他們盡快融入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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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班際秩序比賽 
施行計劃：上學期舉行了一次班際秩序比賽，比賽於評估前進行，希望鼓勵學生

於課堂上遵守秩序，同時學習測考的規則，以訓練學生誠實、守紀律的精神。為

了讓同學更投入比賽，學習良好的行為，班際秩序比賽的成績已計算在班際比賽

中。 
 
評估成效：班際秩序比賽反應熱烈，每班同學都盡力做好自己，專心上課，積極

回答問題，務求能從老師手上取得5分。結果，100%的班別能在秩序比賽中，每

堂課節評分中，取得3分或以上的成績，初小及高小每節的平均分達4分(5分為滿

分) ，表現不俗。老師們均認為同學們在比賽期間的秩序有明顯改善，同學較能

遵守課堂序，專心上課及在轉堂時保持安靜。 
 
(C) 成長札記 (高小) 

施行計劃：今年《成長札記》改用新版，除了「發現你的美」及「好人好事」記

錄同學們日常的好行為，亦加多了不同的範疇供家長及老師蓋印，以記錄他們在

家、在校的好行為。同學儲蓄成長列車蓋印，每蓋滿30個，便能於早會上獲頒「願

望咭」一張，同學可因應孩子的個人喜好換取禮物。 
 
評估成效：高小同學在整個學年共得超過35000個成長札記印，發出約900張願望

咭，超過九成學生能取得100個以上蓋印，蓋印數量比往年大幅上升。原因主要是

成長札記改版後，有更多不同獎勵學生的範疇供老師蓋印。惟部分老師反映課時

緊張，未能即時給予學生蓋印，蓋印的指引及時間有改善的空間。 
     
另外，學生每月都需按不同的主題完成「發現你的美」，記錄了自己或身邊的人

的優點或欣賞別人的付出。他們亦透過完成「好人好事」，記錄自己在家庭、校

園、課外活動及社會等方面的良好行為，努力總結自己的經驗，惟部分的良好行

為過於重覆，亦未必能夠反映真實情況。 
 
家長亦能夠透過「在家裡的好行為」鼓勵學生做家務、建立良好行為，並簽署作

實，成效不俗。通過「成長札記」的學習平台，能讓生教組老師以及家長更了解

學生的想法，亦可藉此建立與學生心靈交流互勉的地方，學生亦因為老師的回饋，

得到一定的鼓勵。 
 
回應學生問卷，約有90%同學喜歡填寫成長札記，認為它能逐步建立自己的良好

品德。另外，約有93%同學同意成長札記能培養他們正面積極的價值觀，時刻提

醒他們要尊敬師長、愛護同學及積極參與校內外活動。 
 

 
(D) 成長列車 (低小) 

施行計劃：《成長列車》是個人的輔導成長計劃，透過學習歷程形式的記錄，讓

孩子們多觀察自己的言行、為自己的學習及行為作出反思，也用來肯定他們有做

好人好事的能力。每位同學都有一本《成長列車》手冊，他們以正面積極的學習

態度和感恩有愛的良好行為，累積《成長列車》蓋印。冊內記錄了他們在課堂學

習、參與校內外活動及關愛行為的學習歷程。同學們也透過記錄「發現你的美」，

以文字或圖畫的方式與父母及老師分享他們的良好行為。同學儲蓄成長列車蓋

印，每蓋滿30個，便能於早會上獲頒「願望咭」一張，同學可因應孩子的個人喜

好換取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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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成效：同學、老師及家長均有參加成長直通車活動，以一年級同學最為積極

參與。今年多鼓勵孩子繪畫「發現你的美」四格漫畫，希望孩子能透過繪畫分享

及讚美他人的好行為。為了讓更多同學主動分享，本年度我們嘗試將同學們的分

享複印給圖畫中的主角，讓他們得到與分享者相同的成車蓋印，也讓他們明白自

己做的好人好事會被人觀察及欣賞。 
 
今年的「願望咭」換領情況理想，很多同學為了得到願望咭而積極參與成長列車

活動。本年度的每學生平均取得60個蓋印，每人平均換領2張願望咭，比上年度稍

為下降。 
 
回應學生問卷，約有90%同學喜歡填寫成長列車，認為它能逐步建立自己的良好

品德。另外，約有93%同學同意成長列車能培養他們正面積極的價值觀，時刻提

醒他們要尊敬師長、愛護同學及積極參與校內外活動。 
 

(E) 五常法比賽 
施行計劃：因活動眾多，時間未能配合而取消。 
評估成效：因活動眾多，時間未能配合而取消。 

 
(F) 綠色嘉年華 

施行計劃：「綠色嘉年華」期望能使同學將綠色元素帶進日常生活裡，例如在午

膳能實踐多菜少肉、節約學校資源、有機耕種、減低碳足跡等。此外，嘉年華配

合成長課，讓同學學習欣賞自然，拉近與大自然的距離，關心自然界的一切事物

及資源，從欣賞進而喜愛，從喜愛繼而真切地關心保護地球。 
 
嘉年華已於 16/4(六)舉行，早上邀請幼稚園學生參與，下午共本校學生參與。活

動分為四個部分：攤位遊戲、環保展覽、表演及工作坊。其中攤位遊戲與音樂科

合作，由 G5 同學負責設計具音樂及環保特式的活動，展覽向各環保及教育機構

借用。工作坊方面由校內老師及校外機構共同帶領。紀念品由科創科負責，利用

費油製作環保肥皂。 
 
評估成效：  
上、下午活動各有約1000人參與，家長及同學們都表示非常盡興。老師們均表示

今年嘉年華的活動較以前增多，有助分流，減低大家輪候時間。此外，早上有大

約一百名家長義工幫忙，家長義工積極投入，減低了老師們的辛勞。其中，由五

年級同學設計的攤行非常有特色，讓人留下難忘的回憶。紀念品既環保又富特色，

同學們都愛不釋手。 
 
95%同學喜歡「綠色嘉年華」概念，他們認為能從一連串的活動中學習環保的生

活方式。而100%的老師亦認同活動及相關的主題學習切合學生及家長需要，學生

及家長都能從中學習環保的生活方式，讓大家都能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生活

得綠一點。 
 

(G) 感恩畢業禮 
施行計劃：由生教組老師在德育課內蘊釀同學的情緒，回顧老師多年教誨及互動，

多了解老師多年工作背後的用心，從而對老師泛起感恩的心。由音樂科老師在音

樂課內帶領同學為老師創作歌曲，每班同學都能創作兩首歌曲於畢業禮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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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詞與感謝老師教導有關，以表達對老師的感情及答謝老師的教誨。在畢業典禮

中，由孩子的成長片段展開序幕，讓孩子回顧老師多年的教導讓孩子茁壯成長，

再由李教授及教監致詞，勉勵孩子勇敢迎接人生新一頁，繼續努力向前，再由各

班同學為班主任及老師們獻唱自創的歌曲，為老師送上親手整作的紀念冊。典禮

中除授憑外，還頒發各優等生獎項及獎學金。今年還邀請各班班代表上台發表感

言，讓家長以身作則，感恩學校對孩子的栽培。最後，由校長致訓勉詞，勉勵孩

子勇敢迎接人生新一頁，繼續努力向前。 
 
評估成效：為了避免往年場地安排上與中學部的誤會，今年早於暑假便開始訂場，

亦在計劃畢業禮的初期增加與音樂科的聯繫，製定時間表及綵排內容，讓綵排的

效率提升了不少。學生除了在音樂課用心創作感恩歌曲外，在綵排幾天當中，同

學都能自發練習，不用老師嚴加督促，表現非常合作，種種表現都覺學生亦較往

年更學會表達感恩。今年稍為縮短了學生表演時段，讓典禮節奏更明快，預留更

多時間讓學生及家長在校內拍照留念。在佈置上亦花了更多心思，為畢業禮增添

了不少氣氛。 
 
6. 本學年工作強弱機危的分析  

 強 
 組員十分團結、上下一心、目標一致、為工作而努力，工作效率高。 
 組員各有才能，能為活動、課程獻出能力，互補不足。 
 今年能貫徹始終，改革成長課，制了新內容及教材，亦順利進行各單元的班本

課。 
 與班主任緊密聯繫，有利跟進學生問題。 
 樂悠悠班能幫助學生提升社交能力。 

 弱 
 高小成長課舉行的時間往往是中學上體育課的時間，較為嘈吵，影響了老師及

學生上課的質素。 
 未能順利推出「論語」早會。 
 處理孩子問題需時，未能就每個有需要輔導的孩子作長時間計劃及跟進。 
 活動眾多，有時未能即時處理「成車」及「成記」的批改。 
 班長訓練未如理想，班長未能有效處理轉堂情況。 
 班級經營仍有待改善。 

 機 
 本年度有年青力壯的新組員加入，能為我們帶來不同的意見及生氣。 
 本年度新增的成長工作紙，令家長有機會參與活動，讓班主任更清晰了解生教

組的教學目標。 
 初小加入了小螞蟻劇場，多了一個機會和學生分享德育訊息，可惜暫未能自訂

劇場的題目。 
 老師們普遍支持生教組推行的活動。 
 GKP及新的成長課較以往有系統，亦受同學觀迎，但仍需不斷優化。 
 新加了班長及領袖生訓練日營，讓小領袖更有歸屬感，提升解難能力 

 危 
 現今社會的負面風氣較多，如跳樓自殺、反政府氣氛，影響了學生的情緒。 
 生教組老師擔任班主任或課節較多，不利處理學生問題。 
 家長有時過份保護孩子，有時將問題複雜化，增加了老師處理學生問題的難度。 
 校車人數太多，很難管理秩序，不利照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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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很難說服老師與生教組利用同一方法管理學生。 
 有時候家長顧慮太多，未能完全信任老師。 
 老師當值較難管理，當值及打鐘後入課室都較遲。 

 
7. 跟進措施(相關措施將於下學年推行) 

 在現有成長課的課程框架下優化內容，整理習作紙。 
 重整班長訓練，檢視挑選方法及任期，編寫班長訓練手冊，期望能提升班長值勤

的效率。 
 重新整理各小領袖製服及襟章。 
 增加與班主任的聯繫與合作，全力推動班級經營，編制班主任手冊，讓班主任更

清楚了解其角色及任務。 
 優化心靈教育，可嘗試在G6年級加插不同宗教的介紹。 
 增加樂悠悠班數，為ASD學生提供更多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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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 (Ellen Yeung) College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PLG 家聯組文件  

2015-2016年度  家聯組自評報告 
 
一. 功能組別成員： 
1. 初小：戴詠賢副校長、周曉瑜老師 
2. 高小：譚小慧老師 
 
二. 本學年工作計劃的推行情況和成效評估 
 
1. 工作計劃1：家長晚會 

 施行計劃：為加強家校合作，讓家長更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和學校發展，家聯組已

於9月11日(高小)及9月18日(低小)分別舉行高小及低小家長交流晚會。家長與班

主任及科任老師會面，亦在晚會中選出班代表。各級晚會的程序大致如下： 
 

時  間 內  容 地  點 
7:00 – 7:30pm 陳校長及李教授致歡迎辭 志潔堂 

7:30 – 8:00pm 簡單用餐 教  室 

8:00 – 9:00pm  班主任及科任老師交流時間 
 班代表選舉 

教  室 

 
 評估成效：活動很成功，部分高小或低小家長已報名參與班代表選舉，家長們踴躍

投票，所有正、副班代表都順利選出。另外，班主任亦向家長報告孩子開學的適

應情況及校園生活，家長們看到孩子們的照片或片段都非常高與。班主任及科任

老師亦向各家長作簡單介紹，說明對孩子的要求及各主科要注意的情況，也有家

長會後留低與老師們個別傾談。 
 

2. 工作計劃2：家長教師會週年大會 
 施行計劃：週年大會已於9月25日於將軍澳校舍出席，一改過往風格，本年度以音

樂晚會形式舉行，讓家長們唱歌跳舞作樂一番。家長會亦會透過週年大會選出新一

屆主席及副主席，亦會報告過過往一年會務及財政狀況。AGM程序大致如下： 
 

時間 內容 
6:30 – 6:45  接待及點名 
6:45 – 7:45  陳校長致詞 

 通過 2014-2015 年度週年大會會議記錄 
 2014-15 年度會務滙報 
 推選及通過 2015-16 年度義務核數員 
 通過 2015-16 年度常務委員會家長委員名單 
 2015-16 年度常務委員會職位選舉： 

主席(一位) 及副主席 (二位) 
 致謝 2015-16 年度家長及教師委員、家長義工及童軍

領袖。 
7:45 – 9:00  晚膳 

 「愛無限‧情常在」情歌淺唱會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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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 9:30  公佈選舉結果 
 致送紀念品 
 抽獎 

 
 評估成效：今年初作嚐試不以講座形式舉行，改為較輕鬆的懷舊情歌音樂晚會。晚

會除了樂隊現場演奏外，還請家長點歌點唱，氣氛非常熱烈，家長們都能盡興而歸。

除音樂晚會外，學校亦向各家教會委員致送獎狀及紀念品，以感謝各委員一整年的

努力。當晚亦選出新一任的家教會主席及副主席，主席由布秀文女士出任(梁唯泰

媽媽)，高小副主席由董文健先生出任(董子謙)，低小副主席由張展鵬先生出任(張
雅媛)。 

 
3. 工作計劃3：班代表早餐會 

 施行計劃：由於新一屆的班代表已順利誕生，為加強班代表之間的認識，並讓校方

進一步了解班代表的個人意見，因此，家聯組為各級安排了「班代表早餐交流會」，

讓大家有較多時間分享或討論大家關心的事宜。各級早餐會都順利舉行，校長、家

聯組老師及各班班代表都全部參與其中。早餐會舉行日期為：9月21日(G1)、9月22
日(G2)、9月24日(G3)、9月14日(G4)、9月16日(G5)、9月18日(G6)。 
 

 評估成效：各班代表都準時出席，校長為每級代表說明班代表的角色及任務，亦就

各項活動詢問他們的意見。其中，校長及活動組老師邀請班代表自行編訂旅行日活

動，好讓孩子與家長有親子時間，也讓各班有集體活動的時間。早餐會傾談範圍廣

範，其中包括孩子的適應、各科的功課量、才華班安排等等。早餐會能成功與家長

交換意見，家聯組亦與各班代表加深認識。 
 

4. 工作計劃4：讀書會 
 施行計劃：本年度舉行了兩次家長讀書會 (11月21日和3月11日)，讀了兩本好書，

包括《請問洪蘭》和《給爸爸的12封信》，家長就着書的內容，分享個人感受或體

會。讀書會的程序大致如下： 
 20分鐘指定分享人(1人)，由選書者擔任 
 10分鐘指定分享人(3位)，由不同的家長擔任，家長於會前報名擔任 
 1分鐘個人分享(多位)，家長自由參與 

 
 評估成效：今年將家教會常規會議與讀書會分開，讓家長們有更多時間分享書中感

受。讀書會氣氛融洽，除了指定分享人外，其他家長在自由分享環節都能踴躍分享。

今次所選的兩本書較簡單易明，貼近家長教育孩子需要，大受家長觀迎。  
 
5. 工作計劃5：「我們這一班」家長晚會 

 施行計劃：「我們這一班」家長晚會已分別於1/3 (1A及1B)、3/3 (1C及1D)、8/3 (2A
及2B)、10/3 (2C及2D)、23/2 (3A及3B)、25/2 (3C及3D)、23/3 (4A、4C及4E)、24/3 
(4B及4D)、29/3 (G5) 舉行，目的是讓家長能持續地了解孩子在校的學習情況及生

活，也讓家長能與老師們交流各自的關注。家長晚會分兩部份，第一部份為學校報

告，校長、中、英、數及生教組老師各自報告學生一般的學習情況及家長要注意事

項，第二部分為分班討論，由班主任和科任老師帶領家長圍圈討論。 
   
 評估成效：低小晚會參與人數踴躍，高小晚會慢慢開始少人參與，因此本年度新嘗

試，四年級仍以我們這一班形式進行，五年級以一級形式進行，六年級取消。這個

安排更受家長及老師歡迎，集合有意參加的家長，不會為形式化而盲目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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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作計劃6：家教會活動 
 施行計劃：本年度舉辦了多個活動，部分活動與學校協辦 

綠色活動: 
 Green Education Task Force :「學會綠色」活動 
 台灣綠悠遊 (初小親子環保交流團): 家教會委員擔任團長 
 「親子一日遊」之「零碳野外樂活日營」 
 校服回收及分發: 著綠校園計劃 –校服回收嘉許狀 
 「書送快樂」: 著綠校園計劃 – 舊書回收嘉許狀 

 

社會服務: 
 「秘密天使」關懷長者義工服務之「2.14『愛』傳送」:「最高教育活動參與

獎」 
 「一人一行是」活動: 「最高籌款獎」 
 家長義工及資助協辦學校活動: 
 水運會、小一入學面試、「綠色嘉年華」等 
 「小三告別校園活動」、「小六畢業聚餐活動」、「小六畢業營活動」、「1178

旅童軍活動」 
 學生境外交流活動,如:北京交流團、北京領袖生交流、杭州交流團、台灣生

命教育交流團、台灣綠悠遊 (初小親子環保交流團)、廣東省助肇慶市立仁學

校交流團 
 

協助學校行政: 
 校車招標 
 定期進行校車和午膳問卷調查 
 家教會攝影組、午膳小組、家教會網頁組 

 

家校活動: 
 「家校攜手新春跑」 
 「扭扭氣球親子基礎班」及「親子扭氣球進階班之復活兔」 
 家教會標誌設計比賽 
 家教會之讀書會: 

 
 評估成效：本年度活動非常豐富，每一個活動都大受家長歡迎，活動往往因為參與

人數過多而要進行抽籤分配活動名額。其中家校合辦的「家校攜手新春跑」更超過

二百個家庭參與。「扭扭氣球親子基礎班」亦因太受歡迎而加開「親子扭氣球進階

班之復活兔」。 
 

 
7. 工作計劃7：家長日面談 

 施行計劃：本年度舉行了兩次家長日面談，上學期(29/11)接見了A及C班代表，下

學期(9/5)接見了B及D、E班代表。面談內容各級不同，大約圍繞以下重點： 
 對各學科的意見：(如：科目的深淺程度、功課量、學生的意見等). 
 成長課及校風 
 早會安排及內容 
 與班主任的溝通 
 才華班的安排（如：課程的種類和選科等） 
 小息及午間活動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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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如：費用、地點和由班代表統籌活動等） 
 綠色校園（如：綠報和Green Leaders等） 
 學校最需要改善的地方等等 

 
 評估成效：家長日面談成功收集到不少家長的意見，家聯組因應家長們提出的意見

綜合成簡短報告，與各科組負責老師溝通，好讓老師調節政策或教學。詳細請看家

長面見日報告。 
  
8. 工作計劃8：家教會例會及會前會 

 施行計劃：本年度共開了四次常規會議，分別於舉行。每次常規會議前一小時，都

會與正副主席先聚，協調雙方報告事項及重點討論事項。校方亦會就會前會機會，

先咨詢正副主席校方的最新政策及各項安排。 
 

 評估成效：會前會能有效讓學校及家教會雙方溝通重要訊息，避免會議中過多的討

論。四次會議通過了多項重要事項，如不同海外交流及學校活動的經費贊助、畢業

禮、告別校園的活動安排等 
 

 
9. 工作計劃9：建立家教會電話群組 

 施行計劃：在9月中各級家長晚會選出班代表後，由Ruby及Bonnie建立初小班代表

群組，以便聯絡、查詢及跟進事情。由於高年級家長代表有多年經驗，處理群組較

為成熟，因此高年級只由Sue開設各級家長群組。 
 

 評估成效：建立群組有效發放緊急訊息，如校車事故安排、遲放安排等。但群組人

數太多，很難避免家長們討論。因此，群組開始初期，家長們很多訊息及問題，但

經過多次溝通群組的目的及班代表的責任後，家長慢慢能利用群組作有效溝通，亦

能在發佈訊息之前過濾及綜合訊息，讓群組運作日見暢順。 
 

 
10. 工作計劃10：家長教育活動 

 施行計劃：由於時間緊迫，學校活動較多，所以第一學段後取消家長教育活動，此

活動將於明年重點推行。 
 

 評估成效： --- 
 
 
三. 本學年工作的主要優點 
1. 組員間合作無間，溝通良好。 
2. 與家長委員關係良好，互相信任協助，工作有效順利。 
3. 家長人才多，網絡龐大，在舉辦活動時得到很大幫助。 
4. 群組處理恰當，收發訊息、意見方便快捷。 
5. 家聯組及家教會號召力高，能在短時間內找到家長義工。 
6. 家教智與學校理念一致，大小事務都能配合學校。 
7. 家長落力參與，家長義工從不缺少。 
8. 家長會財力龐大，多方支持學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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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學年工作有待改善的地方 
1. 除了專注家教會溝通外，也要多做好家長教育的部分。 
2. 組員的進修較少，包括自己。 
3. 未能控制每班的個別群組，大家在群組內的訊息仍未能控制。 
4. 有時家長過份參與班內的事務。 

 
五. 跟進措施 
1. 建議出年舉辦「家長義工計劃」的課程或比賽，增加家長歸屬感及氣氛。 
2. 積極討論是否有舉辦家長教育活動的活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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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小學部] 

組別週年計劃 (2015-2016) 

22-9-2016 

組別   ：才華發展組                                                                                      

才華發展組主任 ：楊美玲 

才華發展組組長 ：何仲佳 

才華發展組成員 ：麥秀芳、潘倩雯、陸嘉慧 
 

主要職責 

1. 鑒察視、音、體課程 

2. 對外推廣課後才華發展事務 

2.1 定期進行會議匯報及商討 

3. 全力發展及實踐才華，務求 80%課後才華班學生喜歡自己的才華班。 

4. 統籌小學 (正校及旺角學校) 課後才華班 

4.1 檢討、搜集、聯絡及開設新年度課後才華班 

4.2 收集、監察各課後才華班之教學進度 

4.3 收集、編輯各課後才華班之課程及導師簡介 

4.4 出版一年一度課後才華班專訊 --- 學生選修手冊 

4.5 收集、編配及調整全校學生之「雙」課後才華班 

4.6 8 至 10 月份課後才華班的工作安排及進程表 

4.7 每年兩次收集、鑒察各課後才華班之學生評估報告 

4.8 安排上下學期觀課及時間表 

4.9 於學期終進行不記名之課後才華班學生學習調查表 

4.10 監察外聘導師職勤 

4.11 監察、並處理學生出席及秩序情况 

4.12 推行學生行為記錄程序 

4.13 監察發放薪金及課後才華班各項支出 

4.14 由各班導師選出傑出才華表現獎的學生 

5. 9 月份課後才華班前活動編排 

6. 統籌參加校外公開活動及賽事 (展覽、考績、音樂/舞蹈/話劇節、運動競賽及社區關懷活

動等) 

7. 統籌並批核比賽、考績、表演等之加時練習 

 

 

本學年的工作目標  

  

回應學校週年計劃的工作目標： 

 

學校關注事項 

 

1.   提升、英、數三科成績稍遜的學生，培養勤奮精神 

2.   發展科學及科技教育，積極培養資優生及其創意 

3.   開展電子學習，讓各科老師作好準備面對有關改變 

4.   G4 加一堂中文作文；G5 加一堂音樂及 G6 加一堂體能課，以加強學生在這三科的基礎 

 

本組別的工作目標  

 

1.  透過課後才華班及視藝、音樂、體育課程，發展及實踐學生的才華  

2.  開辦課後才華班及監管才華班及視藝、音樂、體育課程質素 

 

 

 
212



才華發展工作計劃  

 

其他計劃 --- 參考視、音、體各科之週年計劃 

 

財政預算 

1. 外聘導師薪金每課次($900x5+$880 x1 +$800x2+ $750 x 3+$700x7+ $680 x23+ $650 

x17+$630x3+$340x3+$220x2+$200x2  ) x 約 30 課次 = $ 1, 337,100    

2.  校外公開活動及參賽加時練習每課次$680 --- $680 x 約 10 班  x 約 10 課次 =$68,000 

3.  校外公開活動及參賽交通來回一趟$1000 --- $1000 x 約 20 次 = $20,000 

4. 得獎慶功 --- $200 x 約 20 次 = $4,000 

 

 合共     ：HK$ 1,429,100 
     
  

 

週年自評計劃預計於 2015 年 9 月 18 日完成 

 

財政報告 
  

才華發展週年財政報告 (2014-2015) 

 
報告 

1. 
外聘導師薪金每課次:$900x5+$880 x1 +$800x2+ $750 x 3+$700x7+ $680 x23+ $650 

x17+$630x3+$340x3+$220x2+$200x2  ) x 約 30 課次 = $ 1, 337,100 
2. 校外公開活動及參賽加時練習每課次$680 --- $680 x 約 10 班  x 約 10 課次 =$68,000 

3. 校外公開活動及參賽交通來回一趟$1000 --- $1000 x 約 20 次 = $20,000 
4. 得獎慶功 --- $200 x 約 10 次 = $2,000 

5. 
  收取部份才華班材料費每年一個學生由 $50 至 $100= $50,000 

 收取部份才華班材料費$69460 

 施行計劃 回應
目標 

推行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1 著重初小部及高小部課

後才華班的課程涵接 

1 9/2015 於高小延續部分初小

的課後才華班，50%
設進階課程 

檢視才華班一覽表 

2 發展科學及科技教育，

積極培養資優生及其創

意 

2 9/2015 開辦六班或以上有關
科技運用的課後才華
班 

檢視才華班一覽表 

3 全力確保學生於才華班
中愉快(學習)及勤奮學

習 
 

3、5  9/2015 至 6/2016 間 
的才華班學習 

 

- 90%學生認真學習 
- 90%學生欣賞老師 

於學期終進行不記名之才華班學生學習調查 

4 收集、編配及調整全校

學生之「雙」才華班 

6 9/2015 

 
 

- 90%的學生穫編配  

  首三自選 

點算- 

 

5 培養同學自律性及責任
感 

3 9/2015– 6/2016 每堂由導師選出最佳
學員，或需跟進的學
員，並在行為紀錄表

內選出各班上課情
況，讓我們知道各班
上課情形 

導師每堂選出學生行為表現 

6 提升及發展學生才華(興
趣)  
 

5  9/2015 至  8/2016 的 
課後才華班學習 
- 於年终時進行評估 

90%學生才華(興趣被
提升 
 

於學期終進行不記名之課後才華班學生學習調查 

7 統計，並出版學生於公
開活動、考績或參賽得

獎事宜。 

5 - 全年收集及存檔 
-在學期終總結全年

記錄，並各家長發
佈 

平均每個學生都有兩
個公開活動、考績或

參賽得獎機會。 
   

點算及統計全年的存檔 
並在讓我閃耀牆展示及紀錄在得獎紀錄 

 

8 舉辦老師示範及統籌才

華班學生表演 / 展覽 / 
比賽 / 考試，實踐所學
及增強投入感 

5 7/2015 學生演出 

-持續展示學生作品
及統籌各類比賽 

70%才華班能展示所

學 

點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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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共 ：(1)+(2)+(3)+(4)+(5)-(6) 
= $ 1,798,120 

     

 

 

 

週年自評報告計劃預計於 2016 年 9 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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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書院 (小學部 ) 
 

週年自評報告 – <資優教育組> (2015 -2016) 
 

功能組別：資優教育組 

功能組別組長：劉洛恩小姐 (註冊臨床心理學家) 

功能組別成員：姚柏華老師 (旺角) 陳沛淇老師 (將軍澳) 

 

1.  本學年工作計劃的推行情況和成效評估  

 

1.1 
 

施行計劃 (1)：為一年級學生進行多元智能測試評估 

- 2015年8月已為所有一年級學生進行測試，共有學生 102人成功完成所有測試。學生參與

率為 100 %。 2015年12月完成所有報告並於我們這一家的家長聚會 ( 11-12-2015) 派發，

同時亦為家長闡述如何理解報告之內容。 

 

- 根據 2015年2月其間收回的家長問卷(全數收回共102份)，家長大致對多元智能測試的內容

及成效也很認同，有  99%  家長同意小一多元智能測試報告內容可反映學生在多元智能

中的強項或弱項、有  100%  家長同意小一多元智能測試報告內容具有參考價值，使他

們更瞭解子女在優才的能力、有  99%  家長同意小一多元智能測試報告內容有助家長安

排更適合的教育計劃給他們的子女。家長的意見詳請如下表所列： 

 

問卷調查結果 (按人數 及 平均分 ) 家長同意程度(人次) 
 

小一多元智能測試報告內容 極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人次小計 極不同意 平均分 

(1) 可反映學生在多元智能中的強項或弱項。 24  77  1  101  0  3.23  

(2) 具有參考價值，使我更瞭解子女在優才的能力。 37  65  0  102  0  3.36  

(3) 有助安排更適合的教育計劃。 35  66  1  101  0  3.33  

       
問卷調查結果 (按百份比) 家長同意程度(百分比) 

 

小一多元智能測試報告內容 極同意 同意 不同意 百份比小計 
極不同

意  

(1) 可反映學生在多元智能中的強項或弱項。 23.5% 75.5% 1% 99% 0% 
 

(2) 具有參考價值，使我更瞭解子女在優才的能力。 36.3% 63.7% 0% 100% 0% 
 

(3) 有助安排更適合的教育計劃。 34.3% 64.7% 1% 99% 0% 
 

 

- 而對於回應週年計劃的成功準則而言，本年度已成功為所有一年級學生進行測試，比預期

最少為95%同學進行測試為多；而根據收回的102份家長問卷，也能達到 (1) 最少有75%家

長也同意小一多元智能測試報告內容具有參考價值，並可使他們更暸解學生能力 (100%同

意)，及 (2) 最少有75%的家長也同意小一多元智能測試報告內容有助他們安排更有效的教

育計劃(99%同意)，因此今年的小一多元智能測十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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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施行計劃 (2)：為資優生提供課後資優培訓課程: 

- 本年度共有 9 個課後資優班在將軍澳校舍舉辦，參加學生總數合共 83人。份部學生能力

優異，被邀請參加多於一個課後資優班，本年度課後資優班參加人次為 109 人。 

 

- 根據收回的 109 份問卷，就課程而言，大部份的學生 ( 94.5%或以上的學生) 均認為課程

適合他們的程度，而課程內容亦新穎有趣，及可擴闊他們的視野；課程亦編排有序，及可

提高他們對特定科目的興趣和能力。 就導師而言，大部份的學生 (95.4%或以上的學生) 均

認為導師有充足預備，能清楚講解，令學生容易明白，能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及引導他

們在該學科/領域的發展。 有關於學生長問卷的詳細數據可參閱下表： 

 

 問卷調查結果 (按人數 及 平均分 ) 學生同意程度(人次)  

  
極同意 

(4) 

同意 

(3) 

不同意 
人次小計 

(2) 

極不同意 

(1) 
平均分 

  1. 內容適合我的程度 59  46  105  4  1  3.51  

 課 
 程 
 方 
 面 

2. 內容新穎有趣，能擴闊我的視野 64  41  105  4  0  3.55  

3. 課程編排有序 57  51  108  1  0  3.51  

4. 課程可提高我對該學科/領域的興趣 61  42  103  3  3  3.48  

5. 課程可提高我對該學科/領域的能力 68  37  105  2  2  3.57  

 老 

 師 

 方 

 面 

6.老師預備充足 78  31  109  0  0  3.72  

7.老師講解清楚、能令我容易明白 65  39  104  4  1  3.54  

8.老師的教學方法能提高我的學習興趣 59  47  106  2  1  3.50  

9.老師能引導我在該學科/領域的發展 64  42  106  3  0  3.56  

 

 問卷調查結果 (按百份比) 學生同意程度(百分比) 

  極同意 同意 不同意 
百份比 

小計 
極不同意 

  1. 內容適合我的程度 54.1% 42.2% 96.3% 3.7% 0.9% 

 課 
 程 
 方 
 面 

2. 內容新穎有趣，能擴闊我的視野 58.7% 37.6% 96.3% 3.7%   

3. 課程編排有序 52.3% 46.8% 99.1% 0.9%   

4. 課程可提高我對該學科/領域的興趣 56.0% 38.5% 94.5% 2.8% 2.8% 

5. 課程可提高我對該學科/領域的能力 62.4% 33.9% 96.3% 1.8% 1.8% 

 老 

 師 

 方 

 面 

6.老師預備充足 71.6% 28.4% 100.0%     

7.老師講解清楚、能令我容易明白 59.6% 35.8% 95.4% 3.7% 0.9% 

8.老師的教學方法能提高我的學習興趣 54.1% 43.1% 97.2% 1.8% 0.9% 

9.老師能引導我在該學科/領域的發展 58.7% 38.5% 97.2% 2.8%   

 

- 至於個別課程的詳細數據可參閱文件: 

(附件一)「2014-15-課後資優班期終學生意見調查問卷-記錄 . doc」及 
(附件二)「2014-15-課後資優班期終學生意見調查問卷-計分. excel」 

 

- 而對於回應週年計劃的成功準則而言，本年度共舉辦了共 9 個課後資優班，比預期最少

舉 8 班為多；而根據收回的 109 份課後資優班期終學生意見調查問卷，只有一班未能達

自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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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能達自評目標的是由 Tavis 任教的 GP05 G.T. Leader，這班在(1)提高學生在該學科的興

趣上，及(2)在提高學生在該學科的能力上，也未能達自評目標，得到 75% 或以上的同學

同意，雖然這一班在自評目標範籌均未達標，但其成績亦與目標頗為接近，也有 72.8 %

的學生同意該課程能提高他們在該學科的興趣及能力，距離自評目標只有不多於 5%的差

距。 

 

- 而其餘 8 班 ，也能達到 (1) 最少有75%或以上的同學也同意有關課程能提高他們對特定

學科的興趣的目的，及達到 (2) 最少有75%或以上的同學也同意有關課程能提高他們對特

定學科的能力的目的。而這 8 班的成績，在兩個自評目標中，全部都得到最少 80%或以

上的同學同意，因此今年課後資優班的計劃也算很成功。 

 

- 有關個別課程對於回應週年計劃的成功準則的詳細數據請參閱下表：  

( *為未達自評目標的課程) 

 

(1) 課後資優班課程可提高我對該學科/領域的興趣 ( %) 

科目 極同意 同意 小結 
GP01  奧林匹克數學小四校隊 58.3% 33.3% 91.6% 

GP02  世界數學解難小精英(小五) 54.5% 45.5% 100% 

GP03  奧林匹克數學小六校隊 64.3% 35.7% 100% 

GP04  中文寫作大本營  75% 25% 100% 

GP05  G.T. Leader * 27.3% 45.5% 72.8% 

GP06  暢遊中國文學之旅 50% 50% 100% 

GP07  德文初階 36.4% 45.5% 81.9% 

GP08  優才科學探索隊 40% 60% 100% 

GP09  Wow Wow Wow Channel 81.25% 18.75% 100% 

 

(2) 課後資優班課程可提高我對該學科/領域的能力 ( %) 

科目 極同意 同意 小結 
GP01  奧林匹克數學小四校隊 41.7% 50% 91.7% 

GP02  世界數學解難小精英(小五) 45.5% 54.5% 100% 

GP03  奧林匹克數學小六校隊 78.6% 21.4% 100% 

GP04  中文寫作大本營  100% 0 100% 

GP05  G.T. Leader * 27.3% 45.5% 72.8% 

GP06  暢遊中國文學之旅 41.7% 58.3% 100% 

GP07  德文初階 63.6% 36.4% 100% 

GP08  優才科學探索隊 60% 40% 100% 

GP09  Wow Wow Wow Channel 75% 25% 100% 

 

1.3 

 

施行計劃 (3)：為資優生提供個人教育計劃課程。 

- 本年度共有 3個個人化教育計劃課程，由 23位導師帶領，分別為Mr.Geiger老師帶領的英

文課程，陳楚玉老師帶領的中文課程，及聶敏老師帶領的中國歷史課程。本年度共有15 位

同學被邀請參加個人化教育計劃。 

 

- 根據收回的15 份學生及家長問卷，在課程方面，93%的學生同意課程內容程度合適，內容

亦新穎有趣，可擴闊他們的視野，而課程亦可提升他們對特定科目的興趣和能力，更有

100%的學生同意課程編排有序；而在老師方面，93%的學生同意老師講解清楚，令學生容

易明白，及老師能引導同學在特定科目/領域的發展，更有100%的學生同意老師預備充足，

及老師的教學方法可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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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於學生及家長問卷的詳細數據可參閱下表： 

 

 
問卷調查結果 (按人數 及 平均分 ) 家長同意程度(人次) 

 

     
極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人次小計 極不同意 平均分 

  1. 課程內容適合我的程度   8  6  14  1    3.5  

 課 

 程 

 方 

 面 

2. 課程內容新穎有趣，能擴闊我的視野 11  3  14  1    3.7  

3. 課程編排有序     8  7  15      3.5  

4. 課程可提高我對該學科/領域的興趣 11  3  14  1    3.7  

5. 課程可提高我對該學科/領域的能力 10  4  14  1    3.6  

 老 

 師 

 方 

 面 

6.老師預備充足     9  6  15      3.6  

7.老師講解清楚、能令我容易明白 9  5  14  1    3.5  

8.老師的教學方法能提高我的學習興趣       7  8  15      3.5  

9.老師能引導我在該學科/領域的發展 7  7  14  1    3.4  

 

 

          

 
問卷調查結果 (按百份比) 

 
家長同意程度(百分比) 

 

     
極同意 同意 不同意 百份比小計 

極不同

意  

  1. 課程內容適合我的程度   53.3% 40.0% 93% 6.7%   
 

 課 

 程 

 方 

 面 

2. 課程內容新穎有趣，能擴闊我的視野 73.3% 20.0% 93% 6.7%   
 

3. 課程編排有序     53.3% 46.7% 100%     
 

4. 課程可提高我對該學科/領域的興趣 73.3% 20.0% 93% 6.7%   
 

5. 課程可提高我對該學科/領域的能力 66.7% 26.6% 93% 6.7%   
 

 老 

 師 

 方 

 面 

6.老師預備充足     60.0% 40.0% 100%     
 

7.老師講解清楚、能令我容易明白 60.0% 33.3% 93% 6.7%   
 

8.老師的教學方法能提高我的學習興趣       46.7% 53.3% 100%     
 

9.老師能引導我在該學科/領域的發展 46.7% 46.7% 93% 6.7%   
 

 

- 而對於回應週年計劃的成功準則而言，本年度共有 15 位同學被邀請參加個人化教育計劃，

比預期最少有5位同學參加為多；而根據收回的 15份學生及家長問卷，也能達到 (1) 最少

有 75%的學生也同意個人化教育計劃的課程能提升他們對特定科目的興趣的目的(93%同

意)，及 (2) 最少有75%的學生也同意個人化教育計劃的課程能提升他們對特定科目的能力

的目的(93%同意)，因此今年的個人化教育計劃尚算成功。 

 

 

1.4 

 

施行計劃 (4)：協助安排小六學生參加升中多元智能測試評估。 

- 本年度未有時間及空間施行本計劃。計劃閣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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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施行計劃 (5)：為小三學生進行中階多元智能測試評估。 

- 2016年3至6月其間已為所有三年級學生進行測試，共有學生 95人成功完成所有測試。 

 

- 2016年6月23日已派發報告及調查問卷給所有家長。截至 2016年6月30日，收回的家長問卷

共 84份，收回率是 88.4%。 

 

- 根據收回的 84 份家長問卷，家長大致對小三多元智能測試的報告內容及成效也很認同，

有 94 % 家長同意測試報告內容可反映學生在多元智能中的強項或弱項、有 95.2 % 家長

同意測試報告內容具有參考價值，並可使家長更暸解子女在優才的能力、有 94 %  家長

同意測試報告內容有助家長安排更有效的教育計劃。 

 

- 有關家長意見問卷的詳細數據分析請參閱下表： 

 

  家長同意程度(人次)   

小三多元智能測試報告內容 極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人次小計 極不同意 平均分 

(1) 可反映學生在多元智能中的強項或弱項。 10  69  5  79  0  3.06  

(2) 具有參考價值，使我更瞭解子女在優才的能力。 18  62  4  80  0  3.17  

(3) 有助安排更有效的教育計劃。 12  67  5  79  0  3.08  

       
  家長同意程度(百分比) 

 

小三多元智能測試報告內容 極同意 同意 不同意 
百份比

小計 
極不同意 

 

(1) 可反映學生在多元智能中的強項或弱項。 11.9% 82.1% 6.0% 94.0% 0.0% 
 

(2) 具有參考價值，使我更瞭解子女在優才的能力。 21.4% 73.8% 4.8% 95.2% 0.0% 
 

(3) 有助安排更有效的教育計劃。 14.2% 79.8% 6.0% 94.0% 0.0% 
 

 

-  而對於回應週年計劃的成功準則而言，本年度已成功為所有三年級學生進行測試，比預期

最少為95%同學進行測試為多；而根據收回的84份家長問卷，也能達到 (1) 最少有75%家

長也同意小三多元智能測試報告內容具有參考價值，並可使他們更暸解學生在優才的能力 

(95.2%同意)，及 (2) 最少有75%的家長也同意小三多元智能測試報告內容有助他們安排更

有效的教育計劃(94%同意)，因此今年的小三多元智能測試也算十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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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學年資源及財政管理檢討  
 

2.1 小一及小三多元智能測試報告表的製作費支出合共為HK$950，未有超出預算HK$3,000之

要求。 

 

2.2a 本年度課後資優班共 9 班，其中 6 班為外聘導師執敎，整個學期的教學開資共  

HK$ 59,485，未有超出預算(HK$91,000) 之要求。 

 

2.2b 課後資優班共 9 班，其中 7 班需購買老師教材，或比賽用品，或其他教學用具及奬勵 

品，整個學期在此項目的開資共 HK$ 2,392.4，未有超出預算(HK$6,000) 之要求。 

 

2.2c 本年度並未有有關課後資優班的文具及消耗品開資，未有超出預算(HK$500)之要求。 

 

2.4 本年度個人資優計劃的總開支為 HK$542.6，未有超出預算 (HK$2,500) 之要求。 

 

2.5 本年度的文具、文件夾、及其他消耗品的開支為HK$360.5，未有超出預算HK$500之要求。 

 

2.6 本年度有其他不在預算內的開支，是相關於購買專業評估工具 / 評估記錄表 / 參加國際

會議的開支，總開支為 HK$15,181.58。 

 

2.7 本年度資優教育組總開支為HK$78,912.08未有超出預算 (HK$103,500) 之要求。詳見下表： 

 

 

 

 

 

 

 

 

 

 

 

3.  本學年工作的主要優點  
 

3.1 成功完成本功能組別成立的目的：培育資優生。 

 

3.2 成功完成本功能組別定立的年度工作目標(五項中的四項)，包括： 

 

1. 成功為一年級同學完成小一多元智能測試，並獲家長好評。 

2. 成功為資優生提供9個課後資優培訓課程，並得到大部份同學認同課程能提昇他們在 

特定一方面的興趣和能力。 

3. 成功為15個資優生提供個人教育計劃課程，並得到所有同學認同課程能提昇他們在特 

定一方面的興趣和能力。 

4. 成功為小三學生進行中階多元智能測試評估，並獲家長好評。 

 

3.3 一年級及三年級的多元智能測試報告得到家長認同，不但能使家長更明白他們孩子的特性，

也讓優才的老師們更暸解學生的強項，可作因材施教，使學生之學習更為有成效。 

Items Cost 

多元智能測試 HK$950 

課後資優班 HK$61,877.40 

個人教育計劃 HK$542.60 

文具、文件夾、雜項、及其他消耗品 HK$360.5 

其他不在預算內的開支 HK$15,181.58 

年度總開支 HK$78,9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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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修訂了小一多元智能測試中有關中文之內容，測試更有效。 

 

3.5 修訂了小三多元智能測試中有關空間智能之內容，測試更有效。 

 

3.6 改進了有關九型人格問卷的填寫方法，採網上回覆減少了紙張的浪費。 

 

3.7 課後資優班和個人學習計劃的進行均受到家長和學生的歡迎，同學的學習動機和學習能力

也得到提升。 

 

3.8 課後資優班中的四、五、及六年班的世數/奥數班，所有同學皆在世數/奥數比賽中獲得佳

績；四年班的HKZXK寫作水平考試班的學生也考獲優異的成績。 

 

3.9 大部份課後資優班的外聘導師都能配合本校的宗旨－愛心、創意、勤奮，令課後資優班能

逹到預期的目標。 

 
 
4 本學年工作有待改善的地方  
 

4.1 宜修訂小一多元智能測試中有關中文智能中有關聆聽部份、及空間智能之內容。 

 

4.2 宜修訂小三多元智能測試中有關空間智能之內容。 

 

4.3 改進有關課後資優班問卷的填寫方法，可採網上回覆以減少紙張的浪費。 

 

4.4 因本年度未有時間及空間施行升中小六元智能測試計劃之事宜，來年可再作計劃。 

 

4.5 優化挑選有關科學及創意的資優生的程序。  

 

4.6 繼續優化有關科學及創意的資優課程及個人學習計劃。 

 

 

5 跟進措施 (相關措施將於下學年 ,  2015- 2016年度推行 ) 
 

5.1 跟進小一多元智能測試中有關中文智能中有關聆聽部份、及空間智能之內容的修訂。 

 

5.2 跟進小三多元智能測試中有關空間智能之內容的修訂。 

 

5.3 跟進課後資優班問卷的填寫的改進方法。 

 

5.4 跟進小六多元智能測試之事宜。 

 

5.5 跟進優化挑選有關科學及創意的資優生的程序之事宜。 

 

5.6 跟進優化有關科學及創意的課後資優課程及個人學習計劃之事宜。 

   

5.7 積極監察各課後資優班及GEG / IGEP訓練的進行。                        報告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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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書院周年財政狀況  

 2014 /2015 

 

 學年財政摘要  

 
 

政府撥款  非政府經費  

收入 (佔全年整體收入的百分比 )  
直資津貼 (包括不計入直資學校單位成本的政

府撥款 )  
60.67% 不適用  

學費  不適用  38.91% 

捐款 (如有 ) 不適用  -   

其他收入 (如有 ) 不適用  0.42% 
總計   60.67% 39.33% 

 
開支 (佔全年整體開支的百分比 )  
員工薪酬福利   83.85% 

運作開支 (包括學與教方面的開支 ) 2.62% 

學費減免／獎學金
1 4.08%   

維修及保養  0.64% 

折舊  3.38% 

雜項  5.43% 

總計   100% 

 

學年的盈餘／虧損 # 全年開支的 0.58 個月   

 

學年完結時營運儲備的累積盈餘／虧損 #  全年開支的 6.16 個月  
#  相等於全年整體開支的月數  

 

1 學費減免／獎學金的開支百分比，是根據學校的全年整體開支計算。有關百分比，
與教育局要求學校根據學費收入計算的學費減免／獎學金撥款百分比 (不得少於 10%)
不同。    
 

  現確認本校已按教育局要求，預留足夠撥款作學費減免／獎學金計劃之用 (如適

用，請在方格內加上「✓」號 )。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G.T. (Ellen Yeung) College 
10, Ling Kwong Street 
Tiu Keng Leng 
Tseung Kwan O 
Tel : (852) 2535-6869 
Fax: (852) 2894-9828 

 

G.T. (Ellen Yeung)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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