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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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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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行政總裁） 
 

 

創辦人 ：李業富教授（天才教育協會會長） 
 

 

 

 

校董會成員（2017/18） 

 

 
 
 

 

 

主席   ：鄭紹遠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副主席 ：楊志雄先生   (富士高實業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 

施家殷先生   (凱達環球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校監   ：李汝大議員   (民選區議員) 

 

校董   ：歐陽卓倫醫生    (香港兒科健康基金信託人) 

徐蔣鳳女士      (優才書院校董) 

方國珊小姐      (西貢區議員) 

伍仲剛先生   (志潔學校校董會主席) 

鄭永誠先生   (志潔學校校董) 

劉寶玲女士   (志潔學校校董) 

楊少芬女士      (志潔學校校董) 

鍾麗娥女士      (志潔學校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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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麗菁女士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家長教師會主席-中學部家長代表) 

董文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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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老師-中學部教師代表) 

陳偉傑先生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副校長-小學部教師代表) 
 



 
 

2. 優才顧問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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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問團主席 :  楊紫芝教授(教統會前主席) 

課程設計  :  李子建教授(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 

科學教育   :  周敬流教授(香港科技大學跨學科課程事務處處長) 

教育管理  :  梁兆強先生(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領導研究中心專業顧問) 

音樂教育  :  石信之博士(名指揮家) 

資優教育  :  施建農教授(中國科學院教授) 

哲學教育  :  陳亞軍教授(復旦大學杜威中心主任) 

教育研究  :  李榮安教授(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前院長暨教育學教授) 

工商管理  :  胡愛民先生(天安駿業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學校領導  : 吳穎民校長(廣東省中小學校長聯合會會長) 

科學教育  : Dr. Thongchai CHEWPRECHA(泰國 KVIS創校校長) 

管理教育  : 王紅教授(廣州華南師範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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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 College (Primary Section) 

2017/18 

Organization Char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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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評組  學進組  家聯組  資優組 

小一入學 

綠色管理 

綠色領袖 

自評問卷 

 提倡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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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管理組織 B學與教 C學生成長 D喜悅卓越 



 
 

學校管理架構圖                     Primary Section 
 2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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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le Kong (G4-G6) 資優培訓小組：  Felicia Lau 

English (英) ： Erik Gegier(G1-G3), Sue Tam/Martin(G4-G6) Music  (音) ： Ivy Ch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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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race Chan(G2-G3), David Chan(G4-G6)  Leader  

Putonghua (普) ： Andy Zhou(G1-G3), Stella Leung(G4-G6) Reading    (閱)  ： Nancy Kwan(G1-G3), Phyllis Chan(G4-G6)  Deputy  

Chinese History (中史)： Sam Ng(G4-G6) Science & Creativity(科創) ： Grace Chan(G2-G3), Jason Koon(G4-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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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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2017/18 

小一至小六 190 189 191 193 

 

級別 

各級學生人數 

年度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14/15 99 96 119 73 79 90 

15/16 104 98 95 117 70 75 

16/17 102 103 100 90 113 69 

17/18 104 101 102 97 90 113 

 

級別 

各級學生缺席人次 

年度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14/15 177 308 406 233 173 263 

15/16 639 219 378 442 270 141 

16/17 356 318 203 90 113 69 

17/18 512 409 470 193 191 461 

 

級別 

各級學生遲到人次 

年度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14/15 20 20 25 44 60 127 

15/16 15 12 13 41 40 30 

16/17 9 21 2 55 37 54 

17/18 10 8 18 165 184 340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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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17/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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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119 

0.44% 
1B  26 88 

1C  26 113 

1D  26 192 

小二 

2A  25 85 

0.35% 
2B  25 100 

2C  25 125 

2D 26 99 

小三 

3A 25 93 

0.40% 
3B 26 126 

3C 26 137 

3D 25 114 

小四 

4A 25 47 

0.17% 
4B 24 51 

4C 24 49 

4D 24 46 

小五 

5A 22 43 

0.16% 
5B 22 58 

5C 22 66 

5D 24 112 

小六 

6A 22 103 

0.39% 

6B 22 58 

6C 21 88 

 6D 25 57 

 6E 23 155 

 Total 607 2324 0.52% 

 

‧  17/18 年度返學日 ( 193) 日 

‧ 學生總人數 ( 607 ) 人  

‧ 學生全年缺席人次 ( 2324 )                  

‧ 全年學生缺席率( 0.52% )  

‧ 全年學生出席率( 99.48% )   

‧                                 

(學生缺席總人次) 
x 100 

2324次 
x 100 

(學生總人次 x 返學日) 607人 x 193日 

 



 

班級分佈 (17/18) 

級別 G1 G2 G3 G4 G5 G6 

班數 4 4 4 4 4 5 

女生人數 53 51 46 43 37 45 

男生人數 51 50 56 54 53 68 

學生總數 104 101 100 97 90 113 

 

課程內容 

 
 

 

本校 17/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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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人文

教育 
中史 0 0 0 1 1 1 

藝術

教育 

音樂 2 2 2 2 2 2 

視覺藝術 2 2 2 2 2 2 

體育 體育 2 2 2 2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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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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1. 教師資歷 

 

1 教師總人數 53 

2 獲教育文憑 43 

3 獲學士學位 53 

4 獲碩士或以上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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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3 英文科教師（本地） 5 

4 外籍教師 6 

5 普通話教師 6 

6 數學教師 10 

7 其他 24 

 

 

 

 

 

 

 

 

 



優才書院 

中文科目週年計劃(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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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家康、方淑莊、黃桂英、陳楚玉、黃藝旋、周明時、呂麗仙、姚柏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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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班級的經營，有系統培訓班長及組長，發展每班圖書角； 

3. 監控課程發展，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4. 改善觀課文化 

 

  



工作計劃 

    施行計劃 回應 

目標 

時間 策略/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優化中文科課程 1 9/2017 

6/2018 
1. 一年級上學期開始以普通話朗讀

詞語及課文，讓學生及早適應普教

中的語言環境；運用大型圖          

書繪本進行粵語說故事訓練。 

2. 二年級延續圖書教學(無字書)的

寫作，發揮學生的創作能力；運用

大型圖書繪本進行普通話說故事

訓練。 

3. 三年級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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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行「優秀作文共享」計

劃，每次全級一至兩篇。 

4. 四年級教授元曲時加入元曲的故

事分享。  

5. 五年級安排學生閱讀中國名著，

再安排寫作練習。 

6. 六年級與常識科合作，在常識科

老師帶學生參觀後，寫一篇文章。 

1. 老師給予適當的回 

   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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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中文科教與

學的效能 

１ 9/2017 

6/2018 

1. 在內聯網內設立學生自學網址 

2. 所有老師曾參加一次進修課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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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80%學生喜歡中文課.  

6. 運用i-solution應用程式，持續參與

愛閱讀網絡：安排學生閱讀網上文

章:一、二年級全年閱讀不少於20

篇文章，三、四年級全年閱讀不少

1. 檢視內聯網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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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統計學生網上學習

表現。 

譚國雄老師及 

黃美瑩老師 

 

由科任協助 



於30篇文章，五、六年級全年閱讀

不少於40篇文章，以培養學生自學

能力。 

3. 注重班級的經

營，有系統培訓班

長及組長，發展每

班圖書角 

 

2 9/2017 

6/2018 

1. 低小學生能利用各班圖書角加強

閱讀(早讀) 
2. 高小各班設圖書角，各班圖書均

會輪流交換閱讀 

1. 問卷調查 

2. 學生定時借閱圖書 

  角的圖書 

 

譚國雄老師及 

黃美瑩老師 

 

由科任協助 

4. 監控課程發展，

提升教與學的效

能； 

3 9/2017 

6/2018 
1. 課堂重視建構知識，分組學習及

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 

2. 資優課程提供給最高成績的15%

學生，成績最低的10%學生參加

努力小組。 

1. 觀課記錄表 

2. 問卷調查 

譚國雄老師及 

黃美瑩老師 

 

 

5. 改善觀課文化 

 

4 9/2017 

6/2018 

1. 校長及教務組觀課 

2. 科主任觀課 

3. 同儕觀課 

4. 課堂觀摩日 

1. 觀課記錄表 譚國雄老師及 

黃美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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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2018〉完成。 

 
 
 

  



 
G.T. (Ellen Yeung) College 

Subject Annual Plan (2017-2018) 
Subject: English 
Panel Chairpersons: Sue, Erik, Martin   
Local Subject Teachers:  Upper primary: Sue, Myra (Genie), Wincy, Candy  Lower primary: Yanmy  
Native English Teachers:  Upper primary: Tavis, Martin    Lower primary: Andre, Erik, Ruth, Margues 
Grades: G1 to G6 (24 classes; 12 in MK, 13 in TKL) 
 
I. Subject Aims 
1. To 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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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portunities to practice the four skills of reading, writing, speaking and listening. 
 
II. Subject Objectives  
1. To increase students’ exposure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encourage them to appreciate and enjoy learning in English. 
2.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the opportunities to learn in group settings and practice communicative tasks that require collaboration. 
3. To improve students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cultural awareness. 
4.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creatively and give expression to real and imaginative experiences. 
5. To promote reading and writing by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read a wide range of materials with different subject content and text types. 
6. To encourage teachers to pursue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7. To strengthen the English core curriculum adopting the three-semester mode of teaching. 
 
III. Working Objectives 

Response to Teaching & Learning Group’s Objectives 
1. Enhance group activities amongst students. 
2. Promote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Response to Subject Objectives 
3. Enhance students’ competence and interest in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4. Encourage teachers to take subject-related courses. 
5. Refine English teaching within the three-semester mode. 

 
IV. Implementation Plan 

Implementation Plans 
Response to 
Objective 

Time Scale Success Criteria / Strategies 
Methods of 
Evaluation 

Responsible 
People 

Resources 

Promote more group work in 
students learning. 
 
1.1 Encourage teachers to 
design group activities in 
lessons. 
  

1 Whole year  
 
 
 
 
 
 
 

80% of the students enjoy the 
group work.  
 
100% of teachers design at 
least two group activities in 
each semester. 
 
 

-Survey 
-Teachers’ feedback 
 
-Scheme of work 
Lesson observation 
-Survey 
- Portfolio 
Survey 

English teachers Be willing to 
teach in 
different 
venues: 
-rooftop 
-library 
-hall 
-etc 

Utilize and have access to 
e-Resources in order to 
enhance learning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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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stionnaires  
- iPad trial forms 
 

 i-Pads 
(exclusively 
for the 
English 
department)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and promote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in 
Reading and Writing. 
 
3.1 Publish students’ work to 
motivate them to write more, 

3  Students’ work shows creative 
ideas and is published at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70% of students like reading 
(books within the curriculum 
i.e. – Raz-Kids and the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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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sheets 
for writing 
competitions 



better and for specific 
purposes.  

a) Writing Tasks utilizing 
school based materials. 
b) Internal Writing 
Competition 
c) External Writing 
Competition 

3.2 Enhance students’ 
competence and interest in 
English reading d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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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
s.com 
d) Newspaper / magazine 
subscriptions 
e) Home Reading 
Programme  
f) English libraries in 
classrooms during 
Reading sessions 
g) English Oasis (G1-G3) 

Reading Programme).  
70% of students find the 
newspapers interesting 
sources of information / 
pleasurable reading. 
 
100% of teachers agree the 
English Room can create an 
environment for the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for 
communication. 

 
-Survey 
-Teachers’ feedback 
 
 
 
 
 
 
 
 
 
 
 
 
Teachers’ feedback 

http://www.raz-kids.com/�
http://www.raz-kids.com/�


Encourage teachers to take 
courses or workshops to 
refresh teaching ideas. 

4 Whole year 90% of the teachers attend at 
least two subject-related 
workshops or courses a year. 

-CPD form  EDB CPD 
website, Info 
from various 
organizations 

Solidify and strengthen the 
English core curriculum as 
we adopt a three-semester 
mode of teaching. 

5 Whole year New books will be added into 
all classroom libraries. 
G1 & G2 will finish the 
phonics programme, while G3 
will do Language Arts. 
In-house materials are newly 
designed. 
For G4-G6, Reading Ability 
Assessment will be introduced 
to assess students’ reading 
ability.  
Other materials are refined. 

Teachers’ feedback   

 
 
  



V. Financial Budget 
Reference books for e-teaching $1,000 
Teaching materials for lessons $1,000 
e-Service subscription $3,000 
Games/ Learning aids for students $500 

Total: $5,500 
 
VI. Other Activities 
Activities Time Scale Responsible Teachers Resources 
G4 & G6 to take the Cambridge exam 3rd semester Sue, all G4 & G6 teachers Past papers & mock exams 
Speech Festival  Nov-Dec17 All English Teachers Poems 
Morning Assembly (TKL on Wed. & MGK on Tue.) Whole year All English Teachers All and any 
English Drama Competition 2017-2018 Wincy Scripts / costumes / props 
English-related activities Whole year All English Teachers  
 
 
 
 
 
 
 
 
 
 
 
 
 
  



優才書院 

科目週年計劃(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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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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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倩雯老師、周曉瑜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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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課堂設計 
 
 
回應本科目標 
2. 提升學生邏輯思考和運算能力 
3. 繼續發展電子學習 
4. 加強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工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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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優化課堂設計 1 9/2017-7/2018 

 科任老師透過集體備課，設計具照顧學習差異及善用異

質分組的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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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記錄表 

科任口頭滙報 

科主任 

科任老師 
 

2. G2-G6 各級科任配合課程，教授速算

技巧 
2 9/2017-7/2018 

 G2-G6 速算練習三份 

 速算比賽 G2-G6 各級不少於 60%學生合格 
速算比賽成績 

科主任 

科任老師 
工作紙 

3. 數學思考題 2 9/2017-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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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繼續發展電子學習 3 9/2017-7/2018 
 以四年級為主，在合適的課題上利用電子工具輔助教學 

 G3，G5 和 G6 會挑選一個課題作電子學習 
電子學習報告 

科主任 

科任老師 
ipad 

5. 加強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4 9/2017-7/2018 
 各級繼續選一課題讓學生作自主學習，以加強學生的自

主學習能力 
工作紙 

科主任 

科任老師 
工作紙 

其他工作計劃 
1. 每個學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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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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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8/2018〉完成。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小學部) 

<常識科>週年計劃(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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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可兒主任、譚焯瑩老師、陳楚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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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對地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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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活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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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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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展電子學習，面對有關的改變 

 

4. 加強環保元素，培養學生環保意識 

回應部門工作目標 

5. 優化課堂設計，提升學生的高層次思考 

6. 改善觀課文化 

  



工作計劃 

目標 回應目標 時間表 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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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學生在堂上利用筆記，並應用資訊科技進行課前預 
習、資料搜集或課後延伸學習──40%學生能善用資訊科技

進行自學及備課 

2. 課堂上加入不同互動活動，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動機─

─80%的學生喜歡常識課 

 問卷調查 

 觀察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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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進行時事分享活動，學生可對當下具議論性的時事新聞

發表意見，加強學生的時事觸覺，培養學生主動關心時事關

心社會──80%的學生關心時事、60%的學生曾與同學分享

時事及進行討論 

2. 推行六年級通識課程──50%的六年級學生能就通識課程

進行討論 

 問卷調查 

 觀察 

 通識教材 

 會議紀錄 

科主任 科任協助 

3. 開展電子學習，面對

有關的改變 
3 全年 

1. G3-G6 每學段試行最少一次電子學習教學──50%的學生能

以 iPad 進行討論 

 會議紀錄 

 

科主任 科任協助 

IT 支援 

4. 加強環保元素，培養

學生環保意識 4 全年 
1. 推行綠色及環保活動，如 Green Corner──70%的學生有環保

的意識 

2. 購買 80 個種植箱──全校學生參與種植活動 

 問卷調查 

 觀察 

 會議紀錄 

科主任 科任協助 

5. 優化課堂設計，提升

學生的高層次思考 

5 全年 

1. G1-6 於共同備課時設計具高層次思考的互動課堂活動、不同

層次的提問，發展學生的高階思維──70%學生參與互動課

堂活動，並能回答不同層次的提問 

2. 修訂及設計校本課程，並加入挑戰性課業──80%學生能完

成挑戰性課業 

 問卷調查 

 觀察 

 集體備課紀

錄表 

 校本教材 

 會議紀錄 

科主任 科任協助 

6. 改善觀課文化 

6 全年 
1. 一年兩次觀課，各科科主任會同校長或教務主任進行觀課、

分享、交流及提供意見，藉以提高教學質素及科主任專業領

導能力──全體科任進行兩次觀課，並在觀課後進行分享 

 觀課紀錄表 

 會議紀錄 

科主任 科任協助 

文書支援 

財政預算 

活動獎品 1000 元 

合共：1000 元 

週年自評報告計劃   於 2018 年 8 月 25 日完成 

  



優才書院 

普通話科週年計劃(2017-2018)  

科目：普通話 

科主任：Stella、Andy 

科任教師：Lili、Teresa、Sandy、Bo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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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生普通話水平 

 

工作目標 

回應學校關注事項及教務組週年計劃的關注事項 

1  優化課堂設計  

2  重視分組學習，照顧學習差異 

 

回應科目目標 

3  積極推動普通話科活動，為學生創造更多參與機會 

4  優化校本課程，提升校內、校外試成績 



工作計劃 

 

施行計劃 回應 

目標 

時間 策略/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優化課堂設計 
 

1 9/2017-7/2018 課堂教學設計具互動性、實用性、 
為學生提供良好的學習氣氛 
 
 

觀課記錄表 科主任  

2 重視分組學習， 
  照顧學習差異 
 

2 9/2017-7/2018 小組學習，以強帶弱、發揮組長 
的作用 

觀課記錄表 科主任  

3 積極推動普通話科活動， 
  為學生創造更多參與機會 
 

3 9/2017-7/2018 80%同學以不同形式參與普通話
科舉辦的活動，例如：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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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優化校本課程，提升校內、 
  校外試成績 
 

4 9/2017-7/2018 繼續完善 1- 4年級校本課程 
 
95%學生校内測考合格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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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PSK（五年級） 
 

相關教材 
 
校內考試成績 
 
公開試成績 
 
 

科主任  

財政預算 

活動費用約 1000 元 

合共:      1000 元     

週年自評報告   計劃於 2018 年 7 月 6 日完成。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科目週年計劃(2017-2018) 

科目：視覺藝術科 

科主任：鍾婉嫻老師(小一至小三) 江嘉珮老師(小四至小六) 

級別：小一至小六 

 

科目目標 

1. 培養學生創意及想像力 

2. 發展學生藝術的技能和過程 

3. 擴闊學生對藝術情景的視野 

4. 培養學生評賞藝術的能力 

 

學校關注事項 

A. 注重班級的經營。強化班主任的角色、有系統培訓班長及組長，發展每班圖書角。 

B. 積極推動科技教育，協調科技、科創及視藝各科。 

C. 繼續推動綠色管理及環保教育，培訓綠色領袖及舉辦各項綠色活動。 

 

年度展望 

初小： 

1. 協調科技教育，利用科學原理誘發想像力，將創意融合於藝術創作中。 

2. 配合學校關注事項，設計環保教育課題，通過藝術創作的過程深化學生對環保的概念。 

3. 給學生接觸多種媒材的機會，並嘗試不同的藝術創作模式，以擴闊學生的美感經驗。 

高小： 

1. 利用資訊科技所衍生的影像文化、創作手法和表現形式，以拓展另類創作的可能性。 

2. 單元化高小課程，藉以培養學生學會學習的能力和發展其共通能力。  

3. 在不同課題中滲透更多藝術評賞（古今中外的藝術作品和藝術家），豐富學生的視覺藝術經驗和拓展學生多元視野。 

  



工作計劃（初小） 

回應年度展望 1 

 -與科創科合作設計課題，結合科學原理與想像呈現於作品中 

 

回應年度展望 2 

 -設計與環保及保育有關的課題，以藝術教育深化學生對環保的概念 

-認識並欣賞環保藝術，實行廢物利用，學習以環保物料製作視藝作品 

 

回應年度展望 3 

 -除主題課堂外，加插趣味小品製作的課節，讓學生接觸不同物料及學習不同的創作方 

式。 

 

工作計劃（高小） 

回應年度展望 1 

 -在教學設計上增設與資訊科技有關的內容 

 -與科創科和電腦科合作設計教學 

 -擔任科創科和電腦科校內和校外比賽的設計指導 

 

回應年度展望 2 

 -單元化課程，著學生對不同單元作專題研習 

 

回應年度展望 3 

 -以藝術家／藝術品引入主題，著學生參考其風格創作 

-在各課題加入古今中外藝術作品和藝術家的評賞 

財政預算 

預算視藝科初小及高小全學年的經費為$31000，平均每位學生全年經費約為$52。 

週年自評報告 

計劃於 2018年 7月完成。 



音樂週年計劃 (2017-2018) 

科目：音樂 

 
科主任 ：Ivy(G1-3), Cristal(G4-6)  
科任教師：Ivy(G1-3), Cristal(G4-6), StellaYim(G4-6 助教) 
級別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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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外文(德文)學習以增廣及強化語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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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勤奮、環保、喜樂、反思，做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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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全年 1.90% G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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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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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推行音閱讀及音樂會欣賞計劃 

1-2-3 6-7 全年 1 100% G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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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stal 1.音樂(及閱讀)科同事
協助統籌 

2.鼓勵家長帶孩子   
出席公開音樂會 

3.推廣坊間免費活動 

3. 積極運用網上音樂軟件 
1-4-7 全年 

 

100% G4-6 學生使用 Music Ace
或 MA2、G1-6 Score Creator 或
其他音樂軟件(iPAD) 

統計 
Cristal 

1.校方有.Music Ace, 
MA2 及 iPAD 

2. 學生自備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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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5 月 100% G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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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stal 
1 同學自行選擇適合
的樂器 

2 同學可自費參加樂
器培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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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培養資優生計劃 (or IEP/IEG) 

6- 7 全年 最少 G1-6 85%人次參與校外 
比賽或公開考試 

統計 Cristal 留意外界資訊 

6.  聖誕音樂交流、報佳音、 
賽前音樂會、512 或期終匯演、畢業
演出等 

1-2-3 
5-6-7 

全年 100% G1-6 學生能參與至少 
兩次演出 

統計 Cristal 音樂(及才華發展組同
事)協助統籌 

7. 建立學生的自學及環保意識 
   *與閱讀跨科活動 

1- 6- 7 全年 1 至少兩級的同學重點探索音
樂環保活動，如舊歌新詞、憑
歌寫故事等活動 
2.最少兩級參與跨科活動 
3.最少兩級懂得自學蒐集音訊 

統計 Cristal 留意外界資訊 
 

8. 認識及實踐外文 - 德文 
1- 5 10 至 12 月 100% G4-6 學生認識及實踐德

文 

於聖誕音樂會演唱 Wir Wünschen Euch 
Frohe Weihnacht Cristal 網上資訊 (YouTube) 

9. 進行同儕觀課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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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7 

全年 1.每位老師參加最少 1 次有關 
校外進修 

2.100%老師認為進修有用 

統計 Cristal 留意外界資訊 

 
財政預算 

項目  G1-3 G4-6 
鋼琴調音/弦樂維修  $ 2000* 1 直身, 1 三角 $ 3000* 7 直身, 1 電子 
購樂器  $ 5000  $ 5000  
音樂週  $ 500x3  $ 500x3  
IEP/IEG/樂器訓練  $ 1000x3.5 1Sing (3Vc 2Sax)0.5 $ 1000x5.5 1Perc 1Player (3Vc 2Sax)0.5 
其他   $ 5000  $ 5000  
音樂圖書/樂譜/教課  $ 3000  $ 3000  
交通  由校方支付 $ 1000x10 由校方支付 $ 1000x10 

外聘導師       $ 42500       Kwan+Lee+Tam+Dr+Chan $ 62930         Yim+HO+Kwan+Lee+Tam+Dr+Chan 
IEP/IEG/樂器訓練支援導師費  - $ 57000 收入 - $ 66000 收入 
助教  待定  由校方支付 StellaYIM 

共   $ 5500                    $ 19930 
合共 $ 25430 G1-6 

週年自評報告  

計劃於 2018 年 8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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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體育科週年計劃(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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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教節，由戴詠賢副校長、楊美玲主任、何仲佳老師及謝家敏老師專科專教。詳細堂節安排如下： 

 一年級 (兩班)：戴詠賢副校長 

 一、二年級(六班)：何仲佳老師 

 三年級 (四班)：何仲佳老師 

 四年級 (四班)：謝家敏老師  

 五年級 (四班)：楊美玲主任 

 六年級 (五班)：謝家敏老師 

  



 

3. 課程內容 

     今年本校繼續加設周六 G2-G3 每班五節的游泳課除了推廣游泳的重要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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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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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5 多設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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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九月 

至 

二零一八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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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九月至

二零一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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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6 二零一七年九月至 能力的認同及讚賞 每月一次的讓我閃 體育科老師  



科獎學金 二零一八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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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兩次的學科獎

學金 

舉辦運動會 2,3 二零一七年十月二

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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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

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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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活動 預算 

籃球 $5000 

足球 $10000 

排球 $5000 

乒乓球 $5000 

羽毛球 $10000 

田徑 $10000 

游泳 $25000 

運動會 $50000 

水運會 $20000 

合共  $140000 

 

 

週年計劃 

計劃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日〉完成。 

  



G.T. (Ellen Yeung) College 
Subject Year Plan (2017-2018)  

Subject: Science and Creativity 
Panel Head: Jason Koon (Senior Primary) & Grace Chan (Junior Primary) 
Subject Teachers: Jason & 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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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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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 can apply their creative thinking skills to develop their creative ideas and outcome. 
 

Targets: 
Response to the Academic Group 

1. Focus on class management: clearer role of the class teacher, more training on class leaders and group leaders, better use of class library. 
2. Develop our technology education, more coordination among different subjects, i.e. Technology Education, Science & Creativity and Visual Arts. 
3. Continue our green management and environment education. More training on green leaders and organize green activities. 
 

Response to the Goals of Subject 
4. Student can apply investigation skills to acquir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5. Student can relat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to domestic and environmental contexts 
6. Student can use their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to explain daily issues 
7. Student can have some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treat living things and the environment with care and sensitivity 
8. Student can apply their creative thinking skills to develop their creative ideas and outcome. 



Plan: 
Implementation Response Time Strategy / Success criteria Assessment Teacher-in- 

Charged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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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6, 7 

July 15 - Aug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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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6, 7 

July 15 - Aug 26  The teaching materials have been revised 
 Chinese scientific readings have been 

included in all junior primary materials 

G2-G3 teaching 
materials 

Grace - 

To revise and include Carbon 
Footprint Textbook in the syllabus. 

3, 5,  
6, 7 

Sept 1- July 15  The teaching materials have been revised 
 Teaching schedule include the content 

G2-G6 teaching 
materials 

Jason & 
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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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8   Sept 1- July 15  Students conduct their projects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 mentioned in the teaching 
materials. 

 Submit their project reports 
 Students conduct project presentation 

Project report 
Group presentation 

Jason - 

To implement science after-school 
gifted programs  

2, 3, 4,  
5, 6, 8 

Oct 1- June 30  Content includes gree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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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6, 8 

Oct 1- June 30  Content includes gree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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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s’ Reports 
of after school 
gifted program 

 Subject minute 

J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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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ject minute Talent 
Development 

Group 

 



Implementation Response Time Strategy / Success criteria Assessment Teacher-in- 
Charged 

Resources 
needed 

To carry out visit or field trip 
related to environment once a year 

3 & 7  Sept 1- July 15  At least 2 out of 5 grades will carry out 
visit or field trip related to environment 
once a year 

Subject minute Jason & 
Gra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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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才書院 

中史科目週年計劃 (2017-2018) 

科目：中國歷史 

科主任：吳家康 

科任教師：吳家康、聶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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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一帶一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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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計劃 
 
1. 增加每年到內地的參觀及交流次數，使學生更了解國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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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活動提升學生對中史的興趣及認識。  
 
財政預算 
獎品           $1000      
合共:          $1000     

週年自評報告 

計劃於 2018 年 7 月 16 日完成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閱讀科暨圖書館週年計劃(2017-2018)  

科目：閱讀科 
科主任：陳美瑚 (高小)、關頌恩(低小) 
科任教師：陳家偉校長、關頌恩老師、陳美瑚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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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課程發展，支援學與教 
 
回應本科工作目標： 
2. 利用早讀時間，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 
3. 透過綠繪本，推廣環保意識 
4. 透過跨科/組合作，促進學生從閱讀中學習 



工作計劃 
 

 施行計劃 回應 
目標 

時間 策略/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1 配合課程發展，支援學

與教 
1 全年 1. 持續跟科主任溝通，了解課程發展，及早準備，以使

館藏與時並進。 
2. 派發表格供各科填寫其需要及購書建議。 
3. 支援各科利用圖書館資源，進行學習活動 
4. 配合學校推展 STEM 教學，整理並推廣相關圖書 
5. 購置電子學習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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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義工 

2 早讀樂計劃 2 全年 1. 提供集體閱讀環境，培養學生閱讀習慣 
2. 早讀時，學生均衡閱讀中、英文圖書 
3. 學生有更多機會閱讀課室圖書 
 

1. 意見調查 
2.  觀察成效 

科主任及 
班主任 

 

3 透過綠繪本，推廣環保

意識 
3 第 2, 3

學段 
1. 在 G1 課堂中選讀綠繪本〈親愛的普普樹〉，引發學生

思考環保議題 
2. 初小午息期間，舉辦綠繪本閱讀活動 
3. 圖書館設置綠色圖書角 
 

1. 教學計劃 
2. 活動相關紀錄 
 

科任老師  

4 透過跨科/組合作，促進

學生從閱讀中學習 
4 全年 1. 主動聯絡科任簡介圖書館可如何支援教學，尋求跨科

合作的機會。 
2. 跟至少兩個高小學科/組別合作，推廣與教學課題有

關的圖書 
3. 舉辦活動，提高學生閱讀該類圖書的興趣 
4. 教導學生利用圖表作工具，整理從閱讀中學到的知識 

1.  意見調查 
2.  活動相關紀錄 

科主任及學

科老師 
 



財政預算： 
 
旺角校舍圖書館 
購買低小館藏費用                                 ：$31,200 
閱讀計劃禮物及活動費用                           ： $3,500 
圖書館文具(如包書膠、條碼貼紙、書脊貼紙等)        ： $3,800 
合共                                             ：$3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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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0,000 
雜誌訂閱                                         ：$ 14,000 
訂購電子學習資料庫                               ：$ 30,000 
圖書館各項支出(包括活動費用、禮物、文具、傢俬等)  ：$ 20,000 
                                
合共                                             ：$190,000 

 
週年自評報告 
計劃於 15/7/2018 完成。 
 



 優才書院(小學部) 

<校務組>週年計劃(2017-2018)  

功能組別：校務組 
功能組別主任：陳偉傑副校長、周曉瑜主任 
功能組別成員： 校務秘書、資訊科技技術員、技術員、文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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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籌辦學校大型活動  

 
本學年的工作目標 
1.  申請 2018-19 學校大型維修 
2.  綠化學校大堂及入口 
3.  增強電子學習設施 
4.  加強 STEM 學習設施  
5.  優化非教學人員考勤及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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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 2018-19 學校大

型維修 
1 全年進行 成功申請有關撥款 維修報告及用家意見 副校長及校務秘書 AP 申請費 

2 綠化學校大堂及入

口 
1 全年進行 大堂及入口綠化率大幅增加 

到訪者可在新地標拍照留念 
實境拍攝 副校長及植物管理

員 
AP 入則費用 
綠化公司費用 

3 增強電子學習設施 1+2 全年進行 有關流動學習工具增加(Ipad) 
各科使用 Ipad 更方便 

Ipad 使用紀錄 副校長及科技員 30 部 Ipad 
MDM 

4 加強 STEM 學習設

施 
1+2 全年進行 入紙申請 QEF 建造一個 STEM LAB STEM LAB 申請回覆 副校長及科技科老

師 
QEF 申請 

5 優化文職人員考勤

及獎勵 
 全年進行 有效評核文職人員表現 

教學人員士氣有所增强 
有關表格 副校長及各組長 年終獎金 

 
財政預算 
  

 
$ 
 

1 申請 2018-19 學校大型維修 30,000 
2 綠化學校大堂及入口 800,000 
3 增強電子學習設施 200,000 
4 加強 STEM 學習設施 500,000 
5 優化文職人員考勤及獎勵 100,000 
  1,630,000 
週年自評報告 
已於〈2017 年 9 月 20 日〉完成 
  



優才書院(小學部) 

<學生事務組>週年計劃(2017-2018)  

組別：學生事務組 
組長：周曉瑜主任(MK) 黃惠珍主任(T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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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處理教職員的考勤記記錄(旺角校舍) 
7. 處理校舍借用(旺角校舍) 
 
本組別的目標(本年工作目標) 

1. 加厚冬季運動褲 
2. 校服供應商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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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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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017-0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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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惠珍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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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017-08/2018 約 88%老師認為程序

安排妥當 
1. 各組別老師的回應 黃惠珍主任(TKO) 

周曉瑜主任(MK) 
 

人力資源： 
1 全體文職人員 
 

3. 統籌與小一入學之相關

工作 
3 09/2017-0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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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計算及核對代支項目 4 上、下學期各一次 100%準確 1. 計算及覆核兩次 
 
 

會計部(TKO) 
黃惠珍主任(TKO) 

人力資源： 
1. 各組別相關文件 

 
其他計劃： 
1. 安排代課 
2. 初步處理插班生 
 
財政預算(TKO+MK)： 
參考去年支出，以不超過 1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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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332.30 (TKO)及$13,284.55 (MK) ]，以不超過 10-15%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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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3,011.25 (TKO)及$12,419.50 (MK) ]，以不超過 10-15%為限。 
  



優才書院(小學部) 

<綠評組>週年計劃(2017-2018) 

組別：綠評組 

組長：馮可兒主任(TKO)  

成員：鄧惠群 (文職人員) 、娥姐(園藝)、陳感恩老師(科創科) 、譚老師(常識) 

 

本組別的目的 (主要職責 ) 

綠色發展計劃 

本校一直致力優化校園、綠化環境及推動環保，當中較大型項目包括建立自然教室、志潔雅苑、欣園及生物站等，綠化校園、減碳生活，對我們及下一

代有著深遠的影響，請家長以身體力行一起積極參與，培育優秀的下一代。為了進一步培育及加強學校及學生的環保意識，通過校務會議及收集了不少家長

及老師的意見後，本校已訂立為期三年的環保計劃。 

本組別的目標(本年工作目標) 

環境政策： 

-建立「五大支柱」作為基礎建立環保政策管理系統； 

-運用「綠色五元素」，推動綠色教育； 

透過「學校五常法」，讓學生從日常生活習慣中實踐環保。 

本組的工作目標 

目的:根據五大元素於下學期分階段進行，當中包括多樣化的校內及校外活動： 

(a) 優化校園、欣園、新園、自然教室、生物站 

(b) 環境教育隊伍統籌 
(c) 綠。惜教育頻道 

(d) 好環境計劃 Project Oasis 

(e) 珍惜資源 (Use less) 

(f) 惜食是福 (Eat wise) 

(g) 轉廢為能 (Waste to energy) 

(h) 簡約生活 (Simple life) 

(i) 循環再用 (Re-cycle) 

(j) 老師/學生交流考察團 

(k) 台灣綠色學校考察團 

(l) 舉辦校內及校外活動 



(m) 優化自然教室 

(n)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o) 繼續申請學校對外空地作農地耕種 

 

工作計劃: 

施行計劃 預期成效 推行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a.優化校園、欣園 

新園、自然教室、 

生物站 

逐步於學校不同地點綠化

校園環境。 
9/2017-6/2018 (a)欣園、新園、自然教室、生

物站均能加入新項目給同學

認識。 

(b)所有同學能於小息或課餘時

觀賞。 

(c)常識及科創科老師於課堂時

帶領學生參觀及學習。 

(d)訪校及交流團均能參觀 

常識及科創科匯報 校務主任 

園藝工友 

常識科老師科

創科老師 

b.-環境教育隊伍統籌 

- Green Leader團隊 

- 綠色管理與教育工作小組 

-Green Society 

-根據綠色校園架構，繼續

推行動綠色教育。 

-全校參予項目，工作小組

包括家教會、童軍領袖、

老師、學生、職員及工友。 

-進一步優化 Green 

Leader團隊 

9/2017-6/2018 (a)全校參與環境政策 

(b)製作新 Green Book 

(c)製作綠報 

(d)招募家長 Green Captain及

家長 Green Captain 

(e)每班選兩位同學做 Green 

Leader 

(f)Green Society每年舉辦四項

大型活動 

-印製環境政策聲明，

全校參與 

-定期會議 

-全校派發 Green Book

及綠報 

-全學年最少有五次課

後訓練 

-學期終結派發証書 

作鼓勵 

-通告 

-校長 

-綠評組主任 

-Green Captain 

c. 綠。惜教育頻道  

(Green Channel) 

鼓勵同學及訪客(校外人

士)能從 Green Channel 

的８個專頁頻道中取得多

元化的綠色資訊。 

-由學生及家長共同製作

的 Green 

 Channel 「綠。惜」教育

頻道，共有 8 個專頁，

供校內校外人士觀看。 

 

9/2017-6/2018 (a)熱島中綠洲 

 綠色校園願景、政策、管理、

指引、措施等 

(b)優才「綠」像區 - 校內外活

動紀錄、教育、推廣 

(c)健樂愛漫遊 - 環保相關活

動資料 & 校外活動介紹  

(d)心廣地自寬 - 環保相關網

站介紹  & 校外比賽 

(e)優才好環境 - 校內環境/綠

-瀏覽量目標: 比

1617年度增加 20% 

綠評組 

校務組 



 色教育及活動介紹/預告等 

(f)綠健心身靈 - 環保相關知

識、 eBook 、 文章、分享、

綠繪本 

(g)環保短片區 

(h)綠色玩樂多 - 遊戲區 

d.好環境 

(Project Oasis) 

學生能從定期更新的展板

中認識學校願景、環景政

策、各種環保建議及活動。 

9/2017-6/2018 製作壁報、定期更新、監察及管

理、指引、措施等 

-定期更新壁報 

(一年最少兩次) 

-展示最新資訊。 

- Green Leader匯報 

-老師巡視 

綠評組 

 

e.珍惜資源  

(Use less) 

-午間熄燈一小時、少用紙

巾、漂書活動、校服回收 

 

9/2017-6/2018 -根據環保署的數據，香港排放

的二氣化碳，大部份均來自本港

的發電廠；-除了日常注意出入應

關門及關燈外，兩校舍繼續於晴

天日子的午膳及大息進行行關燈

一小時。 

-家教會繼續推行漂書及校服回

收活動 

-檢視學校電費單 

-漂書及校服回收一年

一次 

綠評組 

家教會 

f.惜食是福 

(Eat wise) 
-綠色星期一 

(Green Monday) 

-蔬果日 

(Vegetable and Fruit 

Day) 

 

 

 

9/2017-6/2018 -我們鼓勵同學逢星期一進行素

食，同學可選飯盒供應商的素菜

餐或家長自行預備素食。 

-工友逢週一(將軍澳校舍)及週

五(旺角校舍)午膳準備不同蔬菜

或水果讓同學品嘗，認識不同蔬

果之餘，也吃得健康。 

-Green Book蓋印紀

錄。 
綠評組 

工友 

g.轉廢為能 

(Waste to energy) 
-魚菜共生(旺角)及魚花

共生 

-班房種植 

-製作酵素 

9/2017-6/2018 (a)旺角校舍已試行飼養淡水魚

的水來作肥料種菜，而種菜的

泥土則可變作過濾器把水份放

回魚缸，循環再用。 

(b)每個班房將種植植物，讓同

-影相存檔及種植 

-一班一花活動 

 

校務組 
校務主任 

綠評組 
常識科老師 

家長教師會 



學自行打理，綠化教室之餘也

能培養學生的責任感。 

(c)校方教育家長製作酵素，鼓

勵家長及同學少用化學清潔劑，

並於旺角校舍使用酵素作清潔

劑。 

h.簡約生活 (Simple life) -棄用即棄餐具、建立一是

最好。 

9/2017-6/2018 (a)學生於大型校內校外活動也

能帶備自用餐具 
(b)每位同學也自備餐具，少吃

外賣，減少使用外賣盒。 

(c)建立一是最好，例如文具一

套己經足夠。 

-老師觀察 
-領袖生檢查 

-班主任提醒 

綠評組 

家聯組 

i.循環再用 (Re-cycle) -可換芯白板筆及原子筆 9/2017-6/2018 -繼續採用可換芯白板筆及原子

筆，以減少棄掉筆桿 

文具開支 

-職員報價單 

綠評組 

 

j.老師/學生考察團 -學生戶外學習日。 

-到不同地區學校/地方進

行交流活動及考察 

9/2017 -到最兩間不同學校進行交流及

考察 

-綠色學校資料搜集 

-訪校次數 

-會議匯報 

綠評組 

活動組 

k.台灣綠色學校考察團 - 1-2位老師帶領小二及

小三(抽籤)家庭到台灣

綠色學校進行考察活動。 

-由老師 Green Leader及

家長 Green Leader 帶領

家庭到台灣綠色學校進

行考察活動。 

 

11/2017 活動有學生、家長、老師參與 
-綠色學校考察 

(花蓮環保考察團) 

 

老師問卷 

學生問卷 

老師觀察 
-最少 10個家庭成

團、1個家庭 1大 1

小 

-會議匯報 

綠評組 

科創科 

家教會 

l.舉辦校內及校外活動 -廚餘種植活動 

-農夫到校教授泥種(MK) 

-研究香港空氣污染指數 

-碳足跡課程 

9/2017-12/2018 -能成功自種自食。 

-農夫最少三次到校教授堆泥及

泥種重點。(MK)  

-購買八十個種植箱，由常識科

負責, 體驗自種自食。 

-於才華班時段帶同學生到不同

地點作實地研究。 

-學生能掌握碳足跡的重點並能

-製作活動過程短片、

上載 

(綠。惜教育頻道) 

-相片 

-作品實物 

-學生均能完成課程活

動冊(碳足跡) 

綠評組 

 



明白如何用於日常生活當中。 

m. 優化自然教室 -為植物設定 QR 碼，方便

學生學習。 
9/2017-6/2018 繼續於校內的綠色植物加上 QR

碼 
-  

 

 

1718年度不少於 100

個 QR碼 
-製作活動過程短片、

上載 

(綠。惜教育頻道) 

-相片 

-作品實物 

-學生均能完成課程活

動冊 

校務組 

科技科 

常識科 

n.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參加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1718 
10/2017-6/2018 運用 Green Menu及製作 ppt 

表達學校對綠色學校的理念 

目標成績入三甲 綠評組 

 

0. 繼續申請學校對外空地

作農地耕種 

-成功申請後服務附近獨

居老人 
09/2017 分四階段，每階段服務 24 名獨

居老人，一年共服務 96名老人。 

問卷 綠評組 

 

施行計劃 預期成效 推行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a.優化校園、欣園 

新園、自然教室、 

生物站 

逐步於學校不同地點綠化

校園環境。 
9/2017-6/2018 (a)欣園、新園、自然教室、生

物站均能加入新項目給同學

認識。 

(b)所有同學能於小息或課餘時

觀賞。 

(c)常識及科創科老師於課堂時

帶領學生參觀及學習。 

(d)訪校及交流團均能參觀 

常識及科創科匯報 校務主任 

園藝工友 

常識科老師科

創科老師 

b.-環境教育隊伍統籌 

- Green Leader團隊 

- 綠色管理與教育工作小組 

-Green Society 

-根據綠色校園架構，繼續

推行動綠色教育。 

-全校參予項目，工作小組

包括家教會、童軍領袖、

老師、學生、職員及工友。 

-進一步優化 Green 

Leader團隊 

9/2017-6/2018 (a)全校參與環境政策 

(b)製作新 Green Book 

(c)製作綠報 

(d)招募家長 Green Captain及

家長 Green Captain 

(e)每班選兩位同學做 Green 

Leader 

(f)Green Society每年舉辦四項

大型活動 

-印製環境政策聲明，

全校參與 

-定期會議 

-全校派發 Green Book

及綠報 

-全學年最少有五次課

後訓練 

-學期終結派發証書 

作鼓勵 

-通告 

校長 

綠評組 

Green Captain 



c. 綠。惜教育頻道  

(Green Channel) 

鼓勵同學及訪客(校外人

士)能從 Green Channel 

的８個專頁頻道中取得多

元化的綠色資訊。 

-由學生及家長共同製作

的 Green 

 Channel 「綠。惜」教育

頻道，共有 8 個專頁，

供校內校外人士觀看。 

 

 

9/2017-6/2018 (a)熱島中綠洲 

 綠色校園願景、政策、管理、

指引、措施等 

(b)優才「綠」像區 - 校內外活

動紀錄、教育、推廣 

(c)健樂愛漫遊 - 環保相關活

動資料 & 校外活動介紹  

(d)心廣地自寬 - 環保相關網

站介紹  & 校外比賽 

(e)優才好環境 - 校內環境/綠

色教育及活動介紹/預告等 

(f)綠健心身靈 - 環保相關知

識、 eBook 、 文章、分享、

綠繪本 

(g)環保短片區 

(h)綠色玩樂多 - 遊戲區 

-瀏覽量目標: 比

1617年度增加 20% 

綠評組 

校務組 

其他計劃: 

1.--- 

2.--- 

財政預算(TKO+MK) 

物資需經批核才能訂購 

如超過去年支出，需列出原因，再作檢討。 

 

週年自評報告 

`訂於〈2018年 7月 13日〉完成。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小學部) 

<功能組別>週年計劃(2017-2018)  

功能組別：教務組 
功能組別負責人：  陳家偉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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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時老師(普)，譚立基老師(科創)，陳感恩老師(科創)，陳偉傑副校長(T.E.)， 陳美瑚老師(閱讀)， 
關頌恩老師(閱讀) ，吳家康老師(中史) ，梁珏琛老師，黃穎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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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班級的經營。強化班主任角色、有系統培訓班長及組長，發展每班圖書角。 

2. 積極推行科技教育，協調科技、科創及視藝各科 

3. 繼續推動綠色管理及環保教育，培訓綠色領袖及舉辦各項綠色活動。 

 
本功能組別的工作目標 
4. 改善觀課文化 
  



教務組工作計劃 
 

施行計劃 回應目標 時間 策略/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 
資源 

1. 

注重班級的經營。強

化班主任角色、有系

統培訓班長及組長，

發展每班圖書角。 

 

 

1 9/2017- 
7/2018 

1) 加強訓練各班組長，照顧個別學習差異 
2) 老師在上課時善用異質分組的優勢，鼓勵學生學

習 

1) 教務組會議紀錄 
 教務組  

2. 

積極推行科技教育，

協調科技、科創及視

藝各科 

 
 
 

2 9/2017- 
7/2018 

1) 組成科技小組協助推行 
2) 協調科技、科創及視藝各科 
3) 5%高小學生參加最少一項的校外科學比賽 

1) 科學、科技、視藝及  

   數學四科會議紀錄 
科學、科技、視藝

及數學四科科主任 
文書 
支援 

3. 

繼續推動綠色管理及

環保教育，培訓綠色

領袖及舉辦各項綠色

活動。 

 
 
 

3 9/2017- 
7/2018 

1) 組成綠色小組協助推行 
2) 常識科推行綠色教育及環保活動  
3) 科創科推行綠色教育及環保活動 

1) 科創科及常識科會 
   議紀錄 

科創科及常識科

科主任  

4. 改善觀課文化 4 8/2017- 
7/2018 

1) 新老師與同科老師互相觀課 
2) 科主任觀課︰上學期，各科科主任會同校長或教

務主任進行觀課，分享、交流及提供意見，藉以

提高教學質素及科主任專業領導能力 
3) 同儕觀課︰上學期及下學期共安排 2 天的觀摩

日，老師可以進入任何教室內觀課，交流教學心

得，提升老師的教學技巧 

1) 新老師觀課紀錄表 
2) 科主任觀課紀錄表 
3) 同儕觀課紀錄表 

校長、教務主任及

各科科主任  

 



財政預算 
-   中、數、常、普通話、中國歷史、TE.、閱讀  
    每科費用約$1000.00          約$  7000.00 
-   科創科費用        約$ 20000.00 
-   英文科費用        約$ 20000.00 
       
              合共：約$ 47000.00     
週年自評報告 
計劃於 2018 年 8 月 25 日完成。 
  



優才書院(小學部) 

學評組週年計劃(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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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組的工作目標 

1.   進行成績分析，改善教與學 

2.   順利統籌全年三次學業評估 

3.   配合教育局，順利安排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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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1 月 

學業評估(2)： 

2018 年 3 月 

學業評估(3)： 

2018 年 6 月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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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三次學業評估 

 

2 89%或以上老師及學生認

為程序安排滿意 

 

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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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5 月： 

口試及視訊評估 

2018 年 6 月： 

筆試 

約 85%老師認為程序安排

滿意。 

教師問卷 

 

鄭樂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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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家聯組一起籌辦散學禮 

7. 與生教組一起籌辦畢業禮 

8. 學業評估(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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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 31 日〉完成 
 
  



優才書院(小學部) 

學進組週年計劃(2017-2018)  

組別：學進組-小學部 

學進組組長：伍杰兒老師（高小）、黃藝旋老師（初小） 

學進組成員：姚柏華老師（高小）、陳楚玉主任及關頌恩老師（初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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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注重班級的經營。強化班主任的角色、有系統培訓班長及組長，發展每班圖書角 

 

本組的工作目標 

5.   提升中、英、數三科成績稍遜的學生，培養勤奮精神 

6.   宣揚好學文化，培養學生自學精神 

7.   深化本組自評機制，加強執行，不斷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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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組長安排訓練， 

二及三年級從十月份

開始每週訓練，到第

三學段，一年級每週

訓練，二及三年級隔

週訓練。四至六年級

每月訓練一次 

1 10/2017 至 06/2018 a) 約 70%組長了解自

己的職責 

 
b) 約60%老師滿意組長

的表現 

 

學生及老師問卷調查 Queenie 

Candy 

 

學生及老師問卷

卷 

2 為組長舉行就職典禮

及頒發感謝狀，增加

組長的認受性 

 

1 09/2017 至 07/2018 a) 全部同學參加組長

就職典禮 

 

b) 約 50%組員以組長

為學習的榜樣 

學生問卷調查 Queenie 

Candy 

 

學生問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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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9/2017 至 0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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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頒發顯著進步獎給予

學業成績顯著進步的

學生以作鼓勵 

2 09/2017 至 0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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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增設「學科躍進獎」

給予中英數三科總分

進步最多的學生 

2 09/2017 至 0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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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定期為有需要學生作

出評估及提供適切的

測考安排。 

 

2 09/2017 至 0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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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增設「學業支援個人

檔案」 

2 09/2017 至 0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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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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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017 至 0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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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017 至 0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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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017 至 0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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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017 至 07/2018 每學段一次(即全年共

年三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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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增設「有關學生學習

動力及學習能力問

卷」 

4 09/2017 至 0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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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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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與支援： 

主要由伍杰兒老師(將軍澳)及黃藝旋老師(旺角)支援有關同事。 

財政預算 

 項目 金額 

好學室 

好學室文儀用品 約 $ 500 

好學印 約 $ 500 

好學室獎勵計劃禮物 約 $ 7500 

努力小組 努力小組補充練習 約 $ 500 

組長訓練 
組長章 約 $ 2000 

小食 約 $ 2000 

學生支援 言語能力評估服務 約 $ 2000 

顯著進步獎 禮物 約 $ 1500 

學科躍進獎 禮物 約 $ 1500 

合共：  約 $ 18000 

週年自評報告： 計劃於〈2018 年 7 月 12 日〉完成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2017-2018  生教組週年計劃 

生教組成員：戴詠賢副校長、陳忠青主任、許柏玲老師、董杭生老師、呂麗仙老師、蔡勝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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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的新發展項目  
1. 學生成長：與「青草地」合作，為有需要的家庭及孩子提供個別的輔導服務。 

          加強與 CP 的合作，及早識別 G1 有個別需要的同學，提供服務。           
2. 校本活動：每月一次的服務學習活動或領袖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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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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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共有四個主題，包括守規的我、整潔的我、

自信的我及美麗的我。 

 增強與家長的聯繫，透過班代表發放每堂的教學

重點及相片，好讓爸媽在家中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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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代表的意見 

 

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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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個單元與中國文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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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提升對論語的認識，亦將當

中的內涵溶入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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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課的習作 

 

 

全體 

C. 德育早會 (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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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老師分享

 

 讓學生體現「施比受更為有福」

的精神，同時明白助人自助的意

 

全年進行 

 

 

 同學能嘗試以美言美行的方法來待

人接物。 

 

 教師及學生問

卷。 

 

全體 



他們的服務經。 

 推展服務學習，例如 

 服務學習的意義 

 介紹服務學習的機會 

 不同的經驗與故事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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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爸媽、老師以身作則分享服務

經驗，帶動同學樂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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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老師及同學能於早會內分享他

們的服務經驗。 

 

 成長列車及成長

札記的分享。 

 老師對學生日常

行為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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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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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行計劃 預期成效 推行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 

2. 加強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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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級選出班主任級代表，每學段與生教組老師及校

長開會，制定新政策，檢討及改善舊政策。 

 編寫清晰的指引，讓班主任能按指引處理班內事情。 

 

 生教組老師能為班主任提供

及時合適的援助。 

  

 增加每班的共同性，讓政策更

易在各班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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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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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樂悠悠系列 

 本學年是最後一年參與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為有

 

 同學能改善社交技巧，能正面

 

全年 

 

 同學能於部份日常生活中，嘗試活用

 

 導師評分 

 

戴 



自閉症譜系學生提供學生小組訓練。 

 本年全校共開設四個訓練小組，G1 兩組、G2 一組

及 G3 一組。 

 訓練於才華班、功課堂或課後時段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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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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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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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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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問卷 

 生教組及班主任

的觀察 

D. 與「青草地」合作 

 班主任及生教組商討個別學生的個案，將有需要個

案轉交青草地處理。 

 為有需要的家庭及同學將到青草地進行的輔導員進

行個別的輔導。 

 

 家長及學生都有更多更專業

的支援。 

 

全年 

 

 同學的問題得到舒緩或解決。 

 青草地能緊密與學校跟進學生輔導

的進展。 

 

 輔導員的報告 

 老師的觀察 

 

戴 

陳 

E. 加強與 CP 的合作 

 邀請 CP 觀察小一課堂，觀察同學們的上課情況，

及早識別 G1 有個別需要的同學。 

 與班主任及科任老師傾談個別學生的個案，商量是

否需要進行評估。 

 為個別學生設計行為修正計劃或適應計劃，讓同學

們盡快適應小一生活。   

 

 能及早適別有自閉症譜系及

過度活躍症的同學，提供校內

訓練及個別照顧。 

 同學們能盡早適應小一生活。 

 

9 月 

 

 能在 9 月內及早識別有需要學生，並

能約見家長，提供援助。 

 

 老師觀察學生上

課及適應情況。 

 

戴 



施行計劃 預期成效 推行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 

3. 校本活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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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成長札記 (高小) 

 成長札記作了少許更改，以配合本年的德育主

題，新增了義工及服務的工作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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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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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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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行計劃 預期成效 推行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 

C. 成長列車 (低小) 

 成長列車作了少許更改，以配合本年的德育主

題，新增了義工及服務的工作記錄。另外，亦減

去四格漫畫的部分，改為每月愛的分享，讓孩子

每月記錄自己做的好人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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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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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能在每月愛的行為中，以

文字或圖書的形式分享自己

做到的好人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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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做好人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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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 

陳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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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 



施行計劃 預期成效 推行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 

E. 每月一次服務活動 

 本年度我們將活動由每學段一次增加至每月一

次。 

 除了為長者提供服務外，亦會關注不同的人士，

如貧窮人士、患病人士、兒童等。 

 活動亦更多元化，除上年的探訪外及募捐活動

外，我們也會參加賣旗、希望為孩子帶來新意，

持續他們樂於服務的心。 

 

 透過服務活動，同學能結合理

論學習與實踐活動，深化學

習。 

 明白「施比受更有福」的道

理，建立助人自助的精神。 

 

 

全年進行 

 

 每位同學都能自發性參與一次每月

活動。 

 活動後能在成長列車及札記內與老

師及同學分享。 

 

 

 每活動的參與人

數及活動評估。 

 生教組老師觀察

同學們的反思及

行為表現。 

 

全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週年計劃 2017-2018 

組別：家聯組 (Parent Liaison Group - PLG) 

成員：戴詠賢副校長、黃桂英老師 (MK Campus) 、譚小慧老師(TKO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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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協助學校推行家長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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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協助家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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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次，分初高小進行) 

1,2 9 月  各級班主任及主科老師出席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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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譚 

 桌椅 
 食物飲品 

 

2 

家教會週年大會 1,2,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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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譚、家教會 

 桌椅 
 食物飲品 
 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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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初小) 
譚(高小) 
陳校長 

 預備早餐 
 

 施行計劃 目標 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所需資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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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我們這一級」家長晚

會 

 

1,2,3 1-2 月  各級班主任及主科老師出席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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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初小) 
譚(高小) 

 食物飲品 
 桌椅 

6 家教會活動 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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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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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初小) 
譚(高小) 

 面談表 

8 

家教會例會 
(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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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家教會例會前會(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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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 



次，每學段一次，於例

會前舉行) 

10 
建立家教會電話群組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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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初小) 

譚(高小) 
--- 

11 

家長教育活動 
(預計每學段一次不同

形式的活動)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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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初小) 
譚(高小) 

--- 

12 

家長義工課 1, 2 6，7 月試後活

動期間 
 每班均有至少一位家長參加成為

義工，教授活動 
 學生投入參與 

 活動問卷 戴 
黃(初小) 
譚(高小)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小學部] 

組別週年計劃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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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嘉珮、鍾婉嫻、陳沛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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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全力發展及實踐才華，務求 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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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班級的經營。強化班主任的角色、有系統培訓班長及組長，發展每班圖書角。 

2.積極推動科技教育，協調科技、科創及視藝各科。 

3.繼續推動綠色管理及環保教育，培訓綠色領袖及舉辦各項綠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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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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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0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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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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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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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17 至 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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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17 
 

 

- 85%的學生獲編配  
  首三自選 

點算- 

 

5 培養同學自律性及責任
感 

3 9/2017– 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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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17 至  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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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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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才書院(小學部) 

<資優教育組> 週年計劃 (2017-2018) 

 
功能組別：資優教育組 
功能組別主任：劉洛恩小姐 (Felicia) (註冊臨床心理學家) 
功能組別成員：Nancy Kwan (將軍澳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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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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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小三學生進行中階多元智能測試評估。 
 
 
 
 
  



工作計劃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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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017 

至  

1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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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lic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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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17 

至   

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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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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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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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7 

至   

0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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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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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小三學生進行 

中階多元智能測試 

評估。 

 

4 

03/2017 

至  

0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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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lic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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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預算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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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一節 $98,000  

(b) 購買教材或課堂所需物資 (由 8 – 10 班共用) $6,000  

(c) 文具及消耗品 (由 8 – 10 班共用)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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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預算總計   $111,500  

       
 
合共 : $111,500      
 
 
週年自評報告 
計劃於 2018 年 7 月 6 日完成。 
 
  



優才書院(小學部) 

( 活動組 )週年計劃(2017-2018)  

組別： 

( 活動組 )組長：方淑莊、吳家康 

( 活動組 )組成員：謝家敏、Andre、Mar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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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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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家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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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加強競爭性，將會合併五、

六年級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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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家康老師 

謝家敏老師 

方淑莊老師 

 

裁判老師 

 

工友安排場地 

 

學生支援 

 

積分榜 

3 

 

旅行日 

 

3 

5/10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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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家康老師 

謝家敏老師 

方淑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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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境外交流 

4 

四年級(復活節假期) 

五年級(聖誕節假期) 

六年級(期中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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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家康老師 

 

全體老師 

 

 

5 戶外學習日 

4 

7 /12 

 

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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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家康老師 

謝家敏老師 

方淑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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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與支援： 
 
財政預算 
1. 學校支付活動的所須車資               約 $40,000 
2. 境外交流                       約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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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完成。 
  



優才書院(小學部) 

2017-2018  領服組週年計劃 
組別：領服組(L&S) 

領服組組長：董杭生老師（高小）、呂麗仙老師（初小） 
領服組成員：陳忠青主任、許柏玲老師（高小） 

戴詠賢副校長、蔡勝東老師（初小） 
 

 主要職責：  
1.  統籌學校領袖生、小領袖生、班長及服務生，並提供定期培訓。 
2. 藉著有系統的訓練，培育學生發展個人潛能及領袖才能，並培養自律及服務精神。 
3. 培養孩子良好的紀律、品格及習慣，讓孩子學會自律。 
4. 策劃及協助推行服務學習計劃 

 
 本學年發展項目  
1. 提升領袖訓練，開設班長訓練，增加海外交流訓練活動。 
2.  開展服務學習，設計校本課程，推動校內外服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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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 班長訓練 

 為班長提供定期訓練 (隔週功課堂進行)，讓他

們能有效地協助班主任，處理班內事務。 

 訓練以《七個好習慣》為藍本。 

 設計新款的班長章，提升形象。 

 

 

1 

 

全年 

 

 全年進行最少 12 次班長訓練。 

 80% 老師滿意班長的表現。 

 85% 班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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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同學樂意在班內服務同學。  

 

 教師問卷 

 班長手冊自評 

 學生當值表現 

 老師觀察 

 

陳(高小) 

戴(初小) 

 

1b. 領袖生訓練 

 為領袖生提供定期訓練(每學段四次)，讓他們

能有效地為同學服務。 

 訓練以集體遊戲學習模式為主。 

 

 

1 

 

全年 

 全年進行最少 12 次領袖生訓練。 

 80% 老師滿意領袖生的表現。 

 85% 領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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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同學樂意參與校內服務。 

 學生當值表現 

 老師觀察 

董(高小) 

呂(初小) 

 

1c. 服務生訓練 

 為服務生提供定期午間訓練(每月進行)，讓他

們能有效地為同學服務。 

 

 

1 

 

全年 

 全年進行最少 6 次服務生訓練。 

 80% 老師滿意服務生的表現。 

 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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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同學樂意參與校內服務。 

 學生當值表現 

 老師觀察 

許(高小) 

蔡(初小) 

 

1d. 領袖生及班長訓練營 

 舉行兩日一夜訓練宿營，提升他們的解難能力

及紀律 

 

1 

 

2 月 

 每年舉行一次訓練宿營  

 85%同學表示訓練能有效提升他們的領導能力、自

理能力及紀律。 

 80%老師滿意領袖生及班長的表現。 

 學生營刊反思 

 學生表現 

 老師觀察 

全體 

施行計劃 回應目標 推行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 

2a. 德育早會 (服務學習) 

 推展服務學習，例如 

 服務學習的意義 

 介紹服務學習的機會 

 

2 

 

全年 

 同學能主動投入參與早會，並能將在早會中學習

到的知識嘗試於日常生活中實踐。 

 

 學生能夠體現「施比受更為有福」的精神，同時

 教師及學生問卷 

 成長列車及成長札

記的分享 

 老師對學生日常行

 

全體 



 不同的經驗與故事 明白助人自助的意義。 

 

為的觀察 

2b. 成長課 

 共有 2 個單元以「服務學習」為主題，每個單

元包括 3 節級本課(理論及活動為主)，1 節班本

課(體驗及感受為主)。 

 

2 

 

全年 

 85% 同學表示成長課能有效提高他們的「服務學

習」知識。 

 85% 同學能積極參與成長課。 

 85% 同學嘗試將成長課的知識應用在日常生活

內。 

 學生問卷 

 老師觀察 

 成長課的習作 

 成長列車及成長札

記的分享 

 

全體 

施行計劃 回應目標 推行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 

2c. 推行服務計劃  

 中秋敬老大行動 

為長者送上中秋福袋及慰問 

 

2 

 

9 月 

 80% 參加者認為是項活動有意義 

 80% 服務對象給予正面評價 

 學生問卷 

 老師觀察 

陳、蔡 

統籌，全體參與  

2d. 推行服務計劃 

  「為食跑」2017 

   為有需要食物援助的人士籌款 

 

2 

 

10 月 

 80% 參加者認為是項活動有意義 

 80% 服務對象給予正面評價 

 學生問卷 

 老師觀察 

 機構反饋 

戴、許 

統籌，全體參與  

2e. 推行服務計劃 

  長者安居協會老人探訪活動 

  入屋探訪長者並送上福袋 

 

2 

 

11 月 

 80% 參加者認為是項活動有意義 

 80% 服務對象給予正面評價 教師問卷 

 

 學生問卷 

 老師觀察 

 

董、呂 

統籌，全體參與  

2f. 推行服務計劃 

 長者安居協會派送禮物包活動 

 

2 

 

12 月 

 80% 參加者認為是項活動有意義 

 80% 服務對象給予正面評價 教師問卷 

 

 學生問卷 

 老師觀察 

陳、蔡 

統籌，全體參與  

2d. 推行服務計劃  

 長者安居協會老人探訪活動 

入屋探訪長者並送上福袋 

 

2 

 

1 月 

  80% 學生認為是項活動有意義 

  80% 服務對象給予正面評價 

  100% 學生能夠完成長者訪問問卷 

 學生問卷 

 長者訪問問卷 

 老師觀察 

戴、許 

統籌，全體參與  

 

2e. 推行服務計劃  

 學校大掃除 

 

2 

 

2 月 

  80% 參加者認為是項活動有意義 

  80% 校工給予正面評價 

 教師問卷 

 學生問卷 

董、呂 

統籌，全體參與  



在農曆新年前分級別進行校園大掃除活動  校工觀察 

2f. 推行服務計劃  

 長者安居協會活動「一人一利是」 

捐出利是給有關機構,以幫助有需要的人士 

 

2 

 

3 月 

  80% 參加者認為是項活動有意義 

  80% 服務對象給予正面評價 

 教師問卷 

 學生問卷 

 老師觀察 

陳、蔡 

統籌，全體參與  

2g. 推行服務計劃 

 慈善機構賣旗活動 

 

2 

 

4 月 

 80% 參加者認為是項活動有意義 

 80% 服務對象給予正面評價 

 教師問卷 

 學生問卷 

 老師觀察 

戴、許 

統籌，全體參與  

2h. 推行愛的行動計劃 

 「愛回家」感恩晚會 

為父母進行「愛的服務」 

 

2 

 

5 月 

 80% 參加者認為是項活動有意義 

 80% 服務對象給予正面評價 

 家長問卷 

 學生問卷 

 老師觀察 

全體參與 

2i. 推行服務計劃 

 慈善機構賣旗活動 

 

2 

 

6 月 

 80% 參加者認為是項活動有意義 

 80% 服務對象給予正面評價 

 教師問卷 

 學生問卷 

 老師觀察 

董、呂 

統籌，全體參與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小學部) 
中文科自評報告(2017-2018) 

科目：中文科 
科主任：黃美瑩（高小）、譚國雄（低小） 
科任教師：梁玨琛、吳彩霞、許柏玲、梁慶偉、吳家康、陳楚玉、黃藝璇、方淑莊、黃桂英、呂麗仙、周明時 

          

本學年工作計畫的推行情況和成效評估  

 
施行目標 策略 成效 跟進 

1. 
優化中文科課

程 

1. 一年級上學期開始以普通

話朗讀詞語及課文，讓學

生及早適應普教中的語言

環境；運用大型圖書繪本

進行粵語說故事訓練。 

2. 二年級延續圖書教學(無

字書)的寫作，發揮學生的

創作能力；運用大型圖書

繪本進行普通話說故事訓

練。 

3. 三年級舉行童話故事改編

比賽，將優秀的作品匯成

作文集，供同儕欣賞；並

進行「優秀作文共享」計

劃，每次全級一至兩篇。 

 

4. 四年級教授元曲時加入元 

曲的故事分享。 

5. 五年級安排學生閱讀中國 

  名著，再安排寫作練習。 

 

 

6. 六年級與常識科合作，在 

  常識科老師帶學生參觀 

  後，寫一篇文章。 

1.學生能適應以普通話朗讀詞語及課文；並能以四素句進行粵語說故事訓練。 

 

2.學生能順暢地寫出故事，並能運用大型圖書繪本進行普通話說故事訓練， 

但因教學時間緊迫，學生未有更多機會發揮。 

 

3.學生投入故事改編，並已將優秀的作品已匯成作文集，供同儕欣賞；「優 

秀作文共享」則於各班進行，能欣賞同學的佳作，起示範作用。 

 

4. 老師在教授元曲時加入元曲故事分享，如《竇娥冤》及《西廂記》等，讓 

   學生認識元曲背後的故事，增加他們對元曲的了解。 

5. 安排學生在第一學段及第三學段閱讀《三國演義》及《西遊記》，此活動 

  也正好配合五年級的讀文教學《草船借箭》和《孫悟空三借芭蕉扇》。 

   閱讀《三國演義》活動主要要求學生在閱讀指定的書目後，從書選取一 

   位故事人物，並為他設計一張獎狀，獎狀內須具體列明人物得獎原因。 

   另外學生需要代入人物的角色，替人物寫得獎感言。學生表現不俗，能 

   就書中情節分析人物性格，並給予適當的獎狀。由於寫作活動較有趣， 

   學生表示喜歡活動，亦能用心完成。 

   閱讀《西遊記》，用「三復」的寫作手法，創作《現代西遊記》漫畫。整 

   體而言，學生作品頗有創意，而且能掌握「三復」的重點進行創作，故 

   事內容亦各有特色。 

6. 中文科與常識科合作，由常識科老師教授香港文化知識，中文老師指導學 

  生寫作，為學生報名參加語常會的「【字遊香港】全港中小學生旅遊大使 
  選拔賽」。有 9 位學生獲獎，其作品將輯錄於《字遊香港》一書內。 

1.來年第二學段開始普 

通話朗讀詞語及課 

文；並以四格漫畫進行 

粵語說故事訓練。 

 

2.可持續推行，並增加 

普通話說故事的機 

會。 

 

3.可持續推行。 

 

4. 學生基本上喜歡元  

  曲故事，不過有小部 

  分的學生不明白故事 

  內容，需要老師加以 

  解說。明年可繼續推 

  行。 

 

5. 兩個寫作活動都頗 

  成功，學生作品表現 

  了心思及創意。 

 

6. 活動成功，希望明年 

  參加類似的比賽前， 

  學生有更充分的準 



 

 

  備。 

2 
提升中文科教

與學的效能 

1. 在內聯網內設立學生自學 

 網址 

 

2. 所有老師曾參加一次進修

課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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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80%學生喜歡中文課 

 

6. 運用i-solution應用程式， 

  持續參與愛閱讀網絡：安 

  排學生閱讀網上文章: 

  一、二年級全年閱讀不少 

  於20篇文章，三、四年級 

  全年閱讀不少於30篇文 

  章，五、六年級全年閱讀 

  不少於40篇文章，以培養 

  學生自學能力。 

1. 根據學生問卷調查，有 90%學生使用網址進行自學，如查字典，效果理想。 

 

2. 根據老師的進修記錄表，所有同事均有一次或多於一次的進修記錄。 

 

3. 根據集體備課表，老師能每學段最少進行一次集體備課，並將集體備課表 

   存檔。 

 

4. 每年學期初及學期末，初小及高小老師均會在中文會議中討論學生的學習 

  水平及進度，而三升四會議亦會深入討論學生學習情況，讓老師為教學作 

  出調整，為來年作好準備。 

 

5. 根據問卷調查，低小有 87％的學生喜歡中文課，高小則有 93％的學生喜 

 歡中文，可見學生都喜歡中文課。 

 

6. 根據愛閱讀網絡的班級報告，一年級全年有 97%學生閱讀不少於 20 篇文 

  章，二年級全年有 100%學生閱讀不少於 20 篇文章；三年級全年有 92%學 

  生閱讀不少於 30 篇文章。四年級全年有 98%閱讀不少於 30 篇文章，五年 

級全年有 99%閱讀不少於 40 篇文章、六年級全年有 92%閱讀不少於 40 篇 

文章，效果理想。  

1.持續推行 

 

2.持續推行 

 

3.持續推行 

 

4.持續推行 

 

5.持續推行 

 

6.持續推行 

 

 



 

 

3 

注重班級的經

營，有系統培訓

班長及組長，發

展每班圖書角 

 

1. 低小學生能利用各班圖書

角加強閱讀(早讀) 
 

2. 高小各班設圖書角，各班

圖書均會輪流交換閱讀 

1. 低小學生能自備圖書或利用圖書角於早讀時段閱讀。 

 

 

2. 上學年的學期末清點圖書館，發現有圖書遺失，所以補購了數十本圖書， 

   供學生借閱。每個學段之初交換各班圖書一次，讓學生可以閱讀更多的 

   圖書。各班設借閱圖書冊，學生可以借書回家。學生都喜歡圖書角的安 

   排，亦會好好利用圖書角。 

1. 持續推行 

 

2.每學段會請班主任清 

 點圖書一次，若發現學   

 生借書未還，將立即處 

 理。跟去年相比，遺失 

 圖書的情況稍有改 

 善，但仍有少量的圖書 

 未能找回。 

4 

監控課程發

展，提升教與學

的效能； 

1. 課堂重視建構知識，分組

學習及照顧學生的個別差

異 

 

2. 資優課程提供給最高成績

的15%學生，成績最低的

10%學生參加努力小組。 

1. 學校重視分組學習，故每個小組設有組長，組長於學年內接受訓練，學習 

  如何盡組長的責任，並照顧組員。從觀課記錄表可見老師有設計分組活 

  動，讓學生從分組討論中合作學習，學生表現積極投入，學習效果亦佳。 

 

2. 為了配合能力不同的學生的需要，學校提供資優課程及努力小組予學生， 

   效果理想。 

1.下學年將會繼續進行 

  分組學習。 

 

 

2. 持續推行 

 

5 

 
改善觀課文化 

 

1. 校長及教務組觀課 

 

2. 科主任觀課 

 

3. 同儕觀課 

 

4. 課堂觀摩日 

 

1. 校長及教務組同事已完成觀課的工作，校長於教務會議與負責觀課的同事 

  分享觀課後感，各人表示老師的教學表現理想，在講解課題及分組活動都 

  有理想的表現。 

2. 低小老師觀課在第一學段進行，高小老師觀課在第二學段進行，老師表現 

  理想。 

3. 中文科同事均有參與同儕觀課，藉此作教學交流。 

4. 因為學校活動較多，今年未有安排課堂觀摩日。 

1.有待下學年學校安 

 排。 

2. 持續推行 

3. 持續推行 

4. 有待下學年學校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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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 (Ellen Yeung) College 
Subject Annual Self-Evaluation Report (2017-2018) 

Subject: English 
Panel Chairpersons: Sue, Erik, Martin                   
Local Subject Teachers:      Upper primary: Sue, Myra Wincy, Kitty, Candy       Lower primary: Yanmy 
Native English Teachers:    Upper primary: Tavis, Martin                              Lower primary: Andre, Erik, Ruth, Margues 
Grades: G1 to G6 (24 classes; 12 in MK, 13 in TKL) 
  

Implementation Plans Success Criteria / Strategies Outcome Evaluation Follow-up actions 

1.Promote more group work in 

students learning. 

  

1.1 Encourage teachers to design 

group activities in lessons. 

80% of the students enjoy the 

group work. 

  

100% of teachers design at least 

two group activities in each 

semester. 

  

97.5% of the students agreed that learning 

in groups was important to them. 

  

94% of the upper primary students asked 

groupmates questions when they didn’t 

know English words. 

 

From observations, 100% of teachers had 

group activities in their lessons. Moreover, 

98% gave students chances to do group 

work and activities. 

The school will continue to encourage 

group work. 

2. Utilize and have access to 

e-Resources in order to enhance 

learning interaction 

  

Each teacher uses an   e-device / 

e-resource in a lesson at least once 

per semester. 

  

94% of the teachers tried out mobile learning 

apps. 

  

90% of the upper primary students scanned at 

least two of the QR codes provided on GT 

Writing and Guiding Notes for their own 

learning. 

Anecdotal evidence suggested that the English 

Teachers are encouraged to share and 

document successful lessons that use 

technology. 

  

A section on e-learning including sites 

and strategies will be added to the 

English Handbook. 



 

 

Department were the highest users of ipads in 

upper primary. 

  

Six I-pads dedicated for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re to be kept in each campus. 

3.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and promote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in Reading 

and Writing. 

  

3.1 Publish students’ work to 

motivate them to write more, 

better and for specific purposes. 

a) Writing Tasks utilizing school 

based materials. 

b) Internal Writing Competition 

c) External Writing Competition 

  

3.2 Enhance students’ 

competence and interest in 

English reading during their 

leisure time and guide them to 

master independent learning 

skills. 

  

   a) GTR-Oxford   Reading Tree 

Students’ work shows creative 

ideas and is published at the end 

of the school year. 

  

70% of lower primary students 

enjoy the tasks in the GT English 

books. 

  

70% of upper primary students 

write with confidence in writing 

assignments and writing 

competitions. 

  

70% of students like reading 

(books within the curriculum i.e. – 

Raz-Kids and the Home Reading 

Programme). 

70% of students found the 

newspapers interesting sources of 

information / pleasurable reading. 

  

96% of our teachers gave constructive and 

specific feedback on students’ oral and 

written work. 

  

95% of the upper primary students wrote 

with confidence in GT Writing, GN and 

writing competitions. 

 

100% of the G4-G6 teachers agreed that 

students were continually improving their 

ability to write fiction and non-fiction. 94% 

of them agreed students showed creative 

ideas in writing. 

 

A self-created student anthology “Little 

Ants-Together we achieve more” was 

published. The stories were selected in the 

internal writing competition. 

  

100% of teachers agreed the reading 

materials helped to facilitate an interest in 

More reading will be promoted. 

  

More students will b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external writing 

competitions. Good pieces of writing 

will be displayed on the school website 

and/or on display boards or school 

newsletter. Having classrooms display 

students writing was also 

recommended. 

  

G1 Pop Up is to be further developed to 

include more vocabulary. 

  

Another anthology will be produced in 

the next academic year. 

  

All of the reading programmes will be 

continued. 



 

 

b) Daybook (G4-G6) 

c) Raz-kids (online reading 

programme) 

www.raz-kids.com 

d) Newspaper / magazine 

subscriptions 

e) Home Reading 

Programme 

f) English libraries in 

classrooms during Reading 

sessions 

       g) English Oasis           

(G1-G3) 

100% of teachers agree the English 

Room can create an environment 

for the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for 

communication. 

reading amongst students. 

  

91% of the upper primary students 

understood most of the Daybook selections. 

  

88% of the students agreed using Raz-kids 

helped them improve their reading. 

91% of the students liked reading English 

books outside school. 

  

92% of the students loved reading the 

weekly newspapers and the monthly 

magazines that the school subscribed to for 

them. 

  

98% of the students enjoyed the Oxford 

Reading Tree stories. 

  

86% of the students enjoyed the readers 

from the Home Reading Programme. 

4. Encourage teachers to take 

courses or workshops to refresh 

teaching ideas. 

90% of the teachers attend at least 

two subject-related workshops or 

course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year. 

92% of the teachers regularly attended courses 

or workshops about English teaching to refresh 

or enhance their teaching. 

  

Several teachers were involved in ongo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New concepts and 

ideas were shared. 

  

The Panel will seek to shar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http://www.raz-kids.com/�
http://www.raz-kids.com/�
http://www.raz-kids.com/�


 

 

With a change to three semesters, teachers 

generally agreed more teaching time allowed 

for better structured teaching throughout the 

school year. 

5. Solidify and strengthen the 

English core curriculum as we 

adopt a three-semester mode of 

teaching. 

  

  

New books will be added into all 

classroom libraries. 

 

G1 & G2 will finish the phonics 

programme, while G3 will do 

Language Arts. In-house materials 

are newly designed. 

 

For G4-G6, Reading Ability 

Assessment will be introduced to 

assess students’ reading ability. 

Other materials are refined. 

97% of lower primary students enjoyed the 

tasks in the new GT English book. 

  

Drama was successfully introduced into the 

curriculum for lower primary. 

  

98% of the teachers enjoyed using the new 

in-house teaching materials. 

  

Lit Pro test was trailed in upper primary. 

Students were given time to complete three 

reading assessment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school year. After each assessment, 

students were informed of their reading 

lexile level. 

  

The in-house teaching materials will be 

modified. Outdated and/or successful 

units will be rewritten. 

 
  
  



 

 

Remarks: 
1.   In the Hong Kong Speech Festival, we entered 60 students from lower primary, gaining one first place, one second place and one third place. 41 
students from upper primary participated with one first place, one second place and one third place. 
2.   The English Drama Team, Curtain Call, presented their drama “The Legend of The Silver Box” on 9th March 2018 as part of the Hong Kong 
Schools Drama Festival. They received a lot of praise from the judges and were granted 14 awards. These included awards for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s,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Outstanding Overall Performance, Outstanding Directors, and Outstanding Performers. 
3.  A drama, presented by Shakespeare4All, was selected as a post-exam activity for G4 and G5 students. Students we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encounter contemporary poetry in a unique and interactive way. 
4.  Drama was successfully introduced into the curriculum in lower primary. 
5.  More than 70 creative stories, written by our upper primary students, were entered into three different external writing competitions, from which two 
students, one in G5 and one in G6, received merit awards. 
6.   A self-created student anthology, entitled “Little Ants – Together we achieve more” was published. The theme “Teamwork” was aligned with the 
school’s moral education mission. 
7.  Two groups of G2 and G4 students entered a territory-wide vocabulary competition in March 2018. The G2 group were awarded fifth place and the 
G4 group were the champions in the district championship and the first runner-up in the territory-wide championship. 
8.  With a change to three semesters, more teaching time has allowed for better structured teaching throughout the school year. 
9. The department continued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weekly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In lower primary, students subscribed to “Goodies”. In upper 
primary, they took “Posties” on a weekly basis. In G6, students received the monthly magazine “Typhoon Club” and “English Corner” alternatively. The 
purpose was to provide more materials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reading. 
10. G4 and G6 students sat the Flyers and KET exams on 2nd June. The results will be released over the summer. 
11. A few hundred Scholastic books were added to the class libraries for general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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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小學部) 
科目週年自評報告(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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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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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倩雯老師、周曉瑜老師 
級別：G.1-G.6 
 
本學年工作計劃的推行情況和成效評估 
 

施行計劃 策略  成效 跟進 

1. 優化課堂設計 

 科任老師集體備課時設計具

照顧學習差異的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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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任老師於集體備課時所設計的課堂活動，能善

用異質分組，讓能力較佳的學生帶領能力稍遜的

學生學習，加強了學生們的生生間互動，促進了

學生間的學習效能。 
 
 所有科任老師皆最少參加了一次與本科有關的

校外進修或培訓課程(見附件一)。這些課程能讓

老師反思課堂的教學設計，並把所學應用於課堂

中。 

 可鼓勵科任老師在同級備課

時分享，同級科任可在相關課

堂上把校外進修時學習的教

學法用於課堂，希望提升學生

的學習效能。 

2. G2-G6 各級科任配

合課程，教授速算

技巧 

 G2-G6 速算練習三份 
 
 
 

 
 速算比賽 G2-G6 各級不少於

60%學生合格 

 二至六年級的科任老師分別在期中休假、聖誕節

假及自學假期前，教授了速算技巧，而且學生亦

在這三個假期中完成了三份速算練習，並於六月

中完成了速算大擂台，以檢視他們的速算能力。 
 

 各級的速算比賽的合格率分別為：G2 是 88%，

G3 是 57%，G4 是 85%，G5 是 82%，G6 是 74%。

三年級的速算比賽未能達標。 
某些年級的速算大擂台的內容過時，未能配合所

學，影響表現。 

 建議科任老師如有需要，可修

訂速算大擂台的比賽題目，以

切合教學內容。 

  



 

 

施行計劃 策略  成效 跟進 

3. 數學思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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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小各級完成了 7 份思考題，而高小各級完成了

8 份思考題。 
科任老師表示大部份學生在學業評估中，都十分

積極完成挑戰題，而且有八成九的學生表示他們

喜愛動腦筋思考數學難題。 

 建議科任老師可檢視各級思

考題，修訂部分未符合思考

題水平的題目。 

4. 繼續發展電子學

習 

 以四年級為主，在合適的課

題上利用電子工具輔助教學 
 
 
 
 
 
 
 
 
 
 G3、G5 和 G6 挑選一個課題

作電子學習 

 科任老師在四年級的課程中挑選了以下的課題

作電子學習，分別是：「七巧板拼砌」、「面積的

認識」和「小數的認識」。(見附件二) 
透過電子學習，學生在課堂上的表現皆十分投

入，樂於表達意見，並透過生生間的互動，激發

了學生們不斷思考不同的解題方法，和反思自己

的答案。而學生對於抽象的課題的理解亦有所提

升。 
不過，由於操作上及下載網站要花太多時間，所

以未能充分利用課堂。 
 

 三、五及六年級各選擇了一課題作電子學習，課

題分別是「周界」、「立體的截面」和「圓周率」。 
三年級科任老師表示利用電子軟件學習平移法

能有效計算圖形的周界。五年級科任老師一致表

示透過電子軟件的輔助，學生對於截面的理解提

升了不少，亦更能準確畫出截面的形狀。而六年

級所採用的電子軟件能讓學生更易明白圓周率

的概念。 

 建議科任老師檢視選用電子

學習課題的成效，若能夠提

升學生的學習，可繼續沿

用，若成效不足，可尋找其

他適合課題作電子學習。另

外，亦可在一些數學科活動

(e.g. 數學遊蹤，問答比賽)
利用平板電腦，提升學生對

數學科的興趣。 
 
 
 
 
 
 
 
 

  



 

 

施行計劃 策略  成效 跟進 

5. 加強學生自主學

習能力 

 各級繼續選一課題讓學生作

自主學習，以加強學生的自

主學習能力 

 科任老師因應各級的教學情況，挑選了以下的課

題讓學生作自主學習。各級自主學習的課題分別

是：G1 乘法、G2 秒、G3 四邊形拼砌、G4 數線

上的小數、G5 立體的截面、G6 圓周率。 
透過自主學習，學生對這些的課題有了一定的認

識，當科任老師在課堂上講解時，學生更易理解

該課題的重點及概念。 

 建議各級科任老師除了沿用

以上課題作自主學習外，下

學年可嘗試挑選多一個課題

作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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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小學部) 
<常識科>週年自評報告(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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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可兒主任、譚焯瑩老師、陳楚玉主任 

級別     ：  小一至小六(G1-G6) 

 

本學年工作計劃的推行情況和成效評估 

施行目標 策略 成效 跟進 

1. 提升學生的學

習興趣及動機 

1. 指導學生在堂上利用筆記，並應用資訊科技

進行課前預 習、資料搜集或課後延伸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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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鼓勵學生多善用資訊

科技進行自學，並在 G6 專

題研習中加入上網找資料

部分 

2. 課堂上加入不同互動活動，以提升學生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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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校本課程，以切合學

生的需要及豐富學生的學

習 

2. 鼓勵學生關心

時事 

1. 定期進行時事分享活動，學生可對當下具議

論性的時事新聞發表意見，加強學生的時事

觸覺，培養學生主動關心時事關心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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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進行時事分享活動，

科任可在課堂中多以新聞

引入課題 

2. 推行六年級通識課程 100%的六年級學生能就通識課程進行討論 繼續配合時事修改內容，

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3. 開展電子學

習，面對有關的

改變 

1. G3-G6 每學段試行最少一次電子學習教學 初小以 kahoot 進行常識問答比賽，作為溫習 

初小每學段進行一次電子學習教學 

高小以 ipad 進行專題研習 

G1-G6 多嘗試電子教學，

並多用教科書的電子技

術，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及增加本科知識 

4. 加強環保元

素，培養學生環

保意識 

1. 推行綠色及環保活動，如 Green Corner  課室設立 Green Corner，每級各班各種一種花卉 繼續在Green Corner種植一

款植物，植物由 Green 

leader 負責照料，要多提醒

他們定時換水 

2. 購買 80 個種植箱──全校學生參與種植活

動 

每小組有一小塊泥土作耕種，每天由組員負責照料 每小組仍然有一小塊泥土

作耕種，每天由組員負責

照料，享受種植的樂趣 



 

 

5. 優化課堂設

計，提升學生的

高層次思考 

1. G1-G6 於共同備課時設計具高層次思考的互

動課堂活動、不同層次的提問，發展學生的

高階思維 

學生參與互動課堂活動，並能回答不同層次的提問 已將各高層次思考的互動

課堂活動、不同層次的提

問融入課堂 

2. 修訂及設計校本課程，並加入挑戰性課業 修訂校本課程，加入挑戰性課業，以切合學生的需要及

豐富學生的學習，接近九成學生自己完成挑戰性課業 

修訂校本課程，以切合學

生的需要及豐富學生的學

習 

6. 改善觀課文化 1. 一年兩次觀課，各科科主任會同校長或教務

主任進行觀課、分享、交流及提供意見，藉

以提高教學質素及科主任專業領導能力 

全體科任進行兩次觀課，並在觀課後進行分享 科任用心預備教學，互相

觀課後能提高教學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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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書院 

普通話科自評報告(2017-2018)  

科目：普通話 

科主任：Stella、Andy 

科任教師：Lili、Bonnie、Sandy、Teresa 

級別：1-5 年級 

 

工作計劃 

施行計劃 策略/成功準則 成效 跟進 

1 優化課堂設計 

 

據觀課所得，課堂教學設計合

理、程度適當、教學氣氛良好 

 

96%（低小）及 97%（高小）學生積極參與 

課堂學習及上課專注投入。 

 

90%（低小）及 95%（高小）學生學習興趣濃厚。 

 

三年級有嘗試使用 iPad 進行拼音教學，學生十 

分喜歡嘗試用漢語拼音輸入法。 

 

下學年二年級會減少一節普通話 

課，教學內容會作出適當調整， 

但整體教學內容不會受到影響。 

 

加入趣味內容，使課堂氣氛更加 

活躍。 

 

 

2 重視分組學習，照顧 

  學習差異 

小組學習，以強帶弱 老師在上課時善用異質分組的優勢，鼓勵學生學

習。從觀課中可見本科所有老師都能利用分組教

學，提升教學成效。 

 

改善提問技巧，重視學生的參與。 

善用異質分組，以強帶弱。 

3 積極推動普通話科活 

  動，為學生創造更多 

  參與機會 

80%同學以不同形式參與普通

話科舉辦的活動，例如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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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課改的原因，本年度未有參加校際朗誦集誦 

比賽，但 1- 6 年級共有 60+82 位學生參加了獨 

誦比賽。 

獨誦成績： 冠軍 2  亞軍 3+1   季軍 1+3 

 

參加第十四屆全港小學普通話話劇比賽，一人 

獲得全場最佳女主角獎。 

明年仍不參加集誦比賽，獨誦繼續。 

 

如有合適的公開比賽，繼續推薦 

學生參與。  

 

 



 

 

4 優化校本課程，提升 

  校內、校外試成績 

 

 

 

完善 1- 4 年級校本課程 

 

95%學生校内測考合格 

 

96%學生通過港澳地區中小 

學普通話水平測試（五年級） 

90%（低小）及 97%（高小）學生認為功課量 

適中。 

 

修訂拼讀樂，使之更能適應教學內容和進度。 

 

第三學段考試： 

一年級 93%學生校內測考合格。 

二年級 100%學生校內測考合格。 

三年級 100%學生校內測考合格。 

四年級 97%學生校內測考合格。 

五年級 100%學生校內測考合格。 

 

GAPSK（小普試）7 月 5 日和 7 日考試，成績 

8 月 24 日公佈。 

1. 修訂教材： 

  優化現有的校本教材，使之能 

  更配合教學需要。 

 

2. 下學年會檢討現在所使用的教 

  科書。 

 

3. 下學年計劃在一年級推出 

  “聲律啟蒙”，具體做法待定。 

   

週年自評報告 

計劃於 2017 年 7 月 11 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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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視覺藝術科-週年自評報告 (17-18 年) 
本學年工作計劃的推行成效 
 
初小 
 
施行計劃 1: 
與科創科合作設計課題，結合科學原理與想像呈現於作品中： 

 與科創科合作，三年級全級參加「科學幻想畫」比賽，學生先於科創課堂學習創意技巧及科學原理，並繪畫學科發明的草圖，到視藝

課堂學習圖象表達的技巧，將設計意念的草圖，配合繪畫、拼貼及mark making的手法，創作成一幅A2 size的平面作品。 
 
施行計劃 2: 
設計與環保及保育有關的課題，以藝術教育深化學生對環保的概念。認識並欣賞環保藝術，實行廢物利用，學習以環保物料製作視藝作品： 
 

 每個年級均設計了一個課題以環保物料創作藝術作品，唯今年因產假及與生教組合作製作“感恩紀念相冊” ，課題因應代產假老師而

作出了改動，每級亦需要減少一個課題，故除了小一運用了廢棄膠樽製作玩具魚外，小二及小三均沒有有關環保及廢物利用的作品。 
 
施行計劃 3 
除主題課堂外，加插趣味小品製作的課節，讓學生接觸不同物料及學習不同的創作方 
式。 

 一年級加插了大幅禪繞及海綿波mark making 兩個集體創作，補足了視藝課堂的個人創作以外，所缺乏的集體共同創作藝術作品的美

感經驗。 
 二、三年級嘗試製作立體聖誕樹，運用聖誕主題課堂所學知識，設計及裝飾屬於自己的立體擺設，同學們感到十分有趣。 
 三年級嘗試了以戲劇形式建構想象，設計一件“幫助別人的產品” ，為「科學幻想畫」的課題構思主題內容，效果理想，戲劇形式很

能激發學生的創意，學生都很享受排練與表演的過程，及與同儕共同創作的樂趣。 
 本年度的課程緊湊，加上產假的關係，製作趣味小品的時間不多，來年可將課題安排得更鬆動。 



 

 

高小 
施行計劃 1 
在教學設計上增設與資訊科技有關的內容 

 四年級和六年級均有一件藝術作品的媒介有運用影像文化 
- 在四年級的課題「我手畫我面」中結合了攝影與繪畫的元素。 
- 在六年級的課題「小白服裝設計」中，學生為科技科製作的機械人設計衣服 

 因為流感停課和與生教組合作製作感恩晚會紀念冊的關係，原定五年級與科創科合作的課題「環保擴音器」無法實行。 
 
施行計劃 2 
與科創科和科技科合作設計教學 

 與科技科合作設計六年級的課題「小白服裝設計」，學生在科技課為機械人小白編程，在視藝課設計機械人的衣服，設計時需要考慮

機械人感應器、屏幕等部件的位置。 
 因為流感停課和與生教組合作製作感恩晚會紀念冊的關係，原定五年級與科創科合作的課題「環保擴音器」無法實行。此教學計劃將

會在下學年實行。 
 
施行計劃 3 
擔任科創科和科技科校內和校外比賽的設計指導 

 六年級學生參加了「全港中小學產品設計大賽」，視藝老師提供美感指導。 
 
施行計劃 4 
單元化課程，著學生對不同單元作專題研習 

 在四、五、六年級均以主題整合視藝科的學習範疇。例如在四年級下學期的課程中以「樹」為單元，學生先透過寫生活動認識樹的結

構和形態完成速寫作品，再以水墨畫的媒介繪畫小鳥天堂。又例如六年級上學期以大自然為單元，分別以塑膠彩繪畫和水墨畫媒介介

紹藝術家梵谷和歐姬芙，再考教授不同的繪畫技巧。把視藝知識、評賞和創作單元化，能幫助學生有系統地建構知識。 
 
施行計劃 5 
以藝術家／藝術品引入主題，著學生參考其風格創作 

 課題中均會以不同藝術家或藝術品引入主題。例如四年級介紹了圖像詩作品和介紹張際才水墨畫家；五年級介紹了張義、周昉、草間

彌生等；六年級介紹了梵谷、歐姬芙、黃新波等。 
 
 
 
 
 

  



 

 

 
施行計劃 6 
在各課題加入古今中外藝術作品和藝術家的評賞 

 在藝術評賞中涵蓋了古今中外藝術作品和藝術家。例如近代水墨畫家張際才和黃靈雨、香港藝術家張義、建築設計師貝律銘、近代版

畫家黃新波、近代日本藝術家草間彌生、後印象派畫家梵谷、印第安圖騰藝術、古埃及藝術、中國獅藝等。 
 在網上問卷調查統計中得出100%學生同意(75%學生極同意和25%學生同意) 在視藝課堂和活動中能認識和欣賞古今中外的藝術家和

藝術品。 
視覺藝術科的學與教 
 
(1) 學生表現 
 

學業表現(校內成績) 
 本學年校內考試成績： 
G1:及格率是 100%，平均分是：83.5 分 
G2:及格率是 100%，平均分是：83.5 分 
G3:及格率是 100%，平均分是：81 分 
G4:及格率是 100%，平均分是：87.5 分 
G5:及格率是 100%，平均分是：87.5 分 
G6:及格率是 100%，平均分是：87 分 

 
非學業表現(校內外藝術活動) 
初小 
 初小視藝週會主題為馬賽克及版畫藝術，透過早會的介紹，同學都對此藝術形式提起了興趣，躍躍欲試。週會主題亦帶到視藝課堂，

讓學生也可參與與週會主題有關的創作，效果理想。 
高小 

  校內藝術活動 
 難忘的暑假校內繪畫比賽 

在九月下旬舉行，高小收到 35 件作品，再由校長和視藝老師選出冠亞季軍，頒發獎狀和獎品。18 件優秀作品在優才畫廊展出。 
  

 視藝科週會：本年度高小有兩次視藝科週會 
－ 第一次主題是紙雕藝術，透過早會兩位小司儀的介紹，學生認識了紙雕藝術的起源、工具、雕刻方法和紙雕藝術家Calvin Nicholls。
在視藝週期間共派發了約100張紙模，學生可以回家或於小/大息製作。最後共收回約50件紙雕作品，派出了20件大禮物。 

 
－ 第二次主題是視藝分享會，透過早會兩位小司儀的介紹，學生明白藝術分享的目的和重要性。在早會期間更邀請了八位同學上

台分享自己的藝術品，獲得校長、老師和同學的好評。因為第二次週會臨近學期尾考試，所以在午息期間沒有進行活動。 
 



 

 

  校外藝術活動 
 第五屆全港小學傑出視覺藝術學生選舉優秀作品展覽 

5 位五和六年級學生，共 7 件作品在展覽展出，其中五年級學生蔡嘉宜更進入全港小學傑出視覺藝術學生選舉 20 強。 
 

 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2017之教藝兩全集體創作展 
9 位六年級學生的水墨作品《古今和諧之美》在展覽展出，作品更被收錄於《創造‧美》作品集。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2017/18） 

2 位四年級學生作品在香港大會堂展出。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本校共派出 93 位學生參與是項計劃， 23 人獲得金章，10 人獲得銀章，47 獲得銅章，獲獎率接近九成。 

 
學習態度及能力 
小一至小三的問卷調查資料如下: 
 約96.9%的同學認為：能於視藝課中培養創意及想像力 
 約100%的同學認為：在視藝課有很多機會運用不同的媒介（繪畫、版畫、雕塑等）創作 
 約98%的同學認為：在視藝課學習到不同的技巧（繪畫和製作立體作品等） 
 約99%的同學認為：在視藝課堂和活動（參觀展覽、週會等）中讓我更喜歡藝術 
 約95%以上的同學認為：我喜歡上視藝課 

 
小四至小六的問卷調查資料如下: 
 100%的同學認為：我喜歡上視藝課 
 100%的同學認為：能於視藝課中培養創意及想像力 
 100%的同學認為：在視藝課有很多機會運用不同的媒介（繪畫、版畫、雕塑等）創作 
 95.45%的同學認為：教學活動如搜集圖片、繪畫腦圖、意思發展工作紙等，能幫助我建構作品 
 100%的同學認為：在視藝課堂和活動（參觀展覽、週會等）中認識和欣賞古今中外的藝術家和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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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音樂科目週年自評報告(2017-2018) 

科主任 ：Cristal 
科任教師：Ivy (G1-3) ，Cristal (G4-6) 
          TKO – 0.1 教職的 Stella YIM 共同承擔 

級別 ：G1 至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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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外文(德文)學習以增廣及強化語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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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勤奮、環保、喜樂、反思，做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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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班形式專題習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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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鼓勵同學從閱讀中學習，多閱讀英文音樂書藉 - 本年度於2017年9月至2018年5月期間推出「音樂好書閱讀」計劃，G4-G6迎受性及

功效佳，也激發低小學生自願性參與此活動 
 (參閱 Minutes 3及周年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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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r Wünschen Euch Frohe Weinacht 、音樂會欣賞 或 樂器分享、G6使用Score Creator打譜等等 (參閱 Minutes 3及周年報告) 
 多元化活動 – 聖誕音樂交流、合唱或合奏賽、低小午間音樂會、公演、608響宴、畢業創作等 
 豐富的課外學習 – IEG皇家敲擊巧手+小小樂手、Sing1Sing及SAT星期六低音樂器課程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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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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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閲讀老師合作，購買有趣的音樂課外書籍，讓同學課餘時能從閱讀中學習與閲讀科老師合作 

在小五、六的課堂中探索音樂環保活動，如舊歌新詞、憑歌寫故事等活動及自學蒐集音訊， 

在小三的課堂中搜尋合適故事書作劇本，再加入音樂元素進行演出  
學生學習方面 
 本校不少學生於校外研習樂器，對音樂天份 

 學生因模擬卷大大掌握應試技巧，筆試也隨而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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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p-beat、敲擊及彈琴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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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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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衆成績參閱 – 學生得獎記錄、第70屆香港學校音樂節(賽果) (17-342、423、418及452) 、音樂的喜訊 [608感恩響宴ppt]  
  

學與教的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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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隊及音樂科學習都以多元化評估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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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還有彈鋼琴

配伴奏）、及其他表現 (由老師觀察) 等 
 除外，校方亦推出統一視音體問卷、校隊問卷及內部反思讓學生(教師及家長版)以自我評估及反思 

 
有待改善的地方 

課程方面  
 繼續爭取在G4-6課堂中進行極輕鬆又具趣味性Music Ace或ipad活動以鞏固音樂Theory 
 繼續在有限(人手、物資、空間)之中實現多元化學習，並進入社關與衆樂樂 
 繼續在G1-3上下學期多用iPAD，預備G4-5學習音樂打譜，以便G6時在畢業曲詞製作上得心應手 
 爭取TKO音樂室有WiFi以便學生上網自如，免坐在走廊向G5課室借用網絡  
教學方面 
 如果來年全級的合唱比賽被允准進行，嘗試鼓勵學生小息作適量的合唱賽練，並領略耕耘之道  
 繼cup-beat後，來年在G4-6課堂中進行稍輕鬆及可分組的音樂遊戲/活動，如籃球節奏樂 
 爭取早會樂團復課，讓普通或欠缺演奏經驗的學生可實踐所學及音樂表表者有用武之地 

 
資源管理方面 
 頗難遙控看管電腦室的耳機，為了衛生及成為負責任的孩子，繼續鼓勵學生自備 
 漸進地增換弦樂已被破爛的弦線，及延展音樂室教學+儲存樂器的可用空間 
 TKO爭取增加吊架讓學生的活動空間變大、適當保養極勞損的椅子/螺釘及可更方便使用四樓禮堂 
 繼續聘請0.1-0.3助教緩和G4-6的教學或行政重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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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小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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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盡力採用英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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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 上

學期開始學習直笛演奏。 

聆聽 - 樂曲欣賞、音樂知識 

及聆聽技巧。 

讀譜 - 基本樂理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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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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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 約 50% 取 A 

  G1 約 10% (獎學金) 

b.G2 約 50% 取 A  

 G2 約 10% (獎學金) 

c.G3 約 50% 取 A  

 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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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方法包括： 

a. 演唱 

b. 演奏直笛 

(三年級下學期考核) 

c. 專題習作 

  (合唱、音樂劇、音樂創作、律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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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y 成功。 

 

1. 各級超過 98%同學獲得 B 級或以上成績 

 

2. 全年平均成績 

G1: 約 64%取 A 

(較 16/17 上升 14%) 

 

G2: 約 67%取 A 

(較 16/17 上升 32%) 

 

G3: 約 52%取 A 

(與 16/17 相若) 

 

3. G3 約 11% 取獎學金 

(與 16/17 相若) 

2. 推行中英音樂閱讀計劃 

5 10 月至 5
月 
 

1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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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y 成功參加之同學，約 90%能達到最少閱讀 5 本英文

音樂圖書 

G1 –95%同學參加 

G2 – 98%同學參加 

G3 – 81%同學參加 

(與 16/17 上升分別 7%、 

11%及 14%) 

3. 積極運用網上音樂軟件 
1-4-7 全年 100%學生使用 Music Ace 或 MA2 及小六 Score 

Creator/iMovie 
統計 Ivy 

 

不成功 

在有限的物資及可借用的時間下完全未能使用 ipad

進行網上音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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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至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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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y 成功。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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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全年 最少 85%人次參與校外比賽或公開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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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y 尚待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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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分。 

6. 校內表演 – 聖誕、 
音樂動腦 fun  
(Pre-HKSMSA Concert 及 
Post-HKSMSA Concert) 
才華班周年表演 

6 全年 100%學生能參與至少兩次演出 統計 Ivy 有待進步。 

 

90%音樂才華班及低音樂器班能參與演出；盼來年

能安排全體同學參與演出 

7. 與閱讀科進行跨科活動 

1- 6- 7 11 月至 1
月 

1 至少兩級的同學重點探索音樂 
環保活動，如舊歌新詞、憑歌 
寫故事等活動 

2.最少兩級參與跨科活動 
3.最少兩級懂得自學蒐集音訊 

統計 Ivy 

 
頗成功。 

 

100%G3 同學參與用聲音演出故事之專題習作 

8. 認識及實踐外文 - 德文 
1- 5 10至 12月 100%學生認識及實踐德文 不適用 Ivy 

 

暫不實行， 

先採用課本中的外文教材 

9. 進行同儕觀課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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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課後討論 Ivy 成功及配合 T&L 

10. 推動老師進行校外進修 
1- 2 

3- 7 

全年 1.每位老師參加最少 1 次有關 校外進修 

2.100%老師認為進修有用 

統計 Ivy 成功 

100%老師認為進修有用  - 項目包括合唱、講座

等. 



 

 

高小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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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專題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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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stal 
 

成功 
99.7%學生能獲得 B 級或以上的成績 

 
第二學期 
G4 74%取 A  
(與 16/17 相若) 
99% B 級或以上 
12% (獲名次比去年少半) 

 
G5 80%取 A 
(低於 16/17 5%) 
100% B 級或以上 
14% (獲名次比例相同)   
 
G6 42%取 A 
(低於 16/17 15% ) 
100%B 級或以上 
11% (獲名次比去年低 2%) 

2. 推行音閱讀及音樂會欣賞計劃 
1-2-3 6-7 全年 1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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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stal 
 

成功 
G4-6 = 100% 

3. 積極運用網上音樂軟件 1-4-7 全年 100%學生使用 Music Ace 或 MA2 及小六 Score 
Creator/iMovie 

統計 Cristal 
 

成功 
G4-6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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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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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stal 
 

成功 - 100%同學在課堂中完成 

5. 鼓勵學生參與校外音樂賽 
及 培養資優生計劃 (or IEP/IEG) 

6- 7 全年 最少 85%人次參與校外比賽或公開考試 統計 Cristal 
 

成功 - 106%人次參與音樂節比賽(其他賽事)及
10%人次參與考級 

6.  聖誕交流會、賽前音樂會 
   420 到沙公、512 到演藝學院 
   608 感恩響宴、709 畢業演出 

1-2-3 
5-6-7 

全年 100%學生能參與至少兩次演出 統計 Cristal 
 

成功-100%學生一同在聖誕及 608 年終演出 

7. 建立學生的自學及環保意識 
   *與閱讀跨科活動 

1- 6- 7 全年 1 至少兩級的同學重點探索音樂 
環保活動，如舊歌新詞、憑歌 
寫故事等活動 

2.最少兩級參與跨科活動 
3.最少兩級懂得自學蒐集音訊 

統計 Cristal 
 

頗成功 - 100%G6 同學參與探索音樂環保活動，
如舊歌新詞、憑歌 
寫故事等活動 

G5-6 參與跨科活動及自學蒐集音訊 

8. 認識及實踐外文 - 德文 1- 5 10 至 12 月 100%學生認識及實踐德文 於聖誕音樂會演唱 Wir Wünschen Euch Frohe 
Weihnacht Cristal 成功-100%學生一同在聖誕唱演德文歌，於 G4-6

第一/二次評估進行考核 

9. 進行同儕觀課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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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及配合 T&L 

10. 推動老師進行校外進修 
1- 2 
3- 7 

全年 1.每位老師參加最少 1 次有關 校外進修 
2.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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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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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體育科週年自評報告(2017-2018)  

（一）科主任：楊美玲主任 

   組員：戴詠賢副校長、何仲佳老師、謝家敏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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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工作計劃 

施行計劃 回應 

目標 

日期 成功準則 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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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17  

至 

6/2018 

能派出隊伍參與學界比賽 西貢區女子金獎學校

及男子銀獎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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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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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貢區女子金獎學校

及男子銀獎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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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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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貢區女子金獎學校

及男子銀獎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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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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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17  

至 

6/2018 

讓學生自發組織隊伍及在早

上、小息及午息時練習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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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17  

至 

7/2018 

能力的認同及讚賞 完成 體育科老師  

舉辦運動會 2,3 二零一六 

年十月二

十日  

所有學生均能參加至少三項

比賽 

100%學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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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

年三月二

十四日 

G1 至 G2 學生可選擇參與，

G3 至 G6 學均能參加至少一

項比賽 

40%學生參加 

 

週年報告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七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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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書院 

科技科自評報告 (2017-2018) 

科目 ： 科技科 (Technology Education) 
科主任 ：陳感恩老師 (初小) /陳偉傑副校長(高小)  
科任教師：陳感恩老師 (G2-G3) /曾浩文老師 (G4-G6)/陳偉傑副校長（G5-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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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科學與資訊科技發展對社會的影響； 
5. 運用資訊科技內容到日常生活中; 
 
科目目標 
1. 懂得操作基本電腦系統及其作業平臺，如 WINDOWS； 
2. 認識不同硬體的操作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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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資訊科技提高學生思維和創作能力; 
6. 運用互聯網主動學習及提高探索精神; 
7. 學懂尊重別人和知識產權及認識和保護個人私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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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部門的工作計劃 
1. 加入更多不同的自學元素                         5.   積極推行科技教學，協調科技、科創及視藝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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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計劃 
施行計劃 策略/成功準則 成效 跟進 

全校使用電子書進行教學，學生可以利用電子

平臺進行自主學習，全校實現 Wi-Fi 覆蓋，二、

三年級運用 iPad 進行教學。 

認識及操作 IOS 系統及認識各類軟/硬體, 繪

圖，英文打字及數碼錄音 

Google 漢語拼音輸入法安裝 

 

二年級第一學段 

I- pad 介紹及應用 

 IPAD 功能鍵 

 計時器 

 使用相機拍攝照片及影片 

2. QR Code 

3. 編輯圖片 

 

二年級第二學段 

1. 全能畫圖板 

2. 利用Safari在互聯網上搜尋資料 

3. Lego Wedo 2.0 

 

二年級第三學段 

1. 電郵 

2. WPS Office 

1. 運用生活例子進行學習。 

2. 學生使用i-pad計算自己的心跳率等。 

3. 學生使用i-pad自拍及錄製自我介紹短片

等。 

4. 學生閱讀及自行製作QR code。 

5. 學生使用編輯圖片App編輯電子圖畫。 

6. 學生使用全能畫圖板繪畫指定圖畫。 

7. 學生在互聯網上搜尋圖書、天氣及有興趣

的關資料。 

8. 學生利用樂高積木Wedo 2.0進行程式編寫。 

9. 學生撰寫、傳送及回覆電郵給，並於電郵

中附加檔案給老師和同學。 

學生自選一個題目，並介紹題目的內容，將

內容放入 WPS Word Office。 

1. 檢視學生自學成果 

2. 學生能夠運用正確 iPad 

T. E 老師 

三年級第一學段  

1. Powerpoint簡報製作 

 

三年級第二學段 

1. 電郵 

1. 1學生自行製作簡報介紹自己。 

2. 學生撰寫、傳送及回覆電郵給，並於電郵

中附加檔案給老師和同學。 

3. 學生整理通訊錄資料，並為不同的電郵分

類。 

1. 檢查匯報結果 T. E 老師 



 

 

2. 網上地圖 

 

三年級第三學段  

1. WPS Word Office 

Lego Wedo 2.0 

4. 學生使用網上地圖找出身處位置及學校附

近的社區設施。 

5. 學生使用網上地圖設定起點及目的地的公

共交通工具路線。 

6. 學生自選一個題目，並介紹題目的內容，

將內容放入WPS word檔案。 

7. 學生利用樂高積木Wedo 2.0進行程式編寫。 

四年級 

使用 Microsoft Office (WORD, EXCEL, 

POWERPOINT)，學生將製作圖文並茂的文件，

工作表及簡報。 

 

四年級第一學段  

 我的健康飲食習慣 

(利用 EXCEL 輸入數據， 

公式計算及製作圖表) 

 

四年級第二學段 

 1. 提防網絡成癮 

2. 冬季澳運會 

(利用 WORD 製作海報) 

 

四年級第三學段 

自我介紹 

(利用 PowerPoint 製作簡報) 

1. 學生能製作精美的 Word, Excel 和

PowerPoint 作品。 

2. 學生認識 Word, Excel 和 PowerPoint 的使用

者界面。 

3. 認識利用公式進行運算。 

4. 能夠跟據數據製作圖表。 

5. 能夠利用鍵盤輸入英文並懂得在文件內使

用中文。 

6. 使用文字藝術師。 

7. 能夠插入圖片。 

8. 能夠在網上尋找圖片並用於作品上。 

9. 能夠利用文字方塊。 

10. 能夠在簡報上應用不同的主題。 

11. 在簡報上加入動畫和轉場效果。 

12. 學生能夠利用簡報軟件介紹自己。 

 

1. 學生的 Excel 作品質素良好，大部份同學

能夠利用公式進行運算和成功製作圖

表。 

 

2. 學生的 Word 作品質素不錯，大部份的作

品在投術上能夠滿足要求，部分作品美

工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3. 學生的 PowerPoint 作品表現優秀，作品

除了合符期望外，部份作品更顯出學生

的心思。 

 

 

四年級 

使用 Microsoft Office (WORD, EXCEL, 

POWERPOINT)，學生將製作圖文並茂的文件，

工作表及簡報。 

 

1. 學生能製作精美的 Word, Excel 和

PowerPoint 作品。 

2. 學生認識 Word, Excel和 PowerPoint 的使用

者界面。 

3. 認識利用公式進行運算。 

4. 能夠跟據數據製作圖表。 

1. 學生的 Excel 作品質素良好，大部份同學

能夠利用公式進行運算和成功製作圖

表。 

 

2. 學生的 Word 作品質素不錯，大部份的作

品在投術上能夠滿足要求，部分作品美

 



 

 

四年級第一學段  

 我的健康飲食習慣 

(利用 EXCEL 輸入數據， 

公式計算及製作圖表) 

 

四年級第二學段 

 1. 提防網絡成癮 

2. 冬季澳運會 

(利用 WORD 製作海報) 

 

四年級第三學段 

自我介紹 

(利用 PowerPoint 製作簡報) 

5. 能夠利用鍵盤輸入英文並懂得在文件內

使用中文。 

6. 使用文字藝術師。 

7. 能夠插入圖片。 

8. 能夠在網上尋找圖片並用於作品上。 

9. 能夠利用文字方塊。 

10. 能夠在簡報上應用不同的主題。 

11. 在簡報上加入動畫和轉場效果。 

12. 學生能夠利用簡報軟件介紹自己。 

 

工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3. 學生的 PowerPoint 作品表現優秀，作品

除了合符期望外，部份作品更顯出學生

的心思。 

五年級 

使用 Scratch 創作動畫及遊戲，學生將製作不同

類別遊戲與其他同學分享。另利用 Tinkercad 進

行 3D 設計和打印。 

 

五年級第一，二學段 

 Scratch 動畫 

 Scratch 迷宮遊戲 

 

五年級第三學段 

 3D 打印課程 

1. 學生能夠出來分享作品，並幫助同學完成

老師的要求。 

2. 學生認識 Scratch 軟件的界面。 

3. 學生在 Scratch 上自行繪畫和設計遊戲和

動畫上的主角、怪物、迷宮和寶物。 

4. 動畫上的角色相遇時的處理方法。 

5. 定出遊戲的勝利和失敗方法。 

6. 加入限時完成的要素。 

7. 能夠處理遊戲內的不合邏輯的情況。 

8. 透過動畫和遊戲學習程式篇寫。 

9. 認識 Tinkercad 的使用界面和登入系統。 

10. 在 Tinkercad 上由淺入深地繪畫立體圖形。 

11. 使用不同的工具協助繪圖。 

12. 學生能夠製作出不同的立體產品並能透

過 3D 打印機印出來。 

1. Scratch 遊戲和動畫作品質素和遊戲性合

符教學期望。部分作品顯出學生的額外

心思和創意。 

 

2. 立體作印的作品質素不錯且合符情理，

大部分作品能夠在無需額外人手處理下

能夠順利打印出來。 

 

  

六年級 

利用 Littlebits 電子積木進行創作，並製作不同

的發明品和同學分享。另利用機械人學習進階

的程式篇寫。 

1. 學生能製作出不同的發明品並透過演說與

老師和同學分享。 

2. 學生能認識電子積木的不同功能。 

3. 能夠篇寫一份產品設計書，並跟據設計製作

1. 學生整體作品質素優秀，部分作品在學

界的比賽上更得到獎項。 

2. 學生的產品介紹演講上花了不少心思。 

3. 學生的機械人程式大部分能夠做到老

師要求的工作。表現良好。 

1. 由於本

年度的

「小白

機械人」

抵校時



 

 

 

六年級第一，二學段 

• Littlebits 電子積木創作課程。 

 

六年級第二，三學段 

• 「小白機械人」進階程式篇寫。 

出產品。 

4. 產品設計能夠應用之前已學懂的知識，例如

3D 打印。 

5. 在製作過程中能夠跟據情況，適當地修改作

品。 

6. 認識機械人的功能和相關的感應器功能。 

7. 認識如何把程式傳送到機械人上。 

8. 機械人在行走時，能夠利用相關的感應器和

程式避開障礙物。 

9. 能夠自製一個迷宮讓機械人在迷宮上行走。 

10. 機械人程式能夠跟據情況作出判斷以決定

行走方向。 

4. 學生在課程中投入。 

 

間較遲

以致教

學時間

較緊

拙，來年

的教學

時間應

會較為

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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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 (Ellen Yeung) College (Primary Section) 
2017-2018 Science & Creativity Self Evaluation Report  

Panel:   Mr. Jason Koon 
Members:  Mr. Jason Koon and Miss Grace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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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rd semester for assessing their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science. 
 It was over 90% G2 to G5 students achieved “Good” and “Excellent” in the domain of Science Experiments of the performance report respectively 

(Refer to Appendix I). 
 It was at least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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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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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5% and their results are good and improved compared with last year batch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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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95% of both junior and senior students agree 

or strongly agree their science knowledge have been enhanced.  
 Both junior and senior primary students joined 9 science competitions and were awarded 24 prizes (Junior: 2 competitons with 1 award; Senior: 7 

competitions with 23 awards). Refer to Appendix III. 
 

  (III) Learning attitude and 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students’ questionnaire, item 3 suggested that 90% and 93% of junior and senior primary students agree or strongly agree 

their interest in science have been aroused respectively.  Item 2 also revealed that 95% and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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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and 97 % of junior and sen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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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a key component for both junior & senior primary section. Junior primary mainly focuses on science project. In senior primary, it 

ranges from creative projects to science inquiry projects. Green elements are included in the senior primary projects to support green education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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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 experiments in all grades.  Students were guided to read and carry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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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referring to the results of students’ questionnaire, 96% and 96.55% of junior and senior primary students agree or strongly agree their creativity 

have been enhanced. 
 

b. Teaching 
 Adopt student-cen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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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field trips (for Junior primary students) and 3 field trips (For senior primary students) have been carried out and the feedback is good.  It is 

suggested that field trip can be continuously planned for learning. 
 

c. Students’ learning  
 95% and 98 % of junior and senior primary student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class.  Good learning atmosphere have been created. (Refer to 

Appendix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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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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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4-G6 S&C classes were conducted in STEM Room.  For G6 Integrated Science classes, they were conducted in 3/F I.S. Lab in 4 weeks.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in two campuses is sufficient through text message and call. 
 

c. Students’ learning 
 Subject teachers think that the participation and interest in science of students are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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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ing all teacher answer booklet to fulfill G.S.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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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endix I: Analysis of performance of G2 to G5 students in Science & Creativity in the year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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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 Experiments Creative Thinking Skills Project 

2 100% 100% 99% 

3 100% 100% 100% 

4 96% 99% 96% 

5 91% 99% 95% 

Table 1: Percentage of students that achieved “Excellent” and “Good” in assessed domains 
*Getting “Attempted” or below in 2 out of 3 criteria boxes would not be counted as "Excellent" & "Good". 

      
Assessed Items Excellent Good Attempted Improvement needed 

 
Science Experiments 47% 53% 0% 0% 

 
Creative Thinking Skills 39% 61% 0% 0% 

 
Project 41% 58% 1% 0% 

 
Table 2: Performance of G2 Students 

      
Assessed Items Excellent Good Attempted Improvement needed 

 



 

 

Science Experiments 61% 39% 0% 0% 
 

Creative Thinking Skills 45% 55% 0% 0% 
 

Project 35% 65% 0% 0% 
 

Table 3: Performance of G3 Students 

      
Assessed Items Excellent Good Attempted Improvement needed 

 
Science Experiments 26.3% 70.1% 3.6% 0.0% 

 
Creative Thinking Skills 47.9% 51.0% 1.0% 0.0% 

 
Project 53.6% 42.5% 3.9% 0.0% 

 
Table 4: Performance of G4 Students 

      
Assessed Items Excellent Good Attempted Improvement needed 

 
Science Experiments 43.3% 47.8% 8.9% 0.0% 

 
Creative Thinking Skills 70.7% 27.8% 1.5% 0.0% 

 
Project 33.7% 61.5% 4.8% 0.0% 

 
Table 5: Performance of G5 Students 

 



 

 

Appendix II: Results of Students’ Questionnaire 1718 
 

 98% and 99.1% of students’ questionnaires were done in the end of June to junior primary students and senior primar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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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endix III: Competitions participated in 1718 
日期 比賽及主辦機構 參賽同學 獎項 

7/10/2017 
(3) 

慶祝國慶及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  
學界環保太陽能船設計大賽 
西貢區校長會、西貢民政事務處 
將軍澳文化康樂中心、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 

G5: 郭采嬈、李宛庭 及 黃奕勤 環保設計賽: 亞軍  
個人賽: 殿軍  
接力賽: 殿軍 

G6: 尤天朗、余梓彤 及 黃俊霖  

2/12/2017 
(1) 

校際 STEM 創意解難比賽 2017 
香港常識科教育學會 

G6: 羅悅希、何頌熹 
G5: 李宛庭、黃奕勤 

金獎 

24/2/2018 
(13) 

2018 香港小學科學奧林匹克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G5: (17) 
陳稀楠、莊子朗、暨梓諾、梁皓然、曹栢浲、 
黃奕勤、蔡嘉宜、譚子皓、歐釔伶、張俊彥、 
蔡昊哲、劉譽韜、李宛庭、尹嘉駿、鄭永豪、 
許湐翹、古晉光 
G6: (15) 
陳柏綸、李晞裴、梁皓俊、何頌熹、高曉旻、 
李韋嵐、盧倬延、尤天朗、吳宗熹、陳弘望、 
莫軒、謝青霖、張廣賢、胡啟銳、廖家翹 

個人獎項(金獎) (1) 

G6: 謝青霖 

個人獎項(銀獎) (7) 

G5: 古晉光、曹栢浲 

G6: 陳弘望、李韋嵐、梁皓俊、 

    胡啟銳、莫軒 

個人獎項(銅獎) (5) 

G5: 梁皓然、譚子皓 

G6: 張廣賢、何頌熹、廖家翹 

9/4/2018 
(2) 

「十分科學」網上自學計劃(第一期) 
香港教育城 及 匯識教育有限公司 

G4-G6 全部同學 優異獎 

G4: 黃晞蓓     G5: 梁皓然 

29/4/2018 
(1) 

紫外線測量及應用設計比賽 
香港天文台、香港氣象學會 及 香港大學 

G4: 黃智平     G5: 李宛庭 
G6: 黃俊霖、廖家翹、張廣賢 

小學組亞軍 

5/5/2018 
(2) 

香港科學青苗獎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師協會 

G5: 黃靖桐、郭采嬈、李宛庭 
G6: 黃俊霖、廖家翹 

科學家專訪獎 

優異獎 

5/5/2018 
(1) 

第二屆全港小學生科學比賽 
商務印書館 及 Gakken Education 

G2: 張靜淼 傑出表現獎 

19/5/2018 
(1) 

科技顯六藝: 六藝創意比賽 2018 
香港中文大學 及 香港科技教育學會 

G5: 李行健、李宛庭 
G6: 黃俊霖、尤天朗、余梓彤 

「樂」藝: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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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小學部) 

中史科-週年自評報告(2017/18) 
科目的學與教 
(1) 學生表現 

學業表現(校內外成績) 

本科不設測考。 
 
學習態度及能力(學科能力及共通能力) 
 95%學生認為自己上課專注，用心聆聽老師講解。 
 75%學生認為自己能掌握課堂的內容。 
 90%學生主動舉手，回應老師提問。 
 99%學生對中史感興趣，認為課堂氣氛良好。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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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設計切合學生特點，深入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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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理解能更透徹。 
 大規模舉辦境外交流考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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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方面 
 教學方法靈活多變，有講故事、看動畫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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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用小組學習的優勢，加入討論環節。 
 新增諸子百家戲劇課程，既可拔尖，也可以提升學生興趣。 



 

 

學生學習方面 
 學生喜歡上中史課，學得主動，認真。 
 學生樂意搜集有關的中史資料（課外書/互聯網）。 

 
資源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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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活動支出都在預算內。 

 
有待改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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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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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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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時間的局限，令師生互動次數滅少。 
 
學生學習方面 
 仍有少部分學生學得較被動，對歷史科提不起興趣。 
 因沒有考試，少部分學生的學習動機較低。 
 
學習評估方面 
 評估形式可更多樣化，例如講歷史故事比賽，演歷史劇比賽，課堂參與度等。 

 
(3) 跟進措施(將於下學年中推行) 

• 計畫到京都及奈良考察，使學生更了解唐宋兩朝與周邊國家的互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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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繼續推行諸子百家戲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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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閱讀科週年報告(2017-18) 

科目：閱讀科 

科主任：陳美瑚老師 

科目成員：陳家偉校長，關頌恩老師 

 

本學年工作計劃的推行情況和成效評估 

 施行目標 策略 成效 跟進 

1. 
配合課程發展， 

支援學與教 

1. 持續跟科主任溝通，

了解課程發展，及早準

備，以使館藏與時並

進。 

~在 TLG 會議上諮詢各科主任意見，採購及整理圖書。本年度旺角校舍新增 770 本，館

藏 10225 冊；將軍澳新增 1099 本，館藏 32900 冊。 
~按科任要求整理與學習課題有關的圖書，供師生參考，有關課題詳見會議紀錄二及三。 
~館藏發展漸見規模，能應付各科大部分課題的學與教需要，但部分館藏內容已見過時，

須費時整理，註銷舊版，重置新版。 

~多留意教學趨勢，搜羅符合

課程發展的資源，使館藏推

陳出新。 

~進行年度盤點工作時，註銷

內容過時的館藏。 

2. 派發表格供各科填寫

其需要及購書建議。 
 

~在 TLG 會議上，向科主任簡介圖書館可如何支援各科教學，歡迎科任帶班級到圖書館

進行學習活動。 

~在第一學段派發表格供各科填寫，科任未能提出任何購書建議。他們在實際教學時，才

會提出用書或購書的需求。有時遇到較冷門的題材，本科只能臨急就章，四處張羅合適

的材料，效果未如理想。所幸的是館藏發展多年，尚算完備，此情況並不常見。 

~查閱各科教學計劃，了解課

程內容，適時向各科介紹合

適的館藏，及推介可增購的

圖書。 

3. 支援各科利用圖書館

資源，進行學習活動 
 

~本學年學科老師帶班到館搜集資料的次數比上學年增加，包括英文科寫作 
課、數學科圖書分享、音樂科資料搜集等。科任老師認為同學在閱讀有關圖 
書後，大都能夠完成相關課業，表現理想。接近九成(89.28%)的高小同學 
在問卷調查中表示會利用圖書館資源支援學習，增長知識。 

~支援各科教學的措施詳見會議紀錄二及三。 

~多與科任老師溝通，建立夥

伙關係，適時提供支援，進

一步提高教師帶班到館上課

的意欲。 

4. 配合學校推展 STEM
教學，整理並推廣相關

圖書 

~本年度增購並整理有關 STEM 圖書，MK 館新增 45 本；TKO 館新增 165 本(G4-6：85
本；G7-12：80 本)。 

~根據館藏統計，自然科學類和應用科學類共有 6594 本，MK：1876 本；TKO：4718 本。 
~訂閱科普雜誌共 6 本(兒童的科學、MAKE:、科學世界 Newton、科學人、BBC Earth、
Popular Science)，拓闊學生視野。 
~擺放書展，向師生介紹新增館藏。 

 

5. 購置電子學習資料庫 
~續訂 WiseSearch 電子剪報資料庫；但使用率不高。 
~訂購電子資料庫「Questia School」支援中學部推行 IB 課程，安排有關人員 
到校向師生講解登入及操作步驟，指導學生搜尋資料技巧。 

~向學生加強宣傳電子資料

庫的應用 



 

 

~資源所限，為補不足，除訂閱電子學習資料庫外，本科邀約調景嶺公共圖書館人員到校

主持週會及工作坊，向中學師生介紹公共圖書館電子資源，拓闊學習資源。 
~與調景嶺公共圖書館協辦電子資源推廣日，負責攤位遊戲，又向該館借用展 

版於校內展出，進一步宣傳電子書和資料庫的應用。 

~向各科建議可用的電子資

料庫 

2. 

早讀樂計劃 

 

 

1. 提供集體閱讀環境，

培養學生閱讀習慣 

~全年推行計劃，效果理想。學生大都能靜下來閱讀，專注用心，已培養出 

良好的態度，整體表現良好。問卷調查顯示 79.79%初小學生及 88.4%高小學 

生喜歡逢星期五舉行的早讀；九成以上的同學認為自己早讀時，認真專注。 
~每學段會選兩週評核學生早讀表現，得分會計算入閱讀世界盃的積分，以鼓  
 勵學生安靜閱讀。頒發獎杯起一定的推動作用，學生表現比去年積極。 

~持續推行計劃 

2. 早讀時，學生均衡閱

讀中、英文圖書 

~今學年，計劃安排學生單月閱讀中文圖書，雙月閱讀英文圖書，均衡閱讀兩文圖書，避

免學生偏讀，擴闊閱讀口味。兩者相比，學生閱讀中文圖書時較專注，看英文圖書時，

表現稍遜，容易分心，要老師提點。初小借閱英文圖書的數量比去年遞增，平均每人借

出 21 本英語讀物；而高小每人平均借出英文書共 18 本。 

 

3. 學生有更多機會閱讀

課室圖書 

~早讀時，學生可取用課室圖書閱讀。除此之外，學生亦可於班主任節或課餘借用課室圖

書，因時間所限，如學生未及看完圖書，可借回家繼續看。 

~每學段，課室圖書會輪流更換，給予學生新鮮感，廣泛閱讀到不同類別的圖書。在問卷

調查中，86.61%的高小同學表示會均衡閱讀不同類型的圖書。 

 

3. 

透過綠繪本，推廣

環保意識 

 

 

 

 

1. 在 G1 課堂中選讀綠

繪本〈親愛的普普

樹〉，引發學生思考

環保議題 

~在 G1 課堂中選讀綠繪本《親愛的普普樹》，透過故事內容，引發學生思考環保議題，

培養他們從小懂得保護大自然；老師亦鼓勵學生到館借閱綠繪本，加深認識。 

~接近八成的初小學生在問卷調查中表示從閱讀綠繪本中，學到環保意識。 

 

2. 初小午息期間，舉辦

綠繪本閱讀活動 
 

~在第二、三學段舉行了 5 次綠繪本閱讀活動，科任老師負責選書，每次由 3 位家長合作

主持活動。 

~家長用「綠繪本」講故事，生動有趣，主題圍繞綠色生活和環保議題，又配合故事內容

設計遊戲活動，如製作環保小手工。 

~活動後，學生喜歡到館內綠色圖書角借閱相關圖書。 

 

3. 圖書館設置綠色圖書

角 
~配合「綠繪本」閱讀活動，設專櫃擺放環保圖書。學生透過閱讀，學習愛護環境的觀念。  

4. 

透過跨科/組合

作，促進學生從閱

讀中學習 

1. 主動聯絡科任簡介圖

書館可如何支援教

學，尋求跨科合作的

機會。 

~在第三學段，本科繼續主動聯絡各科組，促成合作機會，效果不俗，有科組老師協力推

動，學生更主動到館使用圖書館資源。90.18%的高小同學在問卷調查中表示喜歡到圖書

館借書及使用其服務；88.39%表示能運用閱讀課所學的技能更有效地閱讀。 

 

2. 跟至少兩個高小學科 ~本科成功與中史科、音樂科、中文科、常識科、英文科和學進組合作，推廣與教學課題 ~探索與不同學科的合作機



 

 

/組別合作，推廣與教

學課題有關的圖書 

 

有關的圖書。 
~雖然合作形式及規模各科有異，但總的來說，各科樂於與本科合作，共同推廣閱讀，經

驗良好。 

~合作安排細節詳見會議紀錄二及三。 

會。 

3. 舉辦活動，提高學生

閱讀該類圖書的興趣 
 

~以「超時空閱讀，穿越中國史」作為閱讀週主題，舉辦午間活動，推廣中史科圖書，活

動內容詳見於會議紀錄二及三。 

~活動成功提高中史類圖書的借閱率，效果不俗。 

~逾八成(82.14%)的高小同學喜歡本科舉辦的活動。 

~~學生普遍喜歡問答及猜謎

遊戲，樂於參與其中，建議

日後多辦這類活動，吸引學

生到館借書。 

4. 教導學生利用圖表作

工具，整理從閱讀中

學到的知識 

~在課堂中，指導學生在閱讀後，利用時間線、温氏圖、六何法概念圖、KＷＬ表等工具

整理資料。學生普遍能掌握各類圖表的特性去整理資料。 

~持續在高小推行，幫助學生

熟習技巧，形成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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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書院(小學部) 

週年自評報告 – <校務組>(2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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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技術員、技術員、文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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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計劃 

 

施行計劃1

 已獲政府批出撥款$16,445,000 

：申請2018-19學校大型維修 

 詳情可參看David Chan’s Memo 064 

 

施行計劃2

 大堂綠牆已完成，植物生長情況理想 

：綠化學校大堂及入口 

 已成為學校一個重要地標，供新舊學生及嘉賓拍照 

 

施行計劃3

 已運用教育局撥款購入約 30部 IPAD 

：增強電子學習設施 

 已購入IPAD CHARGER車 

 

施行計劃4

 已購置 3部 3D打印機供才華班、TE課程及比賽使用  

：加強STEM學習設施 

 已購入一部鐳射切割機供才華班、TE課程及比賽使用  

 

施行計劃5

 文職人員已根據他們的表現以評定獎勵 

：優化文職人員考勤及獎勵 

 此計劃已與中學部共同使用 

 



2.  本學年資源及財政管理檢討  

 本學年獲批大型維修撥款，學校不少設施將大幅提升及改善 

 

3.  本學年工作的主要優點  

 大堂綠他計劃提升學校形象 

 所有STEM及E LEARNING設施改進，增加了學校發展STEM教育的實力 

 本學年獲批大型維修撥款，學校不少設施將大幅提升及改善 

 優化文職人員考勤及獎勵，提升同事的士氣及穩定性 

 

4.  本學年工作有待改善的地方  

 STEM發展人手不足 

 

5.  跟進措施  

 考慮招募STEM助理增強學校發展STEM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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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書院(小學部) 

<學生事務組>週年自評報告(2017/18) 
 

組    長：周曉瑜主任(MK) 黃惠珍主任(T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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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份問卷，回應問卷有24人。 

- 有約38.89%組長十分同意/61.11%同意給予足夠的時間予文職同事工作。 

  - 有約63.167%組長十分同意/36.84%同意校務處職員能如期完成所委派之工作。 

- 有超過41.67%組長十分同意/58.33%同意兩校能保持緊密聯繫，建立共同文化。 

  - 有超過45.83%組長十分同意/5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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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妥善處理學生事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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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效評估： 

2.1 (班主任) 

 - 共發出25份問卷，回應問卷有21人。 

 - 有42.86%的班主任十分同意/57.14%的班主任同意有關「學生健康檢查」及「學生牙科保健」各項運作暢順。 

- 小學部9月份有609名學生，當中298名將軍澳校舍的學生及304名旺角校舍的學生參與「學生健康檢查」(超過98.85%參與)。 = (298 + 304) / 609 

- 小學部9月份有609名學生，當中296名將軍澳校舍的學生及303名旺角校舍的學生參與「學生牙科保健」(超過98.36%參與)。 = (296 + 303) / 609 

 

2.2(班主任) 

 -共發出25份問卷，回應問卷有21人。 

 -有42.86%的班主任十分同意/57.14%的班主任同意同學生午膳運作暢順。 

 家教會分別於上學期 10 月 18 日及下學期 7 月 3 日進行了有關午膳供應商表現之問卷調查。數據如下： 

 上學期共發出 833 份問卷，有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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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家長滿意 

- 有26%家長一般 

- 有5%家長不滿意 

- 有1%家長極不滿意 

 

 下學期共發出 833 份問卷，有 274 位家長回應有關「午膳供應商」服務表現。 

- 有10%家長十分滿意 

- 有61%家長滿意 

- 有24%家長一般 

- 有3%家長不滿意 



- 有2%家長極不滿意 

  - 旺角及將軍澳校舍全年平均每月有477名學生（旺角校舍190人，將軍澳校舍287人）訂購午膳。 

- 經招標後，「活力午餐」承辦本校由2017年9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的學生午膳服務供應。 

 

施行計劃3：

•推行情況： 

統籌與小一入學之相關工作(旺角校舍) 

- 已完成2018-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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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人。 

- 另外，2018年6月9日進行了2019-20年度小一入學簡介會，2018年8月18，19，25，26日及9月2日，5天進行了學生面見。 

- 新組成的小一入學組將負責2019-20年度及後的小一入學工作。 

 

施行計劃4：

 

確保代支項目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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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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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18年度訂購文具及用紙量每月結算由2017年8月至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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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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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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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校方只提供一些基本及簡單的文具供教職員，每學年將定量派發可更換筆芯的原子筆及白板筆供教職員使用，減少浪費，實行

推動環保，以減省開支。  

 



2017/2018年度 

學生事務組 

文具及紙類每月開支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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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8.5 $3,005 $710 $1,720 $5,874 $7,360 $860 $4,724 $805 $5,306 $920 $1,732 

17年8月-18年7月共開支：$40,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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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8 $512.2 $2,564.6 $1,110.6 $0 $2,218.2 $0 $1,052.6 $1,993.8 $1,068.1 $990.1 $381 

17年8月-18年7月共開支：$12,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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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920 $0 $0 $0 $1,920 $0 $0 $1,920 $0 

17年8月-18年7月共開支：$5,760 

 

(4)油墨及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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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0 $2,116 $6,322 $0 $5,056 $2,635 $0 $5,620 $0 $4,401 $0 $2,633 

17年8月-18年7月共開支：$32,313 



2017/2018年度 

學生事務組(旺角校舍) 

文具及紙類每月開支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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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 $1,988 $2,432 $0 $1,298 $0 $2,028 $1,027.5 $2,396 $0 $4,640.8 $1,068.3 

17年8月-18年7月共開支：$18,129.6 

每月開支可參考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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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2 $768.4 $1,620.6 $0 $1,430.5 $1,933 $0 $2,246 $1,872.4 $1,061.7 $2,086 $0 

17年8月-18年7月共開支：13640.8



2017/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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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reams  60reams 12reams 12reams   3reams   
 

用途 Office  Office 
Office 

教材 

Office 

教材 
  教材   

 

開支 $322.5  $2,580 $816 $2,760   $660   
 

8月開支：$7,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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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reams 6reams 30reams  12reams      
 

用途 Office Office Office  
G&S 

(Green) 
     

 

開支 $1,505 $210 $1,290  $2,760      
 

9月開支：$5,765 (StG: $3,005 , G&S: $2,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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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紋紙

(134g) 

紀州紙

(130g) 

羊皮紙 

(150g) 

公文袋 

/ 信封 

條紋紙

(CJ-789) 

數量 20reams 8reams     
 

   
 

用途 Office Office     
 

   
 

開支 $430 $280     
 

   
 

10月開支：$710 

 

 

 

 



2017/2018年度(將軍澳校舍)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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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數量 80reams      
 

  
 

 

用途 Office      
 

  
 

 

開支 $1,720      
 

  
 

 

11月開支：$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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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紋紙 

紀州紙

(130g) 
證書紙 

公文袋 

/ 信封 
其他 

數量 30reams  35reams 12reams   3300張  20包  
 

用途 Office  Office 
Office 

教材 
  

Office

報表 
 Office   

 

開支 $645  $1,505 $816   $2,508  $400  
 

12月開支：$5,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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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皮紙

(150-9) 

證書紙

(CJ789) 

花紋紙 

(134g) 

公文袋 

/ 信封 
其他 

數量 
70 

reams 
7 reams 30 reams 8 reams 16 reams  1000張 12包   

 

用途 Office  Office Office 
Office 

教材 

Office 

教材 
 T&A T&A   

 

開支 $1,505 $245 $1,290 $640 $3,680  $990 $510   
 

1月開支：$8,860 (StG: $7,360 , T&A $1,500) 

 

 

 

 



2017/2018年度(將軍澳校舍)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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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書紙 

公文袋 

/ 信封 
其他 

數量 40 reams      
 

   
 

用途 Office      
 

   
 

開支 $860      
 

   
 

2月開支：$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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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紋紙

(134g) 
羊皮紙 

公文袋 

/ 信封 
其他 

數量 60reams 8reams 50reams 10reams   
 

   
 

用途 Office Office Office 
Office 

教材 
  

 
   

 

開支 $1,350 $324 $2,250 $800   
 

   
 

3月開支：$4,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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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reams      1包    
 

用途 office      LEG    
 

開支 $805      $42.5    
 

4月開支：$847.5 (StG: $805 , LEG $42.5) 

 

 

 

 



2017/2018年度(將軍澳校舍)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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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H-032) 
花紋紙 羊皮紙 

公文袋 

/ 信封 

條紋紙

(CJ-789) 

數量 45reams    8reams  1捻 2200張 10包  7包 

用途 Office    Office  獎狀紙 
Office 

報表用 
T&A  T&A 

開支 $1,035    $1,840  $495 $1,936 $540  $297.5 

5月開支：$6,143.5 (StG: 5,306, T&A: $8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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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紋紙 

134g 

紀州紙

(130g) 
證書紙 

公文袋 

/ 信封 
其他 

數量 40reams      
 

    

用途 Office      
 

    

開支 $920      
 

    

6月開支：$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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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reams  15reams 4reams   
 

2reams   
 

用途 Office  Office 
Office 

教材 
  

 
GEG   

 

開支 $690  $690 $352   
 

460   
 

7月開支：$2,192  (StG: 1,732, GEG: $460) 

 

 

 

 



2017/2018年度(旺角校舍)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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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reams 5reams    6reams     
 

用途 
Office 

教材 

Office 

教材 
   

Office 

教材 
    

 

開支 $690 $165    $396     
 

8月開支：$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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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reams  15reams   3reams     
 

用途 
Office 

教材 
 

Office 

教材 
  

Office 

教材 
    

 

開支 $1,100  $690   $198     
 

9月開支：$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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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紋紙

(134g) 

紀州紙

(130g) 

羊皮紙 

(150g) 

公文袋 

/ 信封 

條紋紙

(CJ-789) 

數量 50reams 4reams 15 reams    12包    
 

用途 
Office 

教材 

Office 

教材 

Office 

教材 
   成績表    

 

開支 $1,100 $132 $690    $510    
 

10月開支：$2,432 

 

 

 

 

 



2017/2018年度(旺角校舍)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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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數量       
 

  
 

 

用途       
 

  
 

 

開支       
 

  
 

 

11月開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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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紋紙 

紀州紙

(130g) 
證書紙 

公文袋 

/ 信封 
其他 

數量 50reams 6reams         
 

用途 
Office 

教材 

Office 

教材 
        

 

開支 $1,100 $1,298         
 

12月開支：$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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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皮紙

(150-9) 

證書紙

(CJ789) 

花紋紙 

(134g) 

公文袋 

/ 信封 
其他 

數量           
 

用途           
 

開支           
 

1月開支：$0 

 

 

 

 



2017/2018年度(旺角校舍)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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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書紙 

公文袋 

/ 信封 
其他 

數量 50 reams 7reams 15reams    
 

   
 

用途 
Office 

教材 

Office 

教材 

Office 

教材 
   

 
   

 

開支 $1,100 $238 $690    
 

   
 

2月開支：$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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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紋紙

(134g) 
羊皮紙 

公文袋 

/ 信封 

A3白囉咭

(250 GSM) 

數量       7包    1reams 

用途       成績表    
GTE 

(Cover) 

開支       $297.5    $730 

3月開支：$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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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reams 2reams 15reams   2reams 8包    
 

用途 
Office 

教材 

Office 

教材 

Office 

教材 
  

Office 

教材 
報表紙    

 

開支 $1,150 $72 $690   $144 $340    
 

4月開支：$2,396 

 

 

 

 



2017/2018年度(旺角校舍)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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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H-032) 
花紋紙 羊皮紙 

公文袋 

/ 信封 

條紋紙

(CJ-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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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紋紙 

134g 

紀州紙

(130g) 
羊皮紙 

公文袋 

/ 信封 
其他 

數量 50reams 5reams     3,300張  10包   

用途 
Office 

教材 

Office 

教材 
    報表紙  LEG   

開支 $1,150 $180     $2,904  $406.8   

6月開支：$4,6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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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reams  3包  
 

用途       獎狀  LEG  
 

開支       $990  $78.3  
 

7月開支：$1,0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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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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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繼續跟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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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時修訂學生事務手冊，以及時更新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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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書院(小學部) 

<綠評組>週年自評報告(2017/18) 
組別：綠評組 

組長：馮可兒主任(TKO) 

成員：鄧惠群 (文職人員) 、娥姐(園藝) 、陳感恩老師(科創科) 、譚老師(常識) 

 本學年工作計劃的推行情況和成效評估  

繼續推動綠色管理及環保教育，培訓綠色領袖及舉辦各項綠色活動。 

•推行情況： 

施行計劃 預期成效 推行時間 成功準則 自評 

a.優化校園、欣園 

新園、自然教室、 

生物站 

逐步於學校不同

地點綠化校園環

境。 

9/2017-6/2018 (a)欣園、新園、自然教室、生物站

均能加入新項目給同學認識。 

(b)所有同學能於小息或課餘時觀

賞。 

(c)常識及科創科老師於課堂時帶

領學生參觀及學習。 

(d)訪校及交流團均能參觀 

將軍澳校舍學校重新整理自然 

教室， 增加空間給同學， 運 

用馬糞及廚餘種植，自然教室 

重新髹牆， 加設鐵網防止雀鳥 

吃農作物等設施，科創科老師  

進行草地實驗成功種出新草， 

效果理想。 

b.-環境教育隊伍統

籌 

- Green Leader團隊 

- 綠色管理與教育

工作小組 

-Green Society 

-根據綠色校園架

構，繼續推行動

綠色教育。 

-全校參予項目，

工作小組包括家

教 會 、 童 軍 領

袖、老師、學生、

職員及工友。 

- 進 一 步 優 化

Green Leader團隊 

9/2017-6/2018 (a)全校參與環境政策 

(b)製作新Green Book 

(c)製作綠報 

(d)招募家長 Green Captain 及家長

Green Captain 

(e)每班選兩位同學做Green Leader 

(f)Green Society每年舉辦四項大型

活動 

-本年一共招募了250個家

庭、協助推行各項綠色活

動； 

48名學生(每班兩名)Green 

Leader: 

舉辦了八次課後訓練: 

1綠色校園電視台訓練班 

2天然潤唇膏製作 

3環境科學1(科學探測器) 

4環境科學2(空氣質素量度) 

5環境科學3(減少碳排放校 

外推廣) 

6環境污染發布會  

7素食大會 

8.自製蚊膏並對外聯繫安排

了課專題講座訓練，學生反

應理想 

c. 綠。惜教育頻道  

(Green Channel) 

鼓勵同學及訪客

(校外人士 )能從

Green Channel 的

８個專頁頻道中

取得多元化的綠

色資訊。 

-由學生及家長共

同製作的Green 

Channel 「綠。

惜」教育頻道，

共 有  8 個 專

頁，供校內校外

人士觀看。 

 

9/2017-6/2018 (a)熱島中綠洲 

 綠色校園願景、政策、管理、指 

引、措施等 

(b)優才「綠」像區 - 校內外活動

紀錄、教育、推廣 

(c)健樂愛漫遊 - 環保相關活動資

料 & 校外活動介紹  

(d)心廣地自寬 - 環保相關網站介

紹  & 校外比賽 

(e)優才好環境 - 校內環境/綠色

教育及活動介紹/預告等 

(f)綠健心身靈 - 環保相關知識、 

eBook 、 文章、分享、綠繪本 

(g)環保短片區 

(h)綠色玩樂多 - 遊戲區 

-Green Channel 「綠。惜」 

教育頻道，共有 8個專頁， 

供校內校外人士觀看。 

-Green Channel 「綠。惜」 

教育頻道瀏覽量至2018年6 

月22日為23193人次。 
 



d.好環境 

(Project Oasis) 

學生能從定期更

新的展板中認識

學校願景、環景

政策、各種環保

建議及活動。 

9/2017-6/2018 製作壁報、定期更新、監察及管

理、指引、措施等。 

-將軍澳校舍於去年隔月份 更

新壁報， 共更新五次。 
 

e.珍惜資源  

(Use less) 

- 午間熄燈一小

時、少用紙巾、

漂書活動、校服

回收 

 

9/2017-6/2018 -根據環保署的數據，香港排放的

二氣化碳，大部份均來自本港的發

電廠；-除了日常注意出入應關門

及關燈外，兩校舍繼續於晴天日子

的午膳及大息進行行關燈一小時。 

-家教會繼續推行漂書及校服回收

活動。 

-午間熄燈一小時可下學年

度繼續，彈性安排，如有需

要，班房亦可開側燈或中間

位置的燈。 
-班房及特別室已停止提供  

紙巾，但初小學生因衛生問 

題建議繼續使用抹手紙，再 

循序漸進教育初小學生。 

-本年度並沒有進行漂書活 

動，但有校服回收活動。 

f.惜食是福 

(Eat wise) 
-綠色星期一 

(Green Monday) 

-蔬果日 

(Vegetable and 

Fruit Day) 

 

 

 

9/2017-6/2018 -我們鼓勵同學逢星期一進行素

食，同學可選飯盒供應商的素菜餐

或家長自行預備素食。 

-工友逢週一(將軍澳校舍)及週五

(旺角校舍)午膳準備不同蔬菜或水

果讓同學品嘗，認識不同蔬果之

餘，也吃得健康。 

綠色星期一 (Green Monday) 

及蔬果日(Vegetable and Fruit 

Day) 

於兩校均非常受歡迎，有老

師及同學反映有些平日不愛

吃的蔬果他們也嘗試吃。 
將軍澳校舍本年度總共吃了25

次蔬果。 

菜心/車厘茄/橙/南瓜/皇帝菜 

/菠蘿/白菜/龍眼/豆角/節瓜/提

子/菜心/藍莓/豆苗/金桔/脆肉

瓜/菠蘿/生菜/西蘭花。 

g.轉廢為能 

(Waste to energy) 
-魚菜共生(旺角)

及魚花共生 

-班房種植 

-製作酵素 

9/2017-6/2018 (a)旺角校舍已試行飼養淡水魚的

水來作肥料種菜，而種菜的泥土

則可變作過濾器把水份放回魚

缸，循環再用。 

(b)每個班房將種植植物，讓同學

自行打理，綠化教室之餘也能培

養學生的責任感。 

(c)校方教育家長製作酵素，鼓勵家

長及同學少用化學清潔劑，並於旺

角校舍使用酵素作清潔劑。 

-班房種植，由常識科老師帶 

領進行一班六組自種自食活 

動，初小同學進行一人一花 

活動。 

-Green society有全年四次校

園種植活動，以抽籤形式進

行，全年亦有四次戶外活

動，頗為成功，可再次舉辦。 
 

h. 簡 約 生 活 

(Simple life) 
-棄用即棄餐具、

建立一是最好。 

9/2017-6/2018 (a)學生於大型校內校外活動也能

帶備自用餐具 
(b)每位同學也自備餐具，少吃外

賣，減少使用外賣盒。 

(c)建立一是最好，例如文具一套己

經足夠。 

-文具一套便是最好，派發每

班房的回收文具盒後，班主

任表示棄置文具情況明顯減

少。 

學校向每名同學派發一條手

帕，鼓勵他們每天帶手帕回

校。 

i. 循 環 再 用 

(Re-cycle) 
-可換芯白板筆及

原子筆 

9/2017-6/2018 -繼續採用可換芯白板筆及原子

筆，以減少棄掉筆桿 

-旺角校舍及將軍澳校舍已

全面採用可換芯白板筆及原

子筆，情況理想，可繼續推

行。 



j.老師/學生考察團 - 學生戶外學習

日。 

-到不同地區學校

/地方進行交流

活動及考察 

9/2017 -到最兩間不同學校進行交流及考

察 

-綠色學校資料搜集 

-本校老師同學已到訪超過最

少五間不同學校進行交流及

考察，包括本地、國內及台

灣。 

k.台灣綠色學校考

察團 

- 1-2位老師帶領

小二及小三 (抽

籤 )家庭到台灣

綠色學校進行

考察活動。 

- 由 老 師 Green 

Leader 及 家 長

Green Leader 帶

領家庭到台灣

綠色學校進行

考察活動。 

11/2017 活動有學生、家長、老師參與 
-綠色學校考察 

(花蓮環保考察團) 

 

-成功舉辦，反應理想。 

-1位老師帶領19個家庭到台灣

綠色學校進行考察活動。家長

及學生都非常滿意考察活動明

年可以繼續推行。 
 

l.舉辦校內及校外

活動 

-廚餘種植活動 

-農夫到校教授泥

種(MK) 

-研究香港空氣污

染指數 

-碳足跡課程 

9/2017-12/2018 -能成功自種自食。 

-農夫最少三次到校教授堆泥及泥

種重點。(MK)  

-購買八十個種植箱，由常識科負

責, 體驗自種自食。 

-於才華班時段帶同學生到不同地

點作實地研究。 

-學生能掌握碳足跡的重點並能明

白如何用於日常生活當中。 

-農夫到校三次教授24名學生 

Green leader堆泥及教授泥種 

重點。 

-學生進一步認識廚餘機運並 

把午膳吃剩的飯菜作廚餘用途 

-學生能透過廚餘廚房實地參 

觀後認識如何把廚餘重新製作 

飯盒捐贈長者。 

與機構合作讓同學學習研究香

港空氣污染指數。 

-全校學生完成碳足跡課程。 

(課程由科創科老師負責) 

m. 優化自然教室 -為植物設定QR 

碼，方便學生學

習。 

9/2017-6/2018 繼續於校內的綠色植物加上QR

碼 
-  

 

 

-校內有100項綠色植物已加上

QR碼。 
 

n.香港環境卓越大

獎 

參加香港環境卓

越大獎1718 
10/2017-6/2018 運用Green Menu及製作ppt 

表達學校對綠色學校的理念 

-成功進入五強到九龍塘生產力

促進局面試。 

-最後取得學校界別金獎。 



o. 繼續申請學校

對外空地作農地

耕種 

-成功申請後服務

附近獨居老人 
09/2017 分四階段，每階段服務24名獨居老

人，一年共服務96名老人。 

擱置 

 

 

學年工作的主要優點  

•各項計劃均有既定程序，安排暢順，效果良好。 

•各組員及家長能分工合作，互相協助。 

•感謝家長無私付出的時間和精神，建立綠色學會，綠色學會運作暢順。 

•巳建立綠色群組，可統一意見及訊息混亂的情況已甚少發生。 

•2017年12月本校被教育局邀請為綠色參觀學校，參觀老師發展的綠色教育頗為欣賞，例如科創科的磁浮列車，空氣污

染研究，DIY潤唇膏/蚊膏。 

 

本學年工作有待改善的地方  

•綠色有活動頗多，建議兩校職員增加溝通，令整體運作更暢順。 

•可逐步篩選一些較特別的綠色活動，提升趣味。 

 

 

跟進措施 (相關措施將於下學年推行 )  

•繼續推行綠色校園，效果良好，已取得全卓越金獎，明年無須參加比賽，可以更專注校本綠色教育。 

•綠色考察可考慮到台灣以外的地方舉行，如印尼及新加坡等。 

•綠色學會可計劃2018 /2019年度開始接力自行舉辦綠色教育項目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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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小學部) 

<教務組>週年自評報告(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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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組別主任： 陳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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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時老師(普)，譚立基老師(科創)，陳感恩老師(科創)，陳偉傑副校長(T.E.)，陳美瑚老師(閱讀)， 

關頌恩老師(閱讀)，吳家康老師(中史)，梁珏琛老師，黃穎欣老師 

          

本學年工作計畫的推行情況和成效評估  

 
施行目標 策略 成效 跟進 

1. 注重班級的經 

營。強化班主 

任角色、有系 

統培訓班長及 

組長，發展每 

班圖書角。 

1) 老師在上課時 

  善用異質分組 

  的優勢，鼓勵 

  學生學習 

 

 

 

- 各班以3-5人為一組，以分組的形式安排座位。 

- 各科在教學過程中充分利用分組教學，提升教學成效。 

- 從上學期的觀課中可見大部分老師都能利用分組教學，提升教學成效。 

- 各科老師都在教學的過程中教導組長如何與組員合作，達致雙贏。 

- 所有老師都在上課時經常進行分組活動，提高生生互動和師生互動。老師表示在採 

  用異質分組的座位後，能提升教學效能。 

- 部分課室的座位安排不利分組教學，明年再要求改善。 

 

- 班長、組長有系統地培訓有助同學領導能力的提升，同時於高小增加組長獎學金 

 （以身作則、管理小組、帶動學習），鼓勵做得好的組長及其小組；加強小組互動， 

  進行小組比賽，以建構主義學習方式，幫助學生「together we achieve more」。 

- 教室圖書角，在原有「東南西北」的基礎上增加「中」，以適應未來學校五班的安

排。 

  同時希望班主任多花時間安排和整理圖書角，鼓勵學生多閱讀。 

 

- 改善教室設施，為老師和學生提供良好的教學環境。 

- 來年的小組訓練目 

  標，建議選取成績、 

  品德皆為中上之學 

  生，並多給機會予 

  較文靜的學生，希 

  望通過組長訓練， 

  培養該類學生的領 

  導能力 

- 與班主任協商，要 

  求所有課室按分組 

  的方法安排座位 

- 仍會要求老師充分 

  利用分組教學，提 

  升教學成效，鼓勵 

  生生互動，師生互動 

- 學校會跟進相關情 

  況，在暑假中進行 

  更換和維修的工作 

 



  

2. 

 

 

積極推行科技

教育，協調科

技、科創科。 

 

 

1）組成科技小組 

   協助推行 

 

- 九月已組成科技小組協助推行。 

- 成員包括有關科目的老師。 

- 包括科創科內實踐層面、校園內的實踐層面和校外層面，訓練學生參加不同類型的 

  比賽。 

- 明年仍會維持這個小 

  組 

- 詳細安排有待下學年 

  商議 

2）協調科技、 

   科創科 

 

- 鼓勵各科參加不同的活動及比賽。 

- 各科分工合作，在課堂上教授學生相關知識，幫助學生完成有關作品。 

- 學生在過程中掌握了科學知識。 

 

- 明年仍會維持這種合 

  作模式 

- 加強各科合作，令學 

  生掌握各科技巧及科 

  學知識 

 

3）5%高小學生 

  參加最少一項 

  的校外科學比 

  賽 

 

- 高小學生總數為300人，現時已有57名不同學生參與過有關科創科相關比賽， 

  超過所要求之人數(15人)。 

 

 

- 明年仍會安排學生參 

  加不同的活動和比賽 

- 透過課後資優班及課 

  堂教學，提升學生的  

  科學知識及技能 

- 詳細安排有待下學年 

  商議 
4）各科加入新科 

   技技術元素 

- 本學年，已購買32部新ipad（128G）供高小使用，其中6部歸高小英文科老師專用， 

  其他26部各科共用。初小將會有26部ipad（64G）供各科使用。 

  各科使用ipad情況 

 

3. 

 

 

 

 

 

 

 

 

 

繼續推動綠色

管理及環保教

育，培訓綠色領

袖及舉辦各項

綠色活動。 

 

 

 

 

 

1) 組成綠色小 

   組協助推行 

 

 

- 九月已組成綠色小組協助推行 

- 成員包括科創科老師、常識科老師、家長代表及工友姐姐 

- 鼓勵各科在教學中加入綠色教育，在整年中，中文、常識、閱讀、科創及TE科 

 曾在教學中加入綠色教育（看問卷調查） 

 

 

- 明年仍會維持這個小 

  組 

- 詳細安排有待下學年 

  商議 

2) 常識科推行綠 

  色教育及環 

  保活動 

- 常識科已把綠色教育及環保活動滲入各相關課題課題。 

- 各班設置GREEN CORNER 

-  1-6級Green Leader、親子活動、種植比賽都有此部分的理念滲入。 

 

 

- 明年會否繼續，有 

  待確認 



  

3) 科創科推行綠 

  色教育及環保 

  活動 

- 科創科在日常的教學及活動中加入綠色教育及環保活動。 

 

- 在不同的活動及比賽中已加入，如學界環保太陽能船設計大賽、紫外線測量及應 

  用設計比賽等等。 

 

- 明年仍會推動相關 

  活動，詳細安排有 

  待下學年商議 

4. 改善觀課文化 1）科主任觀課︰ 

  上學期，各科科 

  主任會同校長或 

  教務主任進行觀 

  課，分享、交流 

  及提供意見，藉 

  以提高教學質素 

  及科主任專業領 

  導能力 

- 各科科主任會同校長或教務組進行觀課，分享、交流及提供意見，藉以提高教學質 

  素及科主任專業領導能力。 

 

- 在觀課的過程中，會重點觀察老師是否能充分利用小組教學，照顧學生個別差異。 

 

- 科主任在分科會議中與各科任進一步檢討老師的觀課表現。 

- 明年仍會繼續推行， 

  要求提升老師的教 

  學技巧 

2）同儕觀課 - 本年度已於開放教室、姐妹學校到訪觀課的同事，可豁免同儕觀課，因此原本安 

  排兩校舍老師互觀的做法改為在各自校舍見進行，需參與同儕觀課的老師數量不多。 

 

- 明年仍會繼續推行同  

  儕觀課 

- 可能會轉換觀課形式 

- 鼓勵老師提升觀課次  

  數及互相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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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書院(小學部) 

週年自評報告 – <學評組>(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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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科主任能根據學業評估數據分析知道各班和各級的學習成效。  

    學生會努力爭取好成績希望取得達標獎學金及學科獎學金。  

2.  施行計劃：  安排全年三次學業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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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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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把時鐘放置於課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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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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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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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於17/18年度五月初為小三學生舉辦全港性系統評估測試的中文科的視訊及口試、英文科的口試； 

 視訊評估及口試當日，負責同事跟據教育局的指示以隨機抽樣的方法 抽出學生作測試； 

 教育局於17/18學年度六月中為小三學生舉辦全港性系統評估測試的中文、英文及數學科的筆試。 

成效評估：    約 85%老師認為程序運作順暢。  

 

其他計劃:  

1. 統籌計劃行事曆事宜 

推行情況：每學年的五月中，學評組搜集各組的意見而編制行事曆。 

成效評估：每學段的教學日數都很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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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效評估：下年度的簿冊已報價，於7月中訂購。 

3.  統籌開學事宜 

  推行情況：新學期開學預備日：2017年8月26日 

  成效評估：約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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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6日 

   下學期家長日：2018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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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年度，學評組為小六學生統籌小六升中事宜 

 成效評估：由於沒有學生參加統一派位，所以今年沒有舉辦家長簡介會。 

6.  與活動組一起籌辦學期結束典禮 

推行情況：每學年的學期結束典禮前，學評組會預備各獎學金及獎狀於學期結束典禮當天派發。 

成效評估：所有獎學金及獎狀均準確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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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獎學金及獎狀均準確無誤。 



  

8.  學業評估(三)後，與教務組一起統籌升留跳班會議 

推行情況：每學年七月，學評組會把中英數其中一科或以上全年平均成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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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及十日舉行； 

班主任已通知留級生家長及補考生家長，補考生需於八月十七日回校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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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科傳閱試卷時，不需用彩色列印 

2.  各評估試卷必須用學評組預備的版頭 

3.  聆聽錄音部分必須有學生寫名的時間 

跟進措施 (相關措施將於下學年推行 ) 

1.  下學年將對缺考學生有新的安排：若有學生缺考中文(讀本)、英文(讀本或寫作)、數學(筆試)或常識，家長需寫信予校方說明請假的原因及申請補做

試卷，並告知該生回校當天帶備請假信及在早上補做試卷，惟其分數不會顯示在成績表上。 

2.  音樂筆試及體育筆試安排在兩個星期分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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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小學部) 

     <學進組>週年自評報告(2017-2018) 
功能組別：學進組 (Effective Learning Group) 

功能組別組長：伍杰兒老師(高小)、黃藝旋老師(初小) 

功能組別組員：姚柏華老師（高小）、陳楚玉主任及關頌恩老師（初小） 
 

本學年工作計劃的推行情況和成效評估  

 施行目標 策略 成效 跟進 

1. 注重班級的

經營。強化有

系統培訓組

長。 

a. 為組長安排訓練， 

二及三年級從十

月份開始每週訓

練，到第三學段，

一 年 級 每 週 訓

練，二及三年級隔

週訓練。四至六年

級每月訓練一次 

 

 

推行情況： 

a) G1 班主任在第一學段先安排同學暫做組長，觀察他們的表現，以便在第二學段提供

組長名單。在第二學段開始訓練 G1 組長，逢星期四訓練，共有 8 次，第三學段改

為每月一次，共有 3 次。 

高小老師上一學年已經為本年度組長提名，班主任在開學觀察一個多月後，根據學

生表現選出本年度組長。經校長和老師約見和鼓勵部分成績稍未如理想的組長後，

他們開始每月一次的組長訓練。 

b) G2-3 組長在 10 月 10 日開始接受訓練，在星期二及四早會時段進行。第一學段 G2

共有 7 次訓練，G3 共有 5 次訓練。第二學段 G2 和 G3 各有 4 次，隔週訓練。G2 及

G3 組長經過兩個學段的訓練後，已掌握了技巧，能協助老師完成指定的工作及明白

組長的責任，所以第三學段 G2 及 G3 的組長訓練，改為午餐聚會，各級均有兩次午

餐聚會，了解學生面對的問題及商討解決的方法。 

高小組長訓練於 10 月 13 日開始接受訓練，於星期五早讀時間進行。第一及第二學

段，各級分別已經進行四次組長訓練。組長在這四次訓練中已掌握適當的技巧，能

協助老師完成任務及執行自身職責，因此第三學段早會的組長訓練便改為由班主任

日常監督進行。 

c) 高低小組長都積極投入，表現理想。 

d) 初小組長訓練的內容包括組長職責、團隊精神、自我認識、說話技巧、解決問題的

方法、鼓勵組員的技巧等，教導組長在組內要做到人人參與，幫助有需要的同學，

注意自己同同學間相處的技巧、團隊精神及自己與組員溝通和說話的技巧，重視提

中，多鼓勵組員，才能做到全組一起進步。訓練時會透過看卡通片、分組討論及匯

報和遊戲，令組長掌握有關理論及技巧。在每次訓練前，會先進行分享，了解組長

在組內的工作情況。如他們遇到問題，會進行討論，協助組長解決問題。旺角和將

軍澳訓練的內容不一樣，需根據學生的需要而定。 

高小組長訓練分三個範疇，分別是「自我認識」、「組長職責」和「團隊精神」。「自

1. 個別初小組

長，因年紀

尚輕，未能

掌握帶領組

員的技巧，

需跟進。 

2. 在早會時段   

進行訓練，

容易同早會

的表演及頒

獎等相撞，

影響訓練效 

    果，明年可

考慮用其他

時間進行訓 

    練，建議安

排在星期五

早讀時段在

志潔堂進

行。如果仍 

    沿用早會訓

練，需加強

與其他老師

的溝通，盡

量安排組長



  

我認識」著重與組長探討自己的優缺點、強弱項及興趣憎惡，並且幫助他們更好認

識和欣賞自己的組員；「組長職責」著重從以身作則、管理小組、帶動學習三個方面

與組長探討如何更好發揮組長的模範作用；「團隊精神」著重從說話和溝通技巧等方

面提高組長與組員的相處技巧，幫助他們更好協調組員之間的問題，更好地發揮團

隊精神。訓練時，老師會會邀請組長朗讀自己撰寫的組長心得，讓他們與其他組長

分享一次成功帶領組員進行小組學習的經歷或一次小組合作的小爭執。通過個案分

享，與組長討論可行的處理方法，並用角色扮演即場練習各種處理方法，引導組長

更好地處理與組員間相處的問題。 

e) 班主任每月從「以身作則」、「管理小組」、「帶動學習」三個方面為組長的表現評分；

每個範疇最高為 4 個印章，讓組長了解自己的表現。組長也需進行自評，最高 4 個

印章。在每個月的中段，會要求組長帶同組長手冊進行訓練，了解他們在上課時的

表現。每學段班主任最少同組長吃一次午餐，了解他們面對的困難及協助他們解決。 

f) 初小在早會時段進行訓練，如有需要，老師會同組長共進午餐，協助組長解決面對

的問題，也會邀請全組進餐，解決組內的矛盾。在整個學年，只邀請了 3 次全組共

進午餐，大家在愉快及輕鬆的環境下真誠地交流，組長及組員增進了解，對以後的

合作有幫助。 

g) 在六月份，班主任會收集科任的意見，在每班挑選一個最佳組別，上台領取獎狀及

禮物一份，並在成績表上紀錄。所有老師會填寫組長問卷及明年推薦組長的名單，

組長也會填寫問卷，以便收集數據跟進組長事宜。三年級其中一個組長得獎學金 500

元。另外，校長與高小各級班主任一起商討後，為每級選出一位最佳組長，最佳組

別將於 7 月 5 日早會獲頒發證書及禮品，最佳組長將會獲得 500 元楊志雄獎學金。 

 

 

根據6月12日初小組長做的問卷調查可見以下結果： 

1)  94%組長同意及極同意自己喜歡當組長。 

2)  94%組長同意及極同意自己喜歡組長訓練的安排。 

3) 97%組長同意及極同意組長訓練讓他們了解組長的職責。 

4) 99%組長同意及極同意組長訓練能提升他們的自信心，讓他們掌握適當的技巧，協助

他們處理職務。 

5) 95%組長同意及極同意自己能以身作則，為組員做個好榜樣。 

6) 全部組長同意及極同意自己能夠以先傾聽，後發表的方法與人溝通，「知彼解己」。 

7) 全部組長同意及極同意自己懂得「雙贏思維」，跟別人和好相處，互惠互利。 

8) 99%組長同意及極同意自己在履行職務時，能夠尊重和關心別人。 

9) 92%組長同意及極同意自己能夠帶動組員學習，如積極參加課堂活動、到好學室等。 

在早段表演

或領獎，盡

快回來接受 

    訓練。 

3. 部分初小組    

長即使明白

自己的職責

及同意要以

身作則，但

始終年紀

小，未能控

制自己，被

組員及老師

投訴，需   

    額外指導。 

4. 明年需加強  

組長的訓練

內容，如加

入教導組長

管理自己的

方法、與組

員溝通相處

的方法、如 

    何調解組員

間的糾紛及

養成好習慣

的方法。 

5. 明年可增加

鼓勵或獎勵

組長的次

數，可隔月

或每學段頒

獎一次，鼓

勵組長持續



  

10) 99%組長同意及極同意自己當了組長，增加了自己的責任感。 

11) 99%組長同意及極同意自己喜歡服務同學、老師和學校。 

12) 99%組長同意及極同意自己透過服務他人，得到滿足感。 

 

高小組長做的問卷調查可見以下結果： 

1)  97%組長同意及極同意自己喜歡當組長。 

2)  95%組長同意及極同意自己喜歡組長訓練的安排。 

3) 100%組長同意及極同意組長訓練讓他們了解組長的職責。 

4) 97%組長同意及極同意組長訓練能提升他們的自信心，讓他們掌握適當的技巧，協助

他們處理職務。 

5) 92%組長同意及極同意自己能以身作則，為組員做個好榜樣。 

6) 99%組長同意及極同意自己能夠以先傾聽，後發表的方法與人溝通，「知彼解己」。 

7) 97%組長同意及極同意自己懂得「雙贏思維」，跟別人和好相處，互惠互利。 

8) 97%組長同意及極同意自己在履行職務時，能夠尊重和關心別人。 

9) 95%組長同意及極同意自己能夠帶動組員學習，如積極參加課堂活動、到好學室等。 

10) 97%組長同意及極同意自己當了組長，增加了自己的責任感。 

11) 99%組長同意及極同意自己喜歡服務同學、老師和學校。 

12) 100%組長同意及極同意自己透過服務他人，得到滿足感。 

 

由此可見，超過九成的組長喜歡當組長，不但能透過組長訓練了解組長的職責，從中可

建立自信，以身作則，帶動組員一起學習，還可以得到滿足感。 

 

根據初小老師做的問卷調查可見以下結果： 

1) 83%老師同意及非常同意組長能以身作則，作組員的榜樣。 

2) 96%老師同意及非常同意組長能帶領組員合作學習，達致雙贏。 

3) 96%老師同意及非常同意組長能協助老師完成指定的工作。 

4) 63%老師同意及非常同意組長能維持組內的秩序。 

5) 46%老師同意及非常同意組長能欣賞組員的優點，改善組員的缺點。 

6) 所有老師同意及非常同意在班內推行組長制度是有效的。 

7) 96%老師同意及非常同意自己滿意組長的表現。 

 

根據高小老師做的問卷調查可見以下結果： 

1) 96%老師同意及非常同意組長能以身作則，作組員的榜樣。 

2) 88%老師同意及非常同意組長能帶領組員合作學習，達致雙贏。 

改善，成為

組員的好榜

樣。 

6. 班主任在挑

選組長時，

必須挑選一

些學業成績

在中上的學

生，如果他

們是害羞怕

事及沒有領

導才能的

話，可透過

組長訓練得

到改善。 

7. 校長建議已

有組長訓練

經驗的高小

組長來年可

以不必參與

組長訓練，

只需新組長

參與。 

 



  

3) 96%老師同意及非常同意組長能協助老師完成指定的工作。 

4) 80%老師同意及非常同意組長能維持組內的秩序。 

5) 72%老師同意及非常同意組長能欣賞組員的優點，改善組員的缺點。 

6) 96%老師同意及非常同意在班內推行組長制度是有效的。 

7) 96%老師同意及非常同意自己滿意組長的表現。 

 

初小老師建議明年的培訓需加入教導組長管理自己的方法、與組員溝通相處的方法、如

何調解組員間的糾紛及養成好習慣的方法。老師認為多鼓勵組長，是提升組長的好方法。 

 

由此份問卷中可見，有96%老師滿意組長的表現，認為在班內推行組長制度是有效的，

但需加強組長訓練的內容，使組長懂得欣賞組員的優點，改善組員的缺點及維持組內的

秩序。 

 

由老師及組長的問卷中可見，組長對自己的評價寬鬆，對自己的要求較低，認為做好自

己已是一個好組長，但在老師的心目中，卻期望組長不但要做組員的好榜樣，還要維持

組內的秩序、欣賞組員的優點和改善組員的缺點，在組長訓練中需讓組長了解這個要求。 

 

兩項成功準則都已達標。 

 

  b. 為組長舉行就職

典禮，增加組長

的認受性 

 

 

推行情況： 

a) 二至六年級組長的就職典禮分別於 28/9/2017(初小) 及 11/10/2017(高小)早會舉行。一

年級組長就職典禮在 22/3/2018 早會舉行。組長就職典禮能增加組長的認受性，效果

甚佳。 

b) 全部同學參加組長就職典禮。 

c) 在七月頒發最佳組別獎，得獎組別可得獎狀及禮物。 

兩項成功準則都已達標。 
 

1. 明年繼續在

早會舉行組

長就職典

禮。 

2. 明年繼續在

早會舉行組

長頒獎典

禮。 

2. 提升中、英、

數三科成績

稍 遜 的 學

生，培養勤奮

精神。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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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努力小組上課時段改為08:05-08:40(早會時段)，運作暢順。 

第二學段段努力小組人數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初小 24 24 21 

高小 36 21 22 

努力小組上課時

段改為

08:05-08:50 

(早會時段)。 

 



  

總人數 60 45 43 

 

第三學段段努力小組人數 

 中文科 英文科 數學科 

初小 23 16 19 

高小 24 26 33 

總人數 47 42 52 

*第一學段不設努力小組 

G1的學生問卷調查報告指出90.39%學生覺得努力小組能幫助有需要的同學。G2-G6的學

生問卷調查報告指出81.09%學生覺得努力小組能幫助有需要的同學。 

高小老師100%滿意努力小組上課時段的安排。高小老師100%滿意努力小組的上課地點。

高小老師100%同意努力小組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初小老師100%滿意努力小組上課時

段的安排。初小老師100%滿意努力小組的上課地點。初小老師95.83%同意努力小組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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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學段高小努力小組進步率：中文 55%、英文 77%及數學 49%。英文科努力小組達至

成功準則。初小努力小組進步率：中文 92%、英文 83%及數學 89%。三科努力小組均達

至成功準則。 

第三學段高小努力小組進步率：中文 71%、英文 92%及數學 80%。三科努力小組均達至

成功準則。初小努力小組進步率：中文 78%、英文 81%及數學 79%。三科努力小組均達

至成功準則。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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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學段顯著進步獎評審準則： 

若學生在學業評估（2）中，中、英、數三科任何一科分數比學業評估（1）進步15分或

以上，均可獲頒該第二學段顯著進步獎。若學生在學業評估（3）中，中、英、數三科任

何一科分數比學業評估（2）進步15分或以上，均可獲頒該第三學段顯著進步獎。 

#中、英、數三科均以100分為總分作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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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17 62 

 



  

第三學段 6 61 67 

 51 78 總人數： 129 

*第一學段不設顯著進步獎 

第二學段顯著進步獎於 4 月頒發。高小禮物為雪糕批，初小為泡芙。第三學段顯著進步

獎於 7 月頒發。高小和初小禮物均為豆腐花。 

 

G1的學生問卷調查報告指出96.16%學生覺得「顯著進步獎」和「學科躍進獎」能鼓勵同

學。G2-G6的學生問卷調查報告指出92.44%學生覺得「顯著進步獎」和「學科躍進獎」能

鼓勵同學。 

 

高小老師100%滿意「顯著進步獎」的獎勵安排。初小老師95.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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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位，第二學段共有62位學生能獲頒發顯著進步獎，佔10%學生，達至成

功準則。第三學段共有67位學生能獲頒發顯著進步獎，佔11%學生，達至成功準則。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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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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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學段學科躍進獎於 4 月頒發。高小禮物為雪糕批及水瓶，初小為泡芙及水瓶。第三

學段學科躍進獎於 7 月頒發。高小和初小禮物均為豆腐花及水瓶。 

 

G1的學生問卷調查報告指出96.16%學生覺得「顯著進步獎」和「學科躍進獎」能鼓勵同

學。G2-G6的學生問卷調查報告指出92.44%學生覺得「顯著進步獎」和「學科躍進獎」能

鼓勵同學。 

 

高小老師 100%滿意「學科躍進獎」的獎勵安排。初小老師 100%滿意「學科躍進獎」的

獎勵安排。 

成功準則：每級兩名學生獲得此獎項。 

第二學段一至五年級均有2位學生獲得此獎項，六年級只有1位學生。一至五年級均達至

成功準則。 

 



  

 

第三學段一至三年級、四年級及六年級均有2位學生獲得此獎項，五年級有3位學生。達

至成功準則。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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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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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小有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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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小有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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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增設「學業支援

個人檔案」 

推行情況： 

為每個學段中英數排名最後的 5 名同學開設個人檔案，把有關文件存檔，以方便日後跟

進。 

 G1 G2 G3 G4 G5 G6 總數量 

檔案數量 10 10 8 8 9 9 54 

#檔案數量以人次計算。 

 

成功準則：為每個學段中英數排名最後的 5 位同學提供最適切的支援。 

本年度共為 63 位同學開設個人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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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至成功準則。 

 

 

3. 宣揚好學文 a. 統籌「好學室」 推行情況： 初小好學室改為



  

化，培養學生

自學精神。 

事宜以培養學生

勤奮精神，設立

「 好 學 獎 勵 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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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於小息或努力小組時段均有使用。整學年高小好學室運作順利，使用率每天約

10 至 20 人，小四及小五同學使用較多，同學會自行登記並主動做功課或溫習。初小好

學室使用率理想，平均每天約 40 至 50 人，同學會安靜做功課或溫習。 

 

G1的學生問卷調查報告指出61.54%學生喜歡到好學室做功課。G2-G6的學生問卷調查報

告指出72.27%學生喜歡到好學室做功課。 

高小老師100%滿意好學室的地點安排。高小老師100%滿意使用好學室的獎勵計劃。初小

老師100%滿意好學室的地點安排。初小老師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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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59 277 

成功準則：15%學生能換領禮品 

全校共有學生607位，共有277學生能換領禮品，佔46%學生能換領禮品，達至成功準則。 

 

用科創室，只於

第一，二個小息

開放。 

 

  b. 好學班際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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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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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位） 

第一學段 2877 1271 4148 約7次 

第二學段 2202 893 3095 約5次 

第三學段 2526 655 3181 約5次 

 

成功準則：每學段平均每位學生使用好學室最少 5 次 
第一學段平均每位學生使用好學室為7次，達至成功準則。 

第二學段平均每位學生使用好學室為5次，達至成功準則。 

第三學段平均每位學生使用好學室為5次，達至成功準則。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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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 101 121 133 

二年級 116 140 111 

三年級 131 71 94 

四年級 109 106 97 

五年級 120 115 106 

六年級 14 2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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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位好學之星，只有 2 位，在該學段均使用好學室次數少於 20 次，約 92%達至成功準則。 
 

 

  d. 好學故事分享 推行情況： 

在早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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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學段：贏唔贏無人知 ，搏到盡我話事(曹星如) 

第二學段：閱讀習慣(如果我是一本書) 

第三學段：王羲之的故事 

 

G1的學生問卷調查報告指出69.23%學生喜歡好學早會。G2-G6的學生問卷調查報告指出

79.41%學生喜歡好學早會。 

高小老師100%滿意好學早會。初小老師100%滿意好學早會。 

 

6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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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小65位學生中，79%喜歡好學早會；85%認為好學早會能勉勵我更積極學習；89%喜愛

好學早會的主題。另外，學生選擇最喜歡的好學早會主題，64%學生選擇「贏唔贏無人

知 ，搏到盡我話事(曹星如)」；22%學生選擇「閱讀習慣(如果我是一本書)」；14%學生

選擇「王羲之的故事」。 

初小60位學生中，87 %喜歡好學早會；87%認為好學早會能勉勵我更積極學習；90%喜愛

好學早會的主題。另外，學生選擇最喜歡的好學早會主題，28%學生選擇「贏唔贏無人

 

 

 



  

知 ，搏到盡我話事(曹星如)」；25%學生選擇「閱讀習慣(如果我是一本書)」；47%學生

選擇「王羲之的故事」。 

 

成功準則：每學段一次(即全年共年三次)在早會或大息分享好學勵志的故事 

全年共完成三次好學早會，達至成功準則。大部份學生喜歡好學早會。 

 
4. 深化本組自

評機制，加強

執行，不斷改

進。 

增設「有關學生學習

動力及學習能力問

卷」 

推行情況： 

問卷對象為努力小組學生(三至六年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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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小 高小 

動力 第1-26題（26題） 3.30 3.13 

失敗原因 第27-38題（12題） 2.81 3.04 

獨立學習能力 第39-64題（26題） 3.21 3.27 

各範疇（動力、失敗原因、獨立學習能力）平均分大於2.5分，即初小及高小均達至成功

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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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2017-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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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麗仙老師、蔡勝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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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正規及非正規課程的效能 

(A)  GKP 

施行計劃： 透過每週一節的課堂，讓孩子從遊戲及體驗活動中適應小一校園生活，了解學習常規，認識校園文化及提升自理能力。全年共有

四個主題，包括守規的我、整潔的我、自信的我及美麗的我。為了增強與家長的聯繫，讓孩子的學習能在家中延展，老師透過班代表發放每堂

的教學重點及相片，好讓爸媽在家中延展。 

 

 評估成效：老師每1-2節課後利用電話群組與各班家長聯繫，發放課堂上的照片及簡單的教學記錄，透過定期的聯繫，讓家長們了解孩子的課

堂互動及教學內容，不少家長反映課堂內容生動有趣，孩子樂於參與及與他們分享課堂的點滴。今年因為增加課時的關係，除以往教授的六個

單元外，還利用了兩個單元預備感恩晚會活動和送給爸媽的禮物。家聯組亦於家長日與班代及副班代面談，收集大家的意見， 

家長們都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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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成長課 

施行計劃：每年度增加了上課時間，每年級都增加了1-2個單元的教學時間。增加的課時用作與孩子預備感恩晚會，希望他們先從知恩(從觀察

裡知道父母為他們的付出)開始，繼而感恩(感受父母為他們做的事，感謝父母對他們的照顧)，然後能自發地報恩(用不同的方法了解、體諒及

孝順父母)。 

 

其餘單元的分配要求一如過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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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課內的8個單元圍繞十個核心價值(自愛、自知、自發、自強、自信、承擔、憐憫、寬恕、感恩、欣賞)而設計。

而每級單元的分佈如下：2-3個單元與校本主題相關、2-3個單元與核心價值相關、2個單元與學生成長相關、2個單元與中國文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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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班本課環節。班本課由班主任帶領孩子

進行較深入的討論，遊戲的時間及活動的體驗亦較多，所以孩子們都很喜歡班本課。依德育課的老師觀察，分組上課能讓學生十分專注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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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於級本課中都能進行很多體驗式的學習活動。本年度增加課時，



  

讓上課的時間更為充裕，因此，除了以往的七個單元，還利用了1-2個單元預備感恩晚會，蘊釀孩子對父母感恩的心，能透過晚會的活動展示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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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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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班主任及其他同事的面談中，老師們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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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德育早會 (服務學習) 

施行計劃：早會由生教組老師輪流主持，每次早會內容均圍繞「TEAM」這個主題出發，老師以遊戲、活動、故事分享、小劇場、簡報講解等

形式進行，讓孩子們層層漸進，學習「TEAM」團隊、領導及服務的相關內容。早會分為兩個不同部份：德育組老師的分享、活動、遊戲、

發現美劇場。學生/家長/老師分享他們的服務經。也透過早會推展服務學習，例如服務學習的意義、介紹參與服務學習的機會和老師們的經

驗與故事。而下學期的主題是「感恩晚會」，除了簡介部分感恩晚會的活動外，亦希望學生能珍惜、關心自己的家人，懂得與家人融洽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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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同學認為他們能在德育 

        早會中學習培養良好品德的方法，並非常喜歡「服務學習」的概念，可讓他們能 

        從活動中學習服務別人。 

 

(D)  儒家課程 

施行計劃：於12至1月期間與孔教學院合辦了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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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更有機會於畢業典禮

當天試穿古代服飾，讓同學更能感受儒家文化。 

 

評估成效：今年共有23位G4-G6學生參加孔子儒家德育課程，學生每堂出席率大約90%。學生都十分積極參與分組討論、匯報及誦讀儒家名句。

從問卷中得知，80%學生都積極參與活動，有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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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第五次為六年級同學推行生命規劃活動。全年共舉辦了兩個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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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成效：有86名G6學生及家長參加科技大學校園導賞活動，家長43人，學生43人，當天有40位家長及40位學生參加，出席率為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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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工作計劃2：加強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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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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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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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的班主任會的時間較彈性，並沒有規限一個時間進行會議，讓班主任能有足夠的時間詳細溝通學生的情況。在班主任會議中，

各班主任匯報該班的學生情況，與同事分享處理學生問題的方法，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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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能於發生事情後，分工合作地與家長聯絡。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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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30/8、31/8順利舉行，適應週與資優教育組合作，為同學編排了半天的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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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學禮為準小一孩子迎接小學生活的特別典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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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在台上頒發手冊給

各孩子，孩子接過手冊後正式成為一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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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小一適應週裡，老師們觀察到同學的互動未如理想，因此重新部署及編班，結果開學後的確減少了同學間不必要的磨擦。

家長們很喜歡簡單而隆重的啟學禮，表示能見證孩子成為小一學生，非常感動。 

 

(C)  樂悠悠系列 

施行計劃：本年度第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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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於初小開設四個小組，分別為G1 (兩組)、G2、G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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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提高對自閉症學童的支援。 

 

評估成效：今年增加了與協康會導師的溝通，在開組前已就孩子們在校的表現討論，姑娘再與同學們作預備活動，加強了孩子的適應。就課堂

的觀察，同學很喜歡課堂的活動、遊戲及獎品。小一的同學們基本也能按導師的引導，根據自己的步伐向目標前進，表現漸入佳境。小二以上

的樂悠悠課堂內，同學們已相當熟習常規，部分同學有很大的進步，願意在學校內外嘗試表達自己，但要在沒有提點的情況下做出合乎社交規

範的行為，仍是有待磨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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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時間安排困難，與協

康會磋商後，來年只開辦兩組，所有組別均集中在初小，希望在訓練的黃金時期給他們最多的支援。 



  

 

(D)  與「青草地」合作 

施行計劃： 計劃預期為個別學生及家庭提供更多支援。班主任及生教組商討個別學生的個案，將有需要個案轉交青草地處理。為有需要的家

庭及同學進行個別的輔導。 

 

評估成效：本年暫沒有需要將學生個案轉介至青草地作進一步跟進。  

 

(E)  加強與CP的合作 

施行計劃： 臨床心理學家劉小姐於9月及10月期間觀察小一課堂，了解同學們的上課情況並作及早識別G1有個別需要的同學。10月上旬與劉小

組、班主任及各科任老師合作傾談個別學生的個案，商量是否需要進一步的觀察或接受各類評估。為適應有困難或行為有問題的學生設計行為

修正計劃或適應計劃，讓同學們盡快適應小一生活。 

 

評估成效：CP與生教組合作，在9月份時與各班各組同學見面，進行遊戲活動，在9月底已經能列出須重點關注(行為及社交)孩子的名單。CP

與生教組、班主任及科任老師商討，為較有需要的同學進行評估(智力、ASD、ADHD)，亦為行為有問題的孩子制定個別改善計劃，希望給予

孩子最多的支援。老師們繼續觀察孩子們的適應，為他們提供合適的援助。 

 

3. 工作計劃3：校本活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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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學年未有進行班際秩序比賽，建議下學年可再商討會否舉辦此項比賽，或以其他校本活動或比賽取代班際秩序比賽。 

 

(B)  成長札記 (高小) 

施行計劃：今年《成長札記》保留了「發現你的美」，讓學生每月按不同的主題記錄及欣賞自己或身邊的人的優點和別人的付出。此外，亦保

留了「在家裡的好行為」部分，讓家長能夠鼓勵學生做家務、建立良好行為。 

 

為配合本年「服務學習」的德育主題，《成長札記》亦作了少許修改，加入「義工及服務的工作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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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可因應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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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0個成長札記印，發出約550張願望咭，超過五成學生能取得100個以上蓋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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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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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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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護同學及服務他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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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記錄分享」，以文字或圖畫的方式

與父母及老師分享他們的做服務時的情況及感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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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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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家長們非常積極為孩子填寫成長列車，孩子們都很

高興在家得到很多父母的簽名。由於父母反應十分熱烈，不少父母都填滿了在家好行為的格子，需自行張貼紙張繼續記錄。今年亦由「愛的分

享」改為「服務記錄分享及時數統計」，但反應一般，不多於10%的同學會每月填寫分享及統計服務時數，應考慮明年簡化分享的程序。 

 

全年全校同學共獲得27,338個成長列車印，每學生平均取得91個蓋印，每人平均換領3-4張願望咭，較去年60個蓋印、2張願望咭為多。回應學

生問卷，約有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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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感恩畢業禮 

施行計劃：繼續由生教組老師在成長課內蘊釀同學的情緒，回顧老師多年教誨及互動，多了解老師工作背後的用心，從而對老師泛起感恩的心。

再由音樂科老師在音樂課內帶領同學為老師創作歌曲，每班同學都能創作三首歌曲於畢業禮上表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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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畢業禮與謝師宴分開舉行，時間控制上更充裕。因此，生教組邀請了李教授再次以小螞蟻劇場的形式勉勵學生，畢業後也應感

恩老師及父母為自己的成長而努力付出，也要正面積極地面對成長中的種種困難。另外，也延長了頒獎的時間，學科獎由往年只頒發首三名的

獎項，增加至頒發首五名的獎項。本年也為畢業同學設計了簡單的畢業歌集，將他們的作品，對每位老師的尊敬都記錄下來，與大家一起分享。

畢業典禮完結後，生教組預備了多個佈置，讓家長、同學和老師們可以一起拍照，留下美好回憶。此外，音樂科老師都讚賞本屆畢業生用心創

作感恩歌曲外，在綵排時都能自動自覺，自發練習，不用老師督促，表現非常合作。 

  



  

(E)  每月一次服務活動 

施行計劃：由9月份開始，生教組為不同年級或組別的同學舉行了每月一次的服務學習或領袖訓練活動，希望值此提昇同學助人自助的精神，

在自己的能力上貢獻社群。 除了為長者提供服務外，亦會關注不同的人士，如貧窮人士、患病人士、兒童等。活動亦更多元化，除上年的探

訪及募捐活動外，我們也會參加義賣籌款等活動，希望為孩子帶來新意，持續他們樂於服務的心。 

 

評估成效：學生及家長都十分積極地參與生教組活動今年每一次服務學習活動的參與率都達到95%，而在學生問卷調查中有94%學生喜歡參加

校本活動，如探訪老人及感恩晚會等，有98%學生喜歡「服務學習」的概念，讓他們能從活動中學習服務別人的方法，有97%學生認同足夠的

機會實踐所學，能透過服務活動幫助有需要的人。 

 

4. 本學年工作強弱機危的分析  

 強 

 積極參與校外活動，除了孩子能服務他人外，不同機構都頒發參與獎項給學校，正面鼓勵了孩子及家長的參與。 

 同事間互有強弱，能互補功能上的不足。 

 同事(班主任)間互相信任，能同心合力地支援有需要學生。 

 舉辦感恩晚會，獲得很多家長及同學的支持，也讓孩子們學習知恩、感恩及報恩的方法。 

 成長課逐漸成熟，能配合校本活動，亦能兼顧學生需要。 

 CP支援及專業意見。 

 

 弱 

 工作量較大，老師們有點疲於奔命。 

 分開兩個校舍，增加了老師間溝通上的困難及孩子適應上的問題。 

 

 機 

 與社區關係良好，易於推行活動 (包括議員、青協、校外機構、協康會)。 

 家長參與度及支持度極高，有助孩子能健康快樂地成長。 

 

 危 

 智能手機的禍害，家長管教不了。 

 有部分家長過份溺愛，有時會忍不著挑戰老師，亦會指示老師如何處理問題。 

 校車管理困難，尤其在大巴上，同學們發生很多爭執及磨擦。 

 互聯網社交平台犯濫，學生容易互相影響。 

 金錢概念薄弱，很難培養節儉品德。 

  



  

 

5. 跟進措施(相關措施將於下學年推行) 

 除長者服務外，擴展服務的範圍及對象，增加孩子對社會不同階層的認識，加強他們的感受。 

 優化成長課，加設小三及小六的適應課程，減低孩子們因環境改變而遇到的問題。而小一的適應課程會在GKP堂內完成。 

 預備生教組下一個三年計劃，全面改版成長列車及成長札記。在除「發現美眼葯水」外，亦設計新的吉祥物及標誌。 

 初小的班長課程在早讀時進行，訓練的推展未如理想，明年要優化課程設計，重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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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2017-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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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桂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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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小六)、9月15(小四、小五)、9月22日(小二、小三)、

9月29日(小一)舉行家長交流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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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7:30pm 陳校長及李教授致歡迎辭 

7:30–8:00pm 簡單用餐 

8:00 – 9:00pm  班主任及科任老師交流時間 

 班代表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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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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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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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於將軍澳校舍舉行，家長會亦透過週年大會選出主席及副主席，亦報告了過往一年會務及財政狀況。第15屆

週年大會詳情如下： 

 

6:30-7:20 家長交流(設自助餐供應) 

7:20-7:55 週年大會 

8:00-9:00 家長講座 

9:00-9:15 公佈選舉結果 

 

  



  

 

 評估成效：家長對講座反應正面，表示很受用。除講座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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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出家教會主席及副主席，主席由董文健先生出任(董子謙爸爸)，高小副主席由布秀文女士(梁唯泰媽媽)，低小副主席由陳嘉琪女士（陳靖之

媽媽）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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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G6)、9月18日(G5)、9月20日(G4)、 10月4日(G3)、9月(G1，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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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會傾談範圍廣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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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在12月8日，讀了第一本好書《正向心理學》，由陳校長主持，家長就 着書的內容，分享個人感

受或體會。第二次讀書會在1月5日舉行，閱讀的好書為《網絡孩子：父母教養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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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一級」家長晚會 
 施行計劃：「我們這一級」家長晚會已分別於12/1 (G1)、26/1 (G2)、2/2 (G3)、16/3 (G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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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與家長比較熟悉了學校的運作有關。 

 

6. 工作計劃 6：家教會活動 
 本年度舉辦了多個活動，部分活動與學校協辦。 

 校服回收及分發暨「書送快樂」活動於10月14日舉行，活動中約派發了270年校服及約250本書籍給家長，反應理想。 

 周年大會於10月20日舉行。 

 綠色學會活動： 

 今年的大型綠色活動綠色美食日於 2 月 10 日(星期六)於將軍澳校舍舉行，活動 

內容十分豐富，有工作坊、親子烹飪比賽、蔬菜放題、攤位活動、小廚神表演、慈濟機構講座等，反應理想。 

 新春家校夜跑活動於2月23日(年初八)舉行，與中學家教會合辦。 



  

社會服務: 

 「一人一利是」活動 

 曲奇義賣活動 

 家長義工及資助協辦學校活動: 

 水運會、小一入學面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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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旅童軍活動」 

 學生境外交流活動,如:上海交流團、親子綠悠遊 (初小親子環保交流團) 

 

協助學校行政: 

 定期進行校車和午膳問卷調查 

 家教會攝影組、午膳小組、家教會網頁小組 

 

家校活動: 

 「」新春跑 

於 2017 年 2 月 23 日晚上舉行，家長和同學踴躍報名參與，家教會也會邀請學校老師參與。 

 舊眼鏡回收及捐贈計劃 

 2018愛護動物協會慈善獎券義賣  

 參觀「粒粒皆辛館」及親子郊遊活動（政府離島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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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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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接見了A及C班副班代表，下學期(7/4)接見了B及D、E班副班代表。面談內容各級不同，

大約圍繞以下重點： 

A.管理與組織：綠色教育，優才廿週年活動 

B.教與學：對各科意見，小組學習，早讀，圖書角，升中 

C.學生成長：早會，服務學習，領袖生，班長，科長，適應，畢業禮 

D.喜悅卓越：午間活動，課後活動，運動會，交流活動，畢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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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共開了三次常規會議，分別於14/10, 4/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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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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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義工課 
 施行計劃：每年期終考試後，學校都為孩子精心安排精彩的試後活動，讓學生可在緊張的考試後調劑身心，輕鬆一下，邀請家長擔任家長導

師，按個人的興趣及專長，為孩子設計及帶領活動，以另一身份參與孩子的成長。 

 

 評估成效：隨學校提供的活動外，低小共有約90班由家長教授的課，活動種類多樣化，有小手工，製作甜品，科學小實驗，競技活動、空姐小

故事，閱讀劑場、環保小手工，電子等等。學生反應非常投入。學校為感謝家長義工的貢獻，為每位家長頒贈証書；家教會亦資助每個家長

課上限＄200。 

 

三、 本學年強弱機危分析： 
 

1. 強： 

 家教會陣容強，家長委員正面，家長群中有不少專業人士，有效協助學校發展 

 家教會全力支持學校，家長肯承擔負責任，家校合作文化強，具互信基礎 

 家長積極支持參與學校活動，並出任義工，會務跟活動出席率都很高 

 學校活動透眀度高，家長可參與開放教室、早會及家長義工課，家長對學校信任 

 學校視家長為學校發展的重要夥伴，建立直接而多元化的渠道，如家長日、家長晩會、家長問卷 、家長通訊、諮詢大會及陽光電話計劃，以

增強學校與家長的溝通，亦能積極跟進家長的意見。家校合作無間，建立團隊精神。  

 組員善於跟外界溝通，內部及與家長關係都和諧 



  

 支援的文職人員高效率，協助很多 

 

2. 弱： 

 學校沒有位置給家教會成立辦公室 

 學校分兩邊校舍，高低小家長少接觸少交流，中小學部亦然 

 部分家長認為自己子女不夠主動學習 

 

3. 機： 

 新主席 

 社區資源豐富，與鄰近社區關係良好，可多進行社區活動 

 學校名聲已建立，可以繼續吸引高質素家長 

 讀書會運作方式不錯，可繼續推行家長教育 

 

4. 危:  

 轉主席，需要時間認識 

 資訊科技太發達，訊息傳遞有時易錯誤及太頻繁 

 家長越見高學歷及學生越來越難入讀優才，家長對學校要求自然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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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小學部] 

才發組週年報告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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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嘉佩、陳沛淇、鍾婉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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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班級的經營。強化班主任的角色、有系統培訓班長及組長，發展每班圖書角。 

2.積極推動科技教育，協調科技、科創及視藝各科。 

3.繼續推動綠色管理及環保教育，培訓綠色領袖及舉辦各項綠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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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華發展工作報告  

 

其他計劃 --- 參考視、音、體各科之週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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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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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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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17 開辦九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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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17至6/2018間 
的才華班學習 

- 90%學生認真學習 
- 90%學生欣賞老師 

約有85%學生認真學習 
約有80%學生欣賞老師 

4 收集、編配及調整全校學生之「雙」才
華班 

6 9/2017 
 

- 90%的學生穫編配  
  首三自選 

93%的學生穫編配  
  首三自選 

5 培養同學自律性及責任感 3 9/2017– 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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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選出才華傑出表現學生 

6 提升及發展學生才華(興趣)  

 

5  9/2017至  8/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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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學生才華興趣被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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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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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才華班能展示所學 



  

優才書院(小學部) 

週年自評報告 – <資優教育組> (201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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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頌恩老師 (旺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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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8月已為所有一年級學生進行測試，共有學生 104人成功完成所有測試。學生參與率為 100 %。 2017年12月完成所有報告並於家長日 

( 16-12-2017) 由各班主任派發，同時亦於12-1-2018舉行的我們這一班家長晚會，為家長闡述如何理解報告之內容。 

- 根據 2017年12月其間收回的家長問卷(全數收回共104份)，家長大致對多元智能測試的內容及成效也很認同，有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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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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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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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80  7  97  0  3.10  

(2) 具有參考價值，使我更瞭解子女在優才的能力。 23  77  4  100  0  3.18  

(3) 有助安排更適合的教育計劃。 20  78  6  98  0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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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77.0% 7% 93% 0% 

 
(2) 具有參考價值，使我更瞭解子女在優才的能力。 22.1% 74.0% 4% 96% 0% 

 
(3) 有助安排更適合的教育計劃。 19.2% 75.0% 6%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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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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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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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同意)，因此今年的小一多元智能測十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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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個課後資優班在將軍澳校舍舉辦，參加學生總數合共 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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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人。 

 

- 根據收回的 83 份問卷，就課程而言，大部份的學生 ( 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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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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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百份比) 學生同意程度(百分比) 及平均分 

  極同意 同意 平均分 百份比 小計 

  1. 內容適合我的程度 37% 55% 92% 3.3 

 課 
 程 
 方 
 面 

2. 內容新穎有趣，能擴闊我的視野 47% 42% 89% 3.34 

3. 課程編排有序 41% 48% 89% 3.3 

4. 課程可提高我對該學科/領域的興趣 48% 35% 83% 3.29 

5. 課程可提高我對該學科/領域的能力 45% 48% 92% 3.39 

 老 

 師 

 方 

 面 

6.老師預備充足 49% 41% 90% 3.41 

7.老師講解清楚、能令我容易明白 43% 47% 90% 3.35 

8.老師的教學方法能提高我的學習興趣 42% 38% 80% 3.17 

9.老師能引導我在該學科/領域的發展 42% 45% 87% 3.29 

 

- 而對於回應週年計劃的成功準則而言，本年度共舉辦了共 7 個課後資優班，比預期少了一班；而根據收回的 83 份課後資優班期終學生意見調查問

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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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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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同意)。因此今年課後資優班的計劃也算很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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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個個人化教育計劃課程，由管建基老師帶領同學參加科學家青苗獎，並獲得奬項。 

 

- 因管建基老師在學期完结以前還沒有完成行政文件及學生報表，因此本年度這項目並沒進行學生問卷調查。  

 

- 而對於回應週年計劃的成功準則而言，本年度被邀請參加個人化教育計劃比預期少，也未能完成學生問卷，個人化教育計劃來年需要更好的規劃。 

 
1.4 

 

施行計劃 (4)：為小三學生進行中階多元智能測試評估。 

- 2018年4至6月其間已為所有三年級學生進行測試，共有學生 102人成功完成所有測試。 2018年6月20日已派發報告及調查問卷給所有家長。截至 
2017年7月3日，收回的家長問卷共 102份，收回率是 100%。 
 

- 根據收回的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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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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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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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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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78  1  101  0  3.22  

(2) 具有參考價值，使我更瞭解子女在優才的能力。 28  73  1  101  0  3.26  

(3) 有助安排更有效的教育計劃。 24  76  2  100  0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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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76.5% 1% 99.0% 0.0% 

 
(2) 具有參考價值，使我更瞭解子女在優才的能力。 27.5% 71.5% 1% 99.0% 0.0% 

 
(3) 有助安排更有效的教育計劃。 23.5% 74.6% 2%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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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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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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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同意)，因此今年的小三多元智能測試也算十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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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並未有開支，未有超出預算HK$3,000之要求。 

 

2.2a 本年度課後資優班共 7 班，其中 6 班為外聘導師執敎，整個學期的教學開資共  

HK$ 78,420，未有超出預算(HK$98,000) 之要求。 

 

2.2b 課後資優班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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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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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之要求。 

 

2.4 本年度個人資優計劃的總開支為 HK$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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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未有超出預算HK$1000之要求。 
 

2.6 本年度未有其他不在預算內的開支 (例:關於購買評估記錄表/參加國際會議的開支)。 
 

2.7 本年度資優教育組總開支為HK$80,289未有超出預算 (HK$111,500) 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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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四項工作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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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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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為資優生提供個人教育計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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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修訂了小一多元智能測試中有關中文智能中有關聆聽部份，英文之內容，測試更有效。 

 

3.5 修訂了小三多元智能測試中有關英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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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智能之內容。 

 

4.2 宜修訂小三多元智能測試中有關科學之內容。 

 

4.3 改進有關課後資優班網上回覆問卷的填寫方法，使分析更有效率。 

 

4.4 優化挑選有關科學及創意的資優生的程序。  

 
4.5 繼續優化有關科學及創意的資優課程及個人學習計劃。 

 
4.6 為更多學生作 IQ評估，為資優生提供 IEP。 

 

 



  

5 跟進措施 (相關措施將於下學年 ,  2018- 2019年度推行 ) 
 

5.1 跟進小一多元智能測試中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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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智能之內容的修訂。 

 

5.3 跟進課後資優班網上回覆問卷的填寫的改進方法。 

 

5.4 跟進優化挑選有關科學及創意的資優生的程序之事宜。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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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跟進IQ評估及資優生的 IEP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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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書院(小學部) 

週年自評報告 – <活動組>(2017/18) 
 

功能組別：活動組 

功能組別主任：吳家康老師 

功能組別成員：方淑莊老師、Andre、Margues、謝嘉敏老師 

 

1.本學年工作計劃的推行情況和成效評估  

 

施行計劃1

 

：參觀活動 

推行情況: 

 因本年度活動太多，所以沒有安排額外的參觀活動。 

 

施行計劃2

 

：班際男 / 女生球類比賽(閃避球、足球、排球、籃球) 

推行情況: 

 每班最少有5名男 / 女生參與。 

 跨班計分賽，以五項比賽的總得分，計算出每級冠軍班別。 
 觀眾投入為班打氣。 

 因應氣氛加入師生賽。 

成效評估: 

 所有老師及同學都積極參與比賽或打氣，競爭氣氛熾熱，打成一片。 

 

施行計劃3

 

：旅行日 

推行情況: 

 各班每年一次旅行日。 

 讓學校生活變得更有趣，為學生和師生帶來愉快的時光，加深彼此間認識。 

 初小親子旅行讓家長們放下忙碌，與子女享受餘暇，彼此建立關係。 

 高小部旅行讓老師與學生能享受一天美好時光。 

  



  

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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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行計劃4

 

：戶外學習日 

推行情況: 

 12月7日上學期戶外學習日 

 3月13日下學期戶外學習日 

 讓學生學習在正規課堂未能傳達的知識，擴闊學生眼界。 

 

成效評估: 

 超過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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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行計劃5

 

：境外交流  

推行情況: 

 四至六年級分別到杭州、上海、北京交流。 

 讓學生學習在正規課堂未能傳達的知識，擴闊學生眼界。 

 

2.  本學年資源及財政管理檢討  
 

資源方面 :  
 本組積極尋找有教育意義的展覽，讓學生參觀。 

 活動組於旅行日中，邀請學生家長參與協助工作。 

  



  

 
3.  本學年工作的主要優點  
 戶外學習日均有派發工作紙。 

 共有三次會議檢討及監督活動情況。 

 學期結束時，有向老師進行問卷調查，以收集各老師對活動組推行各項活動的意見。  
 
4.  本學年工作有待改善的地方  
諸子百家劇場甚有意義，可惜只能在六年級推行。  

 
 
5.  跟進措施 (相關措施將於下學年推行 ) 
 建議審視有沒有新的、更好的戶外學習日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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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書院(小學部) 

2017-2018年度  領服組週年自評報告 
 

功能組別：領服組 

功能組別組長：董杭生老師（高小）、呂麗仙老師（初小） 

 

一、本學年工作計劃的推行情況和成效評估 

 

工作計劃(一)：提升領袖訓練，開設班長訓練，增加海外交流訓練活動。 

 

1. 領袖訓練 

施行計劃： 

領袖訓練包括班長訓練、領袖生訓練及服務生訓練，班長每兩星期一次於功課堂時段進行訓練，領袖生每兩星期一次課後訓練，服務生每月一次

午間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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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小領袖生(G4-6)主要負責小息樓層管理、午膳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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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長主要負責協助老師維持課室秩序，處理班內事務，適時與班主任報告班內的情況等。 

 

高小服務生(G4-6)主要負責協助圖書館老師借還圖書，並協助午間活動借用體育用品。 

 為了提升高小領袖生及班長的解難能力及紀律，本年舉辦了兩日一夜領袖生及班長訓練宿營。  

 

組長訓練則由教務組及學進組負責。 
  



  

評估成效： 
 

-高小領袖生 

從高小領袖生問卷的回應中顯示，有100%的持分者認同自己積極投入領袖生訓練，同時領袖生訓練能提升他們的自信心，給予適當的技巧，協助

處理職務。有接近98%的持分者喜歡擔任領袖生，協助老師維持秩序，照顧同學。 

所有持分者認為領袖訓練活動能夠提升他們的領袖才能及培養自律精神，亦表示喜歡參加校內及校外領袖訓練活動(如領袖訓練營、傑出公民學生

獎勵計劃等)。所有持分者認為自己執行職務時，能夠尊重和關心同學，和他們和睦相處，亦表示自己富責任感，能盡力完成老師安排的不同工作。所

有持分者喜歡參與服務同學、老師和學校的工作，並透過服務他人，得到滿足感。 

 

-初小領袖生 

從初小領袖生問卷的回應中顯示，有100%的持分者認同自己積極投入領袖生訓練，同時領袖生訓練能提升他們的自信心，給予適當的技巧，協助

處理職務。所有持分者喜歡擔任領袖生，協助老師維持秩序，照顧同學。 

所有持分者認為領袖訓練活動能夠提升他們的領袖才能及培養自律精神，亦表示喜歡參加校內及校外領袖訓練活動(如領袖訓練營、傑出公民學生

獎勵計劃等)。所有持分者認為自己執行職務時，能夠尊重和關心同學，和他們和睦相處，亦表示自己富責任感，能盡力完成老師安排的不同工作。所

有持分者喜歡參與服務同學、老師和學校的工作，並透過服務他人，得到滿足感。 

 

-高小班長 

從高小班長問卷的回應中顯示，有100%的持分者認同自己積極投入班長訓練，同時班長訓練能提升他們的自信心，給予適當的技巧，協助處理職

務。所有持分者喜歡擔任班長，協助老師維持秩序，照顧同學。 

所有持分者認為領袖訓練活動能夠提升他們的領袖才能及培養自律精神，亦表示喜歡參加校內及校外領袖訓練活動(如領袖訓練營)。所有持分者認

為自己執行職務時，能夠尊重和關心同學，和他們和睦相處，亦表示自己富責任感，能盡力完成老師安排的不同工作。所有持分者喜歡參與服務同學、

老師和學校的工作，並透過服務他人，得到滿足感。 

 

從老師問卷的回應中顯示，有100%的老師認同領袖訓練能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和服務技巧。有100%的老師認同領袖生、班長、服務生及組長富責任

感，能夠有效履行職務。有100%的老師認同學生履行職務時，能夠尊重和關心別人以及懂得「雙贏思維」，跟別人和好相處，互惠互利。約有94%的老

師認同學生能夠以先傾聽，後發表的方法與人溝通，知彼解己。所有老師認同學生樂意參與校內服務，同時透過服務他人，能夠得到滿足感。有100%

的老師認同服務學習計劃具有意義，參加者從中學習到服務別人的技巧。 

 

整體而言，大部分領袖生、班長及服務生都十分投入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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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

高小領袖生都能按時到崗位當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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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袖及服務 (高小領袖生問卷) 極同意 

(4) 

同意 

(3) 

不同意 

(2) 

極不同意 

(1) 
平均分 

1. 我積極投入領袖生訓練。 72.50% 27.50% 0.00% 0.00% 3.73  

2. 領袖生訓練能提升我的自信心，給予我適當

的技巧，協助我處理職務。 
67.50% 32.50% 0.00% 0.00% 3.68  

3. 我喜歡擔任領袖生，協助老師維持秩序，照

顧同學。 
62.50% 35.00% 2.50% 0.00% 3.60  

4. 領袖訓練活動能夠提升我的領袖才能及培

養自律精神。 
70.00% 30.00% 0.00% 0.00% 3.70  

5. 我喜歡參加校內及校外領袖訓練活動(如領

袖訓練營、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等)。 
75.00% 25.00% 0.00% 0.00% 3.75  

6. 執行職務時，我能夠尊重和關心同學，和他

們和睦相處。  
62.50% 37.50% 0.00% 0.00% 3.63  

7. 我樂於與同伴溝通，發揮團隊精神，和他們

衷誠合作。 
70.00% 30.00% 0.00% 0.00% 3.70  

8. 我富責任感，能盡力完成老師安排的不同工

作。 
57.50% 42.50% 0.00% 0.00% 3.58  

9. 我喜歡參與服務同學、老師和學校的工作。 75.00% 25.00% 0.00% 0.00% 3.75  

10. 透過服務他人，我得到滿足感。 82.50% 17.50% 0.00% 0.00% 3.83  

 

 

 

 

 

 

 

 

 

 

 

 



  

 

 

 

 

領袖及服務 (高小班長問卷) 極同意 

(4) 

同意 

(3) 

不同意 

(2) 

極不同意 

(1) 
平均分 

1. 我積極投入班長訓練。 57.69% 42.31% 0.00% 0.00% 3.58  

2. 班長訓練能提升我的自信心，給予我適當

的技巧，協助我處理職務。 
53.85% 46.15% 0.00% 0.00% 3.54  

3. 我喜歡擔任班長，協助老師維持秩序，照

顧同學。 
38.46% 61.54% 0.00% 0.00% 3.38  

4. 班長訓練活動能夠提升我的領袖才能及培

養自律精神。 
53.85% 46.15% 0.00% 0.00% 3.54  

5. 我喜歡參加校內及校外班長訓練活動 

(如領袖訓練營)。 
57.69% 42.31% 0.00% 0.00% 3.58  

6. 執行職務時，我能夠尊重和關心同學，和

他們和睦相處。  
42.31% 57.69% 0.00% 0.00% 3.42  

7. 我樂於與同伴溝通，發揮團隊精神，和他

們衷誠合作。 
61.54% 38.46% 0.00% 0.00% 3.62  

8. 我富責任感，能盡力完成老師安排的不同

工作。 
50.00% 50.00% 0.00% 0.00% 3.50  

9. 我喜歡參與服務同學、老師和學校的工作。 73.08% 26.92% 0.00% 0.00% 3.73  

10. 透過服務他人，我得到滿足感。 69.23% 30.77% 0.00% 0.00% 3.69  



  

領袖及服務 (全校教師問卷) 極同意 

(4) 

同意 

(3) 

不同意 

(2) 

極不同意 

(1) 
平均分 

1. 領袖訓練能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和服務技

巧。 
62.50% 37.50% 0.00% 0.00% 3.63  

2. 領袖生/班長/組長/服務生富責任感，能夠

有效履行職務。 
31.25% 68.75% 0.00% 0.00% 3.31  

3. 學生履行職務時，能夠尊重和關心別人。 

 
31.25% 68.75% 0.00% 0.00% 3.31  

4. 學生懂得「雙贏思維」，跟別人和好相處，

互惠互利。 
25.00% 75.00% 0.00% 0.00% 3.25  

5. 學生能夠以先傾聽，後發表的方法與人溝

通，知彼解己。 
12.50% 81.25% 6.25% 0.00% 3.06  

6. 學生樂意參與校內服務。 

 
43.75% 56.25% 0.00% 0.00% 3.44  

7. 學生透過服務他人，能夠得到滿足感。 

 
43.75% 56.25% 0.00% 0.00% 3.44  

8. 服務學習計劃(如﹕中秋敬老、探訪獨居

老人、新春敬老等)具有意義，參加者從

中學習到服務別人的技巧。 

68.75% 31.25% 0.00% 0.00% 3.69  

 

  



  

2. 增加海外交流機會 

 

本年度因四學段改三學段的關係，學生的學習時間編排更為緊湊，而領袖生、班長及服務生要參加各式各樣的校外比賽，實在難以再撥時間進

行活動，因此沒有開展海外交流活動。 

 

工作計劃(二)：開展服務學習，設計校本課程，推動校內外服務活動。 

 

1. 開展服務學習 

 

施行計劃： 

 

服務學習在上一年度開始推行，並且取得一定的學習成果，因此本年度將繼續開展服務學習活動，提升領袖生、服務生及班長的服務意識。 

 

領服組通過早會加強服務學習的宣傳，並且透過德育早會，結合校本主題，推廣服務學習。希冀令各位領袖生、班長及服務生在積極參與校內外

的服務活動外，亦能夠將在領袖訓練中所學予以實踐，並且帶領其他同學，上下團結一心，出色地完成服務學習的活動。 

 

評估成效： 

 

    本年度的服務學習活動受到學生及家長的歡迎，無論是校內還是校外的服務活動都積極參與，報名人數眾多，每次都需要抽籤決定參與者或參加

活動的家庭。 

 

2. 設計校本課程 

 

施行計劃： 

 

為配合「服務學習」的主題，各級成長課均設計或優化兩個與主題有關的學習單元，參與並且優先教授學生服務他人的技巧，再結合其他核心單

元，提升學生參與服務活動的積極性。 

 

評估成效： 

 

學生在學習「服務學習」的主題單元時能夠投入課堂，並且在課後予以實踐。例如：二年級學生的學習主題是「服務校園」，學生不但能夠在上

課時用心聆聽，通過學習國內外學生為校園清潔的片段認識到服務校園是分內事，然後在成長課開展實踐活動時大家分工合作，完成活動，並且能夠

在課後予以實踐，在日常校園生活中亦能主動服務。學生能夠學懂「主動服務」代表學生參與服務學習的積極性有所提高。 

  



  

3. 推動校內外服務活動 

 

施行計劃： 

 

本學年度在校外繼續推行中秋敬老大行動，為長者送上中秋福袋及慰；特別安排六年級學生探訪獨居老人，運用所學的探訪技巧入屋探訪長者並

為長者送上福袋；亦進行新春敬老大行動；以及和長者安居協會合作，舉行多次探訪長者的活動。原定計劃在校內推行全校清潔校園的活動。 

 

評估成效： 

 

 本年度的校外服務學習活動受到學生及家長的歡迎，無論是校內還是校外的服務活動都積極參與，報名人數眾多，每次都需要抽籤決定參與者或

參加活動的家庭。由於家長和學生的積極參與，本校更獲得長者安居協會「秘密天使」計劃四大獎項，包括「全面參與至尊大獎」、「最高籌款額學

校(小學組) 」、「最高社區參與時數(小學組) 」及「積極參與伙伴」。 

 

清潔校園的校內活動因成長課教學時間緊湊，故無法在全校推行並完成此活動，但安排了二年級學生進行該活動。學生在活動過程中積極投入，

並能夠在活動後繼續實踐所學。 

  

二、本學年資源及財政管理檢討 

 

 本學年的支出主要為領服組學生進行各項課後訓練提供小吃以及領袖生聖誕聯歡會的物資採購。由於報賬時將部分款項歸於生教組，由生教組組

長進行審批，因此來年考慮將實報實銷款項由領服組單獨管理，以分清兩組的賬目。 

 

三、本學年工作的主要優點 

•  高小班長訓練由校外專業人士教授 

•  初高小領袖生和班長參加同一個領袖訓練營 

•  服務學習受學生和家長歡迎 

•  增設高小服務生選拔、就職典禮和嘉許，提高認受性 

•  獲得長者安居協會「秘密天使」計劃四大獎項，包括 

 「全面參與至尊大獎」、「最高籌款額學校(小學組) 」、 

 「最高社區參與時數(小學組) 」及「積極參與伙伴」。 

 

四、跟進措施(相關措施將於下學年推行) 

•  爭取傑出服務生的獎項 (楊志雄先生獎學金) 

•  加強服務生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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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才書院周年財政狀況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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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9.20% 不適用  

學費  不適用  40.22% 

捐款 (如有 ) 不適用  -   

其他收入 (如有 ) 不適用  0.58% 
總計   59.20% 40.80% 

 
開支 (佔全年整體開支的百分比 )  
員工薪酬福利   82.86% 

運作開支 (包括學與教方面的開支 ) 3.01% 

學費減免／獎學金
1 4.31%   

維修及保養  0.69% 

折舊  3.50% 

雜項  5.63% 

總計   100% 

 

學年的盈餘／虧損 # 全年開支的 0.84 個月   

 

學年完結時營運儲備的累積盈餘／虧損 #  全年開支的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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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18 學年科組支出摘要 
 

 

科目 支出  科組 支出 

中文 $3,478.15   
校務組 

$170,178.16  
 

英文 $38,516.90   
學事組 $59,893.40  

 

數學 $761.60   
綠評組 $17,991.24  

 

常識 $1,715.70   
教務組 $10,500.40  

 

普通話 $545.00   
學評組 $25,208.20  

 

視藝 $28,979.30   
學進組 $10,605.80  

 

音樂 $33,832.00   
生教組 $63,470.52  

 

體育 $556,128.37   
領服組 $44,370.00  

 

科創 $16,660.86   
家聯組 $4,701.29  

 

科技教育 
$17,127.41   

活動組 $25,344.00  
 

中史 $521.50   
才發組 $46,483.40  

 

圖書館 $13,916.40   
資優組 $81,2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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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T. (Ellen Yeung)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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