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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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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貫徹天主教教育之核心價值，建構正向思維校園
1. 配合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延續以「義德」為主題，強化學生懂得尊重他人的權
益，承擔責任，著重建立和諧及平等的人際關係
成就：
⚫ 本年度英文科與體育科繼續參加了語常會及香港欖球總會合辦的 Rugby English
Active Learning (REAL) Programme，為三年級學生提供英語欖球體驗課。因 2019 冠狀
病毒病疫情影響，計劃由原定四次的面授課堂及工作坊改為兩次的網上視像課堂。因
此，導師設計課堂時，較著重教授學生欖球運動的基本知識及技巧理論。據教師反映
這 些 課 堂 能 配 合 三 年 級 英 文 科 主 題 教 學 (Sports in Different Places) 內 的 體 育 精 神
(Sportsmanship)的相關內容。學生表示能透過學習課堂內容，學懂尊重他人的權益，建
立和諧及平等的人際關係。
⚫

宗教科與電腦科合作，以「生命」為主題及應用資訊科技，讓五年級學生學會以 iMovie
軟件，製作關於主保聖保祿的短片；而六年級學生則運用 Scratch 製作關於聖保祿的作
品。學生藉著創作活動，學習學校主保在面對困難時的堅毅及承擔責任的精神。

反思(改善/跟進)：
⚫

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的關係，「數學．小偵探」活動未有按原定計劃進行，而宗
教及常識時事分享活動只能進行一次。建議來年可按學校主題，繼續舉辦此類型活動，
讓學生以遊戲及實作活動，探求數學新知及學懂尊重他人的權益。而宗教及常識時事
分享，可上載至網上平台，好能培養學生評鑑及自省的能力，從而提升學生的思辨能
力，深化對承擔責任等的正確價值觀。

⚫

英文科及體育科建議如配合來年主題，可繼續為三年級學生向語常會申請相關體驗課，
讓學生有機會學習及實踐欖球運動。期望英文科藉此計劃，能多鼓勵學生多閱讀有關
其他運動的英文課外書籍。

⚫

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的關係，故 iMovie 及 Scratch 創作活動由小組形式改為以個
人形式進行。就學生作品所見，雖然學生減少了互動機會，但是大部份學生也能認真
製作，並反映學生對主保聖保祿的認識及展現對義德的理解。

2. 以「生命」作為天主教教育的核心培育，讓學生懂得尊重生命，懷著平和的心境和望德，
面對人生的種種挑戰
成就：
⚫

本年度的創意藝術教育組、中文科、宗教科、視藝科和音樂科以「義德、生命」為共同
主題，透過「東西相遇」
：金句賞析課堂與活動，令學生從多角度明白相關金句的意義
和如何在生活中實踐。

⚫

中文科和宗教科教師配合本校「義德、生命」主題，編定了《跨學科課程「東西相遇」
：
諸子百家名言與聖經金句賞析》自學冊。五、六年級的中文科教師已於課堂中教授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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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百家名句，解釋當中的含義，並將此納入創意默書的自學任務範圍。根據教師觀察，
80%以上的學生能積極參與有關以「生命」為主題的學習活動。
⚫

創意藝術教育組為五年級的視藝科和音樂科設計相關的課程與活動以配合主題。視藝
科的課程單元「創意金文」中，學生以「米羅 (Miró)風格的金文」設計上述提及之金
句名言關鍵字(如「慈善」)。作品已印製成貼紙，派發全校學生，讓學生貼在自己喜歡
的物品上。另外，作品亦印刷成海報張貼校園。兩項印刷品皆為學生提供視覺提示。音
樂科則透過中國音樂單元的課程，向學生簡介古琴之美與「禮」的關係，大部分學生均
能藉此對儒家學說中「禮」文化有初步認識。從大部分的學生分享和作品中，反映出她
們能從活動中學習尊重生命的重要性。

⚫

有關探險樹洞 SP2.0 計劃，校方已與木藝家簽約落實樹之設計、位置及製作時段，為
2021-22 年活動之硬件作準備。

⚫

為配合「生命」主題，音樂科及英文科合作舉辦 Life Itself Is Grace，由「英語大使」於
小息時進行廣播，介紹與主題相關的英文歌曲。根據學生的口頭報告，大部份學生能
理解歌詞所帶出的訊息，並從中領略到生命的價值及能以正面的心境面對困難及挑戰。

反思(改善/跟進)：
⚫

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病影響課堂安排，原定中文科為五年級學生舉行之諸子百家問答比
賽、安排學生參與探險樹洞 SP2.0 相關學生活動及「熱愛生命展義德」中西偉人角色扮
演活動，未有按原定計劃舉行。建議來年按學校主題，繼續舉辦此類型活動，讓學生體
現生命價值。

⚫

建議來年可參考教育局網站《中華經典名句》以優化諸子百家自學冊及設計相關活動，
以延展「尊重生命」的主題。

⚫

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病而進行半日課堂關係，因此原定於午膳舉行 Life Itself Is Grace，
改為於小息時進行廣播。根據教師觀察，部份學生於小息時會進行不同的活動，因此
未能專注於聆聽廣播。建議下學年可以依原定計劃於午膳舉行，若仍然須於小息時進
行，可於早會時先向學生預告相關活動，讓學生可以先安坐課室參與。

3. 推展正向教育，培養學生具備正向的情緒、品格及思維
成就：
⚫ 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學校著意善用各種校外資源，提昇學生的抗疫力。藉著與
香港城市大學合作的「感恩施仁 Paulinian」計劃，以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應用正
向心理學中的各種美德與品格強項，按本校學生特質設計及推行校本正向生命教育課。
全體教師於 18-9-2020 及 4-1-2021 共同參與了正向培訓工作坊，為推行校內正向氛圍作
好準備。根據教師問卷、家長問卷及三至六年級學生問卷，校本正向生命教育課能增強
學生正向思維，幫助她們在日後面對生活中的各種挑戰。
⚫ 學校參與由教育局及香港樹仁大學輔導暨研究中心推行之「學宜樂」計劃，透過中層管
理人員培訓及輔導心理學家駐校支援服務，以更有系統地制定就學政策，運用全校參與
模式，從而及早識別和支援有需要的學生。全體教師共同參與了兩場「學宜樂校本教師
專業培訓」
，講者表示教師團隊表現出對學生的了解和關愛，同時亦能初步掌握 4C 理念
框架(Connect，Capable ，Count ，Courage)，以促進學生學習動機。就香港樹仁大學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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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的報告中所見，認同學校一直採用即時介入、團隊協作及關愛文化的輔導手法，制
定清晰的就學政策，積極關注學生的需要。教師團隊能積極與心理學家溝通，跟進各項
活動，善用駐校服務時間，保持交流及溝通，並積極參與個案諮詢，能為學生提供適切
的關顧，幫助學生發掘潛能，教導學生把成功歸因努力、知識和技巧，裝備學生以圓滿
生命。
⚫ 本年度以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的「義德」及「生命」為主幹，運用正向心理學中的
各種美德與品格強項，重新訂定德育主題的方向，以配合學生所學，並利用早會作德育
培養。其中由普通話科及訓輔組合作的「『普』傳正能量」分享活動，能讓學生大使，以
普通話在早會作正向培育。據學生分享及教師觀察所得，學生大使以話劇及廣播劇形式
的演出十分精彩，收聽的學生亦十分投入，並能從中對正向德育主題有更深入的理解，
通過主持教師的講解，同時能提昇學生的普通話聆聽能力。
⚫ 本年度推行「家校齊家教」工作坊，根據報名紀錄及教師觀察，家長踴躍報名參加主題
工作坊，報名人數更佔參加名額之 90%或以上，而出席率亦達報名人數之 75%以上。透
過教師觀察，在家長講座或工作坊上，大部分參加的家長都能積極發言，熱烈地分享心
得或提出在管教上遇到的困難。根據家長問卷調查結果指出，家長表示學校安排的家長
講座及工作坊(為期 16 場)的內容及主題貼近生活。家長從講座中，明白要接納自己，接
納孩子的重要。此外，工作坊的講者能幫助家長紓緩壓力，亦讓他們多點理解孩子的難
處。
反思(改善/跟進)：
⚫ 本年以「感恩施仁 Paulinian」計劃向教育局申請優質教育基金資源，經與香港城市大學
郭黎玉晶博士商議後，她認為以本校情況，學校本年利用一、三、五年級之生命教育課
教案為本，讓教師更容易共同學習掌握正向生命教育課的技巧。建議下學年，學校繼續
應用正向心理學中的各種美德與品格強項，按本校學生特質設計及發展二、四、六年級
的校本正向生命教育課。
⚫ 學校對推動學生身心靈發展十分關注，建議延展「學宜樂」計劃中的 4C 理念框架，在
處理學生問題及關愛學生時，可多從 4C 角度出發，制定個別化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
動機及解難能力。
⚫ 本年度在早會推行的活動皆能引發學生的思考，建議有關科組如下學年能配合到學校的
德育主題，可多利用早會時段作分享，以培養學生的品德，建立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 由於部分家長為在職人士，因日間需上班，難以安排參加家長教育工作坊。建議下學年
舉辦的講座或工作坊可嘗試安排週末的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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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根據去年學校報告建議，配合本年度的發展方向，學校以「彰顯義德愛生命‧主伴六十
新里程」為本學年的主題，各科組共同推動的多元化策略，學生皆踴躍參與各項活動，效果
良佳。
因應學校即將遷回跑馬地原址，學校特意為學生舉辦了三天新校舍適應課程、學校歷
史 Quizizz 及「護苗感恩迎希望」新舊校舍銜接活動，讓學生重古惜今，積極地面對新的學
習環境。
總括而言，從觀察及檢視學生的表現，大部份學生能在整學年中懂得尊重他人的權益，
承擔責任。通過活動讓學生認識尊重生命的重要，建議延展此重點，深化學生以平和的心
境和望德，積極適應新環境，勇於面對人生的種種挑戰。
由於本年度曾停課關係，學生之間相處的時間減少，適逢下學年遷回學校原址，建議
下學年以家庭為主題，讓學生有更多機會透過活動，以校為家，建構正向和諧的人際關係，
發揮團結和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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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強化教師的專業發展，持續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1. 完善考績觀課及同儕觀課的制度
成就：
⚫

本學年共有八位教師接受校長觀課及評鑑，大家均在課堂上使用電子學習軟件如
Kahoot, Quizizz, Nearpod, Plickers 等，並設置合宜的電子學習活動，從而提升學生的學
習興趣及效能。

⚫

此外，有七位新到職老師已完成接受校長、副校長及科主任等觀課，於課堂上能安排
合適的教學法及設計分層課業，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反思(改善/跟進)
⚫

由於本學年受 2019 冠狀病毒病停課影響，以致面授課堂的時間不足，故到學期末尚有
多位教師未能完成校長觀課及評鑑，而全年亦只有一位教師接受同儕觀課，故校方將
會在下年度重新檢定推行的模式及時間。

⚫

原定計劃於本學年二月教師發展日中，本校與聖公會基樂小學進行跨校觀課及評課，
藉以促進跨校專業交流和分享，但礙於受 2019 冠狀病毒病停課影響，取消此交流計劃。
故下年度可建議繼續與他校建立跨校學習圈，以及跨校觀課交流的文化，包括共同備
課、具焦點的同儕觀課等，以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2. 配合課程發展的需要，進行教師專業發展計畫
成就：
⚫

本年度有數個科目參與了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校外機構或他校提供的培訓、講座及
備課會議，超過 80%教師認同有效提升該科的專業知識、技能和態度。

⚫

首先，三、四年級的中文科科任老師與小學校本支援服務高級發展主任梁淑群博士進
行隔週備課，每次備課三小時。由於語文書轉了出版社，老師們已重新設計三、四年級
的課程，並將舊有課程的學習內容給予調適，設計多元化教材，以優化中文科校本課
程。

⚫

在英文科方面，三位英文科老師包括正副科主任參加了教育局語文教育支援組之課程
領導專業發展(英國語文)，以提升教師領導本科的專業發展。是次計劃目的在於為具領
導潛質的教師提供交流及分享課程發展心得的機會，並透過校本課程檢討及分析、分
享會及工作坊等與友校老師交流課程設計心得。

⚫

此外，教育局外籍英語教師組主要支援本校英文科完善四年級之英語課程。外籍英語
教師組支援老師到校進行共同備課、分享相關學習主題資源及提供英語課程發展之專
業意見。

⚫

為配合普通話新課程及電子教學發展趨勢，全體普通話科任老師參與以視像形式舉行
的「普通話電子書簡介會」
，或參與新課程發展及學校主題相關的普通話科講座或課程，
從而了解電子書及新課程的內容和發展，以提升老師推行新課程及電子教學的專業發
展，促進學與教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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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受 2019 冠狀病毒病停課影響，教師們仍可與友校透過網上視像會議作學術交流活
動。例如五年級中文科科任老師已於 3 月 5 日，與課程發展主任利用 Zoom 視像會議，
與筲箕灣崇真學校的中文科教師一同出席嘉諾撒聖心學校主持 VR 中文教學的分享。

⚫

本校的電腦科科主任與筲箕灣崇真學校的電腦科科主任於 6 月 18 日利用 Zoom 視像會
議作學術交流，並計劃下年度繼續在高年級安排學生作跨校學術交流。

⚫

其次，課程發展主任參加了教育局的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之領導學習社群，共出席了
四次網上視像會議，以及出次兩次實體會議，通過跨校分享經驗，及共同探討不同的
教育議題，協作規劃和落實最新的課程革新項目，有助建立校本的學與教策略。

⚫

儘管本學年受 2019 冠狀病毒病停課影響，面授課堂的時間不足，學生改以網上視像教
學作新常態的學習，但超過 90%的教師仍能定時與同級科任教師召開共同備課(實體及
網上)會議，提出各學習單元的難點，並討論和整理課前知識，編排合適的預習及課堂
活動，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反思(改善/跟進)
⚫

根據教師觀察所得，因受到 2019 冠狀病毒病停課影響，學生經歷頗長時間進行網上視
像課堂，以致個別學習差異越趨明顯。因此，教師需要按學生的學習需要而對校本課
程作出檢討、優化課業設計，尤其協助高年級學生順利銜接初中課程。

⚫

另一方面，部分科目未能按預期的計劃進行學術交流，包括數學科科主任未能與中華
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討論數學科的校本課程發展；一至三年級常識科教師原定與
嘉諾撒聖心學校作跨校學習圈，計劃共同設計滲入 STEM 元素的科學探究課程，最後
也因為受疫情影響而取消。本校的中樂團原定與聖公會聖彼得小學交流，把中樂合奏
藝術推廣給學生，最終也要擱置合作計劃。

⚫

來年學校再根據校情和課程發展的優次，有策略地安排相關科目參與各項專業交流計
劃，進一步提升教師的專業。

3. 學生學習多樣性，提供不同的學習支援及策略，因材施教
成就
⚫

學校重視每一位學生的學習需要，面對新課程轉用了新出版社的科目，在本年度需要
積極進行共同備課及科目會議，以剪裁合適的課程。

⚫

中文科已於本學年為三、四年級學生已轉用教育出版社的教科書。與此同時，科主任
已檢視及整理校本教材的橫向及縱向發展，並已修訂中文科的校本語文架構。

⚫

三、四年級中文科老師與梁博士進行隔週備課，每次備課三小時。在顧問到校支援的
幫助下，老師們已重新為三、四年級的課程進行剪裁、調適，並設計多元化的教材，以
優化中文科校本課程。由於科任老師認為四年級的課本中的說明文篇章並沒有有條理
的說明文架構，因此便利用網上的教材來編制四年級的校本教材《大笨象不笨》，以便
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

數學科已為一、二及四年級學生轉用新課程及新教科書，科主任就課程內容檢視及整
理校本教材的橫向及縱向發展，於共同備課中按新課程架構持續優化教學內容及學生
習作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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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為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教師落實採用多元化的教學策略，讓不同能力的學生
的學習效能得以提升。例如六年級中文科學生於課堂內，以 VR 的形式學習古詩文，
進一步瞭解古詩文的意境。透過 VR 的技術把詩中所描述景物視覺化地呈現出來，大
部份學生都認為透過此活動加深了她們對詩文內容的理解。

⚫

五至六年級學生參加了由賽馬會與 7A 班戲劇組合辦的「戲說文言」文言文戲劇教育計
劃，加強她們閱讀文言文的能力及認識當中的品德情意。大部分學生均認為透過戲劇，
她們能更容易掌握文言文單音節詞的意思、篇章內容，以致當中所滲透的中華傳統品
德情意價值觀。

⚫

英文科繼續利用上年度由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推出的「促進小學英語學習津貼
計劃」（PEEGS)之三十五萬元撥款，以進一步發展三、四年級校本英語課程。此計劃
內容主要以照顧學生多樣性和促進跨學科閱讀作為重點發展項目，超過 80%的教師認
同他們能夠掌握適應學生多樣性的技能，並將這些技能應用到教學中。教師定期舉行
共同備課會議，以設計並完善校本英語課程。

⚫

本年度，三、四年級英文科已完善及深化了單元主題的校本設計，加入不同類型的學
習材料，包括報紙文章、歌曲、網站和書籍等，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此外，在設計
任務時，教師除了注重支持能力較差的學生，同時對能力較強的學生在同樣的任務上
給予更高的期望。所有相關的學習和教學材料均已在課堂或網上進行。

⚫

學生在進行網上視像課堂期間，教師運用多元化的教學策略來支援學生不同的學習需
要。如利用 Padlet 和 Nearpod 等應用程式，提升了學生的課堂參與度和學習動機，並
透過這些電子學習平台獲得教師和同學的即時回饋。教師針對學生在面授課堂或網課
期間運用英語互動的機會相應減少，因此教師在 Seesaw 上設計了翻轉課堂學習任務
和線上口語評估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機會。

⚫

數學科在課程內加入解難策略作數學探究，並運用適切的學習材料，設計多元化或分
層的學習活動及課業，引導學生進行探究，提升學生的思維技巧及對數學解難興趣及
能力。

⚫

整體而言，經過全學年不同科目剪裁和調適新課程的學習內容，逾 80%教師認為學生
能投入課堂的學習，提升其學習效能。

⚫

此外，本年度學校開辦多項抽離式的專項培訓，以照顧在不同學習領域上表現優異的
學生。雖因受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大部分的訓練班都能改以網上視像方式上課，
包括中文科的文字偵探隊、英文科的英語大使、數學科的 「奧林匹克數學培訓班」、
體育科的籃球隊、視覺藝術科的「視藝特工隊」、以及風紀培訓等。據教師觀察，大部
分學生能投入參與課堂活動。

⚫

另一方面，有部分學生需要學校持續支援她們的學習問題，故此學生支援組與外間機
構合作，開辦不同小組，如與教育局合作開辦「情緒解難小組」，與協康會合作開辦
「喜伴同行」計劃，及香港魔術學院為本校舉辦的「奇妙魔術體驗小組」等，照顧有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在情緒、技能及自信心方面的發展。

⚫

學生支援組亦能善用資源，例如外購服務，支援小一至小三有讀寫困難及成績稍遜的
學生。小組導師及本校老師皆認同以上小組有助鞏固學生在字型結構、詞句組織及閱
讀理解方面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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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改善/跟進)
⚫

由於受 2019 冠狀病毒病停課影響，大部分科組的學習活動都未能如期完成，包括帶領
學生走出課室到校外進行全方位的主題學習。因此，各科目將於下學年按學校主題重
新安排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

下學年，中文科和數學科都會為部分年級轉用教育出版社的教科書。科主任將繼續檢
視及整理校本教材的橫向及縱向發展，以修訂科目的課程架構。

⚫

數學科將根據框架分階段讓學生運用解難策略作深入的數學探究，提升學生的思維技
巧，來年就一至五年級新課程重新規劃課題，讓學生可綜合各項解難策略來解決數學
難題。

⚫

為配合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於 2019 至 2020 年度，推行的小學普通話科課程更新指引，
本學年重新整理本科課程及相關教材。唯因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持續，一至六年級教
學進度需因應停課、網課和混合模式上課的改變作出調整，本年需要刪減及略教部分
新課程的教學內容。另外，部分級別老師共同商議調整進展性評估的次數及日期，以
達致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

⚫

由於因疫情停課的關係，大部分支援小組皆透過視像模式進行，減少了師生的互動；
而且少部份學生未能準時出席，或欠專注，降低了小組的成效。若以後仍以網課模式
進行的小組，建議配合獎勵計劃，提升學生的積極性及培養責任感。

4. 優化資訊科技教學
成就：
⚫

本學年四、五年級學生參與「電子學習計劃 — 學生自攜平板電腦 (BYOD) 輔助學習」
計劃。參與計劃之學生須自攜電子學習工具 iPad 回校，於課堂中與老師進行電子互動
學習活動。

⚫

本年度四、五年級推行「電子學習計劃」，約 80%的科任老師能有效地利用 iPad 輔助
教學，並嘗試利用 Schoolwork 發放 Pages 互動學習工作紙、課後評估，加強了解學生
的學習進度。另外，科任老師亦會透過出版社的電子教學資源及免費應用程式，為學
生設計合適的電子學習活動。

⚫

本學年透過「推展電子學習小組」，與科任老師分享不同教學單元的電子課堂學習活
動，同時亦著科任老師有系統地整存各科的電子學習教材。

⚫

本年度四、五年級科任老師均隔週進行共同備課，擬訂各教學單元之教學策略及相關
的電子功課，並於會議中討論教學難點及解決方案，因此高於 80% 之老師認同互動電
子學習活動能提升學生的課堂專注及投入程度，另一方面，亦同時有效地適時跟進學
生的學習情況，協助學生即時掌握課堂上的學習難點。

⚫

本年度為老師舉辦了數場電子教學工作坊，為老師解決運用 iPad 的難點及豐富其使
用的技巧，超過 80% 的老師認同工作坊能有效地提升他們運用 iPad 作輔助教學工具
的能力，並有效地為學生擬定相關課堂活動及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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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改善/跟進)
⚫

電子學習計劃來年將推展至六年級，建議繼續為老師舉辦「電子教學工作坊」，可讓老
師更靈活運用 iPad 進行電子教學。

⚫

同學對「Microsoft Teams」及「Schoolwork」等學習平台操作的技巧及掌握資訊素養知
識方面仍有改善的空間。建議來年可多在高年級電腦課及平日的學習活動中，多涉獵
相關的課題，藉以加強學生對這些方面的認識及理解。

5. 持續推動 STEM 教育，發揮學生的探究能力、創造能力、運算思維及解難能力。
成就：
⚫

本年度數學科與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張僑平博士合作，支援二年級數學
科及發展 STEM 教育活動，透過 STEM 教育活動，加強數學元素，讓學生動手製作【趣
味放映機】，體驗數學探究的樂趣。在課堂中，大部分學生表現投入並能夠完成各項任
務，學生在互評中認同透過此活動加深了她們對立體圖形的了解和懂得運用不同物料
設計和改良放映機。

⚫

學校參加了「童擁 AI」計劃，讓學生能透過運算思維、數字技能及編程技能的訓練，
提升五年級學生整體科技素養。

⚫

此外，學校也參加了「機械人、科藝及綠色創意科普計劃」，其中一位四年級及三位五
年級學生在「三菱電機綠色科技創意大賽 2021」中，發揮了獨特創意，利用科技知識
及技能提出解決方案，設計及製作用具 ，並以短片形式向評審及公眾人士進行講解。
經過初賽，本校成功進入決賽，並取得最佳潛質獎。最後這個比賽設立了公眾投票環
節，經過電腦點票後，本校得票最高，奪得最受歡迎設計獎冠軍。

反思(改善/跟進)
⚫

受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停課影響，原定於本年度安排舉辦 STEM 工作坊、一至三年級
常識科教師與嘉諾撒聖心學校共建跨校學習圈、智庫學堂，以及一、三年級的「數常
STEM 資料庫」也因疫情而需暫停計劃或取消計劃。故建議來年會繼續安排合適的時
間，選取適切的課題，提升學生對 STEM 的學習興趣及科學與科技的能力。

⚫

此外，教育局小學校本支援組江雪儀博士也因疫情關係，未能到校支援五年級常識科
科任發展本校 STEM 教育評估制度，期望來年還會有合作的機會。

⚫

下年度數學科將與張僑平博士繼續合作，優化有關 STEM 教育活動並設計其他課程，
發揮學生的探究能力。

6. 提升教師評估素養，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成就：
⚫

為達致「提升教師評估素養」的目標，學校參與由香港中文大學籌劃、為期兩年的「專
業學校改進計劃」。

⚫

本年度香港中文大學為全體老師舉行「評估素養工作坊」，讓老師對評估素養有基礎
的認識；之後又為中文、英文、數學、常識四個主科科組舉行以科本為主的「評估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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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加強老師專業。各個工作坊讓老師從個人層面及科組層面了解評估與教學
的關係，達致「教考相配」，提升學與教效能。
⚫

此外，本年度學校安排三年級數學科為焦點小組，利用上學期期考試卷，從擬卷、評卷
及分析評估數據實踐「教考如何相配」。計劃在擬卷方面運作流暢，後因疫情取消考
試，以致試卷經修訂後改以進展性評估形式舉行；三年級數學老師仍有機會嘗試進行
學生表現評估分析及卷評，效果正面；科主任並打算於下學年把計劃推展至數學科其
他級別。

⚫

為增加課堂教學時間，以安排學生學習活動，並減輕學生面對測考時的壓力，教務組
早於 2018-2019 年度向老師派發問卷，以檢視現行的評估政策。

⚫

經過兩年的努力和協商，教務組、Websams 組及十科科組的科主任，完成修訂學校評
估政策，並於學校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中通過。

⚫

新的評估政策將由現行的「全學年兩測兩考」的模式，改為「全學年三次評估」的模
式，並將於 2021-2022 年度起實施。評估政策內容將於 2021-2022 年度《管理及行政手
冊》中列載。

反思(改善/跟進)
⚫

由於疫情持續，本學年學生多以網課為主，較少抄錄筆記或課文重點，尤以常識科為
甚。展望疫情仍會持續，因此建議把「字詞寶庫」計劃恆常化，並把小冊子推展至四年
級，增加學生認寫字詞的能力，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

學校期望能延續「提升教師評估素養」的計劃，為其他科組舉行聚焦的培訓；故來年仍
希望參與「專業學校改進計劃」，並把計劃推展至英文科。

7. 配合「全方位主題學習」，積極推行跨課程閱讀計劃
成就：
⚫

本年度由於受 2019 冠狀病毒病影響而停課，繼而轉變為網上教學，加上學校圖書館未
能開放，故「跨課程閱讀計劃」改在學校電子學習平台 Microsoft Teams 中發放「跨科
主題閱讀推介書目」給學生，並提供相關圖書的內容簡介，便於學生自行購買或借閱
相關圖書。在有限的學習環境下，我校仍繼續鼓勵學生多閱讀，多以自學形式持續學
習。

⚫

在閱讀紀錄冊內，也要求鼓勵學生多廣泛閱讀，閱讀不同範疇的圖書，包括跨課程主
題的圖書，廣泛閱讀不僅能幫助自己增進見識，也能發掘閱讀的樂趣。

⚫

此外，鼓勵學生多利用香港教育城的「e 悅讀學校計劃」，閱讀相關圖書，以協助學生
完成「閱讀獎勵計劃」。

⚫

運用「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的一筆過津貼」購買「跨科主題閱讀」的圖書，送贈每人一
本給三至五年級的學生。在疫情及有限借閱圖書的情況下，亦能為學生提供相關的圖
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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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改善/跟進)
⚫

建議復課後，仍可繼續透過不同途徑推廣閱讀資訊，如作家講座、故事分享等，藉此提
升學生閱讀的興趣。

⚫

建議在閱讀推廣方面多作新嘗試，藉此讓學生對閱讀保持新鮮感，從而達至多閱讀，
多自學的目的。

總結：
本年度學校持續關注教師的專業發展，包括優化各項觀課制度，如校內的觀課評鑑、同
儕備課及觀課，以及安排跨校學術交流計劃，但因受 2019 冠狀病毒病影響而停課，許多課堂
都改以網上視像形式進行，師生間的互動大為減少，而需要擱置或取消各項觀課及交流活動。
故展望來年，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和學生的學習效能仍是學校的重點發展計劃，透過集體備
課、同儕觀課及評課、多元化的教師培訓，並參與校外學術交流及支援會議等，促進教師應
用適切的教學方法和運用有效的教學策略，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培養學生的積極學習態度。
學校亦很關顧學生有不同的學習能力，故推行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包括電子互動學習、
跨學科 STEM 學習活動、跨學科主題閱讀計劃，亦設立不同的專項訓練，為不同學習表現的
學生提供機會，發揮自身的價值與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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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三》：籌劃搬遷 迎接新挑戰
1. 為搬遷至擴建校舍做好規劃，善用校舍空間，創建及優化教學環境
成就：
⚫

根據科組會議紀錄顯示，學校已為跑馬地校舍內所有具教學用途的課室和特別室、具
行政用途的特別室，以及所有通道指示、學校特色展示區、學生作品展示區，規劃使用
空間及用途。

⚫

根據科組會議紀錄顯示，科組已完成本年度的盤點工作，並把所屬的物品、教具及家
具作記錄。

⚫

本學年相關工程公司已開展為跑馬地校舍的 Wi-Fi 網絡、電話系統、廣播系統及音響
系統進行舖設的工程。

⚫

本學年已為跑馬地校舍完成採購電腦、互動電視的程序，並規劃了置放位置。

⚫

根據科組會議紀錄顯示，各行政組別及科組已完成搬遷物品、教具及家具列表及置放
跑馬地校舍的位置。

⚫

根據科組會議紀錄顯示，透過舉辦告別粉紅校舍，迎接跑馬地新校舍適應課程活動，
學生不但能抒發對粉紅校舍的感恩之情，也能初步認識位於跑馬地的擴建及新校舍的
設施，了解下學年校園生活的新安排。

反思(改善/跟進)
⚫

負責組別仍需繼續監察各項工程的施工情況，讓各項工程能順利完成，優化教學環境。

⚫

搬遷至跑馬地校舍後，各科組需再整理及紀錄所屬的物品、教具及家具的數量及置放
位置。

2. 慶祝鑽禧六十年，籌劃校慶活動
成就：
⚫

校慶打油詩設計比賽已順利完成，根據科組會議紀錄顯示，大部分學生的作品表現良
好，能表達對學校的祝福，與學校一同感受創校六十年的喜悦。得獎作品已錄製成影
片，科主任將於六月下旬上載於學校網頁，以供師生欣賞。

⚫

由於疫情影響，十一月至五月的課堂改以網上視像形式進行，因此「生日點唱站」只能
舉行兩次。然而根據學生所書寫的祝福語及觀察活動進行情況，學生均積極投入參與，
並且表示能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接受祝福的「生日之星」亦表示感到被愛及尊重；而
負責誦讀的廣播員則表示活動能讓她們提升自信心及表達能力。

⚫

參與親子校慶生日蛋糕設計比賽(創意樽蓋藝術作品)的學生表示，藉著活動為學校慶祝
校慶六十年，讓她們感到光榮，更能提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

受疫情影響，親子校慶徽號設計比賽及紀念品設計延至 2021 年 2 月才收集學生作品。
作品由全體教職員投票選出當中的優秀作品。獲獎名單已於 5 月底公布，相關作品將
刊於校刊、校網、張貼於操場。冠軍作品設計獲採用為本校 60 周年鑽禧校慶標誌，將
用作本學年的印刷品中，並製成紀念品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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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科與宗教科及視藝科合作，以「彰顯義德愛生命 主伴六十新里程」為主題，開展
編修「讚之頌」鑽禧紀念版的工作。預計下學年「讚之頌」鑽禧紀念版將面世。

反思(改善/跟進)
⚫

為慶祝學校辦學六十年，本學年原定以「彰顯義德愛生命 主伴六十新里程」為主題，
籌劃不同形式的校慶活動，然而部分原定舉辧的活動，包括校慶彌撒、徵文比賽、運動
日、校慶及告別校園活動受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而取消。

⚫

適逢跑馬地擴建及新校舍落成，為讓各持分者能與學校一同分享喜悦，建議舉辦開幕
慶典及學校歷史音樂劇，為這時刻留下珍貴見證。

總結：
本學年學校仍受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大部分時間學生需以網上視像課堂取代實
體課堂，以致有些原定計劃需作延期或取消，雖然如此，延期多年的擴建及新校舍終於趕
及本學年中落成，為紀念這珍貴時刻，並延續學校辦學超越六十年的喜悅之情，建議下學
年舉辦擴建及新校舍開幕慶典及學校歷史音樂劇，與各持者一同見證及分享這歷史性的一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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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與教
1. 學校實施全人教育為辦學使命，使學生在德、智、體、群、美、靈各方面得以均衡發展。
本校課程配合教育局提倡的教育目標，以「培養學生終身學習及自主學習的能力」，旨
在培養學生各種共通能力，以建構及獲取知識及建立正確價值觀及態度，並透過多元化
的學習活動，加強學生自主學習。
本校的課程發展主要按以下範疇：
(一) 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家庭、愛德、義德、真理、生命
(二)《基礎教育課程指引─聚焦‧深化‧持續（小一至小六）》（2014）
(三) 學校三年發展計劃
A. 持續優化課堂教學，發展學生多元潛能及自主學習的精神。
1. 強化教師的專業發展，持續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本學年各科組參加了多項校外支援計劃及發展多個校本課程，希望藉此配合課
程發程趨勢，採用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回饋課堂教學。詳情如下：
科目
年級
計劃內容
中文科
三至四
與前小學校本支援服務高級發展主任梁淑群博士進
行共同備課會議，發展校本課程
五至六
與筲箕灣崇真學校及嘉諾撒聖心學校進行「VR 虛擬
實境」跨校學習圈
參與課程領導專業發展及校本支援計劃
英文科
四至六
參與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主辦的 PEEGS
三至四
一至五
Development of Text Sets (DTS)
數學科
一至三
與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進行學術交流
邀請了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張僑平博士
二
為本校作 STEM 的課程支援
常識科

一至三

與與筲箕灣崇真學校及嘉諾撒聖心學校進行「科學
探究」活動

電腦科

三至四

與筲箕灣崇真學校作學術交流

STEM 教育

五至六

參與百仁基金主辦童擁 AI 計劃(2020-2022)

中樂團
訓輔組
教務組
資訊科技組

---

科任老師參與香港電腦教育學會主辦的「STEM 教育種
籽老師計劃」

二至六
一至六

與聖公會聖彼得小學作學術交流
與香港城市大學合作，發展「感恩施仁 Paulinian 正

---

向校本課程」
參與香港教育大學的專業學校改進計劃，發展校本的

四至六

評估素養
參與林氏基金的航空教育(衝上雲霄飛行計劃)

本年度安排部分科目參加校外專業支援計劃，讓教師與其他學校及教育機構連繫，透
過進行單元共同備課及觀課，互相觀摩學習，教師可以設計多元化的課堂活動，促進學生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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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計多元化的學習活動，發展學生多元潛能及自主學習的精神
2.1 配合學校主題「彰顯義德 愛生命，主伴同行 新里程」
，推行一至六年級「全方位主
題學習」學校為學生提供均衡的課程以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使學生在學習時得以
善用校園內外多樣化的環境、人力資源和生活化的教材，從而在實踐中主動學習。
年級

月份

主題

小一

9-10 月

樂在校園

小二

11 月及 5 月

親親大自然

小三

3-5 月

走進我們的社區

小四

11 月(上學期)
4 月至 6 月
(下學期)

香港今昔

小五

10-11 月

名人故事

小六

3-4 月

Environmental
Issues

配合主題的理念
小一學生正式加入聖保祿大家庭，學習
保祿的精神，愛人如己，熱愛生命，亦
能盡心盡意做好學生，愛護校園的一
切。
讓學生了解自然界日與夜的現象，明白
動植物與人類互相依存的關係，履行愛
護自然的公民責任。
帶學生走進身處的社區，觀察區內各項
發展，進行專題探究，並主動了解社區問
題，明白作為公民需盡責任，維護自己的
家園。
讓學生珍惜遠古時代遺留下來的文化與
遺產，承傳歷史、保育歷史，愛護香港這
個家。
讓學生認識中外古今多位名人的故事，
並學習他們堅毅追尋真理及公義的精
神。
讓學生辨清人類的活動如何影響自然生
態及破壞環境，讓學生主動尋求真義，明
白愛護環境、愛護地球刻不容緩。

2.2 多元化智能課程
本年度的「智庫學堂」的課程內容主要是根據美國心理發展學家加德納提出多
元智論的理論，然後訂定了一至六年級的課程，包括培育學生語言智能、邏輯智能、
音樂智能、肢體動覺智能、自然觀察智能、人際交往智能、空間視覺智能以及內省
智能。智庫學堂開設的課程很廣泛，從語文科至科學與科技科，再加入 STEM 教育
課程，都能照顧學生的興趣，讓學生投入課堂學習，豐富學習經歷，更可發揮自我
的潛能。
2.3 發揮學生潛能的樂動小組
每逢星期五的樂動小組時段，提供各種不同範疇的活動給學生，例如富節奏動
感的「中國鼓」;訓練學生思考、動腦筋的「科學小偵探」
、
「桌上遊」;亦有開啟學生
探索科學領域的「科創小精英」
；創意藝術課程如「IA Project」等，這些活動能讓學
生在正規課程以外，增長課外的知識，亦能豐富她們課堂以外的學習經歷。
2.4 電子學習計劃
2.4.1 在各科加強推動電子學習計劃，重視學生自主學習的上課模式。在課堂學習方
面，中、英、數、常各科除了會透過 Google Classroom 向學生發放相關課題之
學習材料作課前預習，亦會結合電子課本、課堂練習系統如 Padlet、Popplet 等
於課堂中與學生進行互動遊戲，以評估學生學習情況，學生於課後會完成電子
功課作為課堂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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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四、五年級學生參與「電子學習計劃 — 學生自攜平板電腦 (BYOD) 輔助學
習」計劃。參與計劃之學生須自攜電子學習工具 iPad 回校，於課堂中與老師
進行電子互動學習活動。
2.5 推行 STEM 教育
透過跨學科課程推行 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rmatics)
教育，誘發學生對科學、科技及工程的興趣，讓學生融合各學科的知識，在生活當
中把相關知識應用用來。STEM 教育鼓勵學生通過協作、創新和富挑戰性的科學實
驗解決實際問題，故除了數學科和常識科已為部分年級預備了科學探究的專題研習
外、電腦科在設計課程上也會重視學生的運算思維的培養，包括 Micro:bit 編程、
Scratch 及 mBot 等，都滲透了不少與 STEM 相關的課程。
2.6 從閱讀中學習
2.6.1 學校圖書館為學生提供各類圖書資訊，推介配合課程的優質讀物，透過合適的
館藏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效能。
2.6.2 與課程發展組及各科組合作的全方位主題學習，於指定月份為三至六年級提供
跨科閱讀主題的電子圖書。還會利用中閱及英閱課閱讀相關主題的圖書、繪本
或橋樑書，並透過小型讀書會，着學生互相分享主題圖書。此外，透過「閱讀
獎勵計劃」，鼓勵學生多閱讀不同種類書籍，包括跨科閱讀主題的書籍。
➢ 三年級(3-5 月)：「走進我們的社區」；
➢ 四年級(11 月)：「香港今昔」；
➢ 五年級(10-11 月)：「名人故事」；
➢ 六年級(3-4 月)：“Environment Issues”。
2.7 多元化的評估政策
為促進學生學習的效能，各個學科按照教學目標和學習重點而制訂一套公平的評估
機制，通過多元化的評估方式，如觀察學生的平日表現、 學生自評、學生互評、家
長評核、專題研習、課堂實作、學生進展性及總結性 評估等，收集學生在知識、能
力、價值觀和態度各方面的表現，讓學生改善學習；讓教師和學校檢視各修訂教學
設計和策略，以提升學與教的效能；並協助家長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
B. 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1. 運用三層架構的模式，積極推行資優教育
在基礎的第一層架構裏，中、英、數、常各主科於課堂及校本課業中加入高層次
提問及於課業中加入挑戰題，引發學生作高層次思維技巧。繼而上第二層，就是以
抽離方式在正規課堂以外開辦多門專項訓練，包括田徑、奧數、中樂團、管弦樂團、
衝上雲霄飛行計劃等，在特定範疇有較突出表現的學生可接受有系統的訓練。最後
第三層便會推薦資優學生參加富挑戰性、不同範疇的校外增潤課程，如香港中文大
學資優課程等，從而加強學生學習效能，並有機會與不同學校的資優生互相交流，
學習雙長。
2. 開設學習支援小組，提升學生學習的效能
學校設立校本支援小組，專責協助有學習需要的學生，亦有引入校外資源，開
辦合適的學習小組如「執行技巧小組」、「閱讀悅學小組」、「拆字小組」等，由導師
照顧這些學生，了解她們的學習困難，並提供輔導及支援。透過輔導形式，鼓勵學
生在學習上互相支援，增強信心及成功感，從而提高學習興趣。此外，本校運用「加
強言語治療津貼」外購校本言語治療服務，為有需要接受言語治療的學生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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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順各學習階段的銜接
「以學生為本，以切合學生的不同需要」是我校培育學生的其中一項在課程發
展上的路向。在幼小銜接方面，為了協助提升小一新生對學習的信心和興趣，各科
均靈活編排教學內容和進度，讓小一新生鞏固已有知識，循序漸進地適應新階段的
學習。
而在升中銜接方面，為高年級學生加入「校本升中銜接增潤課程」以涵蓋新課
程的課題，包括中文科的課程裏加入名家小說、古詩文賞析，以提升學生對中國文
學的認知；英文科更會優化課程規劃，加強閱讀廣度和深度，完善初中課程銜接；
數學科在校本增潤的課程裏，全面在各級加入教授英文的數學，以幫助學生升上初
中後學習數學的理解；而常識科也會加入通識思考題目及時事新聞分析，訓練她們
分析時事的能力和明辨性思維，更會培育學生科學探究的技能，包括觀察、量度、
分類、推論、預測、假設、分析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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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校園政策
⚫

本校注重學生的全人發展，致力幫助學生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建立正面的人生觀與
價值觀、學習實用的生活技能及抗拒誘惑的技巧等。本年度，因 2019 冠狀病毒病停課
關係，部份活動未能順利推行，但學校仍為學生提供不同防疫及健康資訊，各科組亦
合力推行多元化的健康活動。
1. 營造衞生安全的校園環境
1.1 本校十分注重學生的健康情況，因此，持續推行防疫措施，預防傳染病在校園
傳播，並與衞生署防護中心保持緊密的聯繫。學校於操場安裝「紅外線熱成像
體溫探測」設備，亦每月聘請專業消毒服務公司，為校舍作全面消毒。
1.2 此外，為減低受感染的風險，學生以「面對背」方式單行排坐，以保持學生之
間的距離。學生如需進食，必須安坐自己的座位中並取出防疫板，進食期間，
不得與他人分享食物及交談。
2. 發展學生的健康生活習慣
2.1 藉著宗教科的課程及活動，讓學生明白用愛心幫助身邊的人，發揮愛主愛人的
精神等活動，以培育學生身心靈健康，建立正面的價值觀、積極上進的生活態
度及關愛的精神。
2.2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舉辦「生命教育課」、與外間機構為一至六年級學生設計及
合辦各種學生講座及有關生命教育的工作坊，建立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培養學
生正面的生活態度，活出積極人生觀。
3. 建立環保的校園
3.1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為學生安排生動及具互動性的《識『碳』識食救未來》線
上話劇，由淺入深地向學生講解有關環境保育的重要性，學生能積極參與及
明暸低碳生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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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學生支援
學校十分重視德育及品格的培育，致力提升學生身、心、靈的發展。學校明白學生在
不同成長階段的態度、行為及心智發展實況，因此善用不同渠道，如觀察、持分者問卷、
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校外評核報告、學校表現評量和學生校內及校外學習表現等所
得的資料，識別學生在成長上的各項需要。學校推行「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育，設立
良好的機制，就如何因應學生的需要，照顧他們的成長發展達成共識，制訂學生成長和支
援的政策及措施，且備有整全而具方向的發展計劃。
「校風及學生支援」組制定支援機制及相關的工作策略。本校給學生提供的支援，基
本可分為兩個主要方向：
1. 特殊支援
2. 學校適應
《一》特殊支援
「學生支援小組」小組的主要工作，是因應學生在學習、個別特殊情況或家長的需求，
為個別學生制定適切的支援策略，基本範圍有四個：
(甲) 學生學習支援
A. 學習支援津貼
本學年，本校透過「新資助模式直接撥款計劃」，獲教育局撥款$604,200 元。
1. 本校利用是項津貼，聘請了兩名學生支援教學助理，支援有需要的學生。其
主要職責為老師提供入班支援、協助推行「學習滿 FUN 小組」、為個別學生
開設「加強支援小組」
、文書處理、協助進行評估調適等。下學期，學生支援
組也運用是項津貼，聘請一名助理老師，在疫情期間，為有需要的學生開設
校本視像訓練小組，協調「學習滿 FUN 小組」的工作。
2. 本年度以是項津貼籌辦校本小組及外購訓練小組 (「學習滿 FUN」小組)，支援
有需要的學生：
小組名稱
1
2
3
4
5
6
7
9
10

B.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
情緒‧解難小組
日本和諧粉彩體驗小組
奇妙魔術體驗班
生命繪本‧閱讀小組
「中華文字奇趣小組」
拆字小組
「中文詞句遊蹤」小組
中文悅讀悅寫小組
「輕鬆解難小能手」
(個別加強支援小組)

服務機構 /
負責老師

節數

對象

協康會
教育局
校本
香港魔術學院
校本
小童群益會

12
8
10
4
6
8

P2

小童群益會
小童群益會
校本

8
8
下學年
(每星期 2 節)

P.3-4
P.6

P.4
P.2-3

P.1
P.2
P.3
P.6
(第三層支援學生)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1. 本年度本校繼續由教育局委派教育心理學家張張嘉娜女士駐校，提供校本心
理服務，為有特殊教育需要之學生及家長提供支援，每月約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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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C.

教育心理學家張太於本年度主要服務包括：為及早識別學生進行評估、為懷
疑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進行評估、檢視六年級個案、與個別家長進行面談，及
因應學生需要進行個別或小組訓練。
張太會見了本學年「第三層支援」學生的家長及個別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
家長，為家長面對學生停課、生理及心理的變化，和升中準備等方面提供意見
及支援。
張太就兩大主題─「識別及支援有自殺風險的學生」、「危機處理」，舉辦了教
師講座及工作坊，提升教師識別及支援有問題學生的能力。

言語治療服務
校方本學年續與「香港言語及吞嚥治療中心」合作，由中心顧問秦蓁博士為本校提
供服務，全年共 120 小時。受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在停課及半日上課的情
況下，本學年的言語治療全以視像形式進行。視像形式之言語訓練，對部份學生未
能發揮最佳訓練成效，因此本學年如去年一樣，把全部資源投放在語障學生的訓練
上。
1. 學生方面
「個別或小組訓練」— 改善語障學生的言語問題，提升其自信心。
2. 老師方面
上學期完結後由言語治療師舉行個案會議，邀請個案學生之班主任及中文科老
師與會，彼此溝通，以了解學生訓練進度及學習情況。
3. 家長方面
a. 言語治療師及校方均鼓勵個案學生之家長陪同子女上課，以了解學生之語言
能力發展，並於家中配合訓練。由於以視像形式進行訓練，大部份家長均有
陪同女兒上課最少一次或以上。
b. 言語治療師會因應學生的訓練進展不定時致電或透過視像向家長提供諮商。

D. 小一、小二「及早識別及輔導計劃」
1. 學生支援組於上學期檢視上學年小一及早識別之輕微及嚴重程度之個案；及
諮詢二年級班主任之意見，為二年級學生進行及早識別計劃；教育心理學家
因應學習的學習困難程度排列進行評估優次，並如期完成全部評估及報告。
2. 1 月開始，學生支援組為小一學生進行及早識別及輔導計劃，以識別有學習困
難的學生。教育心理學家及一年級科任根據「學習情況量表」之結果及觀察學
生學習表現，最後評定了 8 位學生有較顯注的學習困難，教育心理學家及特
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商討下學年檢視學生情況的次序。
3. 學生支援組下學期展開跟進工作，為學習表現稍遜之一年級學生和及早識別
個案提供支援，開辦「中華文字奇趣小組」拆字小組。
E. 一至六年級個案跟進
1. 學生支援組於學年期初召開「班別個案會議」
，讓個案學生的班主任及中英數
科任老師知悉學生的特殊情況。若有特殊需要，也會向其他老師交代情況，以
對該生有更全面的關顧。
2. 學生支援組亦不時就有需要的個案或懷疑/新增的個案學生之特殊情況，召開
「特別個案會議」，與班主任及科任老師共同商議支援策略及調適方案。
3. 學生支援組會列席訓輔組召開的「關注學生小組」會議，以全面照顧學生於學
業、行為及情緒上之需要。
4. 學生支援與教學助理共同為第三層支援學生及個別學生(六年級)策劃加強支
援小組，以協助學生在情緒調控、解難技巧、升中轉銜等方面的成長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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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評估調適
1. 本學年共有 23 位個案學生曾接受評估調適。
2. 評估調適的形式包括：讀卷、放大卷、加時、提早給予默書範圍、答題方式彈
性處理、特別試卷、抽離等。
3. 每學年結束時會為評估調適的學生檢視成效，以調節下學年的調適安排。
G. 學科輔導
1. 受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本年度上學期的學科輔導未能如往年一樣於下
午時段以實體課進行；下學期改以網課形式，為三至五年級成績稍遜學生開辦
中、英、數三科目的輔導，共 9 個小組。
2. 視像模式上課，輔導老師善用多媒體教學活動進行補底教學工作，以提升輔導
學生學習之興趣，鞏固學習概念，照顧她們之間的差異。
H. 朋輩支援
1. 本學年依舊由學生輔導員陳小姐訓練五年級「大姐姐」成為守護天使，用意在
於協助小一新生適應小學生活，及幫忙她們進行社交活動、預默、溫習、教授
自理技巧(寫手冊、執書包)等。但是，受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學生停
止面授及不宜過多接觸，大姐姐未能如往年一樣，服務及守護小一學妹。守護
天使仍定時受訓，期望下學年能協助朋輩支援工作，如為低小學妹進行圖書
伴讀、擔任學生大使等。
I. 支援資訊
1. 於一年級家長會中，學生支援統籌主任向家長簡介學生支援的工作，及派發
「及早識別計劃」單張。
2. 學生支援組的工作詳列於「新學年學生適應」家長備忘中。如有需要，學生支
援組或教育心理學家會跟家長作電話溝通或個別面談。
J.

教師進修
1. 本年度有 2 名老師完成修讀「照顧不同學習需要」高礎課程，及 2 位老師完
成基礎課程；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也成完為期兩年(共四期)的專業發展課
程；1 名老師修畢「精神健康的專業發展課程」深造培訓。
2. 兩位學生支援組的教學助理也報修了 6 個與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課程、
工作坊，以提升支援不同需要學生的專業知識及技巧。

(乙) 有經濟困難家庭的學生支援
學校關注有經濟困難家庭的學生支援，協助其申請各項津貼，讓他們有穩定
的學習資源，及均等參與課外活動的機會，擴闊他們在課堂以外的多元學習經驗。
相關津貼及計劃如下：
1. 學生資助計劃(書簿津貼、車船津貼、上網津貼)
2. 在校免費午膳計劃(提供營養均衡的免費膳食)
3. 活動支援津貼(資助校內活動的費用)
4.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校本津貼 (籌辦校本活動，擴闊清貧學生在課
堂以外的多元學習經驗)
5. 「關愛基金資助學生購買電子學習裝置計劃」
6. 其他社會援助資源(如安裝網絡裝置、免費上網津貼、派發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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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個別特殊支援
因應家長提供的學生健康資料，本校為有特別需要的病患或傷患的學生提供
額外照顧，使她們得到適當的協助和支援，減低對學習的影響。
(丁) 學生情緒支援
本校關注學生的情緒及精神健康。學校訓輔組老師為有需要的學生跟進其情
緒及行為，而學生輔導員及輔導助理也透過學生個人輔導及與家庭諮詢，協助有
需要的學生和家長。
《二》學校適應
在此範疇內，本校特別關心學生入學後對學校生活和課程的適應，在學習過程
中各方面的成長，以及畢業生離校後對中一新生活的適應。
(甲) 學生入學支援
1. 推行「小一銜接課程」
，一年級學生於開學首三天不上常規課堂，只教授學
生在自理、學習環境及社交情緒等方面的處理技巧，協助學生盡快適應及
投入小學生活、愉快學習。
2. 本校繼續透過「守護天使計劃」
，組織及訓練義工大姐姐，帶領一年級新生
融入校園生活，協助她們減少不安，同時為學習上有需要的小一學生提供
協助。
3. 學校安排插班生及其家長於註冊日與學生支援組老師會面，講解學校日常
運作，及家長注意事項，讓他們盡快適應本校的學習環境與文化。學生支
援組老師也安排插班生及其家長於開學日課前，與班主任會面，彼此認識
及了解。
4. 透過 M & M Programme(Mentor and Mentee Programme)，為「學生大使」
和插班生作配對，「學生大使」會為插班生提供校園常規資訊及分享經驗，
並透過互動交流，建立友伴關係，協助插班生盡快適應新校園。
(乙) 學生成長支援
本校採用「全校參與」的模式，透過多項發展性、預防性及補救性的校本
活動，本學年以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義德」為軸心，培養正確的人生觀及價
值觀。
1. 本校致力創造平等、和諧的校園文化。本學年，學生支援組、訓輔組、宗
教培育小組作跨小組合作，舉辦「護苗感恩希望」的共融活動，透過宣傳、
護苗行動、電子平台交流等，讓不同組別、能力、專長的學生都有機會互
相合作，從而體驗生命價值、宗教意義，及培養品德。
2. 老師關愛學生，能為學生提供即時支援。學校設立上、下學期每級各一次
的「關注小組會議」
，由訓輔組及學生支援組主持，與各班的班主任及科任
教師共同探討學生在學業上、行為上、情緒上或社交上的問題和需要，緊
密跟進，以適時支援學生。疫情停課期間，班主任也定時致電家長，及透
過視像與學生見面，關顧學生的情況。
3. 學校能因應不同成長階段學生的問題及需要，有策略地為他們提供適切的
發展性、預防性及補救性的學生輔導服務。學校採取「多奬勵、少懲罰」
的原則，每級班主任能藉「午間自由談」
。疫情半日上課或網課期間，班主
任都會安排小息時段與學生作交談或透過視像關心學生在家學習情況，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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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與學生溝通的機會，以強化師生關係。對行為有偏差的學生，全體教師
結合訓育及輔導的方式，情理兼備，在完善的訓輔轉介模式下，以包容和
鼓勵的態度去教導學生，著重學生「反思、謝恩、更新」的過程，引導學
生改過遷善。
4. 若要提升學生的「成長支援」，學校明白校外支援是十分重要和有需要。
因此，本校亦借助下列兩方面的力量，務求加強「學生成長支援」的工作：
 家長方面
學校視家長為重要的合作夥伴，除了透過不同渠道如家長會、學校通
告、學校網頁、問卷調查和親子活動，讓家長更了解學生在學校的生活外，
「家校合作組」更透過「家校陽光計劃」成功地與家長建立了一道溝通橋
樑，並給家長傳遞正面信息，學校與家長保持更緊密的聯繫。為共同促進
學生在學業和身心健康的發展，學校以推廣「家長教育」的發展重點。本
學年舉辦不同系列的家長教育工作坊及小組課程，全年共 28 場。家長表示
工作坊的主題非常切合他們所需，輔導心理學家亦能為他們傳遞正向的教
育理，並且提供專業而實用的管教方法。家長教師會主動向學校反映家長
意見，並籌辦多元活動，並與「家校合作組」協辦講座，提升家長與子女
的情緒管理技巧；家長也樂於參與家教會和學校舉辦的活動。學校透過成
立家長義工隊，引入更多家長力量，為學校發展提供更大支援。
 社區方面
學校與社區及外間機構有緊密的聯繫，支援學生學習及成長需要。本
學年，藉遷校的機會，透過「護苗感恩迎希望」跨小組活動，讓學生種植
小植物贈予柴灣興華邨鄰舍，以表達謝意及祝福。學校透過共融服務、與
社區聯繫等，以培育學生關懷別人、服務社區的精神，尤其重視培養堅毅、
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誠信及關愛。校友關心學
校的發展，凝聚力強，積極參與校友會，協助學校持續發展。

(丙) 學生離校支援
1. 中一學校生活及課程的適應
a. 本學年，雖然因疫情停課或半日上課，但六年級各主科的「中小銜接課
程」仍能如期完成。
b. 受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六年級學生未能參與各項升中適應活
動；學生輔導員在推行網上視像小組時，關注到小部份學生對升中感憂
慮；與家長商議及得他們同意後，學生輔導員將轉介個別個案予中學社
工跟進。
2. 學生離校後的行為支援
a. 此項支援計劃的重點對象，是升讀本校直屬中學的學生。
b. 本校的訓輔主任、學生支援主任及學生輔導員於每年的暑假初，與直屬
中學的訓輔組及學生支援組進行會議，就應屆升中學生在成長上的需
要，及一些個別學生情況，進行溝通。
c. 本校及直屬中學的學生支援組也會於下學年開學初，就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進行更全面及詳細的交流。
d. 如有需要，本校亦與小六的畢業生家長及新校老師保持聯繫，提供有關
的學生資料，為升中後的學生提供全面之輔助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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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升中支援
學生支援主任及學生輔導員會向有特殊教育需要之應屆畢業生的家長
取得同意後，就學生的學習情況及支援策略向學生獲派之中學提供意見，並
轉交學生個人報告，以作好銜接的工作。
總結：
配合本年度的發展方向，善用不同資源，推行多元化有關學生支援的活動，讓學生得
到均等參與及學習的機會。無論在校舉行的活動，或因疫情影響而轉變為視像模式的活動，
學生都表現積極、投入，並逐漸懂得承擔責任、尊重別人，建立合作共融的校園文化，貫
徹天主教教育之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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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一》態度及行為的表現
本校校風純樸，致力培養自律守規、待人有禮、富正面自我觀和熱心關懷社區的孩
子。學校採用即時介入、團隊協作及關愛文化的輔導手法，培育學生正向成長。本
年度學校按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義德及生命，各科組共同擬定計劃及推行活動以培
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學生十分喜愛校園生活，積極投入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學生
勤奮用功，對師長有禮，對同學友愛，並對學校有強烈的歸屬感。
《二》學業表現
本校對學與教的範疇極為重視。因應新冠病毒病疫情發展變幻莫測，學生及老師需
於短時間內適應面授課堂或網上學習。學生及老師在有限的學習時間及環境，珍惜
每一個學習機會，爭取在學業上有更優秀的表現。老師利用網上視像方式持續進行
專業的培訓、跨校的交流等，又積極參與教育局或大學的支援計劃，致力優化教學
質素；而學生亦藉着網上學習新常態，多利用網上資源進行多元學習。雖然學與教
方式與平時不同，但學生在學業上的表現，仍保持一定的水準。本校六年級學生在
全港「中一學位分配辦法派位結果」中，約全級的 90%的學生獲派第一及第二組別
的中學，表現理想。
《三》服務表現
本校為了讓不同級別的學生從生活體驗中學習，提供及創造多元化的服務學習活動，
建立學生自信與自律精神，並共同承擔公民責任。學生積極投入參與服務，對學校
有歸屬感。學校設有不同組別讓不同能力的學生可在不同的服務崗位發揮所長，發
展她們內在的潛能，從而建立自信心。
《四》學生在校際活動中的表現
本校學生於過往在學術、體藝活動把抱有濃厚興趣，對於校內或校外的各項比賽均
均踴躍參與，縱然本學年因「新型冠狀病毒」病的影響下，不少校際活動或比賽亦遭
取消，唯學生亦會積極爭取有限的校際比賽，以豐富自身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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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活動中獲得的獎項
比賽項目 / 組織名稱

類別

學

20-21 年度獎項

術

朗誦比賽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粵語獨誦

1 亞軍
8 季軍
3 冠軍

英文獨誦

4 亞軍
4 季軍

普通話獨誦

3 季軍

其他
1 冠軍
2020 香港學界朗誦公開賽高小組

1 亞軍
1 季軍

香港朗誦節 2020 小三至小四小學中級組(粵語)

1 金獎

2020 香港校園文化藝術節 P1 組普通話散文朗誦

1 季軍

2020 年 KPCC 朗誦年度評核 P1 組普通話-散文獨誦

1 一等乙級

香港朗誦節 2020 小三至小四小學中級組(粵語)

1 金獎

第三十二屆全港學界朗誦比賽小學普通話詩歌

1 冠軍

LCM(HONG KONG)SPEECH FESTIVAL 2021 7-8Years Verse

1 季軍

中文比賽
第 17 屆小學生書叢榜致故事人物的「情」詩比賽(高級組)

1 冠軍

第三屆全港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中文初小組

1 金獎

第五屆「老友鬼鬼」共融故事演繹比賽幼兒組

1 季軍

秀麗詩詞硬及毛筆書法比賽 2020 初小組(硬筆書法)

1 一等獎

2019-2020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英杯」現場作文決賽小學五
至六年級組

1 一等獎

英文比賽
第三屆全港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英文初小組

1 冠軍

數學比賽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拔賽 2020(香港賽區)

1 二等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0(香港賽區)

1 二等獎

數學智能之第四屆全港數學挑戰賽小學一年級組

1 卓越獎

Math Conceptition 數學思維大激鬥 2021
香港數學挑戰賽 2020 小學一年級組

1 銀獎
1 二等獎

其他
MTE2020 COVID-19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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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Flash Computer Friendly Match Group B

1 2nd Runner-Up

國 際 創 科 發 明
1 Gold Prize

Korea International Youth Olympiad 4i 2020

1 Special Award

Indonesia Invertors Day 2020
IWIS 2020 Warsaw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Show (Poland)
Malaysia Technology Expo 2020 (Special Edition) COVID-19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wards

音

1 IFIA Best Invention
Medal
1 Gold Award
1 Best Project Award
1 Silver Medal
1 Silver Medal

樂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
分級小提琴獨奏

3 冠軍
1 亞軍
1 冠軍
1 亞軍

單簧管獨奏

1 冠軍

中音薩克斯管獨奏

1 冠軍

中阮獨奏

1 亞軍

聲樂獨唱 - 中文

1 季軍

其他
二零二零匯盈全港中樂大賽
第八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IYACC The 11TH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Harp)
2020 菁藝杯音樂比賽
MF Music Competition 2021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2 金獎
4 銀獎
2 亞軍
4 季軍
3 冠軍
1 金獎
1 冠軍
1 Silver Award
1 金獎

2020 中發國際音樂網絡大賽小提琴 Violin / Children A 總決賽

1 銀獎

第八屆亞太新星鋼琴大賽

1 季軍

13th HK Students Open Music Competition 2020

2 冠軍

The International Young Artist Music Contest 2020

1 冠軍

第一屆亞洲青年鋼琴錦標賽 Piano Solo

1 銅獎

2020 年第二屆中國揚琴網/揚琴圈全國揚琴展演評選非專業

1 金獎

香港青年兒童音樂家大賽小學初級組揚琴

1 銅獎

Asia Pacific Outstanding Youth Piano Competition (Piano)

1 季軍

環球藝術體育文化協會 The Children's & Youth Piano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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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yo International Youth Music Competition 2020 (Hong Kong Region)
2021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兒童組/JUNIOR

1 First Runner-Up
1 金獎季軍

第 25 屆日本濱松 PIARA 鋼琴大賽香港區選拔賽 Junior

1 亞軍

2020 全港兒童鋼琴、管弦樂及敲擊樂大賽 P4-P6 鋼琴

1 冠軍

2020 International Fringe Music Competition ABRSM Grade Four
Percussion Class

舞

1 2nd Prize with
Second Honour

蹈

第 57 屆學校舞蹈節-中國舞獨舞（歡樂的金鈸）

1 優等獎

閃爍盃 Twinkle Cup 2020 爵士舞單人

1 銅獎

全港學界精英藝術大賽 2021 嘻哈舞(團體)

1 金獎

Hong Kong (Asia) Solo Dance Competition 2020 Solo Jazz Dance Junior
Division

視

1 Third Place

藝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1 小童組西畫

2 銅獎
1 金獎

錶面設計比賽 2020

1 銀獎
2 銅獎

2020 華夏兒藝美術書法攝影作品展
第二十五屆全國中小學生繪畫書法作品比賽
第七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20 年度西洋畫
小紅熊自〈油〉想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2020 兒童組
第十一屆 2020「伴我同行」國際繪畫比賽兒童組
第九屆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大賽 2020(環保袋設計)小童組

1 美術壹等獎
2 美術叁等獎
1 繪畫二等獎
1 特等獎
1 銀獎
1 一等獎
2 銅獎

HKYPA2020 獎牌設計˙填色及繪畫比賽填色及設計組小童組

1 冠軍

第四屆全港藝術杯挑戰賽小學 A 組

1 亞軍
2 金獎

第 13 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小學一/二年級組國畫

2 銀獎
1 銅獎

International Handicraft and Creativity Competition

1 亞軍

第十一屆香港國學藝術節繪畫比賽高小組

1 金獎

第十六屆兒童綜合藝術繽紛日畫展、頒獎典禮油畫小學組

1 銀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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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2020 至 2021 年度 -- 財務報表
本年收入

累計支出

HK$

HK$

I 政府資助 - 擴大的營辨開支整筆津貼
(甲) 學校特定津貼
1.

行政津貼 / 修訂行政津貼

2.

1,386,144.00

1,385,350.00

學校發展津貼

780,416.00

779,901.00

3.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468,746.00

221,093.44

4.

空調設備津貼

358,078.00

258,663.00

5.

額外的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240,981.00

183,180.58

6.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125,220.00

117,617.50

7.

校本管理額外津貼

50,350.00

1,100.00

3,409,935.00

2,946,905.52

(乙) 基線指標 – 專為特定學校而設的津貼除外

1,022,210.01

1.

綜合家具及設備

18,744.20

2.

學校課程發展

17,889.09

3.

培訓

151,353.30

4.

學校及班級津貼

705,206.67
1,022,210.01

893,193.26

II 學校津貼
1.

堂費

--

--

2.

捐款

--

--

3.

籌款(明愛獎券)

4.

具特定用途收費(空調費用)

2020 - 2021 年度收入和支出總數

76,300.00
--

--

76,300.00

68,280.00

4,508,445.01

3,908,378.78

2020 - 2021 年度終結淨餘/(超支)

600,066.23

4,508,4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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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及跟進
⚫

新一期的三年發展計劃已開展至第二年，學校持續秉承天主教的辦學理念，致力配合天
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為學生提供生命的教育、愛的教育及靈命的教育。本學年，學
校以「彰顯義德愛生命‧主伴六十新里程」為本學年的主題，學生除了學習我們的主保
聖保祿精神外，更以「義德」及「生命」的核心價值為主幹，配合正向心理學中的各種
美德與品格強項，推展正向教育，培養學生具備正向的情緒、品格及思維，建構正向思
維的校園。

⚫

學校著重提升教師的專業，讓教學與時並進。雖然本學年仍然受 2019 冠狀病毒病影響，
部分交流或觀課活動或需延期。展望下學年，透過不同的交流計劃，讓教師汲取不同寶
貴的學教經驗，持續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

⚫

為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學校推展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讓學生透過電子互動學習、跨學
科 STEM 學習活動、跨學科主題閱讀計劃，參與不同的專項訓練，為不同學習表現的學
生提供適切的機會，發揮自身的價值與潛能。

⚫

本學年，教師積極參與評估素養培訓，期望透過有效的評估，診斷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
困難，反思學與教的效度，為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提供更有效益的回饋和具體建議，讓
學與教發揮更大效能。

⚫

本校位於跑馬地校舍的擴建及改建工程經已竣工，全校學生將返回原校址上課。為紀念
這珍貴時刻，並延續學校辦學超越六十年的喜悅之情，學校將於下學年舉辦擴建及新校
舍開幕慶典及學校歷史音樂劇，與各持者一同見證及分享這歷史性的一刻，致力傳承聖
保祿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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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學校發展津貼報告】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2020-2021 學年「學校發展津貼」評估報告
項目

關注重點

計劃詳情

時間表

實際支出

檢視及反思

負責人

使教師能專 ⚫

為教師創造 ⚫

聘請數名教學 2020 年 9 月 1 日

五名合約教學 ⚫

透過口頭訪問，超過 70%教師

副校長

注課程發展

空間，進行

助理，協助教

至

助理一年薪酬

同意有關策略能創造更多空

課程發展主任

校本課程設

師處理校本課

(包括每強積

間，讓教師專注課程發展及優

計，提升教

程編印、製作

2021 年 8 月 31 日

學質素

壁報、推行學
習活動等事務

化學與教

金供款)
$779,901

⚫

聘請教學助理更有效協助教
師推行學習活動

本學年「學校發展津貼」總支出：$ 779,9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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