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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一 )  我們的抱負  

 

教育為社會培養人才，創造更美好的明天。我們致力使學校發展成為學習

型的組織，為學生創造一個理想的學習環境，使每一位學生有盡展潛能的

機會，讓他們成為一個具備「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

素質的孩子。 

 

(二 )  我們的使命  

 讓教育的持份者，認同學校的抱負，共同為達成理想而作出承擔； 

 讓學校在管理上、資源運用上及教學政策上，能配合社會的發展，不斷自

我完善、改進，為學生提供優質的教育，為國家及社會培育人才。 

(三 )  我們的信念  
 

 學校教育能促進個人、社會、國家的發展和進步； 

 學校是一個為學生提供全人教育的地方； 

 學校是一個促進學生成為自發的、自信的、持續終身學習的地方； 

 學校的關愛文化，讓家庭與學校建立良好的溝通與協作關係，從而令學生

的能力得以全面發展； 

 為學生提供多元的學習經歷是培育學生具有「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

承擔、敢於創新」等素質的重要方式。 
 

(四 )  校訓：明德智信  

 

明德 -彰顯高尚的個人、社會道德與承擔；  

智信 -重視學習能力的培養與誠信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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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周年計劃 

2020-2021 年度 

 

 

 

關注事項  

1.   運用多元學習策略，培養學生自

主學習的態度以提升學習成效  

2. 實踐學習型社群，提升專業領導

力  

3. 透過正向校園文化，培養學生正

確價值觀，發展學生潛能  

 

 

 



 

3 

3 

我們的現況 
強項 

1. 校風純樸，學生尊敬老師。 

2. 教師資歷優良及教學經驗豐富，並樂於嘗試新的教學方法。 

3. 教師富教學熱誠，關愛學生，師生關係良好。 

4. 各持份者支持學校，與學校合作。 

5. 學校的整體發展受到家長的認同及支持。 

6. 課外活動多元化，着重學生多元智能發展。 

7. 持續發展學校無線網絡設施，有利電子學習的推行。 

8. 裝修音樂室、一樓英文角及圖書館，優化了藝術發展基地及閱讀空間，

加強「從閱讀中學習」的氛圍。 

9. 持續發展校園電視台，提供一個實作平台，提升學與教的質素，並照顧

學生的個別需要，啟發學生的潛能。 

10.能善用社區資源。 

11.投放資源聘請專業導師發展課外活動，為學生提供高質素的課外活動。 

 

弱項 

1. 部份學生的家庭支援較弱，生活經驗貧乏。 

2. 學生的學習差異較大，老師在調適課程及學教方面，面對一定的挑戰。 

3. 面對學生不同的教育需要、學習支援體系的改變及 STEAM教育的發展，

教師培訓的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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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機 

1. 政府決心改善現時的教育環境。 

2. 政府額外增撥資源讓學校可多聘請教學人員及駐校社工。 

3. 政府開設言語治療師職位以加強協助有需要的學生。 

4. 政府開設特殊教育統籌主任(SENCO)職位以協助學校發展特殊教育。 

5. 新校長開明而富經驗，有利帶領學校持續發展。 

6. 透過姊妹學校的締結，促進文化交流，加強師生對內地教育的了解，提

升教師專業水平，擴闊學生視野。 

7. 學校增撥資源購置資訊科技教學工具以發展 STEAM教育。 

8. 學校增撥資源改建原為電腦室的課室為「創意館」以推動 STEAM 教育。 

9. 開拓學生網上英文閱讀空間，全天候增強閱讀動機，提升學生的英語能

力。 

10.在中文科及常識科加入多元評估元素，使學校的評估機制更準確地反映

學生在學科上的努力。 

11.每年均需聘請新入職的教師，補充退休或離職同事的空缺，並提供現職

教師較多的升職機會，有利提升士氣。 

 

危機 

1. 本港出生率持續下降，適齡入學的學生持續減少，影響收生情況。 

2. 全面學位化令行政系統產生變化，新轉職/晉升的教師行政經驗尚淺，行政

培訓工作極具挑戰性。 

3. 校舍已使用超過二十六年，大量設備呈現老化現象需要維修。 

4. 有特殊需要的學生人數持續上升，增加課堂額外照顧時間，影響教學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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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一)：運用多元學習策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態度以提升學習成效。 

目標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1.持續優化各科校

本設計課業，以

發展多元學習策

略及提升學生自

學能力。 

優化校本單元設計，加強

學生運用不同策略及思

維工具完成學習任務，

促進高階思維發展。  

 

持續運用「三模塊」學習

策略：預習、展示、回

饋，以促進師生及生生

互動。 

各科全年完成最少2個校本單

元設計課業。 

 

85%教師於設計課業時全年能

運用最少兩種思維工具以促

進學生高階思維發展，並認同

校本設計課業能提升學生高

層次思維能力。 

 

85%教師能在每單元的常規課

堂中運用「三模塊」學習策略，

並認同課堂有助教學相長。 

 

會議檢討 

共備紀錄 

觀課紀錄 

課業檢視 

教師問卷 

 

全年 

進行 

課程主任及

各科主任 

2.持續優化「學、

教、評」循環模

式。 

各科任於共同備課時，配

合教學目標，優化相關

的學習活動及評估學生

學習成效。 

 

檢視校內、外評估數據，

優化各科評估跟進計

劃，以多元化教材改善

弱項，鞏固所學。 

 

各科透過共同備課或會

議分享評估跟進的教材

設計。 

全年安排最少8次共同備課，且

85%教師認同會議能有效商議

教學活動、促進經驗及協作文

化交流。 

 

課程核心小組將於評估後善用

數據，商議回饋學教的可行方

案，然後由各科落實推行計

劃，且85%教師認同評估跟進

教材能有效改善學生弱項。 

 

85%教師認為校本設計課業所

運用的多元學習策略有助照

顧學生多元學習需要。 

會議檢討 

共備紀錄 

課業檢視 

教師問卷 

 

全年 

進行 

課程主任及

各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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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優化電子互動學

習，以培養學生

自主學習的習慣

和態度。 

各科在不同的學習範疇

及階段中滲入電子學習

元素，並推動電子互動

學習平台。 

 

提供有利學生進行自主 

學習的環境，優化各科網

上學習資源，並鼓勵學生

積極進行網上學習。 

教師全年最少4次在常規課堂

中能運用合適的單元課題，融

入電子學習元素。 

 

各科電子互動學習平台全年平

均使用率達 70%。 

觀課紀錄 

共備紀錄 

會議檢討 

電子互動學習

平台使用率 

全年 

進行 

課程主任、資

訊科技組及

各科主任 

4.擴闊學生閱讀領 

  域及提升閱讀效 

  能，藉以深化從 

  閱讀中學習。 

各科與圖書館主任協作 

  以推動科本閱讀計劃， 

  及擴闊學生的閱讀領 

  域。 

 

圖書館主任透過閱讀活 

  動，培養學生愛閱讀習 

  慣，使閱讀能力得以提 

  升。 

70%學生閱讀十本 

  或以上圖書。 

 

校本閱讀獎勵計劃 

  獲獎率 75%。 

 

會議檢討 

學生閱書量 

 

 

全年 

進行 

課程主任、圖

書館主任及

各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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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實踐學習型社群，提升專業領導力。 

目標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1.按科本及學校需 

  要，參與教育局 

  或校外合適機構 

  的協作及支援計 

  劃，以提升教師 

  專業。 

 

鼓勵教師積極進修，並 

  配合校情安排全校性 

  專業發展。 

 

參與教育局或校外合適 

  機構的協作及支援計 

  劃，促進交流，以提升

教師專業水平。 

能成功安排校外機構提供最少

一次全校性專業發展。 

 

85％參與教師認同計劃能效提

升專業知識，並能在課堂教學及 

設計課業上應用。 

會議檢討 

進修紀錄 

觀課紀錄 

 

全年 

進行 

課程主任及各

科主任 

2.透過不同課堂研 

  究、學習圈及專 

  業分享平台，以 

  提升教師專業。 

各科為教師安排有關多

元學習策略的相關培

訓。 

 

85%參與教師認同 

  相關培訓能進一 

  步提升專業水平。 

會議檢討 全年 

進行 

課程主任及各

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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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三)：透過正向校園文化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發展學生潛能。 

目標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1.服務學習及朋輩 

  計劃。 

 

各科在不同學習階段中 

  安排合適服務學習或 

  朋輩計劃。 

85%教師認同服務 

  學習及朋輩計劃 

  有助提升學生正 

  向價值觀。 

會議檢討 

 

全年 

進行 

課程主任及各

科主任 

2.發展學生正向的

性格特質﹕ 

自我控制、 

領導能力、 

團隊精神、 

社交智慧 

就自我控制、領導能力、

團隊精神及社交智慧方

面，訂定適切的行為目

標，全校推行正向教育

獎勵計劃。 

80%學生在計劃中獲獎 

80%家長認為計劃有助學生

發展正向的性格特質 

75%教師認為能計劃有助學

生發展正向的性格特質 

獲獎紀錄 

問卷調查 

 

 

全年 

 

訓輔組 

德公組 

 

舉行全校大型主題活

動，培養學生正向的性

格特，加強正向教育的

氛圍。 

75%教師認為能活動有助學

生發展正向的性格特質。 

問卷調查 1/2021 訓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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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關 注 事 項  

 

1 .  「 校 本 管 理 」 方 面 ：  

a. 優化行政組架構，加強領導及管理的效能； 

b. 持續優化現存的「雲端系統」，藉以增強學校的行政管理效能，讓教師可隨時隨地存取所

需的資料； 

c. 強化中層的領導； 

d. 設立新的組別，藉以統籌及領導新的發展項目； 

e. 增撥資源優化及更新校舍設備。 

 

 

2. 學業成就方面： 

 

a. 增購平板電腦，配合自主學習的發展； 

b. 持續參與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QTN) ，發展 STEAM學習； 

c. 在課前及課後為一至六年級部份學生開設輔導或六年級增潤輔導班； 

d. 繼續申請區本支援計劃為有需要的學生進行課後功課輔導； 

e. 運用「學習支援津貼」，提供較全面的學習支援服務，提升學生學習表現； 

f. 繼續申請校本支援計劃以提升學科的學習成效； 

g. 繼續利用發展津貼的資源，增聘一位以英語為母語的外籍教師，藉以提升學生的英語說

話能力； 

h. 利用「學校發展津貼」，增聘兩位全職教學助理，分別協助 PLPRW 英語讀寫計劃及其他

科目的課程發展計劃； 

i.  增聘兩位兼職課室助理，分別協助 SEN人數較多的班別上課。 

 

 

3. 全方位活動方面： 

a. 學校現有多元化的課外活動、教育性參觀、服務學習，將持續進行，讓學生能藉着上述的

活動得到全人的發展； 

b. 利用「全方位學習津貼」的資源，開辦多元化學習活動，發展學生多元智能； 

c. 持續發展管弦樂團、敲擊樂隊、合唱團、中國武術班、多元智能美術班、舞蹈班、非撞式

欖球班、乒乓球班、田徑班、籃球班、游泳班、奧數班、劍橋英語班、機械人班等課外活

動，照顧學生的全面發展； 

d. 持續發展童軍及公益少年團等服務團隊的工作，藉此增加學生參與社區服務的機會； 

e. 為五、六年級在 2021 年籌辦教育營，以提升學生的團隊合作、自信及自律等表現； 

f. 繼續為四至六年級學生舉行境外交流學習活動； 

g. 學校將繼續與國內的小學締結為姊妹學校，藉交流、互訪及課堂體驗，豐富學生的學習經

歷、擴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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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訓育、輔導、支援方面： 

a. 設學生支援小組及「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SENCO)，統籌校內融合教育支援策略的制訂、

推行及檢討，以提升學校推行融合教育的效能； 

b. 制訂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的支援計劃，包括課前或課後學科輔導、喜躍悅動及喜伴同行

計劃等； 

c. 透過改善班級經營策略，推行正向課室榮譽榜，培養學生自律、服務、關懷別人的精神和重

視自己個人的形象； 

d. 繼續推行以「抗逆」為核心工作理念的「小學成長的天空」計劃，為四至六年級學生舉辦輔

助及強化課程； 

e. 加強發展學生潛能的工作，例如：發展「成長小組」、「領袖生訓練計劃」、「升中適應」等活

動； 

f. 與社區團體合辦「區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課後功課輔導、成長及學

習課程；另運用「校本課後學習支援津貼」為有需要的學生進行學業支援。 

g. 利用學生「校本課後學習支援津貼」及「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舉行戶外學習活動及津助學

生參加校內自費活動，發展學生的潛能、擴展學生的生活及學習經驗； 

h. 獲教育局批撥「優化校本心理輔導服務」、「加強言語治療服務」及「學習支援津貼」為有需

要的學生提供治療及支援服務； 

i. 運用額外學生輔導津貼聘請兼職輔導人員，加強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的推展，為學生及家長

提供更全面的支援； 

j. 以「正向教育」為主題，透過校本獎勵計劃、級別主題活動及成長課，建立正向校園文化，

引導及培養學生建立積極正面的人生態度。 

k. 於暑假舉辦升小一同學的適應課程，讓同學們能順利銜接升小一生活； 

l. 運用教育局批撥的資源為新來港學生提供學科補習及認識社區活動，協助學生盡快適應在港

的學習生活； 

m. 運用關愛基金的「在校免費午膳資助」計劃為合資格的學生提供午膳津貼； 

 

 

 

5. 與家長及外界聯繫工作方面： 

a. 利用校外的社會資源，協助進行家長及學生教育工作； 

b. 繼續與家長教師會及校友會合作，讓更多家長及校友作為教育伙伴，承擔教育的責任，為

學校提供更多支援； 

c. 透過學校最新手機應用程式、學校周年校務報告、學校網頁等，與家長及外界保持溝通； 

d. 加強班主任與家長的聯繫，一年級的科任在開學初，與家長利用手機群組作直接聯繫，讓

家長更快幫助孩子適應升小的生活； 

e. 將學校每次活動後的相片上載校網供家長自行下載； 

f. 延續在一至六年級進行「班主任的信」，以加強學校與家長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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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相應發展計劃 

(一)  運用多元學習策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態度以提升學習成效。 

科組 

名稱 

預期成效 策略 

中文科 1. 培養學生自主學

習 的 習 慣 和 態

度，提升自學能力 

 

1.1 強化學生自學策略。 

 P.3-6學生於《筆記本》運用高階思維工具來理解課文，

學會記錄筆記的策略和技巧。 

高階思維工具舉例如下： 

運用於文體理解 

例如：記敍文順序(時間線) 

運用於修辭或句式 

例如：明喻和暗喻(比較異同) 

運用於寫作策略 

例如：議論(正反兩面) 

 持續優化《筆記本》，加入更多自學元素，如預習課文詞

義、利用六何法自擬問題。 

 持續優化P.1-2《中文百寶箱》，配合單元讀寫教學，全

年設立十次主題學習，並加入詞彙自學資源，如QRC。 

 持續為P.3學生教授查字典方法。 

2.發展讀寫策略與理

解，深化資優教育 

2.1 優化「學、教、評」循環模式。 

 參加EDB校本支援計劃，優化閱讀及寫作課。 

 發展校本寫作課程設計： 

P.1-3(記敍文)全年最少兩個 

P.4-6(說明文) 全年最少兩個 

P.1-6(實用文) 全年一至兩個 

 檢視及優化各級橫向寫作框架。 

持續優化課堂教學策略，設計「高參與、高互動、高趣味」

的課堂，以促進師生及生生互動。 

3.擴闊閱讀面、提升

閱讀力，深化從閱

讀中學習 

3.1 持續發展「圖書閱讀自學能力」計劃 

 P.1,2,4,6學生透過閱讀指定圖書教材，學習四種閱讀策

略，於圖書課堂上進行「高參與、高互動、高趣味」學習

活動， 培養自主學習能力。 

 持續發展P.3，以《神祕的魔笛手》為主題，教授提問、

推測，設計續集及角色扮演等閱讀策略。 

 持續發展P.5，以《西遊記三打白骨精》為主題，教授人

物性格、故事推測，設計故事續集及角色扮演等閱讀策略。 

4.營造自主學習的環

境和氣氛 

4.1 參與「階梯閱讀空間」網上閱讀平台。 

 施行獎勵計劃，鼓勵P.1-6學生積極參與網上閱讀平台，

讓學生有實踐自主學習的機會。 

 每兩星期檢查學生閱讀成績，指導學生建立閱讀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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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作出監察及蓋印章作鼓勵。 

 老師每月底前提示學生完成補讀篇章。 

 統計每期獎勵計劃，公佈每月每級頭十位成績。 

4.2 鼓勵P.4-6學生參加「香港教育城中文狀元挑戰計劃」。 

4.3 優化「中文科展示分享平台」。 

 於各班課室壁報展示學生的學習過程及成果。例如學生寫

作。 

 於中文科專板增設語文學習遊戲，增加自學的樂趣。 

P.1-2(10月至12月) 

P.5-6(1月至3月) 

P.3-4(4月至7月) 

 於校園電視台設立語文頻道，製作最少兩個具趣味的語文

學習影片。例如語文自學、朗誦欣賞。 

5.運用資訊科技推動

自主學習 

5.1 建立網上自學平台。 

 於學校網頁內增設各級的默書內容，鼓勵學生溫習。 

 於學校網頁「好站推介」內，提供適用的網頁連結，提高

學習中文的興趣。 

 學生於google classroom觀看適用的教學影片。 

English 1. To extensively use 

of e-learning to 

engage students in 

active self-directed 

learning 

1.1 To purchase an e-learning platform for the targeted levels.  

1.2 From P.4 to P.6, each class attempt the e-learning online 

platform. 

1.3 To monitor students’ learning progress on a regular basis. 

Certificates will be given to top 3 classes (highest marks 

among P.4-P.6) in every 2 months. 

2. To engage English 

teachers to use 

various e-learning 

tools 

2.1 Teachers may adopt different e-learning teaching strategies 

in order to promote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ies. 

2.2 Dictation contents are uploaded on the school website. 

Students may listen to the recordings made by Ms. Victoria 

(school NET) so as to do their self-revision and 

self-dictation. 

2.3 Teachers may make use of the online platform- Google 

Classroom in order to share learning resources and promote 

students’ self-learning skills. 

數學科 1.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的態度(一至六年

級) 

1.1 透過「預習自學工作紙」及「延伸自學工作紙」，提升學 

生自主學習的態度，鞏固基礎並延伸所學。 

2.培養學生從閱讀中

自學的習慣 

2.1 一年級至四年級學生透過數學圖書及「閱讀工作紙」；五 

至六年級學生透過「自學篇章」，強化其自學習慣。 

2.2擺放部分數學圖書於每個課室，讓學生方便閱讀，提升自 

學習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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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運用多元學習策

略，提升學生學習

動機 

3.1 三年級參與 QTN 計劃（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 

五位數學科科任老師將會參加支援學校提供的工作坊並

與該校老師進行共同備課、觀課等交流，從而透過雙模

式發展高小學生的「計算思維」及「STEM 教育」 

常識科 

 

1.深化資優教育-- 

透過優化現有的資

優課程，進一步提

升學生的學術水

平，並培養學生自

主學習的習慣和態

度，提升自學能

力。 

1.1 透過課程規劃，深化設計預習實踐延續的教學方式， 

自主學習的課堂，並加入三模塊課堂組合、三高課堂等 

自主學習策略，緊扣課堂互動。 

1.2 設計｢高階及創意思維學習｣工作紙，延伸學生自主學習 

的能力。 

1.3 一至六年級使用 19-20年度設計的｢高階及創意思維學 

習｣工作紙，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2.電子學習/STEAM 

課程--加強運用資

訊科技支援「教」

與「學」 

2.1 繼續發展全班性STEAM課程，讓學生提升對動手做活動的 

興趣。 

2.2 各級透過共同備課優化科學探究單元，加入STEAM教學元

素，設計學習冊子及教學流程，並結合多元評估來考核

學生多元發展。 

2.3 各級單元如下(上下學期): 

 上學期 

三年級 :《冷和熱》 

四年級 :《水的世界》 

五年級 :《光與聲音的探究》 

六年級 :《機械與生活》 

 下學期 

一年級 :《遊公園》 

二伴級 :《中國的發明》 

2.4 運用全方位學習活動津貼撥款舉辦STEAM DAY活動。 

3. 發展電子學習，強

化互動學習。 

3.1 一年級下學期至六年級繼續及深化設計以平板電腦作為

學習工具的學習活動，並建立教學資源庫。 

音樂科 1.透過優化現有的課

程，進一步提升學

生的學術水平。 

1.1 老師於課堂中介紹音樂 apps、圖書及出版社之網站(新小 

學音樂學生園地及牧童笛翻轉教室)，讓同學在課堂以外

進行自主學習。 

1.2 課堂上加入電子教學元素，利用有關 apps 或電子教學工

具(例如 Kahoot、Nearpod、Garageband)提升教學效能。 

1.3 每學年各級須完成最少一個電子學習或電子音樂創作活

動。 

1.4 建立網上資源庫(如 Nearpod、Google Classroom 課件) 。 

2.擴闊閱讀面、提升

閱讀力(多元閱讀

策略)，深化從閱讀

中學習。 

2.1 鼓勵學生透過出版社網頁之「大音樂家小故事」或學校

音樂科網頁進行自學。 

2.2 於小息或早會時安排音樂活動，推廣音樂圖書或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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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1.加強運用資訊科技 

支援「學」與「教」。 

1.1 三至六年級學生能透過觀看網上的體育教學短片，培養

他們自主學習的態度，深化課堂內學習的技巧。 

1.2 針對學生過往表現較弱的單元，每學年選取一個單元內

的技巧。科主任搜尋相關的教學影片及製作工作紙，科

任選取單元內其中一個教節與學生一同觀看影片及完成

工作紙。科任批改工作紙後交科主任進行整理。 

1.3 單元列表： 

三年級：操控用具-單手拍球 

四年級：田徑-蹲踞式起跑 

五年級：田徑-擲壘球 

六年級：田徑-跳高 

視覺藝

術科 

1.透過優化現有的資

優課程，進一步提

升學生的學術水

平。 

1.1 繼續運用三高課程特色，優化及增加教學活動、集體創

作活動及比賽。 

 學生透過活動、討論、收集資料、創作過程解決不同的問

題。 

 聖誕短片創作比賽 (P.5-P.6) 

 聖誕帽創作比賽 (P.3-P.4) 

 昆蟲王國集體創作 (P.1-P.2) 

2.擴闊閱讀面、提升

閱讀力(多元閱讀

策略)，深化從閱讀

中學習。 

2.1 推廣閱讀視藝專科圖書，在課堂上讓學生借閱，加深學

生本科知識。 

2.2 P.4學生於課堂分享閱讀成果。 

2.3 P.5學生除課堂分享外，亦會拍攝影片推介本科圖書， 

分享閱讀成果。  

2.4 購買繪本圖書給P1-2年級科任在課堂和學生進行圖書欣

賞及講解分析書中所用視藝元素。 

普通話

科 

1. 透過優化現有的

同儕備課，進一步

提升學生的學術

水平。 

1.1 一至六年級級長須帶領同級老師備課，並按單元或課題

設計一個全新的拼讀教學活動，並須加入自主學習元素。 

2.培養學生自主學

習 的 習 慣 和 態

度，提升自學能

力。 

2.1 學生完成課堂拼讀活動(上下學期各一次)後，在家搜集

更多有關詞匯，並於下堂向老師匯報自主學習成果。 

2.2 學生須完成上下學期各三次的 google form 語音知識鞏

固練習。 

電腦科 1.透過提升學生的邏

輯及計算思維能

力，從而促進自主

學習。 

1.1 於各級推行編程教學課程。 

 P.1-2：透過「不插電」活動學習編程概念，課程主題包

括：編程的概念、數據操作、選擇語句、關係及邏輯運算、

迭代/循環、檢索方法、尋找最大值和最小值。 

 P.4-5：引入 Scratch 讓學生初步認識編程軟件。 

 P.6：教授 microbit 及 App Inventor 2 以提升學生的邏

輯及計算思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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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踐學習型社群，提升專業領導力 

科組 

名稱 

預期成效 策略 

中文科 1.鼓勵教師積極參與教師專

業技能培訓，參與中文科

務發展的帶領工作。 

1.1 正、副科主任出席與科課程發展相關的研討會、 

工作坊，提高領導能力並有效推展課程發展。 

1.2 邀請 EDB 到校支援主任主持與中文課程相關的 

教師專業培訓。 

1.3 科主任推薦級組長老師參與科專業發展培訓，帶

領級層面的課程發展。 

1.4 級組長帶領各級建立學習圈，共同為校本單元教 

學進行備課、觀課及評課。 

English 1. Invite and encourage 

teachers to enroll in EDB 

courses or other 

organizations related to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dership skills. 

1.1 Invite English Panel heads, level heads and teachers 

to atte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vided by 

EDB and NET section on a regular basis. 

1.2 After attending, teachers may share what they learn 

from the courses in English meetings. 

2. Invite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to provide 

training courses related to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dership skills in school. 

2.1 Encourage and invite teachers to attend different 

English training programm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eadership skills. 

3. To strengthen the holistic 

planning of the 

school-bas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by 

developing a balanced and 

coherent school-based 

curriculum with horizontal 

coherence and vertical 

progression 

3.1 School-based English language curriculum which 

is supported by EDB will be developed in P.3. 

 Co-plan sessions will be held biweekly. 

 English teachers adopt different e-learning teaching 

strategies in their lessons. E.g. using Quizlet and 

Google Classroom. 

 Peer observation will be held in 1
st
 term and 2

nd
 

term 

3.2 P.1 and P.5 writing curriculum will be developed. 

數學科 1. 「種籽老師」引領級組優

化教與學的效能（一至六

年級）。 

1.1 校本課程發展：以「校本支援計劃」的藍本為研

課基礎，建設「高動機、高參與、高效能」的數

學課堂，設計以「變易理論」為本的課業，並加

入探究元素 (上下學期各一個單元)。 

 P1：100 以內的數、減法及加減應用題 

 (種籽老師：黃詠兒) 

 P2：時間、分物活動 

(種籽老師：甘家嵐) 

 P3：垂直線和平行線、角和三角形 

(種籽老師：陳慶仁) 



 

16 

16 

 P4：倍數和因數、認識分數 

(種籽老師：鍾麗芬) 

 P5：分數乘法、分數除法及應用 

(種籽老師：郭潔瑩) 

 P6：容量和體積、圓及圓周 

(種籽老師：黎子聰) 

以上種籽老師帶領相關級別建立學習圈，透過共同備

課、觀課和評課，分享學習難點和設計高效能課堂活

動等，以提升教師專業水平。 

2.提升教師擬訂、施行及評

估校本課程和教學策略的

能力，以優化學與教。 

2.1 四年級-「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 

計劃 (課題：長方形的面積) 。 

2.2 透過工作坊、共同備課、觀課及分享提升教學效 

能。 

3.統籌科務工作，強化發展

小組的功能及參與。 

3.1各級級長除了負責統籌該級的學科事務外，亦會 

參與科務發展工作。 

4.鼓勵教師積極參與專業培

訓課程。 

4.1 正、副科主任參與與領導科組有關的課程，提高 

領導能力並有效推展學科發展。正科主任參與優 

化小班教學的工作坊兩次。 

4.2 鼓勵教師參與本科的進修課程、交流活動、研討 

會及工作坊，增進專業知識及學術交流。 

4.3 科主任推廣「分享文化」，教師參與進修及研討

分析等等。會後須在科務會議上或共同備課時段

進行分享，如教學法的探討和教學難點等。 

常識科 

 

1.從個人、科組及中層管理

層面推動專業發展。 

1.1科主任及級長須參與常識科的專業培訓及工作 

坊，提升專業發展。 

1.2 級長負責帶領老師完成科學單元設計。 

2.引發教學正能量，提升教

師專業技能，提高教學成

效及學術水平。 

2.1 鼓勵及安排常識科老師參加有關常識科專業培

訓，提高教學成效及學術水平。 

音樂科 1.加強教師培訓，使他們能

持續優化課堂的同時，更

能發展以學校為本的資優

教育及電子學習，以及鼓

勵教師積極參與培訓。 

1.1 由科主任邀請出版社或外來機構到校為教師舉

行校本電子學習/創作工作坊。 

1.2 科主任鼓勵科任老師參與教育局或其他主辦單

位舉辦的課程。 

1.3 科主任領導及支援級長，級長於帶領分級備課會

議時加強討論提升音樂創作或電子音樂的教學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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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強化中層管理。 2.1 各級長領導及統籌同級集體備課同事討論及處

理該級課程及教學等問題，包括課程調適、修

訂、考試內容和教學難點的改進，並由科主任反

映意見。 

3. 同儕交流觀摩。 3.1 級長領導科任老師，於進行電子學習活動時安排

同儕觀課或協作教學，以了解不同的教學方法。 

體育科 1.從個人、科組及中層管理

層面推動專業發展。 

 

2.引發教學正能量，提升教

師專業技能，提高教學成

效及學術水平。 

1.1 三至六年級，每學年選取一個單元內的一教節，

進行同儕教學設計、觀課及檢討，並把有關計劃

儲存於學校檔案內，製成一個校本教學資源庫。 

1.2 針對學生過往表現較弱的單元，選取其中一個技

巧。級長先與科主任議定一個課題，其後領導同

級科任進行共同教學設計、觀課及檢討。最後相

關文件交科主任存檔。 

1.3 單元列表： 

三年級：操控用具-拍擊 

四年級：排球-下手 

五年級：手球-三步傳球 

六年級：羽毛球-反手擊球 

視覺 

藝術科 

1.透過參與 STEAM 培訓課

程，科任掌握 STEAM。。 

1.1 安排本科教師接受 STEAM 課程培訓，認識 STEAM

課程內容。 

2.透過校內科本培訓，提昇

科任本科知識。 

2.1 科主任安排校內培訓課程，加深教師本科知識。 

3.進行同儕觀課，加強專業

交流。 

3.1 課程主任安排部分科任進行同儕觀課。 

4.強化本科中層管理。 4.1 各級長領導同級集體備課、討論及解決該級課程

及教學等問題，包括課程調適、修訂、評估內容

和教學策略的改進，向科主任反映意見。 

普通話

科 

1.從個人、科組及中層管理 

層面推動專業發展。 

 

2.引發教學正能量，提升教

師專業技能，提高教學成

效及學術水平。 

1.1 製作一至六年級的鞏固語音知識學習的 google 

form 課件。科任老師於上下學期各製作及上載

google form 3次。 

1.2 科主任向級長講解課件的教學目標及製作內容。 

1.3 級長帶領同級作課件分工及監察課件是否合符

教學目標。 

1.4 各科任老師完成相關的語音知識上載 google 

form。 

1.5 科任老師監察及提示學生完成習作。 

電腦科 1.引發教學正能量，提升教

師專業技能，提高教學成

效及學術水平。 

1.1成立電腦科課程小組，檢視及重組課程，並分為

以下三部分：編程元素、運用資訊科技學習、應

用電腦能力 

1.2 進行校本培訓(以 coding為主題，如 scratch、

app inventor)，促進科任對本科知識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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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支援 

1.提升老師支援學習差異

的效能。 

1.1 重點發展課堂研究及共同備課，透過不同的教

學策略，照顧不同教育需要的學生。 

 邀請教育心理學家參予共同備課會議，給予專業

意見，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並於推行策略

的前期及中期作出檢視及優化教學活動，於後期

作全面檢討。 

 中文科：二年級推行「閱讀流暢度」教學策略，

並列入恆常教學進度內。 

 中文科：5A班推行「寫作課程─記敘及抒情文」

協作教學。 

 英文科：二年級課後輔導小組每節加入「識字

教學(spelling)」元素。 

 數學科：三年級「乘法」朋輩學習活動。 

 利用融合教學量表幫助老師在備課時留意有學

習困難學生的盲點。 

2.鼓勵教師積極參與專業培

訓課程。 

2.1 鼓勵教師積極參加與特殊教育相關的進修課

程、交流活動、研討會及工作坊，增進專業知識

及學術交流。SENCO將相關資訊讓同事閱覽，

並自行報讀或由校方推薦參加。 

2.2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及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

師推廣「分享文化」，在參與進修後，在科組會

議上或共同備課時段進行分享，如教學法的探討

和教學難點等，並將有關資料(如:備課紀錄、會

議紀錄)存放於相關的 (學科及或學習支援) 資

料庫內，讓教師參考。 

 

 

(三)  透過正向校園文化，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發展學生潛能 

科組 

名稱 

預期成效 策略 

中文科 1.發展學生性格特質(自我

控制、領導能力、團隊精

神、社交智慧、創造力)。 

1.1 施行「中文小天使」朋輩計劃，於四、五年級推

薦學生成為小天使，每學期為 P.1-2學生於午間

小息進行十二次的朋輩計劃，提升「中文小天使」

的領導及社交智慧能力。 

1.2 透過參加校際朗誦比賽，提升學生自我控制能力

及擴濶視野。 

1.3 於五、六年級甄選學生參加校外小作家培訓計

劃，提升學生的創意思維及創造力。 

 

1.4於五、六年級甄選學生加入辯論校隊，建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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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及提升辯說能力。 

1.5 P.1-6在每學期均設創意寫作，啟發學生的創意

思維和創造力。 

English 1. To cultivate students’ team 

spirits and social 

intelligence through 

participating different 

English school teams. 

1.1 Invite students to take part in different English teams 

such as English buddies, Debating Team and English 

Drama Team. 

1.2 A new English Ambassador team will be set up. 

Training will be given in ECA sessions by NET and 

local teacher. They will be trained with story-telling 

skills. 

數學科 1.推展服務學習，培養學生

的正向價值觀。 

1.1 為「五年級數學小老師」提供培訓課程，內容 

為功課輔導技巧。 

1.2 「五年級數學小老師」負責協助一、二年級學 

生，於午膳後進行功課輔導，並提高小老師的領

導能力。 

1.3 「四年級數學小老師」於小息時段幫助二、三年

級的學生背誦乘數表，以鞏固其乘法的基礎學

習，並推動服務學習。 

1.4四、五年級的小老師亦協助小息速算活動。 

常識科 

 

1.發展性格特質，協助學生

成長。性格特質包括 : 自

我控制、領導能力、團隊

精神、社交智慧、創造力

等。 

1.1 選取 5-6 年級約 10 位「常識服務大使」，進行

2 次活動前培訓，由上學期十二月及下學期 3 月

中開始，於小息時，每兩星期一次，在禮堂設立

常識學習角，提問一至三年級學生常識科問題，

創作題目及發揮創造力。同時也訓練學生領導及

社交能力。 

1.2 全年最少進行 6次活動。 

1.3 如因疫情影響，常識服務大使將會進入課室進行

有關活動。 

音樂科 1.發展以下性格特質: 

自我控制 

團隊精神 

社交智慧 

創造力 

1.1 學生透過於課堂學習音樂、參與音樂興趣班及音

樂團隊訓練，除了能學到音樂知識，亦可發展自

我控制、團隊精神、社交智慧及創造力。 

1.2 學生於小息、午息或考試後於二樓音樂室進行音

樂活動。 

1.3 課堂上安排學生表演演奏樂器。 

1.4 利用「學習態度及帶齊音樂用品紀錄表」，鼓勵

學生注意個人學習態度，並要帶齊音樂用品上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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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1.發展性格特質: 

自我控制 

團隊精神 

社交智慧 

1.1 舉辦多項目(至少兩個)校隊訓練營，學生能在訓

練營中提升相關的運動技巧，以及發展性格特

質，如自我控制、團隊精神及社交智慧。 

1.2 吸收上學年的經驗，優化「體育大使」的隊伍，

讓他們參與不同的體育活動工作，以提升他們的

自信心及發掘個人潛能。 

1.3 體育大使主要工作內容： 

 管理體育場地的秩序 

 協助體育活動的進行 

 管理體育室內的物資 

 參與教學影片的示範 

 協助宣傳體育活動 

視覺藝

術科 

1.透過多元化的視藝活動，

培養學生的正確價值觀。 

1.1 推行不同活動，例如：個人、小組、班級比賽，

發展學生、領導能力、社交智慧及創造力。 

1.2 訓練學生個人管理視藝工具袋培養學生自我管

理能力。 

2.透過服務，培養視藝大使

的服務精神。 

2.1 成立視藝大使服務小組協助小息視藝坊創作活

動。 

3.透過小息視藝坊創作活

動，提高學生創作小品的

興趣及學學利用創作舒緩

壓力。 

3.1 P4-P6進行最少 3 次視藝坊創作活動，主題為扎

染。 

普通話

科 

1.發展學生的性格特質：小

老師透過指導低年級同學

朗讀活動，從而加強個人

自信、領導能力及社交智

慧。 

1.1 科主任在四至六年級中選拔普通話能力較佳的

學生作為小老師。 

1.2 科主任為小老師提供培訓。 

1.3 科主任適時(全年最少 2次)與小老師會面，並作

出跟進及輔導。 

1.4 如疫情持續，科主任會訓練小老師作主持普通話

活動的影片，交科任老師發放予學生。 

電腦科 發展性格特質 

1.自我控制 

2.社交智慧 

1.1 在電腦常規課程內持續教授資訊素養的元素及

透過早會分享和學生講座，提升學生的資訊素

養。內容方面，針對初小的「保護個人私隱」，

而高小則可向學生推廣「網上欺凌」方面的資訊。 

學習支

援 

1.提升有特殊學習需要之學

生的學習技巧，以提升他們

對學習的興趣。 

1.1 開辦「讀寫能力訓練小組」6組、「專注力訓練

小組」6組、及新辦「社交訓練小組」6組。 

1.2 參加由教育局主辦的「喜伴同行計劃」 4組 及「喜躍

悅動計劃」1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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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加強支援個別有特殊學習

需要及有情緒/行為問題

的學生。 

2.1 透過定期的師生面談(最少每月 1 次)，教師可了

解個別有特殊學習需要及有情緒/行為問題學生

的強、弱項:值得讚賞的地方；要面對的困難等，

作為對學生策劃學習及成長支援的依據(如獎勵

計畫)，並建立「一頁檔案」資料庫，讓其他跟

上述學生有緊密聯繫的老師更了解該學生需要。 

3.語言大使培訓計劃 3.1 安排高年級學生(語言大使) 協助語言能力較弱

的低年級語障學生(1對 1)練習說故事，以提升低

年級同學的敍事技巧，同時亦能營造學校的共融

文化。 

3.2 如疫情持續，則安排學生(語言大使) 協助同班

語言能力較弱的語障學生(1對1)練習說話技

巧，以豐富語障同學的說話內容，同時亦能促進

朋輩學習的共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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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姊妹學校交流計劃書 

2020–2021 學年 

 

內地姊妹學校名稱 (1): 佛山南海區大瀝實驗小學                (2):     星河灣廣州番禺執信中學附屬小學              

 (3):     北京市石景山外語實驗小學              

 

項目 

編號 

交流項目名稱及內容 預期目標 監察/評估 預算開支 預算費用 

(HK$) 

1 1. 校長、教師及學生交流 : 兩校互訪 

 

1.1  往大瀝實驗小學探訪及交流 

 

安排校長、老師及部分學生往大瀝實驗小學探

訪及交流。 

參觀當地文化學習景點，了解當地嶺南藝術文

化。 

 

1.2  往北京市石景山外語實驗小學探訪及交流 

 

安排校長、老師和部分學生往北京小學探訪，

並進行交流及課堂體驗學習活動。 

參觀當地文化學習景點，了解當地文化。 

 

1.3  姊妹學校探訪本校 

 

 

 

 

 

增進教師了解兩地

學校的管理模式及

發展願景，促進彼此

溝通。 

 

增進了解兩地課程

及活動在教育政策

上如何配合社會及

文化的發展。 

 

提升兩地老師及學

生認識當地學習、文

化，彼此交流，發展

 

 

 

 

觀察活動舉行情

況，規劃及流程

等。 

 

問卷調查以不少於

70% 的老師及學生

認為交流活動能提

升他們認識內地教

育政策、文化及發

展等。 

 

訪問老師及學生對

是次活動的意見。 

 

 

 

 

購買服務安排師生往

姊妹學校交流之團費

開支。 

(廣東省區:HK$50,000 

北京市 : HK$150,000) 

 

往姊妹學校交流時的

雜費。 

 

姊妹學校於本港交流

時費用及雜費開支。 

 

姊妹學校到訪本校交

 

 

 

 

$200,000 

 

 

 

 

 

$3,000 

 

 

$1,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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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全方位學習津貼 

津貼運用計劃 

2020-2021 學年 
 

聲明︰本校已清楚明白運用全方位學習津貼的原則，並已徵詢教師意見，計劃運用津貼推展以下項目： 
 

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及

預計參與

人數） 

 

監察／評估方法 

預算 

開支 

（$）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

上號，可選擇多於

一項）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第 1 項 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1.1 本地活動︰在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例如：實地考察、藝術賞析、參觀企業、主題學習日） 

英文 
P.5 Kadorie Farm and Botanic Garden  

Visit transportation fee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chances to practise 

the four skills in English. 

6/2020- 

7/2021 

P5 

students 

121 

students 

School-based 

interview 

booklets 

7,000      

英文 
English activities in English corner- 

purchasing English books and equipment 

used in English corner 

To provide chances for 

students to expose in English 

rich environment.  

10/2020- 

7/2021 

P1-6 

students 

707 

students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post-exam special 

activities, regular 

activities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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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 六年級參觀科學館 / 太空館 
提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及好

奇心。 
3/2021 

P6 學生 

121 人 

觀察、訪問、 

學習成果 
7,260      

常識 四年級香港文化博物館 
讓學生認識香港歷史，學習珍

惜。 
2/2021 

P4 學生 

124 人 

觀察、訪問、 

工作紙成果 
7,440      

常識 一年級遊覽動植物公園 
培養學生珍惜及保護公園設

施的態度。 
4/2021 

P1 學生 

105 人 

觀察、訪問、 

學習成果 
5,250      

常識 創意 STEAM 活動 (P4-P6) 

配合課程進行 STEAM DAY

學習活動，提升學生對

STEAM學習的興趣及科學探

究能力。 

1/2020 
P4-6 學生 

366 人 

觀察、訪問、 

學習成果 
15,000      

音樂 參與中西音樂會 
欣賞中西音樂及提升對音樂

的興趣 

1/2021- 

7/2021 

P4-6 學生 

366 人 
教師觀察 5,000      

體育 

運動會 

讓學生在運動會中把體育課學到的田

徑技巧展現出來，並且培養他們的協作

能力和溝通能力。 

提升學生在田徑方面的技

能、速度和比賽知識等等。從

而培養他們的自信心、與隊友

合作的態度、及挑戰自我的價

值觀。 

17/6/2021 

P1-6 學

生、教

師、家長

及嘉賓 

約1000人 

老師在場監察 

及評估、運動會

成績 

16,000      

體育 

運動體驗日 

透過康文署申請不同體育總會的運動

示範，讓學生可以學習課程以外不同的

運動，擴闊眼界。 

讓學生透過計劃增加對不同

運動的認識。 
6/2021 

P1-6 學生 

707 人 

老師在場監察、

口頭評估 
10,000      

圖書 四年級學生參觀香港中央圖書館 
讓學生認識館內的資源及設

施 
6/2021 

P4 學生 

124 人 
觀察、問卷調查 4,712      

跨學科 中華文化主題學習日：推廣中華文化 

增加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及引起學生對中國傳統習俗

及文化的興趣。 

2/2021 
P1-6 學生 

707 人 
成果展示 6,000      

    第 1.1 項預算總開支 133,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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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地活動︰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組織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發展學生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例如：多元智能活動、體藝文化活

動、領袖訓練、服務學習、學會活動、校隊訓練、制服團隊活動、軍事體驗營） 

中文 小作家拔尖培訓課程(小四) 

培養學生對寫作的興趣，訓練

其創意思維，加強觀察力和想

像力及提昇寫作能力。 

9/3/2021 - 

25/5/2021 

(約 10 堂) 

P4 

15 人 
觀察、問卷調查 8,000      

中文 中文辯論尖子課程(小五) 

提升組織、語言、邏輯、協作

和表達能力，以及增加演辯的

自信心。 

1/3/2021 - 

31/5/2021 

(約 10 堂) 

P5 學生 

12 人 
觀察、問卷調查 8,000      

English 

English Drama Programme and Drama 

Festival Competition Costumes and 

Backdrop 

To cultivate students’ team 

spirits and social intelligence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English Drama. 

1/2021 -  

7/2021 

P.3-6 

students 

around 30 

students 

Programme 

performanc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performance 

25,000      

English English Debating Programme 

To cultivate students’ team 

spirits and social intelligence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English Debating Team. 

1/2021 -  

7/2021 

P5-6 

students 

around 10 

students 

Programme 

performance, 

Debating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15,000      

數學 小五奧數培訓班 
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提升信

心，並加強解難能力。 

2/2021 - 

5/2021 

(共 10 堂) 

P5 學生 

16 人 
培訓班評估報告 11,000      

數學 小六奧數培訓班 
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提升信

心，並加強解難能力。 

2/2021 - 

5/2021 

(共 10 堂) 

P6 學生 

16 人 
培訓班評估報告 11,000      

數學 資優小組津貼（校隊報名費及交通費） 
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提升信

心，並加強解難能力。 
2/2021 - 

5/2021 

P5-6 學生 

32 人 
觀察、成績報告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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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 普通話小種子計劃(小一) 

提升學生的普通話聲母、韻母

及拼讀能力，以及提升利用普

通話作溝通的自信。 

3/2021 - 

6/2021 

P1 學生 

12 人 

學生問卷、 

老師觀察 
5,800      

普通話 普通話小種子計劃(進階) (小三) 

以話劇訓練及活動提升學生

的普通話能力和利用普通話

作溝通的自信。 

3/2021 - 

6/2021 

P3 學生 

12 人 

在校向本校學生

作話劇公開表演 
9,000      

視藝 
小息視藝坊創作活動 

主題：扎染 

提高學生創作小品的興趣及

學學利用創作舒緩壓力、培養

視藝大使的服務精神 

2/2021 - 

6/2021 

P4-6 學生

366 人 
作品及問卷 3,000      

視藝 
視藝大使美化校園組 

於課外活動及課後進行校園美化活動 

提升對視藝有興趣的學生的

能力及歸屬感。 

11/2020 - 

7/2021 

P5-6 學生

15 人 
作品 10,000      

視藝 

聖誕短片創作比賽 

教授五、六年級學生進行定格動畫創

作，於全校分享短片及進行佳作選舉 

透過合作創作提升學生的學

習興趣及協助、解難及溝通等

能力。 

11/2020 - 

12/2020 

P5-6 學生

245 人 

每班完成一條短

片作品 
10,000       

音樂 
高級組敲擊樂隊訓練 

（*開支見第 2 項預算） 

教授節奏樂打撃及合奏技

巧、訓練學生練習及認識不同

樂器的演奏方法、訓練音樂欣

賞及團隊精神  

2/2021 – 

7/2021 

(約 30 堂) 

P4-6 學生

約 30 人 

教師觀察、校內

表演、校外比賽 
32,000      

體育 
校本課後田徑訓練 

（*開支見第 2 項預算） 

發展學生的田徑技巧，增強學

生的自信心，積極面對不同的

挑戰。 

12/2020 - 

8/2021 

P3-6 學生 

約 50 人 

老師監察、計劃

制定、成績評估 
0      

體育 
校本體適能訓練 

（*開支見第 2 項預算） 

建立全天侯體適能的訓練空

間，配合器材提升學生體能。 

12/2020 - 

08/2021 

P5-6 學生 

約 100 人 

老師監察、計劃

制定、成績評估 
0      

體育 男子籃球隊訓練 

強化隊員的體能、籃球技巧、

身體對抗性、臨場應變及戰術

執行能力等，提高隊員自信

心，積極面對挑戰及比賽。 

12/2020 - 

6/2021 

P4-6 學生 

15 人 

老師監察、與教

練就有關隊員進

度溝通、比賽表

現。 

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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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女子籃球隊訓練 

強化隊員的體能、籃球技巧、

身體對抗性、臨場應變及戰術

執行能力等，提高隊員自信

心，積極面對挑戰及比賽。 

12/2020 - 

6/2021 

P4-6 學生 

15 人 

老師監察、與教

練就有關隊員進

度溝通、比賽表

現 

19,000      

體育 課後乒乓球預備校隊訓練 

提升學生在乒乓球方面的技

能和比賽知識，培養他們積極

的態度及追求卓越的價值觀， 

為晉升為校隊成員作出準備。 

12/2020 - 

6/2021 

P2-4 學生 

12 人 

老師監察、與教

練就有關隊員進

度溝通、模擬比

賽表現 

1,680      

體育 課後東方舞校隊訓練 

鍛鍊學生的毅力、忍耐和堅

持，提升學生對音樂作用的認

識和修養，並培育學生的自信

心、欣賞他人及主動學習的態

度。 

12/2020 - 

8/2021 

P1-6 學生 

60 人 

老師監察、與教

練就有關隊員進

度溝通、參與學

校舞蹈節 

40,430      

體育 體育訓練營 

透過舉辦體育訓練營，提高學

生運動專項的能力，同時培養

學生獨立自理的正向特質。 

10-12/12/

2020 

P3-6 學生 

約 55 人 

學生訪談、活動

問卷，學生能自

覺性格特質有所

發展 

17,100      

體育 舉辦泳隊恆常訓練 

提升學生的游泳技能、速度、

動作姿勢和比賽知識等等。培

養學生的自信心、積極的態度

及追求卓越的價值觀 

12/2020 - 

6/2021 

P1-6 學生 

15 人 

老師監察、與教

練就有關隊員進

度溝通、水測評

估 

35,000      

體育 舉辦欖球隊恆常訓練 

提升學生在欖球方面的技能、 

速度和比賽知識等等，培養學

生的自信心、積極的態度及追

求卓越的價值觀。 

12/2020 - 

4/2021 

P3-6 學生 

30 人 

老師監察、與教

練就有關隊員進

度溝通、模擬比

賽表現 

10,400      

體育 課後乒乓球校隊訓練 

提升學生的乒乓球技能和比

賽知識，培養學生的自信心、

積極的態度及追求卓越的價

值觀。 

12/2020 - 

6/2021 

P2-6 學生 

20 人 

老師監察、與教

練就有關隊員進

度溝通、比賽表

現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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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本地田徑比賽 
讓學生參加不同的田徑比賽

發揮表現。 

12/2020 - 

6/2021 

P3-6 學生 

約 50 人 

負責老師到場 

監察及評估 
11,500      

體育 男子籃球比賽 
讓學生參加不同的籃球比賽

發揮表現。 

12/2020 - 

6/2021 

P4-6 學生 

15 人 

負責老師到場 

監察及評估 
15,500      

體育 女子籃球比賽 
讓學生參加不同的籃球比賽

發揮表現。 

12/2020 - 

6/2021 

P4-6 學生 

15 人 

負責老師到場 

監察及評估 
15,500      

體育 乒乓球比賽 
讓學生能夠多參與不同地區

的比賽。 

11/2020 - 

6/2021 

P2-6 學生 

20 人 

負責老師到場 

監察及評估 
8,000      

體育 東方舞比賽 
讓學生參加東方舞比賽發揮

表現。 

1/2021 - 

2/2021 

P1-6 學生 

60 人 

負責老師到場 

監察及評估 
35,190      

體育 欖球比賽 讓學生在比賽中追求卓越。 3/2021 
P3-6 學生 

30 人 

負責老師每次到

比賽場地監察及

評估 

9,000      

資訊科技 A.I. 人工智能興趣班 

讓學生認識 A.I.背後的數學

慨念，並把 A.I.元素運用在智

能產品裏。 

下學期 
P5-6 學生 

20 人 

能展示有 A.I.元

素的作品 
25,000      

資訊科技 機械人校隊 
讓學生認識及運用力學設

計，製作機械人參加比賽。 
下學期 

P4-6 學生 

15 人 

能製作合比賽要

求的機械人，並

參加校外比賽。 

60,000      

資訊科技 VEXIQ 香港錦標賽 2021 
讓學生參加機械人比賽發揮

表現。 
1/2021 

P4-6 學生 

12 人 
比賽成績 6,000      

資訊科技 Fun Science Carnival 讓學生展示 A.I.作品 4/2021 
P6 學生 

4 人 
比賽成績 1,000      

資訊科技 
HKUST Underwater Robot Competition 

2021 

讓學生參加機械人比賽發揮

表現。 

1/2021 - 

3/2021 

P4-6 學生 

5 人 
比賽成績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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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營 五年級訓練營 
 提升班級形象及自律精神 

 提升學生團隊合作精神 

25/1/2021 

- 

27/1/2021  

P5 學生 

121 人 

學生問卷 

教師問卷 
66,550      

訓練營 六年級畢業營 
提升同學互相勉勵精神 

學習面對升中的挑戰 

14/4/2021

- 

16/4/2021 

P6 學生 

121 人 

學生問卷 

教師問卷 
66,550      

    第 1.2 項預算總開支 630,200      

1.3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English Singapore Study Trip 

To widen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enhance their 

confidence in the use of 

English. 

1/2021 - 

7/2021 

P.5-6 

students 

Around 

38 

students 

& 5 

teachers 

Students will 

develop their 

all-round English 

skills in 

meaningful ways.  

130,000      

    第 1.3 項預算總開支 130,000      

1.4 其他 

            

    第 1.4 項預算總開支 0      

    第 1 項預算總開支 893,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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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項目 用途 預算開支（$） 

第 2 項 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或學習資源 

音樂 
購買敲擊樂訓練樂器  

(鋼片琴、木片琴) 
用於敲擊樂訓練 130,000 

音樂 校本課堂用樂器 用於課堂及樂器合奏 15,000 

體育 
校本課後田徑訓練 

(釘鞋、欄架、鉛球、立定跳遠墊) 
用於田徑訓練 12,100 

體育 

校本體適能訓練 

(啞鈴、啞鈴架、健身長椅、健腹器、引體上升架、跑步

機、平台) 

用於體適能訓練 23,600 

體育 校本欖球訓練 (電子氣泵) 用於維護欖球 1,750 

體育 
校本乒乓球訓練 

(乒乓球球枱、乒乓球、發球器、隔板、計分板) 
用於乒乓球訓練 24,000 

體育 

校本籃球訓練（男女子） 

(籃球板、練習用籃球架、摺合式波車、計分牌、四層雙

門波籠、分隔網、對抗性訓練器材、籃球) 

用於籃球訓練 54,240 

體育 
校本東方舞訓練  

(瑜伽圈普拉提、瑜伽球及瑜伽磚) 
訓練中使用 910 

體育 
校本游泳訓練  

(泳帽、泳鏡、泳掌、呼吸管) 
練習所需的設備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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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致：教育局教育統籌委員會及策劃分部（傳真號碼：2537 4591） 

［請於 2020 年 11 月 30 日或之前透過傳真提交］ 

 

適用於錄取 1 至 9 名非華語學生1的普通小學2
 

 

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 

新增分兩個層階的資助 

2020/21 學年學校計劃（普通小學適用） 

學校名稱   ：  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                                                      

學校註冊編號 ：  515248                            （6 位數 SCRN）  

學校電話號碼 ：  2967 9622                                                        

學校傳真號碼 ：       2884 3277                                                                    

總統籌人員姓名：      鄺嘉欣                                                    

總統籌人員電郵：      kky@llsy.edu.hk                                                               

本校在本學年共錄取  ＿＿ 2＿＿  名非華語學生（不包括在校內修讀非本地

課程的非華語學生），並已在網上校管系統（WebSAMS）內核實及更新非華語學

生的資料。按教育局通告第 8/2020 號，本校在本學年獲提供額外撥款   15 萬

元／□  30 萬元。本校知悉教育局會根據收生實況調查指定的參照日期收集所得

的學生人數與結果（當中包括經學校核實的非華語學生資料），計算本校在本學

年應獲提供的額外撥款額。若本校所呈報的預計合資格的非華語學生人數與收生

實況調查結果有差異而影響全年的額外撥款額，教育局會在翌年第一季按需要調

整或安排收回已發放的資助。本校承諾會在本學年內將額外撥款差額（如適用）

全數歸還教育局。  

本校確保非華語學生與華語同儕享有同等學習中文的機會，並將充分及適時

運用額外撥款作特定用途（即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及建構共融校園，

包括加強與非華語學生家長的溝通和家校合作）。  

 本校 2020/21 學年的學校計劃已獲法團校董會／校董會／學校管理委員會通

過。  

                                                 
1
  規劃教育支援措施時，「家庭常用語言不是中文」的學生均歸納為非華語學生。 

2
  普通小學包括公營小學及直接資助計劃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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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體規劃 

 

(1) 安排專責統籌人員（教師／小組）  

 本校已安排以下專責人員統籌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及建構共融校園的事宜： 

 姓名及職位 

 

教授中文科 

的經驗 

教授非華語學生 

中文科的經驗 

負責統籌 

的年級 

 總統籌人員姓名： 

___鄺嘉欣__________ 

□ 不適用  

□ 1 年以下  

□ .1 年至少於 4 年  

□ .4 年至少於 7 年  

.7 年或以上  

 不適用  

□ 1 年以下  

□ .1 年至少於 4 年  

□ .4 年至少於 7 年  

□ .7 年或以上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 校長 

□ 主任 

□ 副校長 

□ 副主任 

 中文科主任 

□ 科任教師 

□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  

 副統籌人員（如有）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 

□ 不適用  

□ 1 年以下  

□ .1 年至少於 4 年  

□ .4 年至少於 7 年  

□ .7 年或以上  

□ 不適用  

□ 1 年以下 

□.1 年至少於 4 年 

□.4 年至少於 7 年 

□.7 年或以上 

□ 小一  

□ 小二 

□ 小三 

□ 小四 

□ 小五 

□ 小六 

□ 校長 

□ 主任 

□ 副校長

□ 副主任 

□ 中文科主任 

□ 科任教師 

□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 

 

(2) 確保教職員了解有關事宜及提升其文化敏感度  

 本校的專責統籌人員將透過以下方式，確保教職員了解學校支援非華語學生的政策及措

施，以及提升他們的文化敏感度（可選多於一項）： 

  向教職員闡釋有關政策及措施／匯報推行有關措施的進展 

 安排教師參與教育局與平等機會委員會協辦有關支援非華語學生暨建構共融校園的分

享會 

□ 舉辦相關講座、研討會或工作坊等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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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排教學人手  

 本校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科的教學人員及其相關經驗如下： 

 
職位 人數 

教授非華語學生中

文科的經驗 
人數 

科任教師 （ 2 ）名 

1 年以下 （ 2 ）名 

1 年至少於 4 年 （   ）名 

4 年至少於 7 年 （   ）名 

7 年或以上 （   ）名 

教學助理 （   ）名 

1 年以下 （   ）名 

1 年至少於 4 年 （   ）名 

4 年至少於 7 年 （   ）名 

7 年或以上 （   ）名 

 

(4) 安排教師專業培訓  

 為提升中文科教學人員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專業能力，本校 

   初步計劃安排他們參加的相關培訓如下（可選多於一項）︰ 

 教育局舉辦有關「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學習架構」）及／或《中

國語文校內評估工具─非華語學生適用》（《評估工具》）的研討會、工作坊等 

□ 教育局專業人員／教育局委託專上院校提供的校本支援服務 

□ 教育局透過語文基金推行的「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專業進修津貼計劃」 

□ 教育局委託香港教育大學開辦為期五星期的「為非華語學生而設的中國語文教學

專業進修課程證書」 

□ 校內中文科教學人員同儕觀課，進行專業交流，分享心得 

□ 校內中文科教學人員共同備課，調適教學策略和教學內容等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暫時不會安排他們參加相關培訓，原因是（可選多於一項）︰ 

□ 本校教師過往曾參加相關培訓或支援服務，現正鞏固有關經驗。 

□ 本校在照顧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方面已有足夠經驗。 

□ 本校需優先處理其他關注事項（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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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估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習需要   

(a)   按收生實況調查指定的參照日期，本校非華語學生的分佈如下︰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總數 

 (i) 非華語學生人數   1 1    

 (ii) 未曾就讀提供本地課程幼稚園

的非華語學生人數 
  0 0    

 (iii) 新來港（即在入讀本校前抵港不

足一年，或未曾在任何本地學校

（包括幼稚園）就讀超過一年）

的非華語學生人數 

  0 0    

 (iv) 就讀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

（普教中）班別／組別的非華語

學生人數 

  0 0    

(v) 只供提供普教中班別／組別的學校填寫 

 本校非華語學生可選擇是否就讀普教中班別／組別。 

□ 本校非華語學生必須就讀普教中班別／組別。本校為這些學生提供的支援措施

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本校將適時評估所有錄取的非華語學生（特別是第(5)(a)(ii)至(iii)項所述的非華語學生）的

中文學習需要，以訂定適切的學習目標，以及制定支援計劃： 

 (i) □ 已採用／將會採用《評估工具》。 

  未有採用《評估工具》，原因是（可選多於一項）： 

   本校的非華語學生預計可應付主流中文課堂的學習，故學校只須採用與

華語學生相同的校本評估工具，已能有效評估他們的學習表現。 

  □ 本校已按非華語學生的需要，發展多元化的校本評估方法。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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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 已實施／將會實施「學習架構」。 

  未有實施「學習架構」，原因是： 

   本校的非華語學生與華語同儕一起學習中文，並受惠於沉浸的中文語言

環境，預計可應付主流中文課堂的學習，故學校只須為他們訂定與華語

學生相同的學習目標和教學策略，已能幫助他們有系統地學習中文。 

  □ 本校已按非華語學生的需要，發展校本中國語文課程，幫助非華語學生

拾級而上，學習中文。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運用額外撥款提供校本支援措施  

(6) 本校計劃運用額外撥款，提供以下的校本支援措施（可選多於一項）︰  

校本支援措施 
額外撥款 

金額 

整合 

其他資源3
 

(a)   聘請額外員工（請注意：如學校運用額外撥款支付額外員工的部分薪金／非全職

人員的薪金，請以小數表示4） 

□ 教師          （  ）名 $ □ 

 教學助理 （ 0.5 ）名 $ 80,000  

□ 不同種族的助理 （  ）名 $ □ 

(b)   購買促進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教學資源 

（請注意：有關額外撥款不可用於購買流動電腦裝置

及電子器材等） 

$ 50,000 □ 

(c)  □ 僱用專業服務 

□ 翻譯／傳譯服務 $ □ 

□ 校外導師／機構舉辦課後中文學習班 $ □ 

□ 校外導師／機構協助教師舉辦共融活動 $ □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 □ 

(d)  □ 由學校籌辦的促進／推廣共融校園活動（例如多元文

化活動／家校合作活動等） 

$ □ 

(e)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總支出 $ 130,000  

(7) 校本支援措施的詳情如下：  

(a)  聘請的額外教師／教學助理／不同種族的助理，主要負責以下工作： 

                                                 
3
  學校應善用和適當分配額外撥款作特定用途（即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及建構共融校園）。當學校使用額

外撥款出現不敷之數時，可運用其他資源，作整體性的規劃。此外，如學校計劃安排華語學生參加上述校本支援措施，

同樣應按比例整合其他資源，以支援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和共融文化的需要。 
4
  舉例學校於本學年聘請一名額外教學助理，其全年總薪金為 20 萬元。學校以額外撥款 15 萬元支付其總薪金的 75%，

並整合其他資源 5 萬元支付其餘 25%。就額外撥款的運用，學校應於第(6)(a)項註明學校以額外撥款 15 萬元聘請 0.75

名額外教學助理（該教學助理工作時間不少於 75%用作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及建構共融校園），並透過

整合其他資源，支付其餘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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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中文科的課堂支援： 

□ 抽離學習   （年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關安排：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組／小組學習（年級：_____四年級_______________＿＿＿＿） 

（有關安排：____在課堂上支援學生學習中文＿＿＿＿＿＿＿） 

□ 發展校本中國語文課程及／或調適學與教材料 

□ 採用／參考教育局上載「學習架構」專頁或「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學

與教資源」內聯網的配套資源 

□ 採用／參考教育局發展的《中國語文（非華語學生適用）》教材及／或

《非華語學生中文學與教材料》（適用於小三及小四非華語學生） 

□ 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撥款，發展校本課程／教材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供課後支援： 

  中文學習小組 □ 暑期銜接課程 

□ 中文銜接課程 □ 伴讀計劃 

□ 朋輩合作學習 □ 故事導讀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安排推廣共融校園活動 

□ 推廣家校合作，與非華語學生的家長討論其子女的學習進度（包括中文學習）及

升學路向，翻譯學校通告／學校網頁，協助講解學校政策及行政安排等 

□ 為非華語學生家長舉辦家長教育活動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購買促進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教學資源及用途： 

教學資源 用途 

1. __非華語學童中文學習工具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用於小息、中文學習課後小組支援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僱用專業服務（請簡述活動內容）： 

□ 翻譯／傳譯服務 

□ 校外導師／機構舉辦課後中文學習班 

□ 校外導師／機構協助教師舉辦共融活動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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