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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們的學校 
 

辦學團體願景 

 嘉諾撒教育團體，以基督為典範，會祖聖女瑪大肋納嘉諾撒「心靈培育」

為依歸，實踐全人教育，培育學生熱愛生命、積極學習、關懷弱小及服務社群。 

 

學校使命 

 本校秉承會祖謙遜仁愛的精神，重視學生德、智、體、群、美、靈的發展，

讓學生在關愛的氣氛下成長。我們致力發揮學生的潛能，透過多元化的學習經

歷，讓學生盡展所長。我們希望學生能夠成為一個有愛心和責任感的公民。 

 

學校願景 

致力培育學生潔身敦品，盡展潛能，回饋社會，榮主愛人。 

 

校訓 

謙遜、仁愛 

 

學校簡介 

本校座落紅磡區，為嘉諾撒仁愛女修會主辦的政府資助小學。1890 年創校，

1958 年重建。本校為一所女子小學，校風淳樸、傳統優良，備受坊眾讚譽及擁

戴。 

本校校舍為一幢四層高建築物，有標準課室十八間，另設音樂室、特別室、

會客室、祈禱室、校園電台等。本校還設有籃球場、有蓋操場供學生進行體育

活動、遊玩及休憩。此外，新翼校舍設有活動室、中央圖書館、輔導室、教員

室、電腦室等。 

    本校每個課室均設置中央廣播系統、無線網絡系統、Apple TV、實物投影機、

銀幕及電腦等。本學年仍以流動平板電腦作教學工具，讓教師利用資訊科技設

施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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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管理 

 法團校董會 

     成員 

年度  

校監 

辦學 

團體 

校董 

校長 
教師 

校董 

家長 

校董 

校友 

校董 

獨立 

校董 

2019-2020 1 6 1 2 2 1 1 
 

 學校行政架構 
 

 

 

 

 

 

 

 

 

 

 

 

 

 

  

 

 班級組織 

      班別 

項目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總數 

班數 3 3 3 3 3 3 18 

普教中班數 0 1 1 1 1 1 4 
 

校監 
 

法團校董會 

校長 
 

副校長 
 

學校發展及改善小組 
 

學校財務小組 
 

刊物編輯及對外宣傳小組 
 

校風及學生支援 學生多元發展 
 

活動組 
 

健康 
校園 
 及 
學生

事務 

組 

 

訓
育
組 

 

 

 

 

學
生
支
援
組 
 

 

 

 

德
訓
輔
組 
 

 

 

各 
科組 

 

 

 

課程 
發展 
核心
組 

 

 

 

 

學
務
組 
 

 

 

學與教 
 

管理與組織 
 

電子學
習發展

及 
支援組 
 

核心價值觀培育組、體藝素養

培育發展組、社會參與統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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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重點發展項目一：藉有效的學與教，培育學生成為終身學習和自主學

習者。 
 

1. 培養學生對自己的學習負責任的態度，能恆常地監察學習進度，反

思學習表現。 

 成就： 

本學年，學校藉不同學習領域相互配合，有系統地教授學生學習技巧及思

維技巧，讓她們從學習情境中遷移知識和技能。並透過專題探究，讓學生掌握

及運用所學的學習策略和反思能力，逐步養成良好的學習態度和習慣。 

在英文科方面，教師於課堂上教授學生運用高階思維策略分析內容及整理

資料。透過課業及筆記反映出是項教學策略有助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而

中文科方面，大部分高小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按課文或單元重點，利用列表

比較、時間線、温氏圖等高階思維策略分析或總结課文重點。大部分高年級學

生均能對學習負責任︰她們積極抄錄老師出示於黑板或簡報上的重要資訊，完

成課堂筆記。常識科則透過由初小至高小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教授高階思維策

略，讓學生利用高階思維策略工具製作筆記以助整理資料，並應用於時事評論

中，以提升她們的分析能力。數學科方面，由於社會運動及 2019 冠狀病毒病疫

情影響下，導致學校停課，大部分級別只能教授上學期的部份解難策略，未能

有系統地教授所有指定策略。但從學生的問卷及數學科解難個人檢視反映，她

們都喜歡參與解難活動，學習相關策略後，會嘗試於不同情境中運用，例如：

趣味數學。 

 

 反思： 

    總括而言，各科有系統地教授學生學習技巧及思維技巧，讓她們從學習情

境中遷移知識和技能方面上，仍可有改善的空間。從教師的反思中可見，學生

在重溫整個課文重點及老師的課堂筆記後，自行編製個人化筆記上，仍有較大

的改善空間。建議學生製作個人化筆記前，老師先總結該課的學習重點，讓學

生因應個人的學習需要，有條理地製作個人化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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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計劃重新編製的「學習策略錦囊」主要整合學習技巧、思維技巧及良好的

學習習慣，供學生作參考及指引；及原本策劃四年級跨學科的專題探究活動，

以「健康生活」為母題，安排學生分組自選學習子題，進行延伸學習及探究，

讓她們運用所學的學習策略及思維技巧應用在跨學科專題探究活動內。但因

2019 年 11 月的社會運動，及至下學期因受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疫情影響，延至

6 月初才分階段復課。為確保學生的健康及安全，要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校方

依據教育局的指引，改以半日制形式上課，故「學習策略錦囊」未能有充裕時

間應用在課堂內，而四年級跨學科專題探究活動被迫取消。因此下學年將繼續

推展此兩項計劃。 

 

2. 培養學生獨立學習的能力，從而提升其自我管理能力、協作能力及

明辨性思考能力。 

 

 成就： 

因 2019 年 11 月的社會運動，四年級跨學科專題探究活動被迫延期。相關

的「專題探究核心小組」於 11 月 27 日跟四年級進行首次專題探究活動。學生

先自行診斷自己在學習上遇到的困難，並為未來學習訂定學習策略及目標；同

時，四年級學生三班亦分別自行分成 3 至 4 人的小組，準備下一輪的活動。 

 

 反思： 

根據跨學科專題探究活動策劃的程序，當學生完成相關活動後，將安排於

分享會中展示學習所得，並在電視台分享成果。但基於疫情影響，上述安排並

不能如期進行，建議下學年重新策劃跨學科專題探究活動，讓學生的學習成果

能展示出來。 

 

3. 配合 STEM+教育，加入創意、文化、藝術元素，發展成為特定專題

／項目導向的研習式課程。 

 成就： 



2019—2020 學校報告                                  5 

原計劃是透過 STEM+ 教育，以綜合模式貫通不同學習範疇，進行探究，培

養學生其元認知及反思能力。以四年級為試點發展 STEM+的校本課程，透過四

年級常識科完成「走馬燈」的科學探究活動後，藉科學探究所得的成果，視藝

科將接着進行設計的步驟以綜合模式貫通不同學習。 

 

 反思： 

雖然常識科教師已完成「走馬燈」的教學設計，但因下學期停課四個多月，

未能如期進行課堂的探究活動，而視藝科則未能開展其活動。建議來年視藝科

與常識科教師就相關課題先進行共同備課；常識科教師主要跟學生探究「走馬

燈」跟空氣流動的關係，而視藝科教師則於視藝堂教授學生美化走馬燈的技巧。 

 

4. 推動跨課程閱讀，幫助學生在不同學習領域中建構知識，培養自主

學習的習慣和能力。 

 

 成就： 

是次計劃主要為四年級學生推行跨學科主題式閱讀計劃。當中以四年級常識

科「水」為主題，進行濾水器的探究活動；英文科在英語閱讀課進行「珍惜用

水」的閱讀剪報分享活動；圖書科承接上學年所選購有關「水」的英文圖書，

供學生閱讀，以幫助學生在不同學習領域中建構知識。 

因受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疫情影響，下學期停課四個多月，圖書科主任改以 e

悅讀網站內有關水的主題電子書供學生在停課期間以自願形式進行網上閱讀。

從網上收集的習作顯示，部份四年級學生在停課期間自發性閱讀電子書，養成

自主學習的習慣習慣。同時，從圖書閱讀報告得悉學生能指出世界上有接近

295,700 人不能飲用潔淨的水，期望能讓學生更明白製作「濾水器」的背後意義，

是喚醒人類要珍惜用水，水是天然資源，有助其了解水與環保的關係。 

從四年級的學生問卷調查數據顯示︰九成以上學生曾登入 e 悅讀網站閱讀

有關水的主題電子書；約九成學生認同此次主題式閱讀活動有助增強其對水的

三態、水的功用等科本知識；約八成學生認為主題式閱讀有助培養學生自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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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習慣和能力。 

 

 反思： 

 因受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疫情影響，英文科以「水」為主題的英文故事導讀

部分尚未完成。期望在下學年再推行主題式的跨課程閱讀計劃，由不同學科教

師訂定共同閱讀主題，選取合適的閱讀資源，協助學生應用閱讀策略，達成有

效學習。 

 

5. 建立學生自主學習習慣，提升其學習效能。 

 

 成就： 

學校透過不同模式的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以提升其照

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效能。因此雖然受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疫情影響，下學期停

課五個多月，但秉承「停課不停學」的理念，各科以分階段形式發放網上學習

資料、電子簡報及教學短片予學生，讓她們在家中自行安排時間完成習作或進

行自主學習，讓學生有持續學習的意念。 

教師除運用平日使用的電子學習平台，如 Google classroom、Padlet 或 Google 

form 等不同形式，收集學生的網上功課，教師亦可在網上批改學生的習作；同

時，校方亦透過校內教師的經驗分享及藉着同級老師在停課期間的當值時間，

互相觀摩學習，並鑽研一些網上學習的平台，以提升教師的專業發展，但在照

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的效能上仍有待改善。 

教師亦透過「挑戰自我」、自學的環境佈置，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習慣和

能力。中文科在學期初舉辦的中秋節燈謎會氣氛濃厚，學生表現積極投入，尤

其是低年級學生。少數高年級學生反映，平日小息時段需要擔任風紀或圖書館

領袖生，未能抽空參與活動。除燈謎會之外，教師指出透過中文科壁報板介紹

中國傳統節日，例如中秋節、冬至、端午節等，有助學生對傳統節日有基本認

識。英文科方面，教師安排每星期一次於午間休息時段往特別室參與自主學習

活動。教師把自學的教育網址及有關的英文文法、詞彙及英文拼音的自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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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在 30 部平版電腦內。低年級學生甚積極投入。 

 

 反思： 

由於社會運動及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下，導致學校停課，加上 6 月初

分階段復課後，學生需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因此數學科的相關活動未能舉行。

但學生反映，她們喜歡校方在課室提供一些圖書及數學遊戲，讓她們有機會跟同

學一起分享和參與，並建議來年可增添多些數學遊戲，提供更多選擇。 

普通話科方面，原本安排二至六年級學生逢星期二、四於午膳後小息時段分

階段到舊音樂室先參予「電子互動地板」的活動，以六年級學生為試點，她們自

行設計題目給低年級同學，讓她們從遊戲中複習聲母及韻母之餘，亦有助高年級

學生鞏固所學。但基於機件故障問題，至 11 月初才維修完畢，再加上社會運動，

第一學期的測考日期延至 12 月初；加上，下學期因受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下，

導致學校停課，6 月初分階段復課後，學生需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故「電子互

動地板」的活動未能開展。 

建議下學年開學後，先訓練部分高年級學生參予相關「電子互動地板」的活

動，讓學生可充當「遊戲主持人」，協助推進此活動，並透過遊戲鞏固低學生的

學科知識，從而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習慣和能力。 

 

6. 結合「翻轉教室」及電子學習，優化學與教效能，照顧學生學習的

多樣性。 

 

 成就： 

教師設計多元化電子學習活動，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從老師的反思表中

顯示，中文及英文科老師均使用不同的電子學習平台或電子學習工具 (如

Classkick、Google Classroom、Kahoot、Padlet、Filpgrid 等)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老師因應課堂課時有限，讓學生先完成預習課業，

好使她們在課堂活動前對課題有初步認識，既可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又可節省課

堂時間。這種學習模式有助教師在課堂前檢視學生對該課題的掌握程度，並於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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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上輔以活動工作紙，引領同儕間互相討論和學習，以釐清難點，促進學習。 

中文科教師在預習部分以看影片引入課題，或於學習新課文前或之後，適切

地運用電子學習工具 Quizlet 讓學生預習或重溫字詞意思，有效照顧學生學習差

異。綜合學生反應，學生對當中的遊戲興趣甚濃，每次都會期待老師發放下一課

的新字詞，亦有部分學生會用作測考前的溫習。教師在寫作課業前，讓學生利用

Padlet 就同一主題搜集資料，建立資料庫，集思廣益，有助同學豐富寫作內容，

為寫作提前作好準備。 

下學期因停課關係，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老師教師均透過電子輔助學

習工具進行教學。學生可以在家中透過音檔簡報、實時教學及電子平台練習繼續

學習，做到「停課不停學」。英文科老師認為透過一些電子學習平台(如 Google 

Classroom)，教師可為個別學生提供個人化的指導，以照顧能力稍遜學生的學習

需要。數學科教師反映在停課期間能善用各項電子活動讓學生於網上學習。教師

使用 Google Classroom 發放教學短片及資料，配合一些電子學習工具(如︰釘板、

七巧板及 GeoGebra)，讓學生更易明白當中的數學概念，特別是在圖形與空間的

課題上更有幫助。教師也在適切的課題上提供各網上學習平台(如︰e-Smart 2.0、

新亞洲網上練習及 Planetii)，以鞏固所學。Google Classroom 能讓學生有系統地檢

視教師所發放的教材及課業，並讓教師批核學生呈交的功課，了解學生在學習上

遇到的困難，提供回饋。常識科教師停課期間，透過「翻轉教室」及電子學習，

教師能透過不同學習平台，例如：Google Classroom 及出版社 e-smart 2.0 平台，

發放紙本及電子功課給學生，並以影片或 PowerPoint 加旁白教授課堂內容;而學

生亦透過各種形式如：上載印刷版功課、上載照片或影片或完成 Google form 等

回饋學習。 

 

 反思： 

學生反映在停課期間較喜歡老師錄製的短片，能聽到學校老師的聲音，感到

親切，有助學習。學生普遍喜愛以 Zoom 上課，但認為在 Zoom 課堂上較難集中

精神聽講。 

部分家長認為老師在停課期間透過 Google Classroom 提供網上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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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可即時提問及得到老師回覆，亦能重覆翻閱資料參考，能提升學習效能。

部分家長也認同老師錄製的教學短片能更貼近學生的學習需要，有助學習。部

分家長反映長期使用電子產品容易影響視力。但有家長建議可嘗試增加以 Zoom

上課的次數，並提供多些網上活動，如︰Flipgrid 和 Kahoot! 

總括而言，各科教師在停課期間配合「翻轉教室」概念，利用不同電子學

習平台或電子輔助學習工具進行教學。不過，此等工具雖有助學習，但老師仍

要跟進學生之學習情況，鞏固其所學。由於課堂時間較緊迫，對於從未接觸過

相關電子應用程式的學生而言，教師需要多花時間於堂上進行應用程式的使用

教學 (特別是低、中年級或家庭支援較少的學生)。 

建議校方先安排資訊科技課，教授學生常用的應用程式，以節省其他各科

老師在課堂教授有關應用程式的時間。常識科老師建議，由於各學生家庭對電

子學習的支援存在極大差異，導致「翻轉教室」的成效下降。建議給予學生更

充裕時間完成電子功課，並適時為學生提供技術支援。來年也會繼續善用電子

學習活動，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重點發展項目二︰透過豐富學生經歷，促進全人發展。 

 

1. 促進學生身、心、靈均衡發展，以照顧學生成長的需要，建立健康

人生。 

本學年，校方從校園氛圍、科組協作、不同模式活動、校本輔導活動及教師

培訓等，推動「健康人生」計劃。 

 

 成就 

教師培訓方面，校方深信要學生擁有「健康人生」，首先要由教師做起。校

方安排駐校教育心理學家於教師專業發展日進行講座，主題為「如何培養學生

的成長型思維」。作為教師，我們要透過適當的讚賞和批評，為學生帶來學習的

正能量，幫助學生改變負面的想法，好讓她們成為「成長型思維」的人：遇到

問題時會想辦法理解，不輕易放棄，絕不氣餒，學會從錯誤中學習，明白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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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困難必須要付出，透過訓練可提升能力，不會滿足於現狀，要自我肯定，並

朝正確方向努力。 

此外，校方亦邀請了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同工到校為全體教師舉

行禪繞畫工作坊，好讓教師能從日常的工作壓力中靜下來，釋放自己。 

 

 反思 

教師均認同「成長型思維」能為學生帶來正能量，亦樂意為學生締造這樣

的學習環境，但要改變教師和學生固有的心態模式，則需要時間和不斷練習。

因上學期社會運動及下學期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影響下，學校自二月份開始

長時間停課，學生和教師都沒有足夠實踐的機會。建議來年把一些改變思維模

式，或換個說法的句子以小錦囊的形式派發給學生，繼續喚起學生和教師要時

刻保持正面的心態和想法。 

另一方面，全體教師對禪繞畫工作坊的安排及講者的介紹感到滿意，她們

在繪畫的過程中得到樂趣，亦滿意自己當天的表現，工作坊有助她們暫時放鬆，

而繪畫的過程中有助她們進入專注、寧靜的狀態。大部分教師表示她們有興趣對

禪繞畫作進一步了解。 

 

 成就 

科組協作方面，德育科、宗教科及體育科在課程及活動上均作出配合，讓學

生從身、心、靈三方面開始建立健康人生。 

德育科舉辦「健康人生由我創」計劃，推動學生從生活習慣方面建立健康人

生。活動以小冊子形式，讓學生先訂定目標，記錄實踐目標的方法，最後進行

檢討及反思。上學期以健康生活為目標，下學期加入實踐綠色生活為目標。學

生須每天檢視自己的表現，並在小冊子上作記錄。每星期，家長及班主任均會

檢視學生的表現，期望透過家校合作，鼓勵學生努力實踐健康人生及綠色生活。

此計劃亦配合本年度核心價值觀培育主題—堅毅，除幫助學生建立健康人生及

實踐綠色生活外，亦期望培育學生成為一個正面積極，遇強愈強，並效法耶穌，

以堅毅忍耐面對挑戰的天神女兒。不過，原定於期終前邀請表現較佳的學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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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放閃日活動作匯報，但最後亦因疫情停課關係取消。 

教師認為透過「健康人生由我創」計劃能讓學生反思自己日常的生活習慣，

從而制訂目標和行動，令她們踏出第一步作出改善，並了解培養良好習慣的重

要性，有效推動學生從日常生活中建立健康人生。從學生的小冊子所見，大部

分學生的表現均能達標，並承諾會努力繼續實踐。 

家長認為「健康人生由我創」計劃主意十分好，女兒現在更加注重健康及

環保，有時還提醒家長一起參與。不過，個別低年級學生因理解及語文能力有

限，未能自行完成，需家長較長時間的協助。 

宗教科推行「擁抱我主  尋找寧靜」計劃，於每週首節的宗教課開始前進

行三十秒至三分鐘默禱，讓學生安靜自處，放鬆心情，從而提升忍耐力與專注

力，藉著靈修安頓身心靈。學生認同默禱能效讓學生平靜內心，成為學習和與

主相遇的好方法。 

體育科參加「跳繩強心計劃」，鼓勵一、二年級學生多做運動，藉此建立健

康的生活模式，並為一、二年級學生及家長舉行「親子跳繩比賽」，以增進親子

關係，分享運動的歡樂。活動當日，學生及家長投入比賽，大家不分彼此互相

打氣，場面非常熱鬧。當日在親子跳繩比賽後，緊接進行了心臟健康教育講座

及跳繩花式的教授，讓學生能從一連串的活動中把跳繩和心臟健康連結起來，

鼓勵她們多做運動以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 

此外，科組透過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學校運動推廣計劃」，為六年級學生

舉行健康講座，主題為「運動與體重管理」，內容講述有關體重管理的知識，包

括健康適能和運動適能的分別、運動的好處、甚麼是 BMI、體重控制及運動減

肥和節食減肥所需注意的地方。 

 反思 

教師反映「健康人生由我創」小冊子內的文字較多，對低小學生較困難，

班主任及家長(低小)需用較長時間作講解。有部分教師表示計劃推行時間較長，

學生於初期表現較積極，但後期表現則欠投入。建議簡化小冊子內容，並縮短

實踐及行動的日數。此外，教師提議可考慮跟體育科配合，於星期一運動日，

每月擬定一個運動主題，如呼啦圈、跳繩等，讓學生集中在該月做特定選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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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並有助提升學校氛圍。 

默禱能幫助學生安靜自處，有效讓學生平靜內心，成為學習和與主溝通的

方式。學生都享受默禱時的那份寧靜並能體會到默禱中靜的力量，感受天主的

臨在。此外，不少高年級學生面對學業上的壓力，也能藉著默禱紓緩緊張情緒。

下學年繼續推展「擁抱我主  尋找寧靜」計劃。 

因疫情關係，「跳繩強心計劃」籌款活動未能如期進行，故已申請將籌款活

動延遲至下學年舉行。至於「運動與體重管理」講座，學生表現投入，踴躍舉

手回答問題。故建議來年繼續安排同類的講座。 

 

 成就 

核心價值觀培育方面，本年度嘉諾撒人素質教育課程的設計以「堅毅」為

主題，「承擔」為副主題，透過宗教科和德育科推展，培育學生成為一個正面積

極，遇強愈強，並效發耶穌，以堅毅忍耐面對挑戰的天神女兒。宗教科教師在

「堅毅」課程的安排上，運用聖經故事，讓學生效法主耶穌那份堅強的心及向

學生傳遞主耶穌堅毅地完成天主交予祂救贖人類的工程，勉勵學生在生活中實

踐堅毅的精神，明白在生活中要常常祈禱，把困難交託於天主。此外，透過會

祖及柏姬達修女的生平故事，讓學生明白她們雖經歷了很多困難，但仍以堅毅

的心，全心為窮人服務，讓學生學習及實踐聖女的堅毅精神。學生及教師均認

同配合相關主題(堅毅)的學習活動能讓她們明白在日常生活中要信賴天主，在困

難和挫折中要存有毅力，在生活中相信天主必與我們同行。 

透過聖經故事和會祖的事件簿，學生能學習到聖人願意承擔精神，明白聖

人的善行源於天主對她們的愛，因為愛而接受使命，不怕困難，時常祈禱和信

靠天父，教師藉此鼓勵學生要勇於承擔自己在不同崗位的責任，並在日常生活

中以勇於承擔的態度負起照料共同家園的責任，以實踐管理世界的職份。課程

亦加入了於疫情下及停課期間的反思，學生對此課題甚有共鳴。 

在德育課程上，教師透過情境、繪本故事進行課堂討論，先讓學生明白「堅

毅」的特質，再讓學生了解到成為一個堅毅的人的重要性。透過「破巨浪‧創

新我」體驗活動，以「從堅毅中力承擔」為目標，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堅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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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以分級形式進行，一、二年級自理篇：我要做個好孩子(挑戰項目一：自理

能力，挑戰項目二：種植小盆栽)；三、四年級運動篇：我要做個小健兒(持續完

成一項運動項目)；五、六年級教學篇：我要做個小老師(學會一項新事物，再教

導一、二年級的學妹)。一月份完成一至四年級體驗活動的成果匯報日及五、六

年級行動實踐日。 

 

 反思 

宗教科透過嘉諾撒人素質教育校本課程及校本課程，從信仰層面幫助學生

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堅毅及承擔。德育科透過推行嘉諾撒人素質課程，有效讓

學生於初小及高小兩個學習階段，從價值觀層面，有系統地深化及內化對「堅

毅」及「承擔」的認識，逐步釐清及鞏固所學，使有關的價值觀得以循序漸進

地發展，學習更具延伸性，對價值觀培育具正面作用。 

因受 2019 年冠型病毒病的疫情影響，下學期 2 月份至 5 月份停課。當 6 月

份分階段復課時，「承擔」課程才開始進行，而 7 月中的時候教育局又突然宣佈

放暑假，故此教師處理「承擔」這個核心價值的時間不足，討論亦欠深入。 

總括而言，透過「破巨浪‧創新我」服務體驗活動，能看到學生從堅毅中力

承擔，並從承擔中見堅毅，貫穿本學年兩個核心價值觀—堅毅、承擔的培育，

活出嘉諾撒人的素質。建議校方繼續以螺旋式推行嘉諾撒人素質教育校本課程。 

 

 成就 

校本輔導活動方面，本學年配合價值觀培育計劃主題及學生需要，推行 

「Let's grow! 奇兵」獎勵計劃，讓學生學習運用成長思維，學會接納失敗，嘗

試從失敗的經驗及別人的成功經驗中尋求改進方法，成為堅毅、不懼失敗、勇

於挑戰的人。學生輔導人員透過早會、午間廣播、攤位活動等宣傳「Let' s grow! 

奇兵」活動，以提升學生參與「Let' s grow! 奇兵」的動機，加強校園內正面積

極的氣氛。此外，學校輔導人員於 Google Classroom 上載短片，向學生介紹及

示範如何挑戰相關的任務，並簡介小冊子內需完成的部分。全校大部分學生均

有積極參與任務，約 70%學生能完成八成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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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人員亦透過正向情緒管理小組，幫助學生建立正向的心理素質，

讓學生懂得正面處理情緒及面對人生挑戰。根據觀察，部分參加者於小組後期，

在校已較少出現情緒不穩（如入校門前經常大哭）的情況，而家長亦表示參加

者於家中有使用在小組內學習的管理情緒方法，顯示小組確有助參加者改善情

緒管理及自理能力技巧。 

 

 反思 

因疫情停課關係，下學期「Let' s grow! 奇兵」的任務要改動及調節，特別

是原定於 3 及 4 月的班際任務要取消，改為個人任務，而 6 月則因應疫情對清

潔的關注，將每班的任務改成班際清潔任務。全校每班的目標均是保持課室及

座位清潔，希望推動各班同學一起改善課室內的清潔情況。根據小冊子的紀錄，

未能達到之前訂下 80%學生完成八成任務的目標。究其原因學生在停課期間的

任務完成度較上學期為低，而部分初小學生更出現錯做任務的情況。故建議來

年若再有停課的情況，學生輔導人員要在短片中清晰講解改動的任務，並在復

課時到各班再講解有關任務，以減少學生做錯任務的情況。 

校園氛圍方面，原定於早會及午間校園電台節目為學生提供一些健康資

訊，因社會運動及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而無法進行。校方在停課期間，透過學

校通告提醒學生時刻要注意個人衛生，同時透過學校網頁，發放防疫動畫片及

小貼士，以引起學生注意。6 月復課前，校方拍攝短片，指導學生傳功課、小息

上洗手間、進食、使用防飛沫擋板須注意事項。 

至於活動方面，原先安排跟健康飲食有關的木偶劇及營養師講座，因社會

運動及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而無法舉行。校方與相關機構溝通，活動順延至新

學年再舉行。 

 

2. 從智能發展、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務、體藝發展及與工作有關

的經驗，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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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科組配合課程，舉辦與智能發展(參觀展覽)、德育及公民教育(體驗學習

營)、社會服務(服務學習)、體藝發展(體育比賽、劇藝演出)之活動，以豐富學生

的經歷。 

德育及公民教育科安排六年級學生參觀公民教育資源中心，主題為「我的國

家」。學生認同參觀公民教育中心能豐富她們的學習經歷，亦加深她們對公民

責任及國家文化的認識。教師認為公民教育資源中心的資訊有助學生增加對中

國文化的認識，可觀性甚高。 

常識科老師帶領小二學生前往薄餅餐廳進行參觀活動，認識薄餅的製作過

程。 

 

 反思 

六年級班主任認為展覽資源豐富，但參觀的時間略為不足，建議逗留時間約

兩小時較理想。 

因社會運動及疫情影響關係，常識科其他級別的參觀活動沒法進行。而體育

科原定配合課程相關的項目，安排學生觀賞香港大型比賽，例如香港公開羽毛

球錦標賽及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等亦告吹。 

 

3. 組織走出課室的體驗學習活動，把全方位學習策略融入各學習領域

／科目和跨課程教學，提升學習效能。 

 

 成就 

科組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組織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以提升其興趣及

學習效能。 

體育科為六年級舉辦體驗活動（圓網球）。活動當日學生表現積極，在老

師及家長義工的幫助下，讓學生能更專注投入活動。教練先教授簡單的傳球技

巧，再讓學生進行比賽，在比賽當中慢慢滲入比賽規則。最後，同學和老師分

別跟教練比賽，氣氛緊張，所有同學都熱烈地為比賽的老師和同學打氣。 

音樂科安排三、四年級學生參加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的「學校文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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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到香港文化中心欣賞《用眼睛看音樂》弦樂音樂會。是次音樂會除了

有助培養學生學習樂器的興趣和實踐音樂會禮儀外，同時亦提升她們對西方弦

樂樂器音色的認識。 

 

 反思 

    參與體育科體驗活動能讓學生增加對運動的興趣，故建議明年繼續為學生

舉辦體驗活動，並因應學校發展計劃安排合適的體驗活動，讓學生能提升其興

趣及學習效能。 

    透過參加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的「學校文化日計劃」，讓學生走出校園，

有助豐富她們的學習經歷，體驗音樂的樂趣，值得每年申請參加。 

    視藝科原定安排三年級參觀九龍公園漫畫星光大道及五年級參觀沙田文化

博物館花牌部分，並配合課程，進行實地寫生活動，以及透過實地觀摩，進行

創作，從而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效能。然而受社會運動影響，加上下學期

又因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而停課，上述外出活動無法進行。來年因應疫情發展，

再決定會否繼續安排外出參觀或實地考察活動。 

 

4. 提升學生的體藝素養，讓他們懂得欣賞運動和藝術。 

 

 成就 

繼續以「知美、愛美、喜美、用美」為原則，設計音樂、視藝、體育校本培

育課程，並提供不同模式活動，藉體藝陶冶，涵育學生素養。 

體育科優化校本課程內各級體育項目比賽的禮儀，調適各級級本課程，配以

相關主題習作，讓學生在體育技能、健康及體適能、運動相關的價值觀和態度、

安全知識及實踐、活動知識及審美能力六大範疇上對該項級本活動具備全面的

認識。 

    此外，以籃球為縱向主軸發展課程，讓學生六年後能有系統地從基本技能

發展至懂得評賞的層面。一至三年級主要認識及學習籃球有關的基本技能，例

如拍球、控球、傳球及基本步法等，讓學生能對籃球有初步的認識；而四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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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則主要認識及學習與籃球比賽有關的知識及技能，例如球賽規則、隊中各

球員的功能、進攻及防守戰術等，讓學生除了擁有運動技能，也懂得評賞球賽

中運動員的表現。 

    音樂科以「知美、愛美、喜美、用美」為原則，發展四年級校本管弦樂團

樂器賞析課程。賞析課程包括學習管樂、弦樂樂器種類及其特性，外出欣賞與

管弦樂團有關的音樂會，而延伸活動要求同學須依準則評析西方樂曲(包括賞析

樂曲所用的樂器種類、樂曲之特性等)及填寫音樂會賞析報告。 

視藝科為六年級學生舉辦「藝術家工作坊」。學生認為工作坊能增進不同

視覺藝術形式的美感經驗，涵育學生素養，豐富了她們的學習經歷，亦能提升

她們的藝術評賞能力。 

 

 反思 

學生認為體育科主題習作能提升她們賞析運動的能力，教師認同優化後的校

本課程能提升學生評賞體育活動的全面認知，惟現在的主題習作教材未夠集

中，亦未能讓學生具體地學習六大範疇內的知識。建議來年製作小冊子，讓學

生能有系統地從六大範疇上學習該項級本活動。 

體育科教師認同以單一項目作為縱向主軸發展程，有助學生有系統地從基本

技能發展至懂得評賞的層面。惟此課程只推行了兩年，故未能從學生的表現評

估課程的效能。建議來年根據學生表現繼續調整課程內容。 

學生認同音樂科校本課程有助提升她們對管弦樂器的認識、興趣和欣賞能

力。因受 2019 冠型病毒病的疫情影響而停課多月，管弦樂器賞析課程須延至下

學期 6 月復課才施教。由於選取的樂曲《彼得與狼》生動有趣，故事吸引，學

生學習興趣濃厚，加上有錄像片段配合，設計的聆聽工作紙又以選擇形式為主，

故學生表現不俗，大多已初步掌握管弦樂器的種類及音色。建議來年除繼續使

用《彼得與狼》這音樂教材外，可再選取合適的曲目，並透過聆聽活動，讓學

生能更有系統地認識管弦樂器。 

視藝科已就「粵劇欣賞—點翠創作」課題設計學習歷程及藝評小冊子，小冊

子以「知美、愛美、喜美、用美」為原則，期望能提升她們懂得欣賞藝術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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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但下學期因受停課影響，在六月復課後，課堂時間不足，沒有讓學生完成

小冊子。由於來年六年級課程需作調適，「點翠製作」課題將改為「花牌製作」。

因此，來年需設計「花牌製作」學習歷程及藝評小冊子，以提升學生對製作花

牌的認識、興趣和欣賞能力。 

 

5. 舉辦或參加境外交流活動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成就 

高小歌詠組參與香港校際合唱節音樂比賽暨大師班及香港聯校音樂協會歌

詠挑戰組比賽。低小歌詠組參與香港校際合唱節音樂比賽暨大師班及第 72 屆校

際音樂節聖詠組比賽。上述比賽，低小及高小歌詠組同學表現出色，獲評判們

一致好評，終以甜美的歌聲奪得金獎殊榮。 

在停課期間，常識科教師鼓勵學生參加網上活動，學生積極參與並獲得獎

項，90%或以上四至六年級同學參加教育城主辦的學生獎勵計劃「十分科學」

而學校因而獲得「積極參與學校獎」及 5 位三至六年級同學於「環境生態文化

網上學習課程獎勵計劃 2020」獲得 1 金 2 銀 2 銅獎。 

 

 反思 

因新冠肺炎停課關係，所有境外交流活動取消。原先安排五年級學生到澳

門進行境外交流，基於學生安全為首要考慮的因素，故此把相關計劃擱置。建

議新學年仍先要了解疫情的發展情況，方能安排學生參與相關活動。如疫情未

見穩定，不排除境外交流活動要暫停。 

香港校際合唱節音樂比賽暨大師班比賽的評判會在各參賽隊伍表演後，即

時上台指導學生唱歌的技巧，有別於一般只獲評分的音樂比賽，對學生及老師

均有禆益，值得明年再參加。 

教師原已替學生報名參加科技創意比賽及 STEM 大賽，但由於社會運動及

疫情關係，無法如期進行。透過參加工作坊或公開比賽，學生能吸取寶貴的知識

與經驗，對學生產生積極作用。來年繼續發掘常識科尖子，並提供不同的學習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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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及相關資訊，以增加學生接觸科學與科技的機會。建議來年繼續鼓勵學生參與

不同的科學活動或公開比賽，發掘學生的科學興趣，從而進一步拓寬學生的視野

及豐富其學習經歷。 

 

6. 強化學生積極參與，運用所學回饋社會，培養社會承擔與責任感。 

 
 反思 

校方提供多元化的社會參與/服務機會，讓學生「步出課室、走進社區」，擴

闊視野。德育科原先安排為香港單親協會及香港家庭福利會親子售旗活動、清潔

海岸及「豐衣足食」親子派米活動，因社會運動及新冠肺炎停課關係取消。建議

新學年仍先要了解疫情的發展情況，方能安排學生參與有關活動。 

至於服務學習活動方面，校方參加了「親切」機構「你我全接觸」的共融體

驗活動，讓學生透過親身和生活化的接觸，打破因差異而造成的偏見，從而學習

互相欣賞和接納。校方為五年級學生進行日營簡介會，原定 5/2 及 4/3 以日營的

形式，讓我校同學與少數族裔同學建立正面的共融經驗，學習欣賞和接納社會上

的不同人士。不過因新冠肺炎疫情停課關係，兩次日營無法進行，而其後的跟進

活動亦要取消。新學年仍會繼續上述活動，如疫情未見改善，兩所學校的學生未

能見面，校方考慮請我校同學透過影片的形式，向少數族裔同學宣傳中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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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們的學與教 

   為培育學生成為自主學習者，本學年科組除了繼續於共同備課中構思「促進

自主學習的教學設計」，還關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藉不同學習領域相互配

合，有系統地教授學生學習技巧及思維技巧，讓她們從學習情境中遷移知識和

技能。並透過專題探究，讓學生掌握及運用所學的學習策略和反思能力，逐步

養成良好的學習態度和習慣。 

 

校本課程 

    學校按學生的能力編班及推行小班教學，二至六年級能力較高的一班以普

通話教授中文。各科組制定具體的適異教學策略，如不同層次的提問、分層課

業及分組活動等，更聚焦、更有方向地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本學年，為加強照顧能力稍遜的學生的學習需要，中文、英文及數學科均設有

輔導班，教師針對學生的學習難點，制定學習方向及內容，並配合翻轉課堂策

略更聚焦地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與此同時，教師利用導修課時段為學生提供

個別化指導。 

為培育學生成為自主學習者，中文、英文、數學、常識科均備有包含課前

預習/導入活動、課堂教學、課後鞏固及達標檢測此四大元素的自主學習教學設

計，並選用合適的教材及媒體融入學習活動中，增加學生課堂的參與度，亦讓

教師收集數據以分析學生表現，從而提供適切的教學策略，提升學習效能。 

同時，為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體育及視藝科均備有各級英語詞彙的學習內

容，而常識科於一至六年級均選取兩至三個課題以英語教授。 

因應教育的新趨勢，資訊科技科在四至六年級加入 Scratch 課程，讓學生循

序漸進掌握編程技巧，進一步為 STEM 發展作準備。 

 

評估政策 

本校除了一般的測考外，亦透過多樣化評估方式，如：專題研習、模型製

作日誌等，評鑑學生在學習中的表現，同時亦着意發展學生的自評文化，鼓勵

學生於每次主科考試後運用校本測考檢視工具進行學習檢討。日常的寫作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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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學習歷程檔、重點檢視框架、寫作評估表等進行自評及互評，促進學生運

用評估進行自我反思，以改善學習效能。本學年下學期因受冠狀病毒病疫情影

響，一至四年級及六年級的期終考試以進展性評估代替，而五年級呈分試大部

分科目亦趕及在提早放暑假前完成，餘下少部分術科考試則在 2020-2021 學年開

課後完成。 

 

 

加強資優教育元素 

    校方為能力較高的學生設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拔尖班，以抽離方式在

正規課堂以外進行探究式科學活動、增潤或專科特定範疇的延伸課程，擴闊學

習層面，提升學生創意解難、高層次思維、寫作、說話表達及辯說等能力。 

為實現資優教育普及化，校方在課程內加入高層次思維技巧的元素，科組

因應教學內容，選取不同的策略，協助學生有系統地整理及分析資料，激發多

角度思考，提升解難能力。 

校方設立「學校人才庫」，更有系統地甄選和培育資優/能力較高的學生。除

了推薦在學術方面成績優異或在音樂、視藝、體育具潛質的學生加入人才庫外，

亦甄選校內四至六年級具領導才能的學生加入人才庫，以便推薦尖子學生參加

不同類型的校外資優課程或比賽，讓她們能發揮多方面的潛能。學校網頁設有

「資優園地」，定期更新資優教育的資料，為家長和學生提供有關資訊及介紹校

本資優課程。 

校方透過開辦機械人班，讓學生把課堂中所學習的編程技巧作多元化應

用，繼而培養她們的科學興趣，啟發科學探究精神；同時，校方讓學生參加不

同的工作坊或公開比賽，以豐富學習經歷，拓寬視野。因受冠狀病毒病疫情影

響，教師原已替學生報名參加科技創意比賽及 STEM 大賽無法如期進行。但在二

至五月停課期間，教師鼓勵學生參加網上活動，如教育城主辦的學生獎勵計劃

「十分科學」及「環境生態文化網上學習課程獎勵計劃 2020」，提升學生的自學

能力及對科學探究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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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閱讀 

    為了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及能力，中、英文科均於課程中教授學生各種閱讀

策略，更安排學生每週按其閱讀能力借閱英文圖書；除此以外，每週的中、英文

閱讀時段安排學生進行閱讀；同時，多元化的閱讀活動，如故事爸媽、讀書會、

伴讀計劃、校園故事人等，成功營造良好的校園閱讀風氣。 

本學年圖書科亦與中文、英文及常識科推動跨課程閱讀，幫助學生在不同學習領

域建構知識，培養自主學習的習慣和能力。 

專題研習 

為了豐富同學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及培養研習能力，課程發展組每年均會為

全校學生規劃專題研習活動，提供多元化學習經歷，培養及發展學生的共通能

力。本學年原意結合自主學習、體藝素養及社會參與三大元素，母題為「健康

生活」，透過研習周內不同形式的學習活動，讓同學能把課堂中所學的知識及技

能應用在日常生活中，把學習與生活連繫；同時透過多角度探知社會，關心身

邊的人與事，在潛移默化中履行社會責任。但因受 2019 新冠狀病毒疫情影響，

是年專題研習未能進行。 

 

境外交流 

     為擴闊學生視野，豐富她們的學習經歷，原擬定本校五年級學生於 2019 年 4

月往澳門進行境外交流活動。是次交流活動原旨為結合常識科、校本體藝及服務

學習課程，認識當地的文化特色及 STEM 教育發展，並透過探訪屬會老人院，加深

對長者的認識。並在探訪過程中，學生藉着不同的表演項目，展示在常識科及體

藝科所學的成果。但因受 2019 新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是年境外交流活動未能進行。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為了提升教學效能，學校透過同儕觀課讓教師互相觀摩、學習，讓同級教

師對單元教學重點及學生學習難點有更深入的理解，亦有助她們檢視教學設計

實際施教時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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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因受 2019 新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學校在停課期間，透過校務會議

及教師工作坊，部分種籽教師與全體教師進行電子教學應用的分享及實習，如

在簡報內加上語音解說、使用不同軟件或應用程式錄製教學影片、文件格式轉

換的方法及 Zoom 視像軟件的教學應用等。教師們更在工作坊以外組成學習小組

互相分享及進行練習，在「停課不停學」期間，盡量發揮電子教學的功用及優

勢。 

 

 

推動電子教學 

    本學年，校方亦繼續參加香港大學「賽馬會 STEM 自主學習計劃」

(2019-2021)，由大學的專業團隊到訪學校研討有關計劃的進行、監察及評估、

進行共同備課及觀課，並且為三至六年級常識科教師舉辦工作坊，加強教師對

STEM 教育中自主學習的指導原則和基本原則的理解，掌握相關評估和課程設計

策略，並為教師設計電子學習支援系統 (iLap 平台)，協助教師設計、實施和分

享於 STEM 相關科目的自主學習實踐。學校亦受香港大學邀請成為計劃中的先導

學校，在獲得大學資源和專業支援下，為其他計劃學校提供專業知識和先前成

功的實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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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學校重視全人的培育，透過德育、訓育及校本輔導活動、課外活動等，為

學生的成長提供全面的支援。 

 

校本輔導獎勵計劃：「Let’s grow! 奇兵」 

本學年，校本輔導計劃配合核心價值觀主題「堅毅、承擔」及協助學生建

立正向的品德，推行「Let’s grow! 奇兵」獎勵計劃，提升學生堅毅、承擔的素

質，並讓學生學習運用成長思維，願意接納失敗，嘗試從失敗的經驗及別人的

成功經驗中尋求改進方法，成為堅毅、不懼失敗、勇於挑戰的人，以實踐正向

品德。此計劃由上學期 10 月份至下學期 6 月份推行，於核心價值觀培育小冊子

內加入「Let’s grow! 奇兵」的內容，透過整學年內不同的關卡任務，讓學生從

宗教、學校及家庭層面了解自己的身份角色，於計劃宣傳方面，以早會劇場、

午間廣播、攤位活動的形式，吸引學生參與「Let’s grow! 奇兵」的動機，加強

校園內正面積極的氣氛。學生輔導人員培訓部分三至六年級的學生成為「Grow」

特攻，協助推動「Let’s grow! 奇兵」，促進校內內正面積極的氣氛，並讓學生學

習與人合作，勇於承擔。上學期「Grow」特攻進行了 1 次服務前培訓、4 次服

務及協助了 5 次「Let’s grow! 奇兵」宣傳活動。 

學生輔導人員於上學期推行進行了 2 次早會劇場、拍攝了 4 段宣傳短片及 2

次直播於校園電台播出，而下學期因疫情停課關係，則拍攝了 3 段宣傳短片，

並放上 eClass/Google Classroom 給學生觀看，向學生介紹及示範如何挑戰相關的

任務，並簡介小冊子需完成的部分。因疫情停課關係，下學期的任務要改動及

調節，特別是原定於 3 及 4 月的班際任務要取消，改為個人任務，而 6 月則因應

疫情對清潔的關注，將任務改成每班的清潔班際任務。全校每班的目標均是保

持課室及座位清潔，希望推動各班同學一起改善課室內的清潔情況。根據學生

問卷，99%學生同意「Let’s grow 奇兵」獎勵計劃能讓學生認識並學習運用成長

思維，從而讓她們願意接納失敗，並學習成為堅毅、不懼失敗、勇於挑戰的人。 

根據所收集的小冊子上紀錄的學習成果，顯示大部分學生均有積極參與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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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70%學生能完成八成任務。 

由於下學期大部分時間停課，加上復課後因疫情關係，不適合讓「Grow」

特攻接觸其他同學的小冊子及離開課室協助宣傳，故下學期取消了「Grow」特

攻的當值。根據學生問卷，100%參與「Grow」特攻的學生同意培訓活動學習與

人合作，勇於承擔。 

學生在停課期間的任務完成度較上學期為低。曾有一年級班主任表示學生

似乎未必有上 Google Classroom，故學校社工於復課後再到一至二年級的班內講

解任務。但及後在批改小冊子時，發現仍有不少學生出現做錯任務的情況，故

建議下年若有停課的情況，要在短片中更清晰講解改動的任務，並在復課時到

各班再講解有關任務，以減少學生做錯任務的情況。 

 

核心價值觀培育計劃 

本學年，核心價值觀培育計劃以「學校氛圍、校本課程（跨學習領域）、實

踐體驗」三個層面推行，全面讓學生透過「知、情、意、行」模式建立堅毅的

價值觀，培育學生成為一個正面積極，遇強愈強，並效發耶穌，以堅毅忍耐面

對挑戰的天神女兒。 

學校氛圍方面，透過開展禮，以角色扮演、班代表帶領宣讀誓詞、佩戴襟

章等形式，為本年度核心價值觀培育計劃揭開序幕。此外，製作核心價值觀培

育主題小冊子，以幫助學生記錄學習過程，亦讓她們進行反思。 

校本課程方面，本年度嘉諾撒人素質教育課程設計以「堅毅」為主題，培

育學生成為一個正面積極，遇強愈強，並效發耶穌，以堅毅忍耐面對挑戰的天

神女兒。宗教科教師在「堅毅」課程的安排上，運用聖經故事，讓學生效法主

耶穌那份堅強的心及向學生傳遞主耶穌堅毅地完成天主交予祂救贖人類的工

程，勉勵學生在生活中實踐堅毅的精神，明白在生活中要常常祈禱，把困難交

託於天主。此外，透過會祖聖嘉諾撒瑪大肋納及柏姬達修女的生平故事，讓學

生明白她們雖經歷了很多困難，但仍以堅毅的心，全心為窮人服務，讓學生學

習及實踐聖女的堅毅精神。學生及教師均認同配合相關主題(堅毅)的學習活動能

讓她們明白在日常生活中要信賴天主，在困難和挫折中要存有毅力，在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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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天主必與我們同行。 

在德育課程上，教師透過情境、繪本故事進行課堂討論，先讓學生明白「堅

毅」的特質，再讓學生了解到成為一個堅毅的人的重要性。透過「破巨浪‧創

新我」體驗活動，以「從堅毅中力承擔」為目標，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堅毅。

活動以分級形式進行，一、二年級自理篇：我要做個好孩子(挑戰項目一：自理

能力，挑戰項目二：種植小盆栽)；三、四年級運動篇：我要做個小健兒(持續完

成一項運動項目)；五、六年級教學篇：我要做個小老師(學會一項新事物，再教

導一、二年級的學妹)。一月份完成一至四年級體驗活動的成果匯報日及五、六

年級行動實踐日。 

根據學生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透過「破巨浪‧創新我」體驗活動，能讓她

們以行動實踐「堅毅」的特質，過程中雖然有過想放棄的念頭，但最終都能迎

難而上，完成自己所訂下的目標和任務。 

    根據教師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透過嘉諾撒人素質教育校本課程有助培育學

生的價值觀--堅毅，讓她們更明白「忠信」的特質及成為一個堅毅的人的重要性。

透過「破巨浪‧創新我」服務體驗活動有助學生實踐堅毅的行為。 

根據家長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家長認同不同層面的學習活動能培育女兒「堅

毅」的價值觀，而加強實踐體驗活動亦有助女兒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堅毅」的

特質。 

總括而言，透過「破巨浪‧創新我」服務體驗活動，能看到學生從堅毅中

力承擔，並從承擔中見堅毅，貫穿本學年兩個核心價值觀—堅毅、承擔的培育，

活出嘉諾撒人的特質。 

    本學年，上學期嘉諾撒人素質教育課程設計配合核心價值觀培育計劃主

題–堅毅而編寫，並於下學期加入另一主題 – 承擔。透過螺旋式推行嘉諾撒

人素質課程，有效讓學生於初小及高小兩個學習階段，從信仰及德育層面，有

系統地深化及內化學生對「堅毅」及「承擔」的認識，逐步釐清及鞏固所學，

使有關的價值觀得以循序漸進地發展，學習更具延伸性，對價值觀培育具正面

作用。建議來年繼續以螺旋式推行嘉諾撒人素質教育校本課程。 

總結而言，以學校氛圍、校本課程及實踐體驗的範疇規劃，並以「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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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行」模式推行核心價值觀培育有效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建議來年繼續推

行。 

 

幼小銜接 

    各科利用適應課教授基礎課程及進行常規訓練，以協助學生順利銜接小學

的學習生活；而高年級大姐姐曾在開學首月課餘時段陪伴小一學生，協助她們

熟悉學校環境。從觀察所得，大姐姐於活動完結後，仍繼續與小妹妹保持聯繫，

而小妹妹或其家長寫給大姐姐的感謝卡或鼓勵的話語，亦是對大姐姐工作的肯

定。 

 

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服務 

學生支援組運用「學習支援津貼」及「加強言語治療津貼」，並以「全校參

與」模式，支援學生不同的特殊學習需要，照顧更多學生的個別差異。 

學生支援組為有需要的學生安排適切的服務，包括中、英文讀寫訓練小組、

專注力訓練小組、社交訓練小組及情緒管理小組。家長及學生均認為校方安排

的支援服務能關顧學生的學習需要，不同形式的服務，有助提升她們對學習的

信心、專注力、社交或情緒管理能力，從而提升其學習效能。 

中文讀寫訓練小組分別有中年級及高年級組，中年級組學生透過閱讀不同

的小故事，掌握閱讀技巧，並學習量詞、成語等，豐富其詞彙量；另學習關聯

詞並進行造句，進一步提升其寫作能力。課堂中更會進行語文遊戲，提升學生

學習語文的興趣。高小組則透過以讀帶寫策略，提升學生中文的讀寫能力。學

生閱讀文章後，從活動中掌握不同的閱讀策略，藉以理解篇章；隨後在小提示

及填寫寫作框架後，進行相關文體的寫作。導師批改後，每節安排作品欣賞時

間，讓學生從中了解其寫作表現。英文讀寫訓練小組透過多元化的活動，當中

包括 reading, story telling, phonics and movie, 提升小二英語能力稍遜學生的英語

能力及興趣。導師富經驗，學生也投入各類學習活動中，家長參與親子節及家

長節後，表示課堂有助他們了解孩子的學習情況及需要及掌握提升孩子學習英

語的技巧，並會在日常生活中運用相關技巧，協助孩子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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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支援組亦為學生提供高小專注力訓練小組，學生透過參加雜耍、魔術

及專注遊戲訓練，過程中學生必須專注及有耐性地練習，。校方安排組員的家

長參與親子課節、家長工作坊及面談等，藉以了解子女的學習進度及認識如何

在家中應用有關技巧。 

除小組活動外，本學年繼續由教育局提供校本教育心理服務，以加強協助

學校推動預防性和發展性工作，及提供全面和定期的個案跟進和介入服務。校

本教育心理學家於訪校時間中，在學校系統、教師支援、學生支援三個層面提

供不同的支援。 

在社交訓練小組中，初小學生透過多元化的桌上遊戲，讓學生在過程中經

歷與人溝通、合作，甚至是成功或失敗，從而增強學生的自信心，發揮社交潛

能，提升其社交技巧，並希望在日常生活中將所學的實踐，達至正面的改變。

完成小組活動後，所有參與學生均認為富趣味性的桌上遊戲有助她們與人建立

良好關係。此外，學生支援組亦提供情緒管理小組，以繪本教學，讓學生認識

情緒、學習如何處理及向人表達情緒，並學習以正面想法影響情緒，並接納自

己的情緒和需要，以合宜方式表達，藉以提高學生的社交技巧。 

除小組活動外，本學年繼續由教育局提供校本教育心理服務，以加強協助

學校推動預防性和發展性工作，及提供全面和定期的個案跟進和介入服務。校

本教育心理學家於訪校時間中，在學校系統、教師支援、學生支援三個層面提

供不同的支援。 

學校系統層面： 

 協助學校制定危機處理政策及機制，並在有需要時為學校提供危機處理服

務。 

教師支援層面： 

 協助教師及早識別高危學生，並及早計劃和推行適當的介入服務； 

 為教師舉行工作坊，如《如何培養學生的成長型思維》教師工作坊，讓教師

了解怎樣在平日的教學中，培養學生正向的思維模式； 

 為教師和輔導人員提供專業意見，以策劃和推行與教育心理有關的校本支援

計劃，包括協助特殊教育統籌主任推行優化課堂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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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支援層面 

 為學生提供教育心理評估及輔導服務； 

 透過與學生輔導人員協作，為學生提供介入服務； 

 

學生支援組也藉校本言語治療服務，提升學生的說話表達技巧。本學年，

言語治療師按照學年初擬訂的「校本言語治療服務計劃」，在預防、治療和提升

三個範疇上，分別為學生、教師、家長和學校提供支援。停課期間，言語治療

師改以實時視像系統上課，為語障學生繼續給予治療。經過治療後，每位學生

的語障問題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此外，中文科教師出席治療課堂，協助教師了

解學生的進度，並希望教師在正規課堂中給予適切的支援。另一方面，為了與

家長保持緊密溝通，除安排家長參與平日的治療課堂外，更安排治療師在停課

期間與家長進行電話諮詢，跟家長分享家中支援的策略。 

言語治療師亦與二年級的中文科教師進行共同備課，內容重點為看圖說故

事，教授學生如何觀察圖片的重點、利用句式連接故事、從圖意推理故事的起

因、經過及結果等。言語治療師協助製作教材後，教師上載至 Google Classroom，

讓學生觀看，然後運用所學，製作一分鐘錄音/影片上載至自己班的 flipgrid，讓

教師了解學習成效。相關教師認為教材的內容，對說話能力稍遜的學生更為顯

著；另外，學生透過製作一分鐘錄音/影片，藉以鼓勵她們多練習，效果理想。 

學生支援組為個別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測考調適，以抽離形式進行測考，同時

亦因應需要，在測考評分的準則上作出彈性安排。對於專注力不足的學生，支

援小組成員於測驗、考試期間均注意其表現，有需要時則輔以時間提示的安排。

另外，學生支援組藉給予家長「支援摘要」，讓家長保存相關的支援項目。 

 

健康校園 

    為了確保學生健康成長，校方安排每位學生到衞生署轄下之學童健康服務

中心接受每年一次健康檢查，一至三年級同學由班主任陪同到學童牙科保健中

心參與「學童牙科保健服務」，並聯絡衞生署派員到校為小一及小六學生進行防

疫注射；而基督教聯合那打素社康服務中心到校為一至六年級學生注射預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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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疫苗。下學期時衞生署派員到校為五年級學生注射預防子宮頸癌及乳頭瘤疫

苗。 

為了配合健康校園的理念，逢星期一定為運動日，鼓勵學生多做運動，並

於星期一早會進行護脊操和每天午膳後進行護眼操。校方亦根據衞生署衞生防

護中心指引，定時發通告提醒學生及家長預防傳染病，保障師生健康。 

    除恆常清潔外，學校定期滅蟲滅蚊、清洗水缸、大操場及小禮堂，並於長

假期時聘請清潔公司進行大清潔。由於十一月時發生社會運動，為防止校園內

有有毒氣體，校方得到家教會資助，進行全校大清潔，並於小一、小二課室、

學生電腦室、圖書館及英語閱讀室安裝空氣淨化機。 

    下學期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肆虐，校方分別於六月及九月復課前，聘請生

物科技公司進行了兩次塗層噴灑消毒，並在停課期間，透過學校通告提醒學生

時刻要注意個人衛生，同時透過學校網頁，發放防疫動畫片及小貼士，以引起

學生注意。六月復課前，校方拍攝短片，指導學生交功課、小息上洗手間、進

食、使用防飛沫擋板時須注意事項。為免人流聚集，學生除了要保持適當的社

交距離外，校方亦安排新的放學施，務求學生能於最短時間內離開校園。 

    總括而言，校方於整學年為學生安排不同活動，照顧她們身、心、靈的需

要，並期望她們能在健康及充滿愛的環境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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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生表現  

學業表現 

學生對學習具興趣，樂於接受挑戰，勇於嘗試，能認真地完成課業。為了

配合社會未來的發展需要，校方致力培育學生成為自主學習者，為自己的學習

定下目標，並適切地加入電子學習元素，讓學生透過不同的電子學習活動，提

升其學習效能。從課堂及日常課業所見，學生能運用電子工具完成老師設計的

活動，再於課堂中分享，增加了互動學習的機會。此外，學生在「自主學習的

單元教學設計」中，於課堂前進行課前預習，於課堂教學時積極地跟同學合作

探究，互相討論，發表意見，也能透過課後鞏固，如變式練習、課後練習等加

深對課堂所學的理解，同時透過教師及同學的回饋，加以反思及改進。高年級

學生因應需要，處理個人化的温習筆記，促進自主學習。 

此外，學生在學習評估中按其能力，取得令人滿意的成績，表示學生掌握

學科知識，表現值得稱許。雖然本學年受停課影響，但學生在上學期不同學科

中參與不同類型的比賽，如中文、英文、普通話科之朗誦比賽、寫作比賽、話

劇比賽、數學科比賽等，表現出色，成績卓越。 

本校與嘉諾撒聖瑪利書院為結龍學校，本學年所有畢業生均選擇直接升讀

一條龍中學。 

 

學業以外表現 

校方重視學生在音樂方面的培育，特別是樂器的訓練。本學年開設逾 40 組

中西樂樂器班，另有管弦樂團、弦樂小組、手鐘隊、敲擊樂隊、中樂合奏，為

學生提供學習樂器及合奏的機會。 

    本學年因受 2019 新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樂器班成員只能於聖誕聯歡會中參

與表演，展示其學習成果。本學年初小及高小歌詠組的團員在香港校際合唱比

賽暨大師班中獲得金獎，值得嘉許。 

在體育方面，學校提供機會讓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體育活動及學界比賽，

因受 2019 新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是年只參加了九南學界游泳及九南學界田徑比

賽，發展學生不同的潛能。在九南游泳比賽項目中，學生在女甲 50 米自由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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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甲 100 米自由泳、女乙 50 米自由泳、女乙 50 米背泳及女乙 50 米蛙泳獲得獎

項，更奪得女乙 4x50 米自由泳接力第六名、女乙團體第六名及女甲團體第八名

的殊榮。在九南田徑比賽項目中，學生在女甲跳遠、女甲 60 米、女乙 200 米、

女丙 60 米及女丙 100 米獲得獎項。 

本學年，體育科着重提升學生的體藝素養，讓他們懂得欣賞運動和評賞體

育活動。透過重整及優化校本課程，學生能對體育活動具備全面的認識，但因

受 2019 新冠狀病毒疫情影響而未能參與觀賞校外體育活動及比賽。 

在視藝方面，本學年配合學校的發展計劃，以「知美、愛美、喜美、用美」

為原則，分別優化及設計了校本課程。但因受 2019 新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所有

涉及評賞之參觀活動均取消，而改為讓學生於網上搜集藝術作品資料並完成欣

賞報告。個別學生在不同類別的校外獎項（非學術範疇），如「柏立基爵士信託

基金傑出學生資助」、「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中，取得獎項，顯示學

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也得到認同。 

 

學生參與校外比賽的情況及表現 

類別 比賽 / 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中文 
各項朗誦比賽 

3 冠軍 2 亞軍 3 季軍 

18 優異獎     5 優良獎 

寫作比賽 1 優異獎 1 三等獎 

英文 各項朗誦比賽 6 冠軍  1 亞軍  3 季軍  

寫作比賽 2 傑出獎 

說故事比賽 1 優異獎 

書法 2 優良獎 

數學 

各項個人比賽(全港性) 

1 卓越獎 

17 一等獎   30 二等獎  

29 三等獎 

2 銀獎  1 銅獎 

1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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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 / 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常識 第一屆世界 STEM 暨常識公開賽初賽 1 銅獎 

課外不停學-環境生態文化網上學習課

程獎勵計劃 2020 
1 金獎  2 銀獎  2 銅獎 

教育城學生獎勵計劃-十分科學 積極參與學校獎 

普通話 第 71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 1 冠軍 5 亞軍  3 季軍 

視覺藝術 
填色比賽 

2 冠軍   1 金獎   1 季軍   

5 優異獎 

繪畫比賽 

1 總冠軍 1 一等獎 

3 金獎   2 亞軍   1 季軍 

1 銅獎   1 創意獎   

1 優異獎 

設計比賽 1 銀獎  1 銅獎 

音樂 
各項鋼琴比賽 

3 亞軍  1 季軍  1 一等獎 

1 優等  1 金獎 

各項長笛比賽 3 冠軍 

各項大提琴比賽 1 冠軍 

各項豎琴比賽 1 冠軍  1 亞軍 

各項單簧管比賽 1 銅獎 

各項小提琴比賽 1 季軍  1 優等 

歌詠比賽 2 金獎 

宗教 四旬期愛心學校獎勵計劃 1 愛心獎狀 

體育 各項游泳比賽 1 季軍 

 
各項田徑比賽 

1 冠軍   1 亞軍 

1 季軍 

 
各項舞蹈比賽 

1 冠軍   1 亞軍 

7 季軍 

 獨木舟比賽 1 季軍 

 
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 

38 金章   59 銀章 

60 銅章 

童軍 香港童軍總會 2020 年傑出旅團獎勵計

劃 九龍第 80 旅 
小童軍團 銀獎 
幼童軍團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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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 / 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獎學金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傑出學生資助 

(非學術範疇) 
3 資助課程訓練費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8-19 1 獎學金 

 

學生參與校際活動及制服團隊的情況 
 

    本學年因受 2019 新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大部分香港學校音樂節、香港學校

朗誦節、學校舞蹈節、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舉辦的校際運動項目均受影響而取消。

本校制服團隊有：香港小女童軍、香港紅十字會、香港童軍總會(幼童軍)、香港

交通安全隊、公益少年團、少年警訊。本學年所有公益及社會服務活動均因受

社會運動及 2019 新冠狀病毒疫情影響而全部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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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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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回饋與跟進  

    本學年為三年發展計劃的第一年，關注事項一為「藉有效的學與教，培育

學生成為終身學習和自主學習者。」校方為讓教師更佳認識自主學習及電子學

習的策略，除了繼續參與「賽馬會 STEM 自主學習計劃」(2019-2021) ，由大學

的專業團隊到訪學校進行共同備課及觀課及舉辦教師工作坊，加強教師對 STEM

教育中自主學習的指導原則和基本原則的理解，掌握相關評估和課程設計策

略，協助教師設計、實施和分享於 STEM 相關科目的自主學習實踐。學校更受邀

成為計劃中的先導學校，在獲得大學資源和專業支援下，為其他計劃學校提供

專業知識和先前成功的實踐經驗。下學年學校將透過 STEM+ 校本課程，以綜合

模式貫通不同學習範疇，如常識科、資訊科技科及視藝科，在進行探究之餘，

培養學生其元認知及反思能力，並滲入視藝元素在其科探作品中。 

    為培育學生成為自主學習者，本學年科組除了繼續於共同備課中構思「促

進自主學習的教學設計」，還關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藉不同學習領域相互配

合，有系統地教授學生學習技巧及思維技巧，讓她們從學習情境中遷移知識和

技能。並透過專題探究，讓學生掌握及運用所學的學習策略和反思能力，逐步

養成良好的學習態度和習慣。 

雖然受 2019 新冠狀病毒疫情影響，許多自主學習活動及課程均受影響。但

學校在停課期間，透過校務會議及教師工作坊，與全體教師進行電子教學應用

的分享及實習，如在簡報內加上語音解說、使用不同軟件或應用程式錄製教學

影片、文件格式轉換的方法及 Zoom 視像軟件的教學應用等，在「停課不停學」

期間，盡量發揮電子教學的功用及優勢。教師亦透過 Google Classroom 這教學分

享平台，發放教學資源及課業，再配合網上視像教學，引導學生在停課其間善

用資訊科技成為自主學習者。 

 各科有系統地教授學生學習技巧及思維技巧，讓她們懂得從學習情境遷移知

識和技能至生常日活中。從教師的反思中可見，學生在重溫整個課文重點及老

師的課堂筆記後，自行編製個人化筆記上，仍有較大的改善空間。建議學生製

作個人化筆記前，老師先總結該課的學習重點，讓學生因應個人的學習需要，

有條理地製作個人化筆記。原計劃重新編製的「學習策略錦囊」主要整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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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思維技巧及良好的學習習慣，供學生作參考及指引，因受 2019 冠狀病毒

病的疫情影響而未能有充裕時間應用在課堂內教授及讓學生應用，因此下學年

將繼續推展此策略，並會策劃跨學科的專題探究活動，安排學生分組自選學習

子題，進行延伸學習及探究，讓她們把所學到的學習策略及思維技巧應用在跨

學科專題探究活動內。 

 各學科除了在課程編排、課堂設計及讓學生應用實踐，以鞏固其自主學習的

基礎外，學校更推動跨課程閱讀，幫助學生在不同學習領域中建構知識，期望

深化其自主學習的習慣和能力。下學年再推行主題式的跨課程閱讀計劃，由不

同學科教師訂定共同閱讀主題，選取合適的閱讀資源，協助學生應用閱讀策略，

達成有效學習。 

本年度另一關注事項為「透過豐富學生經歷，促進全人發展。」當中校方從

校園氛圍、科組協作、不同模式活動、校本輔導活動及教師培訓等，推動「健

康人生」計劃，促進學生身、心、靈均衡發展，以照顧學生成長的需要。 

校方於學期初安排駐校教育心理學家為全體教師介紹「如何培養學生的成長

型思維」，好讓學生遇到問題時會想辦法理解，不輕易放棄，學會從錯誤中學

習，明白要解決困難必須要付出，而透過訓練可提升能力，不會滿足於現狀，

要自我肯定，並朝正確方向努力。透過教育心理學家的講解，教師對「成長型

思維」有了理論的基礎，認同透過適當的讚賞和批評，能為學生帶來學習的正

能量，幫助學生改變負面的想法，亦樂意為學生締造這樣的學習環境，但要改

變教師和學生固有的心態模式，則需要時間和不斷練習。可惜因長時間停課關

係，學生和教師根本沒有足夠的練習和實踐機會。建議來年要繼續喚起學生和

教師時刻保持正面的心態和想法，把一些改變思維模式或換個說法的句子，以

小錦囊的形式派發給學生，作為她們的座右銘。 

除了心理健康，學生的精神健康亦是我們需要關顧的。在繁忙的學習生活

中，學生需要有靜下來的時間。宗教科推行「擁抱我主  尋找寧靜」計劃，於

每週首節的宗教課開始前進行三十秒至三分鐘默禱，讓學生安靜自處，放鬆心

情，從而提升忍耐力與專注力，藉著靈修安頓身心靈。雖然本學年上課的時間

只有短短幾個月，但學生感受到默禱能幫助她們安靜自處，有效讓她們平靜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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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少高年級學生面對學業上的壓力，也能藉著默禱紓緩緊張情緒。下學年

宗教科繼續推展「擁抱我主  尋找寧靜」計劃。而校方亦參加了「賽馬會校園

靜觀計劃」，期望透過每天持續的練習，讓學生好好照顧自己的身心靈。 

德育科舉辦「健康人生由我創」計劃，推動學生從生活習慣方面建立健康人

生。活動以小冊子形式，讓學生先訂定目標，記錄實踐目標的方法，最後進行

檢討及反思。教師及家長均認為透過「健康人生由我創」計劃能讓學生反思自

己日常的生活習慣，從而制訂目標和行動，令她們踏出第一步作出改善，並了

解培養良好習慣的重要性，有效推動學生從日常生活中建立健康人生。值得留

意的是來年若推行類似的計劃時，實踐及行動的日數不宜過長，以免學生失卻

持久力；同時低年級小冊子的內容建議圖文並茂，不宜有太多文宇。 

本學年核心價值觀培育以「堅毅」為主題，「承擔」為副主題。德育科透過

繪本故事、視頻片段、情境討論和體驗活動，致力培育學生「從堅毅中力承擔，

從承擔中顯堅毅」。學生認同透過「破巨浪‧創新我」的服務體驗活動，能讓

她們以行動實踐「堅毅」的特質，過程中雖然有過想放棄的念頭，但最終都能

迎難而上，完成自己所訂下的目標和任務。 

宗教科運用聖經故事，讓學生效法主耶穌那份堅強的心及向學生傳遞主耶穌

堅毅地完成天主交予祂救贖人類的工程，勉勵學生在生活中實踐堅毅的精神，

明白在生活中要常常祈禱，把困難交託於天主。此外，透過會祖及柏姬達修女

的生平故事，讓學生明白她們雖經歷了很多困難，但仍以堅毅的心，全心為窮

人服務，讓學生學習及實踐聖女的堅毅精神。 

本學年，嘉諾撒人素質教育校本課程設計配合核心價值觀培育計劃主題「堅

毅」而編寫，並於下學期加入另一主題－「承擔」。透過螺旋式推行嘉諾撒人

素質課程，有效讓學生於初小及高小兩個學習階段，從信仰及德育（個人及人

際）層面，有系統地深化及內化學生對「堅毅」及「承擔」的認識，逐步釐清

及鞏固所學，使有關的價值觀得以循序漸進地發展，學習更具延伸性，對價值

觀培育具正面作用。 

來年核心價值觀培育主題為「正義」，副主題為「尊重」。「正義」的概念為

小學生來說十分抽象，故此怎樣與學生定性這個概念十分重要。加上過去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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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運動，「正義」這話題很敏感，要小心處理，服務體驗活動的安排亦要謹

慎，更要教導學生行正義的時候，態度要客觀持平，不牽涉個人的喜好及情緒。 

校本輔導活動推行「Let's grow! 奇兵」獎勵計劃，讓學生學習運用成長思維，

學會接納失敗，嘗試從失敗的經驗及別人的成功經驗中尋求改進方法，成為堅

毅、不懼失敗、勇於挑戰的人。學生輔導人員以早會、午間廣播、攤位活動等

宣傳「Let' s grow! 奇兵」活動，以提升學生參與「Let' s grow! 奇兵」的動機，加強校

園內正面積極的氣氛。透過在 Google Classroom 上載短片，向學生介紹及示範如何

挑戰相關的任務，並簡介小冊子內需完成的任務。根據所收集的小冊子上所紀

錄的學習成果，顯示大部分學生均有積極參與任務，約 70%學生能完成八成的

任務。 

本周期，音樂、視藝、體育科計劃以「知美、愛美、喜美、用美」為原則，

設計或優化校本培育課程，提升學生的體藝素養，讓她們懂得欣賞運動和藝術。

本學年，音樂科、視藝科及體育科均在重點級別發展校本課程  除了繼續在「知

美」部分上紥根，體藝科組亦為學生提供不同模式活動，讓她們親身感受藝術

氣氛或國際賽事的氛圍，並能應用所學，期望為學習「愛美」設下良好的開始。

惟因社會運動及疫情肆虐的關係，本學年長時間停課，已安排的活動、比賽，

甚至外出觀賞賽事，都無法進行，而體藝科組的課程在網課時亦有很大限制。

來年繼續按部就班，延續本學年未完成的課程，再向「愛美」及「用美」的目

標邁進。 

本學年，校方製作服務時數紀錄小冊子，讓學生可清晰記錄曾參與義工服務

的時數。教師強調小冊子作用是讓同學記錄服務的時數，對她們的付出作出肯

定，並非用作互相比較。相反，同學應該享受做服務的過程，在幫助別人時自

己的得着，學會「助人自助」的道理。 

此外，校方參加了「親切」機構「你我全接觸」的共融體驗活動，讓學生

透過親身和生活化的接觸，打破因差異而造成的偏見，從而學習互相欣賞和接

納。校方於一月為五年級學生進行日營簡介會，原定以兩次日營的形式，讓我

校同學與少數族裔同學建立正面的共融經驗，學習欣賞和接納社會上的不同人

士。不過因新冠肺炎疫情停課關係，兩次日營無法進行，而其後的跟進活動亦



2019—2020 學校報告                                  40 

要取消。新學年仍會繼續上述活動，如疫情未見改善，兩所學校的學生未能見

面，校方考慮請我校同學透過影片的形式，向少數族裔同學宣傳中國文化。 

本學年，校方安排不同模式和多元化活動，以豐富學生經歷，但因新冠肺炎

停課關係，所有境外交流活動、參觀活動及各項被迫取消。原先安排五年級學

生到澳門進行境外交流，基於學生安全為首要考慮的因素，故此亦把相關計劃

擱置。來年暫停境外交流活動，同學留港活動。 

新學年繼續進行未完成的項目及活動，但科組間怎樣扣連？活動如何貫穿？

校方期望透過全方位跨範疇學習活動，以中華文化為主題，把健康生活、服務

學習及體藝培育的範疇扣連起來，過程中涵蓋自主學習的元素，讓學生既能因

應自己的興趣和能力訂定研習的子題，又能學以致用。鑑於疫情尚未穩定，面

授課堂隨時剎停或以半日制上課，故此校方及各科組於籌劃活動時要預備應變

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