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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籬聖若望天主教小學 

2020-2021年度 

數學科周年報告 

 
關注事項 策略 成功準則 施行情況 建議/跟進事項 

提供多元化

學習平台，

發揮學生潛

能，提升自

信心及學習

表現。 

 透過推行跨學科課程，鼓

勵學生手腦並用，展示不

同的潛能，提升自信心，

成為學習的主導者。 

 善用早會、午息時

間，提供不同的數

學學習經歷，提升

學生的邏輯思維能

力及以有趣的方式

學習並運用數學知

識。 

 數學科配合「LBD / 

CIDA」綜合課程，

讓學生在創作中，

靈活運用數學知識

（小一至小六）。 

 各科優化其評估模式，透

過豐富學習歷程，使學生

得到更適切的回饋，提升

學習表現。 

 加強實作評量，重視學習

經歷作為評估的一部分。

(小一至小六) 

 全年策劃約 15 次早會、午

息的數學活動。 

 數學科全年將進行不少於

一次，配合「LBD」課程

的活動。 

 老師觀察學生在「LBD」

綜合課程中，有配合數學

科知識。 

 在校本問卷調查中，

90%學生、老師和家

長認同「LBD」綜合

課程能運用數學知

識。 

 小一至小六各級每年設計

不少於兩次的實作評量活

動。 

 根據觀察、歸納及分析數據所

得，數學科本年度推行多元化學

習平台，發揮學生潛能，提升自

信心及學習表現，各方面表現理

想。 

 全年策劃 12 次數學活動，主題包

括：數獨、五十謎題大挑戰、圓

周率日及火柴遊戲。因疫情關

係，由原定的早會、午息現場活

動改為利用網上學習平台進行。 

 老師觀察學生在「LBD」課程，

進行了一些與數學科知識配合的

活動。例如: 

 在一年級課程：教授勇闖

社區主題時，其中「製作

社區地圖及創意標誌」目

標讓學生觀察路形及設計

創意標誌，學生運用數學

有關平面圖形的知識去完

成作品。 

 

 

 

 根據觀察、歸納及分析數據所

得，數學科本年度： 

 透過推行跨學科課程，

鼓勵學生手腦並用，展

示不同的潛能，提升自

信心，成為學習的主導

者。 

 本校已善用網上學習平

台及課堂時間，提供不

同的數學學習經歷，讓

學生靈活運用數學知

識，大大提升學生的邏

輯思維能力及自信心。 

 配 合 「LBD」 綜 合 課

程，讓學生在創作活動

中，靈活運用數學知

識。 

 優化評估模式，透過豐

富學習歷程，使學生得

到更適切的回饋，提升

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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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策略 成功準則 施行情況 建議/跟進事項 

    二年級：在 LBD 第二學習階

段的「我的社區」單元中，學

生要探討石籬區的街坊是否會

互助友愛，老師先行製作問

卷，學生透個 Google form 完

成訪問。完成後，老師利用收

集到的數據分析社區的鄰里關

係，以及製作圓形圖來分析學

生曾遇到哪些有愛的行為表

現。學生表現積極及有興趣，

他們能把數學應用到生活中。 

 根據校本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88.9%的教師、90.9%的家長及

兩級分別 75%及 86.7%的學生

認同「LBD」綜合課程能運用

數學知識。 

 各級全年設計最少兩次的實作評

量活動，作為每學段評估的

10%。其中包括：實物量度、貨

幣使用、設計圖形畫、統計活動

等。鼓勵學生多運用數學思維與

技能，利用多元化評估活動，能

更全面評估學生的數學能力。 

 根據校本問卷調查結果顯

示，100%的教師、96.8%

的家長及各級逾 88.8%的學

生認同多元化評估模式，

能提升數學學習的效果。 

 本校已加強實作評量，

重視學習經歷作為評估

的一部分。(小一至小

六)，並善用課時，鼓勵

學生自主完成多元化的

實作評量，並享受其

中。從實作中學習數學

是很合適的。 

 建議於來年度進一步推展以數

學探究為本的 STEM 活動，強

調數學知識、推理及運算的學

習、鞏固和運用。學習過程以

學生為中心，以實際操作活動

讓學生探究數學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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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策略 成功準則 施行情況 建議/跟進事項 

建立學習型

社群，發展

教師及學生

的領導能

力。 

 老師帶領學生策劃不同

形式的活動。 

 在早會、午息時間

老師帶領部分學生

(數學 CEO)策劃各

類型的數學活動，

為全校同學提供不

同的數學學習經

歷。 

 在早會、午息時間

部分高年級學生帶

領低年級學生(數學

CEO) 進行各類型

的數學活動，為全

校同學提供不同的

數學學習經歷。 

 在早會、午息時間

由部分學生(數學

CEO)策劃各類型的

數學活動，為全校

同學提供不同的數

學學習經歷。 

 

 全年老師及部分學生(數學

CEO)策劃約 15 次早會、

午息的數學活動。 

 老師在活動中觀察學生能

透過參與數學 CEO 培

訓，提升他們的策劃活動

技巧及推行活動時的溝通

能力。 

 在校本問卷調查中: 

 90%數學 CEO 培訓

活動能讓學生學會策

劃及推行的技巧。 

 90%數學 CEO 認為

在老師協助下在早

會、午息時間策劃及

推行各類型的數學活

動能提升領導能力。 

 90%的老師認為協助學

生在早會、午息時間策

劃及推行各類型的數學

活動能提升他們的領導

能力。 

 

 根據觀察、歸納及分析數據所

得，數學科本年度建立學習型社

群，發展教師及學生的領導能

力，各方面表現理想。 

 老師帶領學生策劃 12次數學

活動。 

 老師在活動中觀察學生能透過

參與數學 CEO培訓，能有效

地提升他們的策劃活動技巧及

推行活動時的溝通能力。 

 根據校本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100%參與數學 CEO 的學

生認為培訓活動能學會策

劃及推行活動的技巧。 

 100%參與數學 CEO 的學

生認為在老師協助下在策

劃及推行各類型的數學活

動能提升領導能力。 

 90.9%的老師認為協助學

生在早會、午息時間策劃

及推行各類型的數學活動

能提升他們的領導能力。 

 

 老師帶領學生策劃不同形式的

活動： 

 本校老師在數學活動中帶

領學生一同策劃，能提升

學生 策劃及推行活動的技

巧及提升老師及學生的領

導能力。 

 在早會、午息時間老師帶

領部分學生(數學 CEO)策

劃各類型的數學活動，為

全校同學提供不同的數學

學習經歷。 

 因疫情關係，本學年未能讓部

分高年級學生帶領低年級學生

（數學 CEO）策劃及推行各

類型的數學活動，明年會繼

續，並進行各類型的數學活

動 ， 由 部 分 學 生 （ 數 學

CEO）為全校同學提供不同的 

數學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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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截至 2021年 8月 31日） 

 

經擴大的營辦津貼的基線指標 

項目 預算 支出 結餘 

1. 參考書 $814.00 $1,498.00 ($684.00) 

2. 耗用品 $0.00 $630.80 ($630.80) 

3. 獎品及紀念品 $358.00 $493.00 ($135.00) 

4. 比賽 $500.00 $0.00 $500.00 

5. 課外活動 $793.00 $0.00 $793.00 

6. 教具 $623.00 $84.00 $539.00 

合計 $3,088.00 $2,705.80 $382.20 

 

 

成員名單 
科主任：冼韻妍、蔡靜怡 

科組員：梁栢琼、陳俊林、石素珊、王錦源、張鴻佳、林靄雯、周頌恩、林穎謙、林鉅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