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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策略 成功準則 施行情況 建議/跟進事項 

以 基 督 為 榜

樣，持守天主

教 育 核 心 價

值，培育學生

正 確 的 價 值

觀，深化「愛

與生命」的重

要性及強調對

「真理」的追

求探究。 

 

 持續於各科的課堂

學習及活動滲入愛

生命及真理的元素。 

 運用各種思維工

具，協助學生尋求答

案，懂得明辨是非。 

 

 

 按老師觀察，學生能

積極參與有關活動。 

 在校本問卷調查

中，70%學生表示透

過課堂學習及活

動，對「愛」、「生

命」及「真理」更了

解。 

 面對社會的急速變遷，「生命、愛德、家庭、義

德、真理」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能讓學生珍惜

生命、關愛他人、重視家庭、追求公義、明辨是

非，對他們日後的立身處世奠下基礎。本年度，

以「愛、生命、真理」為主題，深化「愛與生命」

的重要性及強調對「真理」的追求探究。 

 於課堂上滲入有關的價值觀，如: 

 中文科:「文化教室學真理」 

 小一常識科 LBD 課程：「獨特的我」單元，

了解自己是獨一無二，欣賞別人的優點等 

 小二常識科 LBD 課程：「健康的生活」單

元，探索如何塑造「健康」的生活，常識

科的歷程檔加入反思頁等。(詳見各科的進

度表、學生課業) 

 由於疫情的關係，部份活動未能開展，有些活動

則能繼續舉行，例如:視藝科舉辦「愛生命」和

「愛與真理」的四格漫畫比賽及填色比賽。(詳

見各科會議紀錄) 

 

 

 

 

 五大核心價值已滲入各科

的進度內，透過平日的課

堂學習，加深學生對此的

了解。可持續於課堂上進

行。 

 近年來，社會急速變遷，

不論社會事件或是疫情的

影響，令師生更需要正向

的環境，給予勇氣和能力

不斷成長。建議新一個周

期，以培養師生成為成長

型思維的人，以面對不同

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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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策略 成功準則 施行情況 建議/跟進事項 

    根據校本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約 80%學生認同在課堂學習及活動上能了

解「愛」、「生命」及「真理」此核心價值。 

 約 97%教師認同能根據教學進度，以及科

本活動，向學生教授與「愛、生命、真理」

有關的內容，以培養他們愛生命及探究真

理的態度。 

 按觀察所得，約 97%教師認同學生能積極 

參與課堂內外有關「愛、生命、真理」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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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為學生締造多元化、高

參與的學習環境 

 善用全方位學習津貼，

推行跨學科「動手做」

體驗課程(「CIDA」)，

鼓勵學生手腦並用探究

不同課題。除了提升學

習趣味性，從中提升協

作能力、解難能力和自

主學習的能力。 

 於中英數三科引入LBD

的學習模式。 

 

 按老師觀察，學生積

極投入參與「CIDA」

活動。 

 在校本問卷調查中: 

 70%學生及教

師認同團隊合

作能令「CIDA」

課堂更具趣

味，任務更容易

成功。 

 70%學生及教

師認同在

「CIDA」課堂

中能按着目標

定計劃。 

 

為學生締造多元化、高參與的學習環境： 

甲、在課堂實踐方面： 

 善用全方位學習基金，小三至小六推行「動手

做」體驗課程(「CIDA」)，本年度配合 17 個

可持續發展全球目標及校慶的主題「讓愛傳出

去」，從中發展學生共通能力，提供協作，創

作及展示機會。 

活動主題包括﹕ 

以班的形式進行﹕ 

小三﹕細世界嘉年華(共融) 

小四﹕長者及環保議題 

小五﹕人工智能 / 光雕 / 正向思維 

小六﹕社區導賞地圖 /  STEM密室 /  AR 

以抽離小組的形式進行﹕ 

小五及小六﹕英文魔法 

 

 師生對CIDA課程持

正面的態度，值得繼

續推行。來年度的

CIDA課程，會繼續

善用全方位津貼，邀

請外間機構合作，一

方面能豐富學生的

學習經歷，另一方面

能讓老師經歷不同

的教學模式。 

 來年度繼續以成果

展示日的形式，讓學

生與外界的人士分

享LBD及CIDA的學

習成果，讓學生可以

有平台展示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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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策略 成功準則 施行情況 建議/跟進事項 

  各科加強課程規畫，按三

層架構的模式(全班式

抽離式校外支援式)，

以更好照顧學生的學習

多樣性，鼓勵他們積極學

習，發揮所長。   

 推行跨科閱讀活動，讓學

習得以延伸，並提升學生

的閱讀興趣。 

 

 按科本的學習活動，

加入多元化的元素，

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多

樣性。 

 在校本問卷調

查中，60%學生

及教師認同課

堂的學習較以

往多元化，有助

提升學生的學

習表現。 

 

 由於疫情的關係，CIDA課堂於10月份開始，小

三的細世界嘉年華已完成一個階段的內容。而

小四至小六的課堂，以訓練學生的思維能力、

創意，讓他們以新的視覺審視事物為開展。同

時參與了世界自然基金會舉辦的城市自然挑戰

賽，讓他們關心所處的社區的物種多樣性。11

月中正式開展課程，由於再一次停止面授課

堂，某部份的課程需以網課的形式進行。於7月

3日的金禧校慶的學習成果分享展，讓學生的成

果與外界的人士分享。 

 CIDA課堂以網課及面授課形式進行，活動內容

隨著不同的形式而有所變動，師生均需要花時

間去適應。根據老師的觀察，在動手做方面，

運用網課形式的課堂的效果沒有面授課佳。 

 根據校本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有九成多學生喜愛參與 「CIDA」活動，

覺得「CIDA」活動的內容很有趣，而課堂

活動則讓他們學會如何與人合作。他們在 

「CIDA」活動中能按着所定的目標及計劃

完成任務，並提升了他們與人合作、溝通、

創意等能力。 

  

 

 

 把LBD元素(正向氛 

圍及自主學習元素)

引入各學科，並於

學期初舉辦有關的

工作坊，協助老師

去了解。 

 持續優化三層架構

的模式，讓學生有

更高的學習動機及

參與度，在知識、

技能及態度上有所

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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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策略 成功準則 施行情況 建議/跟進事項 

    約九成多的教師認同學生積極投入參與

「CIDA」活動，而在「CIDA」課堂中學

生能按着所定的目標及計劃完成任務；當

中的團隊合作能令「CIDA」課堂更具趣

味， 有助提升學生的協作、解難、創意、

溝通等共通能力。 

 按規劃，8/1 舉辦的「LBD 工作坊」因疫情關係

及準備金禧典禮而取消，原本期望於中英數三科

引入 LBD 的學習模式，將會順延至明年開始。 

 各科加強課程規畫，按三層架構的模式，以更好

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鼓勵他們積極學習，發

揮所長。例如﹕ 

 在第一層架構上，小一至小六中文科引入 

繪本教學、小四至小五英文科説話課程、

小一及小二常識科推行 LBD 課程、常識科

於課堂進行 STEM 探究活動、推行 STEM

活動日、小二至小六 IT 課進行編程教學等。 

 在第二、三層架構上，中英數普語境活動，

受疫情的影響，大部份改為網上形式舉行。 

參與度較面授課時略為遜色。此外，各科

讓學生參與不同類型的校外活動及比賽

等。例如﹕英文科參與了Online Storytelling  

Theater, P.2 Dr.Grammar Online  

Workshop,SPICE Summer Camp；數學科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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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策略 成功準則 施行情況 建議/跟進事項 

   與了不同的數學奧林匹克比賽、香港創意 

數理科學 4D Frame 比賽；常識科參與了 

HKUST Underwater Robot Competition、 

First 香港創意機械人比賽；IT 科參與了 

Coding Galaxy 計 算 思 維 挑 戰 賽 等 。             

(詳見各科會議紀錄及報告書) 

 各科善用全方位學習基金，舉行不同的活 

動，以更好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例如﹕ 

英文科的英文魔術、英文閱讀平台、Puppet  

Team 訓練；數學科的 4D Frame 工作坊、 

常識科的科學教學物資等。 (詳見全方位 

學習津貼財政報告) 

 而跨科閱讀活動方面，見圖書科的會議紀 

錄。 

 以上所敘述的活動及比賽，不但豐富了學生的

知識，在技能上，如﹕創意力、溝通能力、解

難能力等得以提升，亦培養了各核心價值。根

據校本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約有五成多小三學生認為各科的課堂學習 

較以往多元化，能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而 

有四成多的小二、小四及小五學生對此表示 

認同，小六則約有三成多。約有六成的學生

認為中、英、數、常四科較以往多元化，在 

本年度的學習，大都以網上學習為主，老師 

嘗試運用不同的電子學習工具，以提升課堂 

的互動。其他術科上課的時數較面授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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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策略 成功準則 施行情況 建議/跟進事項 

   少，學習經歷沒有以往的多，故他們的學習 

興趣沒有那麼濃厚。 

 全部的老師認同於平日的課堂及 Zoom 課堂 

中運用不同的策略，例如﹕運用戲劇元 

素、自評、反思、探究式學習等，電子工 

具方面，如﹕Padlet, Rainbow One,  

Quizziz,Nearpod 等，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 

機，以及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乙) 善用電子平台，為學生學

習提供適切回饋 

中文、英文、數學科利用

e-AQP form 及 AQP 平

台，分析考試表現，協助

老師作適切的跟進，從而

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 

 P.4-P.6 中英數三科兩

次的考試借用此工具

作分析，亦會安備集

備作檢討，以討論學

生的難點，及教學的

跟進。 

 老師能設計鞏固工作

紙或其他學習活動，

作適切的跟進。 

 在校本問卷調查中，

70%教師認同AQP平

台能提供具體的數

據，有助為學生作出

適切的回饋。 

善用電子平台，為學生學習提供適切回饋： 

 P.4-P.6的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已於第一段

考試利用e-AQP form 及AQP平台，分析考試表

現，協助老師作適切的跟進，從而提升學生的

學習表現。 

 於第一段及第二段考試後的集備時段，為學生

的考試表現進行討論，從中找出學生的難點，

如﹕中文科的段意理解、推測字詞、以詞代意

等；英文科的 Reading Skills；數學科的數範疇

等，老師就著難點，設計鞏固工作紙或其他學

習活動，作適切的跟進。 

 科任老師根據此平台數據，更清楚學生的強弱

項， 有助老師不論在教學上的跟進，或是在設

計鞏固教學上，能作出更適切的安排。(詳見試卷

檢討) 

 根據校本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約九成多老師認同

AQP 平台能提供具體的數據，有助為學生作出適

切的回饋。 

 大部份老師已嘗試

運 用 e-AQP form 

及AQP平台，分析

考試表現。來年

度 ， 可 推 展 至

P.3-P.6的第一段至

第三段考試，讓老

師更全面掌握學生

的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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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策略 成功準則 施行情況 建議/跟進事項 

建立學習型

社群，發展

教師及學生

的 領 導 能

力。 

 

(甲) 聚焦校內教師的專業交

流  

 營造校本分享文化，發展

教師團隊的學習社群，務

求所有教師在三年內於

校務會議最少進行一次

分享。  

 通過定期備課、觀課及專

業分享，設計多元化的學

習活動，關顧學生的學習

風格為焦點；並藉交換意

見及分享經驗，提升學與

教效能，幫助學生發揮學

生潛能，提升自信心及學

習表現。 

 「同儕觀課」，以中英數

三科 LBD 課堂及科主任

開放課堂為重點。 

 

 教師投入專業交流活

動，積極發表意見。  

 會議分享討論文化有所

提升。 

 在校本問卷調查中: 

 80%教師認同學

校的專業交流風

氣有所提升。  

 80%教師認同專

業交流活動有助

自我認識，協助專

業成長。  

 

聚焦校內教師的專業交流： 

 於校務會議，已有 8 位老師就不同的題目作出分

享，如：「好媽媽 vs 好老師」、「貼紙 DIY」、

「健康生活」、「教師減壓活動」、「財務個案

分析」等，此安排一方面能增加老師對不同教育

範疇的認知，另方面有助營造分享的氣氛。(詳見

校務會議紀錄) 

 本年度的集體備課安排，中英數常按發展重點項

目或學生的難點擬定集備的重點，並為此設計教

材，如﹕中文科的閱讀策略、英文科的 Process 

Writing, Reading Skills 等。此外，為了優化網上

實時課堂的教學質素，在進入網課的階段，中英

數常每級每星期均進行一次集備，重點為﹕提升

網課的互動，各科嘗試於課堂加入不同互動的元

素，如﹕運用 Class Dojo、Padlet、Zoom 問卷、

Quizizz、Kahoot、筆順練習等不同的形式，以增

加學生的課堂參與度。(可參考集體備課內容，以

及各科所設計的教材) 

 於 12 月，中英數常八位科主任開放網課的課堂，

讓老師進行觀課，觀課後，老師就著課堂的優缺

點進行反思，於第二次科會議，就著所參與的課 

 

 來年度集體備課繼

續以關注事項為重

點。 

 來 年 度 的 同 儕 觀

課，以科主任及中英

數三科 LBD 課堂為

重點。 

 未來三年，觀課重點

以學校的關注事項

及老師個人的需求

釐訂，讓老師追求自

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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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策略 成功準則 施行情況 建議/跟進事項 

   堂進行交流。(詳見 2021 科主任開放課堂_同儕觀

課反思表及中英數常第二次科務會議紀錄) 

 根據考績觀課，雖然疫情的關係，未能以分組的

形式進行活動，有些課堂能以不同的形式增加課

堂的互動，如﹕運用 Nearpod,Padlet 等電子學習

工具，讓學生表達自己的意見、回答題目等；在

講述故事的時候，老師透過提問，讓學生舉起牌

子，以表達想法；運用學生的生活經驗，提升學

習興趣；給予學生實際操作的機會等。(詳見 2021

考績觀課報告) 

 按規劃，8/1舉辦的「LBD工作坊」因疫情關係

及準備金禧典禮而取消，原本期望於中英數三

科引入LBD的學習模式，將會順延至明年開始。 

 根據校本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九成多的老師

認同本年度進行的專業交流活動，如﹕教師發

展日、集體備課、老師於校務會議作主題分享

等，能提升學校的專業交流風氣，也能協助他

們的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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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策略 成功準則 施行情況 建議/跟進事項 

 (乙) 發展學生的領導能力 

為學生提供帶領活動的

機會，豐富學習經歷。 

 在校本問卷調查中: 

 70%的學生認同

帶領活動的機會

增加了。 

 70%的學生認同

帶領活動能提升

自信心。 

 

發展學生及教師的領導能力： 

 原定各科為學生提供帶領活動的機會，豐富學

習經歷，例如：在課堂內，讓學生在組內擔任

組長、音樂堂指揮、藝術大師等；而課堂外，

讓學生擔任語境大使、宗教大使、資訊科技大

使、校園小記者、閱讀大使、伴讀大使、數學

CEO 等，但因疫情關係，學生能帶領的活動相

應減少。(詳見各科會議紀錄或報告書) 

 部份組別，透過拍攝等，讓學生宣傳活動，如﹕

中英數普的語境大使，於網課階段，祈禱小天

使帶領同學祈禱等。 

 根據校本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九成多的老師

認同學生在帶領各方面的活動時能提升自信

心。 

 在老師層面：英文科負責 ‘Reading and Beyond’ 

programme 的老師於科會議分享設計及施教課程

的經驗、視藝老師根據自己的藝術專長，進行藝

術創作及分享、常識 LBD 課程設種籽教師制，

由核心老師與計劃同行導師(Walker)合力，帶領

組員策劃及檢討課程等。這些安排，一方面加深

了老師對課程發展的認知，也能協助學校推展校

本課程，另一方面，能提升老師的領導能力，值

得繼續推行。 

 

 持續為學生提供帶

領活動的機會，並

嘗試把領導力的特

質 (如﹕做事有目

標，訂計劃、願意

聆聽別人的意見、

尊重別人的長處，

並努力向同輩學習

等)於課堂上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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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甲) 經擴大的營辦津貼的基線指標-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項目 預算 支出 結餘 

1. 「LBD」課程 $3,000.00 $322.70 $2,677.30 

2. 電子學習資源 $1,000.00 $0.00 $1,000.00 

3. 評核質數保證平台 

 (AQP 網上系統) 
$4,000.00 $4,000.00 $0.00 

4. 獎品及紀念品 $1,000.00 $200.00 $800.00 

5. 印刷及文具 $7,000.00 $8,333.97  ($1,333.97) 

6. 視藝科教具及消耗品 $0.00 $758.00 ($758.00) 

7. 教師發展日報名費 $0.00 $800.00 ($800.00) 

合計 $16,000.00 $14,414.67 $1,585.33 

 

 

 

成員名單 

統籌：劉秀雯、陳俊林 

組員：關思薇、陳鷗、張嘉恩、王翠珊、蔡靜怡、冼韻妍、林穎謙、王未娜、廖韻文、梁栢琼、林鉅成、楊文珊、張鴻佳、馮秀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