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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籬聖若望天主教小學                                                                     

     2020-2021年度 

資訊科技科/組周年報告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施行情況 建議/跟進事項 

提升教師對編程

教學的能力。 

 舉行編程教學工作坊 

 由經驗老師分享研討

編程教學，推動編程

教學的心得交流及討

論氣氛。 

 教師參與校外課程進

修，於集體備課或科

務會議與其他科任分

享心得。 

 在校本問卷調查中: 

 80%受訪教師認同集體備

課舉行的編程教學工作

坊，有助提升編程教學

的能力。 

 80%老師認同同儕間的分

享交流能提升編程教學

的能力。 

 

 於 10 月 30 日舉行電子教學工作坊

(Micro-Bit 編程初階)，從當中學到

簡單編程原理。 

 於第二次術科集備舉辦 Scratch編程

教學工作坊；由出版社主講，並由

經驗老師分享編程教學心得。 

 於教師通訊群組內推廣及宣傳坊間

的編程教學工作坊。 

 於集備會議及科務會議分享所學成

果，有助推動電子教學的心得交

流。 

 根據校本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全部受訪老師同意認同集體備

課舉行的編程教學工作坊，有

助提升編程教學的能力。 

 全部受訪老師認同同儕間的分

享交流能提升編程教學的能

力。 

 

 

 

 

 

來年繼續舉行有關教學工作

坊，並可於會議與其他科任老

師分享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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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施行情況 建議/跟進事項 

提升學生的運

算思維能力。 

編程教學推展至三年

級，加強訓練學生的運

算思維。 

 

 在校本問卷調查中: 

 80%小三至小六同學喜歡

編程活動。 

 80%同學認同編程活動能

提升解難能力。 

 根據科任老師課堂觀察，大

部份學生能投入學習活動及

能完成學習任務。 

 學期終將優異作品放上校網

供同學閱覽。 

 因疫情關係，四年級於網課教授

Micro-bit 編程教學，恢復面授後

繼續進行編程教學，同學都積極

投入學習。 

 三年級網課及恢復面授課後繼續

進行 Scratch Jr教授，內容包括利

用編程活動改寫寓言故事。 

 就老師觀察，大部份學生能投入

學習活動。 

 根據校本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超過 85%小三至小六同學喜

歡編程活動。 

 超過 85%小三至小六同學認

同編程活動能提升解難能

力。 

 因疫情關係，大部份時間上網

課，未能進入電腦室實際操作，

難以在家完成作品。 

 

 

 

 

 

 

 

 

 

 本年度購入實體電腦書及網上

電子書，有利於學生學習編程

單元。 

 恢復面授課進行，讓學生在課

室利用 Ipad 上課，達致每人

一機進行編程學習。 

 建議來年編程教學推展至二年

級，讓低小年級初部認識運算

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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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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光雕舞台團隊建

設 STEM創造力課程 

 安排 AR 擴增實境編

程課程 

 

 學生透過有關課程，能

製作光雕表演或 AR 作

品。 

 透過訪問及觀察，學生

能從活動中提升信心，

加深對有關科技的認

識。 

 

 學生透過有關課程，準備光雕表演或製作 AR作

品。透過觀察，可見學生能從活動中提升信心，

並加深對有關科技的認識，透過活動能提升學生

編程技巧，和建立團體精神。 

 六月初已完成無人機編程課程，並從當中挑選三

位較佳表現同學於七月初參與全國青少年無人機

挑戰賽。 

 而 3D 打印課程已於下學期中開展，七月初將完

結。每位學生可獲得兩件實體習作。 

 本年度參與了不少的比賽，例如全港小學生運算

思維比賽 2021、4D Frame 比賽等等，其中包括

校際網上知識產權問答賽 2020 知識產權偵探

班，高年級同學參加高小組比賽，學生都積極投

入比賽。透過老師觀察，學生能從編程活動發展

運算思維的潛能，提升使用資訊科技能力的信

心。另外，本校高年級 60位同學參與了 Coding 

Galaxy 計算思維挑戰賽，於六月龍虎榜排名第

一。7 月初，18 名同學參與 Coding Olympic 編

程大賽。從多項比賽中可見學生能從比賽中提升

自信心，已達到預期成果。 

建議集中人力資

源，根據老師能力

及強項，嚴選相關

比賽，讓老師能集

中訓練同學，讓同

學在過程中，獲取

有意義的學習經

歷。 

 

 

 

 安排 3D 打印 

 安排無人機編程 

 

 

 

 

 

 學生透過有關課程，能

製作出 3D 打印作品或無

人機群飛表演。 

 透過訪問及觀察，學生

能從活動中提升信心，

加深對有關科技的認

識。 

 透過參加各項編程比

賽，擴闊學生視野，

發展學生科學探究能

力及提升自信心。 

 透過教師觀察，學生能

從編程活動發展運算思

維的潛能，提升使用資

訊科技能力的信心。 

 透過教師觀察，學生能

從訓練及比賽中發展不

同的能力，提升自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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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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資訊科技大使」，

學習有關編程學具的使

用，再策劃活動教導低年

級學生。 

 

 資訊科技大使策劃 5 次活動

教導低年級同學。 

 在校本問卷調查中， 80%

「資訊科技大使」認同這職

務提升他們的資訊科技能

力，策劃活動能提升領導能

力。 

 透過觀察，「資訊科技大

使」透過活動能提升自信

心。 

上學期面授課後已招募「資訊科技大使」，而

疫情關係未能開展相關培訓活動。 

 

 

 

 

建議來年推行學生

同儕自學計劃:高年

級的科任老師揀選

資訊大使自學有關

編程學具，並於小

息帶領推行低小學

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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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耗用品(滑鼠及教師電子平台) $2,900.00 $2,997.00 ($97.00) 

2.   參考書 $300.00 $234.00 $66.00 

合計 $3,200.00 $3,231.00  ($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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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組 

財政報告 (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甲) 資訊科技組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項目 預算 支出 結餘 

1. 器材 $62,554.80 $27,410.00 $35,144.80 

2. 上網費 $45,000.00 35,198.00 9,802.00 

3. 技術支援服務 $140,109.00 $0.00 $140,109.00 

4. 保養及維修費 $6,000.00 29,059.00 (23,059.00) 

5. 軟件 $30,000.00 31,288.52 (1,288.52) 

6. 消耗品 $3,000.00 $2,187.00 $813.00 

7. 資訊科技統籌員僱主強積金 $7,492.20 $3,117.40 $4,374.80 

8. 資訊科技統籌員薪金及強積金 $149,844.00 49,948.00 $99,896.00 

合計  $444,000.00 178,207.92 265,792.08 

 

 

(乙)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項目 預算 支出 結餘 

1. 資訊科技統籌員薪金及強積金 $67,980.00 148,635.00 (80,655.00) 

2. 資訊科技統籌員僱主強積金 $0.00 7,431.75 (7,431.75) 

3. 技術支援服務 $251,580.00 146,755.00 104,825.00 

合計 $319,560.00 302,821.75 16,738.25 

 

 

成員名單 

統籌：王永和、張鴻佳 

組員：黃偉倫、林穎謙、陳俊林、王翠珊、黎慧茵、林潔珊、彭裕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