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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籬聖若望天主教小學 

2020-2021年度 

閱讀推廣組周年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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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愛真理」為主題，透過

繪本教學，培育學生正確的

價值觀，並以行動實踐愛真

理的表現。 

 每級在不同類型的閱讀活

動中最少閱讀兩本相關主

題的繪本。 

 根據課堂觀察及分享： 

 全部學生能以實際行動表

達「愛真理」。 

 繪本教學延伸活動在圖書

館壁報張貼出來。 

 上學期：原定選取相關主題的繪

本/故事於圖書課講授，因疫情關

係未能開展。 

 下學期： 選取「童．閱．樂」繪

本傳誠計劃中的繪本《野豬麵包

店》推行價值教育，講述誠實及

真理的重要性，利用網課向小一

至小三講授。另小四至小六，由

於沒有圖書課，加上未能在 e 悅

讀計劃內的電子圖書庫選取合適

圖書，因此未能進行相關主題教

學。 

 基於上述情況，未能透過課堂觀

察及分享，去評估學生是否能以

實際行動表達「愛真理」。 

 

 

 

 

 

 

 

 

 

 

 

 

 

 配合下學年學校關注事項，增

添與正向教育及天主教教育五

大核心價值有關的圖書。 

 揀選與正向教育有關的圖書於

每級圖書課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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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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培養學生的閱讀習

慣： 

 在早讀時段安排不

同的閱讀活動來鼓

勵同學回校閱讀，

例如：老師校長説

故事、哥哥姊姊説

故事及閱讀好介紹

等。 

 在一至六年級圖書

課時段安排課節讓

學生作圖書分享，

先教授學生分享圖

書的方法，然後鼓

勵學生帶一本喜歡

的圖書跟同學分

享。高年級學生在

下學期可以進行讀

後感作活動。 

 

 

 在校本問卷調查中： 

 65%或以上的學生認

同早讀活動能提高

閱讀興趣。  

 65%或以上的學生認

同活動能培養出良

好的閱讀習慣。 

 65%或以上的學生認

同透過互相分享能

提高閱讀興趣。 

 樓層當值老師觀察同學閱

讀時的表現是否投入。 

 原定在早讀時段安排不同的閱讀

活動來鼓勵同學回校閱讀，因疫

情關係未能開展。 

 樓層當值老師反映，雖然較少學

生每天都帶圖書回校閱讀，但他

們閱讀時均專注，亦有班主任為

有帶圖書回校之學生的「聖若望

之星」小冊子蓋上印章，以示鼓

勵。 

 根據校本調查結果顯示: 

 82%學生認同早讀活動能提

高閱讀興趣。 

 83%學生認同活動能培養出

良好的閱讀習慣。 

 本訂於下學期圖書課時段教授學

生分享圖書的方法，才讓學生作

圖書分享，唯疫情關係，未能教

授。只是在 5 月的小一及小二圖

書課，鼓勵學生帶一本心愛的圖

書回校，向同學作簡單介紹，並

藉此教授圖書知識。 

 另因疫情，於香港教育城 e 悅讀

電子圖書課為各級選取不同圖

書，再以 google form 形式設定

問題，讓學生作答。每月主題不

同，分別為中華文化（2月）、體

育（3 月）、數學（4 月）及中文

（5 月）。各級回覆率不同，由

24%至 74%不等。 

 

 

 繼續鼓勵學生每天帶圖書進行

早讀，並於圖書課作好書推

介，與同學分享。 

 於《聖若望之星》小冊子內加

插 2 頁「愛閱讀蓋印」，好讓

老師任何時候均可為帶圖書回

校或作好書分享的學生蓋印，

以示獎勵。 

 下學年仍然推行 e悅讀圖書任

務，內容及形式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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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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學期星期五課外活

動時段訓練圖書館服務

生為「閱讀大使」帶領

閱讀及協助圖書館主任

推廣閱讀活動。 

 在上學期星期五課外活

動時段訓練圖書館服務

生成為「故事哥哥姐

姐」，受訓後給一、二年

級説故事。 

 編排閱讀推廣組同事每

年負責兩次「老師説故

事」活動，在早讀時段

給一至三年級的同學説

故事。 

 在校本問卷調查中： 

 50%的「閱讀大使」

認同活動能發展個

人的領導能力及提

高自信心。 

 50%的「故事哥哥姐

姐」認同活動能發

展個人的領導能力

及提高自信心。 

 50%的閱讀推廣組組

員認同活動能發展

個人的領導能力。 

 根據圖書館主任觀察及評

核「閱讀大使」及「故事

哥哥姐姐」的服務表現是

否有進步。 

 因疫情關係，圖書館於全學年關

閉，未能安排任何訓練予圖書館

服務生。 

 由於上學期課外活動分組以班為

單位，未能選取圖書館服務生訓

練成為「閱讀大使」或「故事哥

哥姐姐」。而下學期課外活動暫

停。 

 因疫情關係，未能安排閱讀推廣

組老師在早讀時段給一至三年級

的學生説故事。因此邀請老師及

校長拍攝短片分享故事或推介好

書，放在學校 YouTube 頻道播

放，並配合 423 世界閱讀日。總

收看人次為 324，效果不俗。 

 於課外活動時段設立小組，訓

練圖書館服務生為「閱讀大

使」，以助推廣閱讀。 

 邀請老師揀選學校館藏作好書

推介，而閱讀推廣組老師則拍

攝短片分享故事，在學校

YouTube 頻道播放，並作廣泛

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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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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預算 支出 結餘 

1. 報紙及雜誌 $2,400.00 $0.00 $2,400.00 

2. 獎品及紀念品 $5,100.00 $0.00 $5,100.00 

3. 印刷及文具 $1,000.00 $0.00 $1,000.00 

4.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保養及管理

年費 

$3,300.00 $3,600.00 ($300.00) 

5. 運輸及交通費 $250.00 $0.00 $250.00 

6. 耗用品 $3,500.00 $367.40 $3,132.60 

7. 其他 $0.00 $9,000.00 ($9,000.00) 

合計 $15,550.00 $12,967.40 $2,532.60 

 

 

(乙) 推廣閱讀津貼 

項目 預算 支出 結餘 

1. 購置實體圖書 $21,000.00 $24,804.80 ($3,804.80) 

2. 購置電子圖書（閱讀城

/Hyread） 

$12,000.00 $3,120.00 $8,880.00 

3. 講者費（邀請作家、專業説故

事人進行講座） 

$4,000.00 $0.00 $4,000.00 

4. 學生閱讀活動或比賽報名費 $4,000.00 $0.00 $4,000.00 

合計 $41,000.00 $27,924.80 $13,07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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