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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關注事項（一）：優化自主學習，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目標 策略施行情況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目標達成程度 

1. 優化教師運用自主學

習策略的能力，提升學

與教效能。 

 

2. 強化學生掌握及運用

自主學習的策略及技

巧，促進學習動機。 

 

 

 

 

 

 

 

 

 

 八月廿五日 IT 組及教務組合

作為全體教師進行電子教學

工作坊，當中向老師介紹如

何使用 zoom 進行網上教學，

以及使用 google classroom 進

行發放功課、上載影片、評

估等技巧，加強教師運用自

主學習的技巧。科任亦於中

英數常的分科會議中分享自

主學習的技巧。 

 由四至六年級的英、數、常

科任成立 STEM+小組，運用

自主學習的策略，發展四至

六年級的跨科校本 STEM 課

程。 

 今年持續進行 QEF 計劃，並

於常識、數學、電腦、音樂

科等發展跨科 STEM 教育，

推廣科學探究課程，促進學

生的自主學習精神。 

 各學科透過共同備課訂定自

主學習的策略，在課堂中教

授有關自學策略及技能，例

如進行組織重點(思維圖)等

做筆記等技巧，並能應用在

平時的學習中。 

 

 

 

 

 

 

全學年 

 大部分教師認同培訓有助

進一步掌握電子學習及自

主學習的技巧。 
 大部分教師認同於分科會

議中分享自主學習的策

略、教學檢討及反思等，

有助提升學與教效能。 
 參與計劃的教師認同該活

動能協助發展校本 STEM

教育。 
 在 STEM 課堂中，學生積

極參與科學探究活動，能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動機。 
 各科能配合主題，舉辦閱

讀活動，借書數量增加。 
 四、五年級於數學及常識

科推行電子書，及運用電

子學習的課堂活動有效提

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大部分教師認為學生能積

極參與各項學習活動。 
 學生認同 STEM 課程能促

進學生科學探究精神及自

主學習的能力。 
 學生於課堂活動及課業中

能展現出自主學習策略及

技能，並表現積極。 

 

 

 

 

 問卷 
 共 同 備 課

表課業 
 訪問 
 觀察 

 

 

 

 

 

 

 

 

 

 

 

 

 

 

 

 

 

 

 

 

 

 

 

 

 

 

 

 為應付疫情下網上教學新趨勢，教務組

跟 IT組合作為全體教師進行電子教學工

作坊。課堂上，電腦科主任向同事介紹

如何使用 Zoom 進行網上教學,以及使用

google classroom 進行發放功課、上載影

片、評估等功能，加強教師運用自主學

習的技巧，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中、

英、數、常科主任亦在分科會議中分享

課堂的經驗，讓教師掌握不同的電子學

習技巧，有助推行網上教學及自主學

習。經過一學年的實踐，教師從工作坊

中掌握了網上教學的技巧，是以在網課

期間，能善用 Google classroom 為學生提

供課堂及課後學習的資料，加強學生自

主學習。校方於共同備課、科本會議內

交流自主學習的經驗，亦能達致互相觀

摩之效。透過網上實時授課，各科均能

利用網上學習平台上載自學資源，讓學

生於課後進行延伸學習。透過檢視學生

課業所見，學生能够摘錄課堂筆記、課

堂學習重點和難點及記錄學習反思。 

 本學年四至六年級的英、數、常科任成

立了 STEM 課研小組，運用自主學習的

策略，發展高小跨科校本 STEM 課程。

課研小組已透過共備會議，商討四至六

年級英文、數學及常識科的 STEM 跨科

活動，例如：四年級設計降落傘、五年

級設計潛望鏡、六年級設計防滑拖鞋。

活動中先讓學生閱讀相關主題的英文圖

書，學習語法、以及有關設計主題的英

文知識，再透過數學科學習量度和角

度，然後於常識科動手做，最後再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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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施行情況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目標達成程度 

 在疫情期間，各科教師能善

用網上學習平台，上載自學

資源，讓學生於課後進行延

伸學習，並於共同備課會中

討論自學資源應用情況。 

 由於疫情的關係，未能配合

學科主題舉辦參觀及閱讀的

活動，但鼓勵學生透過網上

閱讀，並上載不同的書籍讓

學生進行學習。四、五年級

於數學及常識科推行電子

書 ， 課 堂 中 運 用 透 過 

kahoot、nearpod、quizizz 等軟

件，進行學習。  

 在疫情期間各科已推行電子

學習。 

 因疫情關係，未能進行有關

自主學習的家長講座，但已

透過網上實時授課、利用

SchoolApps 等渠道，向家長

透露自主學習的重要性。 

 Google Classroom 平台顯示

各科能佈置自學資源讓各

級學生使用。 

 四至六年級部分班別使用

電子書，有效提升學生的

學習動機。 

 各科能配合主題，舉辦閱

讀活動，借書數量增加。 

 學生主動閱讀網上資料及

實體圖書，從中搜尋有興

趣的資料及內容，自主學

習動機有所提升。 

 各科在課業中運用電子學

習元素，學生能積極參與

各項活動，學生的學習動

機有所提升。 

 「自主學習」家長工作坊/

講座後，家長能加強對自

主學習的認識。 

 檢視課業 

 檢視借閱

圖書的數

量 

 觀察 

 訪問 

 檢視網上

使用量 
家長工作

坊/講座後

訪談 

文課堂進行寫作及說話分享活動。觀察

所見，學生積極投入，樂於分享自己的

設計成果。跨科的學習，令學生掌握更

深、更廣闊的知識。另外，原定 1 月 20

日舉辦的 STEM Day，因疫情而延期至 3

月 15 至 22 日分級舉行，無論是低年級

的 DIY 歡樂樂器、磁力車，或是三、四

級的萬花筒、紙電路設計，以及高年級

的太陽能發電車及吊車等，皆引起了學

生的學習興趣。學生在活動中積極投

入，並於課後主動研究相關的設計，可

見活動提升了學生對科學、科技及探究

的興趣，促進了學生自主學習。 

 在網課期間，各科教師能善用網上學習

平台，上載自學資源，讓學生於課後進

行延伸學習，並於共同備課會中討論自

學資源應用情況。由於網上授課，未能

配合學科主題舉辦參觀及閱讀等活動，

但科任卻鼓勵學生透過網上閱讀，並上

載不同的書籍讓學生進行學習。四、五

年級於數學及常識科推行電子書，課堂

中運用 kahoot 、nearpod、quizizz 等軟件，

進行學習。由於減少面授課堂，本年度

只舉辦行了兩次的「老師好書推介」計

劃，惟老師卻多次鼓勵學生透過網上進

行閱讀以及上載不同閱讀主題的教學影

片，讓學生進行自主學習。透過觀察及

檢視學生課業所見，學生能透過教師製

作的教學短片、網上學習平台、Google 

Classroom 等方式進行學習，大部分積極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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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施行情況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目標達成程度 

 因網課關係，未能進行有關自主學習的

家長講座，但已透過網上實時授課、利

用 SchoolApp 等渠道，向家長透露自主

學習的重要性，期望家長能主動協助學

生進行課業及閱讀等活動，有助推動自

主學習。因疫情關係，今年「閱讀獎勵

計劃」、「好書推介」及「新書推介」等

活動尚未完成，將會於明年繼續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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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1. 今年持續進行 QEF 計劃，並於常識、數學、電腦、音樂科等發展跨科 STEM 教育，推廣科學探究課程，促進學生的自主學習精神。各學科透過共

同備課訂定自主學習的策略，在課堂中教授有關自學策略及技能，例如進行組織重點(思維圖)、摘錄筆記等技巧，並能應用在平常的學習中。因受

疫情影響，教師雖然透過網上授課，但始終缺乏與學生面對面的互動，部分的學習並不紮實，故此仍要多吸收網上實時授課的經驗，與課堂實踐互

相結合，繼續發展 STEM 課程、電子學習及自主學習等以提升學與教效能。 

2. 因疫情下學校須轉行半天網課或面授課堂，部分計劃只能按實際情況予以調整，惟同事已連續三年舉辦了自主學習教師工作坊，大家均已認識並掌

握如何設計預習課業、摘錄筆記、學習重點、電子學習等技巧。加上同事須定期製作術科的教學影片，透過電子媒介，供學生進行學習，是以學生

自主學習的能力有所提升。從去年英文科及數學科的同儕觀課中，授課教師展示了電子教學模式和技巧；今年各自以 Zoom 進行實時網課，學以致

用，能積極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預計下學年恢復面授課堂，本校同事將不抗拒電子教學，促使校方申請 QEF 引入「電子白板」，增加課堂上

師生互動的機會，提升教學的效能 

3. 學生方面，在面授課堂期間，學生能於課堂中、課前及課後利用網上平台進行自學。在網課期間，學生亦能在家中接受教師的指導，並進行自學，

達到停課不停學的目的。來年會深化自主學習，透過五個學習元素讓學生自設學習目標、自定目標、自我規劃、自我監控、自我評價及自我修訂，

設計課堂及課後的延伸活動，繼續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及提升學生正面的價值觀。 

4. 疫情期間，校方為學生提供學習資源，尤其是學習必備的硬件配套。校方動用了「關愛基金」的「自攜流動裝置」資助計劃，借出平板電腦、提供

數據上網卡等，協助有需要的學生，在疫情中亦能順利進行網課。同時，校方有意將數學及常識科的電子書計劃推展至小六，即使「關愛基金」停

止了過去的資助模式，學校亦會向「法團校董會」申請撥款，添置 30 部平板電腦，以便向有需要的學生，伸出援手，以延續相關計劃，以期提升

學生自主學習的動力。 

5. 經過三年推行自主學習的經驗，學生的自學技巧有所增強。根據持份者問卷的結果，學生學習的態度仍需要進一步加強，教師亦需要掌握教授自主

學習的技巧，故有關計劃有延續的需要。在培訓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方面，會透過電子學習、跨科閱讀、STEＭ教育、課業設計及課堂活動等層面作

為策略，激發學生的潛能。因疫情而未能全面實施的部分計劃，新學年會予以延續，並推行更多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抗逆力及正面價值觀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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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關注事項(二)：建立健康校園，提升學生的責任感及自信心，增強學生的成就感 

 

目標 策略施行情況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目標達成程度 

1. 進一步強化學生

「盡責」的正確價

值觀 

 

 

 

 

 

 

 

 

 

 

 

 

 

 

 受疫情影響，各級家長教育講座已透

過 ZOOM 舉辦，讓家長認識如何提升

子女的責任感和自信心。除了家長講

座，訓輔組曾因應家長的需求舉行了

不同主題的家長講座，例如親子溝通

等。 

 

 透過成長的天空、支援計劃、成長課、

早會分享、週訓、輔導活動等，提升

學生的責任感和自信心。 

 

 各科組已設計相關主題的教學活動或

課業，讓學生認識個人在不同角色上

的責任。 

 

 已透過 ZOOM 舉辦領袖培訓，加強學

生的領導能力加強學生的領導才能及

領袖角色，體驗個人潛能，從而增強

學生的成就感。 

 

 透過舉辦「每季之星」及「每月最佳

風紀」，嘉許學生良好行為及表現，提

升自我形象，強化學生的自信心和成

就感。惟因停課關係，「每季之星」只

曾於上、下學期各舉行一次。而「每

月最佳風紀」則未能定期進行。因下

學期已逐步回復面授課堂，優秀風紀

選舉如常舉行，學生透過 Google form

參與選舉。 

 

 

 家長認同在講座及工作坊

後，懂得如何提升子女的責

任心及自信心。 

 

 學生能從領袖及服務生培訓

得到成就感。 

 

 學生能在日常生活中表現盡

責的態度，並能在成長手冊

上紀錄自己的良好表現。 

 

 教師及家長認同學生在服務

及學行表現上比之前進步，

責任感及自信心有所增強。 

 

 學生認同有機會表現自己及

發揮自己的專長，自信心有

所提升。 

 

 

 

 

 

 

 

 問卷調查 

 訪談 

 觀察 

 學生自評 

 

 超過九成家長認同在講座及工作坊

後，懂得並能掌握培育子女的責任感及

自信心的技巧。 

 

 不論教師或學生均認同各種策略(週

訓、校園電視、成長課、各類預防性活

動及跨科組活動日、課業等)均能幫助

學生在服務及學行上的責任感表現有

提升。 

 

 95%的老師認同透過於課室設立「分享

園地」，並展示學生的佳作及學習成

果，可以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成就感。 

 

 90%的老師認同透過優化「一人一

職」，可讓學生嘗試不同的崗位，從而

加強學生的成就感。惟因較早前分階段

復課，部份班級未能定期更換學生的職

務，以致成效不算顯著。 

 

 因受疫情影響及半日制上課的關係，很

多學校的活動，例如: 開平電視台、英

普一分鐘都未能按計劃開展或舉行的

次數很少，以致很多學生都未能機會一

展所長。 

 

 各班能如期完成成長課的課程，學生可

透過成長課，強化學生「盡責」的價值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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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施行情況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目標達成程度 

 因受疫情影響及半日制上課的關係，

很多學校的活動，例如 : 開平電視

台、英普一分鐘都未能按計劃開展或

舉行的次數很少。 

 

 所有班別都能如常推行「一人一職」

計劃，惟部份班別因受停課影響，未

能確實地進行優化「一人一職」計劃。 

 

 根據各級學生的成長需要和特點，已

設計校本成長課，針對性地強化學生

「盡責」的價值觀。 

 

 已於課室設立「分享園地」，並展示學

生的佳作及學習成果。 

 

反思及跟進行動： 

1. 因受疫情影響及半日制上課的關係，全學期多項全方位活動未能如期完成，雖然部份活動已透過 ZOOM 進行，惟成效未能符合預期的效果。建議下年度持續以本年

輔導主題規劃成長課程和活動。 

2. 本學年的重點是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受半日制上課及疫情影響，很多校內活動需暫停，例如校園電視台、英普一分鐘，學生損失了很多一展所長的機會。建議下學

年可以鼓勵學生透過拍片錄影，向同學分享成果。老師可定期將影片放上網上平台(例如: youtube)，除了學生可欣賞之外，家長也可以一同欣賞，以提升學生的自信

心。 

3. 隨著電子產品的普及和電子班的設立，不少家長反映難於管教學生使用電子產品，而引起衝突，影響親子關係。建議下學年可舉行一些跟處理親子衝突及家長減壓

相關的家長講座。 

4. 在成長聯課方面，建議於中、高年級推行預防性教育如「電子遊戲機的管理教育」、「時間管理」、「良好的網上學習態度」等。 

5. 從 APASO 的問卷數據中反映四至六年級的學生普遍感到頗大壓力，特別是在學習上得不到成就感，忽視了自己的優點，以致個人形象低落。由於本學年學生有一段

頗長時間都在家中進行網課，部份學生缺乏家庭的支援，以致欠功課的情況頗嚴重及學業進度大受影響。建議下學年可以推行的校本訓輔活動以增強抗逆力為主題，

協助學生建立正向積極的人生觀。 

6. 建議優化「每季之星」，改為上、下學期各做一次，並於早會由校長頒發獎狀，提高認受性，以鼓勵學生能達成「勤學」、「關愛」、「守規」三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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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長持續專業發展活動紀錄 

 

校長持績專業發展報告 

       三年週期：2018-2021 年   （第三年）：2020 - 21 年度 

      學校：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校長：詹漢明 

        
      

持續專業發展時數 

日期 時間 持續專業發展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領導才能範疇 對學校/學生的效益 系統 實踐 服務 

16-9-2020 15:00-17:00 九西學體會執委會會議 九西學體會 對外溝通及聯繫 參與體育組識，交流經驗     2 

12-10-2020 11:00-12:00 深水埗公民教育委員會 
深水埗 

民政處 
對外溝通及聯繫 

參與及推動本區公民教育活

動 
    1.5 

20-10-2020 11:00-12:00 
深水埗公民教育委員會 

(小組會議) 

深水埗 

民政處 
對外溝通及聯繫 

參與及推動本區公民教育活

動 
    1.5 

21-10-2020 15:00-17:00 九西學體會執委會會議 九西學體會 對外溝通及聯繫 參與體育組識，交流經驗     2 

23-10-2020 11:00-12:30 深水埗學校聯絡委員會 
深水埗 

民政處 
對外溝通及聯繫 參與地區教育活動     1.5 

25-11-2020 14:30-17;00 
深水埗警區指揮官與校長舉行

之午間分享會 
警務處 對外溝通及聯繫 警校合作，提升學生滅罪意識 3     

15-1-2021 14:15-17:15 學校人力資源風險管理講座 教育局 人力資源分配 了解學校管理法律知識 3     

1-2-2021 14:00-17:00 資助學校財務管理研討會 教育局 人力資源分配 
了解資助學校財務管理的守

則 
3     

25-2-2021 14:00-17:00 資優教育分享會 教育局 學與教及課程 
分享本校施行資優教育的概

況 
  3   

10-3-2021 15:00-17:00 九西學體會執委會會議 九西學體會 對外溝通及聯繫 參與體育組識，交流經驗     2 

17-3-2021 11:00-12:00 深水埗公民教育委員會 
深水埗 

民政處 
對外溝通及聯繫 

參與及推動本區公民教育活

動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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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專業發展時數 

日期 時間 持續專業發展活動名稱 主辦機構 領導才能範疇 對學校/學生的效益 系統 實踐 服務 

25-5-2021 16:00-17:00 深水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深水埗 

民政處 
對外溝通及聯繫 

參與及推動本區青年發展活

動 
    1.5 

27-5-2021 14:00-17:00 九西學體會執委會週年大會 九西學體會 對外溝通及聯繫 參與體育組識，交流經驗     3 

10-6-2021 18:30-20:30 長沙灣警署探訪活動 警務處 對外溝通及聯繫 警校合作，提升學生滅罪意識     2 

18-6-2021 15:00-16:30 深水埗學校聯絡委員會 
深水埗 

民政處 
學與教及課程 

為本區學校籌辦機械人編程

比賽 
  1.5   

23-6-2021 10:30-12:00 
深水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小組會議) 

深水埗 

民政處 
對外溝通及聯繫 

參與及推動本區青年發展活

動 
    1.5 

25-6-2021 10:00-12:00 深水埗學校聯絡委員會 
深水埗 

民政處 
對外溝通及聯繫 參與地區教育活動     2 

26-6-2021 20:00-22:00 
校訊：本校資優教育的發展和

成就 
校本 對外溝通及聯繫 

向家長簡介提升學生學習能

力的方法 
  1.5   

10/2020~6/2021 上課期間 觀課行動研究計劃 校本 學與教及課程 評估教師教學效能   13   

     
總結： 9.0 19.0 22.0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2020-21 年度學校自評報告 

P.9 

 

3. 運用 2020-21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報告 

 

評估重點 施行情況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目標達成程度 

1. 評估「學校發展津貼」之運

用，能否達至以下目標： 

‧ 能有效減少教師在圖書課的

非教學工作量，支援學生閱讀

計劃； 

‧ 學生參與英文課外活動有所

增加； 

‧ 校內合資格學童可享有課後

功課輔導服務，減少家長照顧

子女的壓力。 

‧ 聘用圖書館助理 1 名，

負責圖書的包裝及借

還工作； 

‧ 聘用外籍英文教學助

理 1 名，教授 P.4-6 英

語會話課； 

‧ 補貼課後功課輔導員 4

個月的薪酬。  

 

 

1. 在計劃完結後，希望達至以下

指標： 

 有效減少教師在圖書活動

的部份工作量； 

 圖書館借閱工作能順利展

開； 

 學生在英文會話及聆聽方

面有一定的進步，以及參

與英語活動的興趣有所提

升;  

 校內合資格學童可獲得適

當的功課支援，家長滿意

計劃的推行。 

 

 

‧ 透過教師問卷評核圖書

館助理的工作表現； 

‧ 檢視 P.3-P.6 學生在英文

聆聽及會話課堂的表

現； 

‧ 透過家長問卷了解課後

功輔班的滿意程度，以

便完善有關計劃。 

1. 在回收的全部教師問卷中，

100%教師滿意圖書館助理的

表現，認為她能協助圖書課

的推行，減少同事的非教學

工作； 

2. 依據回收的問卷，100%教師

認為「外籍助教」表現滿意，

並有 82%教師認同助教的設

立能有效促進學生參與英語

活動； 

3. 透過家長問卷，知悉參與課

後功輔班的學生家長普遍滿

意計劃的推行，認為有效減

輕疫情下家長面對的壓力，

期望可於來年度繼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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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行動 

1. 基於來年度教育局不建議本校採用「額外學位現金/補充學習津貼」推行外判功輔計劃，本校只好增聘教學助理，延續課後功課輔導班，並會利用「學

校發展津貼」增聘多一名功課統籌員及多名功輔導師； 

2. 來年度圖書館助理之薪酬會由「額外學位現金/補充學習津貼」支付，故「學校發展津貼」不用預留相關支出。 

3. 為加強學生聽說英語的能力，來年度除繼續運用「學校發展津貼」聘請 1 名英語助教外，亦會動用「額外學位現金/補充學習津貼」聘用兼職英語導師，

於課後以小組模式開展英文會話活動。 

 

 

 

 

財務總結： 

 

 

收入($) 聘用：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可用結餘$ 

上年度「學校發展津貼」(CEG)盈餘 

(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408,657.39 
1. 圖書助理 1 名 

2. 外籍英語助教 1 名 

3. 功輔統籌員(4 個月薪酬) 1 名 

 

214,200.00 186,900.00 

 

445,140.00 445,140.00 

本年度(2020-21)年度 CEG 撥款 780,416.00 71,400.00 71,400.00 

    

    

    

    

    

    

總計： 1,189,073.39  730,740.00 703,440.00 485,6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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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訊科技教育」報告 

目標 策略施行情況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目標達成程度 

1. 優化自主學

習策略，提

升學與教效

能。 

 課程組及資訊科技組在 25/8/2020 為全體老

師舉辦了如何使用「Zoom」進行網上教學

的教師工作坊，以協助教師能適當地運用

電子教學工具以進行網上教學。 

 資訊科技組亦在工作坊中向教師介紹了數

個常用的網上教學 APP 或軟件，以協助教

師能運用合適的電子教學工具，以協助學

生運用自主學習策略，提升學與教效能。 

全學年  教師能運用電子教學

工具，以協助學生運用

自主學習的策略，提升

學與教效能。 

 問卷 

 訪談 

 監察系統運作 

 觀察 

 教學設計 

 記錄表 

 教師在工作坊中透過分組進行模擬操

作，提升學與教效能。 

 教師能運用電子教學工具，以協助學

生運用自主學習的策略。 

2. 強化學生掌

握及運用自

主學習的策

略，促進學

習動機。 

 延續 QEF 計劃，小四至小六的學生已設計

大部分與 STEM 相關的科目活動，讓他們

能綜合學科知識、運用資訊科技軟件及感

應器完成相關的學習任務。 

 

 延續關愛基金援助電子學習計劃，已在小

四至小六各級設立 2 班電子學習班

(BYOD)，為訂購數學、常識及電腦電子書

及安裝配應的電子學習 APPS 在課堂內外

進行學習，增加學生自主學習的機會。 

 

 在 9 月開學前一周已為全校老師及學生建

立及重新編製 Google Suite 的教育戶口，讓

教師能透過 Google Classroom 網上平台向

所任教的班別發放網上學習資源，讓學生

能進行課後延習。 

 

 在九月開學前用 SchoolApp 向家長發放各

網 上 學 習 平 台 訊 息 ， 及 使 用 Google 

Classroom 的片段代替家長講座，讓家長知

悉網上學習平台的運用，促進學生自主學

習。 

 

  學生能掌握綜合學科

知識、運用資訊科技軟

件及設計感應器完成

學習任務。老師認同學

習任務能促進學生的

學習動機。 

 

 學生能利用數學、常識

電 子 書 及 電 子 學 習

APPS 在課堂內外進行

自主學習，並認同電子

學習能促進學習動機。 

 

 教 師 能 利 用 Google 

Suite 教育戶口，在

Google Classroom 發放

自學資源。 

 

 大部分參與家長能認

識各網上學習平台，並

認同各平台能增加學

生自學的機會。 

  透過問卷調查，全體負責 STEM 的科

任認同學生能運用資訊科技軟硬件(例

如 micro:bit、Mbot)及相關感應器，完

成相關任務。另一方面，從觀察學生

課堂表現，學生均能使用 STEM 元素，

完成學習任務。惟原訂安排的 CYC 3D

筆製作活動，因疫情停課而未能完成。 

 

 所有任教 BYOD 班的老師都表示學生

能利用數學、常識等電子書及電子學

習 APPS 在課堂內外進行自主學習，能

增加自主學習機會，能促進學習動機。 

 

 從全年觀察，各科任能順利地使用

Google Classroom 發放教學資源，部

分老師也能使用 Google Form 發放學

習自評練習。學生也能自覺地開啓各

項自學資源，在課後進行自主學習。 

 

 從與家長訪談下，各家長均認同網上

學習平台能增加學生自學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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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施行情況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目標達成程度 

3. 進一步強

化學生「盡

責」的正面

價值觀。 

 

4. 發掘不同

能力學生

的潛能和

興趣，提升

學生的自

信心及成

就感。 

 

 校園電視台已協助德育組製作及播放有關

責任心的節目，藉以提升學生的責任感。 

 

 校園電視台製作才藝表現節目，提供平台

讓學生能一展所長，發掘學生的潛能。 

 

 校園電視台小組的學生透過參與綵排、拍

攝及現場直播節目。 

 

 上學期為小三至小六舉辦了一次「惜電大

使」的培訓，讓學生體驗及發掘個人潛能。 

 

  校園電視台能製作及

播放有關責任心的輔

導節目。 

 

 學生能透過參與校園

電視台的才藝表現節

目，展示個人的才能，

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

成就感。 

 

 校園電視台的學生能

準時出席綵排、拍攝及

參與現場直播節目，表

現合作，能自信地完成

各項工作任務。 

 

 學生能盡責地按時查

簽記錄冊。教師認同

「IT 服務生」及「惜電

大使」表現盡責。 

  校園電視台協助老師製作與「責任」

有關的片段，並在周訓或成長課時段

播放。 

 

 全年因疫情停課及只能上半日課，校

園電視台沒有為學生製作才藝表現節

目。亦因疫情關係，校園電視台小組

全年沒有進行活動，因此電視台組的

學生沒有參與綵排、拍攝及現場直播

節目的工作。 

 

 由於疫情下，電腦室不作開放，因此

全年沒有進行 IT服務生培訓及 IT服務

生的當值。而「借電大使」則有在復

課時仍然進行。 

 

 從觀察所得，上學期初開始時，大部

分「惜電大使」都能按查簽記錄冊的

要求，在課室完成各項惜電任務，但

在上學期下旬到下學期中因疫情停課

後，少部分惜電大使常忘了關閉電

腦、實物投影機及投映機。 

5. 改善學校

設施及設

備，提升學

與教及管

理效能。 

 

 

 已於 11 月更換一台 VDI 伺服器，提升使

用虛擬電腦的穩定性，有助提升管理效能。 

 

 已在 8 月下旬更換禮堂、課室投影設備及

實物投影機。 

 

 更換 6 個課室投影設備及實物投影機，提

升教學效能。 

 

 已購置 3 台 3D 打印機，讓興趣班學生及教

師製作立體物件。 

  完成更換及添置各項

設施，並能順利運作，

教師認同有助提升學

與教及管理效能。 

 

  更換 VDI 伺服器後，雖然全年 VDI 屬

下的虛擬電腦比去年穩定，但發現仍

有一台未能統合整個系統，因此老師

桌上的 Thin Client 仍未能全面改以

windows 10 系統運作。 
 

 根據問卷調查顯示，大部分教師表示

同意更換及添置各項設施，能提升教

學及管理效能。 
 

 9月初已向 IT組同事簡介使用 3D打印

機的方法。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2020-21 年度學校自評報告 

P.13 

 

目標 策略施行情況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目標達成程度 

  由於疫情下，3D 打印興趣班在 5 月尾

開始共舉辦 5 堂，參與的學生能運用

網上軟件 tinkercad 來設計物件如手機

座。學生在課堂上表現興奮，對設計

及製作 3D 作品很有興趣。學生能在設

計簡單的立體物件後，用 3D 打印機印

出實體作品。 

 

 

財務總結： (截至 31/8/2021) 

 

(A)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CITG)、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ITSSG)、WiFi900(ITE。4)、學校其他範疇津貼 

預算收入 (項 目)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可用結餘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CITG)  $  528,140.00  

維修/保養  $  60,000.00   $  34,070.77  $  25,929.23  

 $ 6,980.38  

互聯網服務  $  33,000.00   $  31,300.00  $  1,700.00  

電腦及多媒體配置硬件  $ 260,0000.00   $ 215,272.00  $ 141,038.00  

電腦輔助學習教材及軟件  $  40,000.00   $  98,602.00  -$58,602.00  

電腦消粍性物品  $  60,140.00   $  68,414.85  -$  8,274.85  

Wifi900 Broadband  $  75,000.00   $  73,500.00  $  1,500.00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ITSSG)  $  400,000.00     $  400,000.00   $  368,805.00     $ 31,195.00  

全方位學習津貼  $  96,310.00     $  96,310.00   $  96,310.00    $   -      

總計：  $ 1,024,450.00     $  1,024,450.00   $  960,662.62     $ 38,17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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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優質教育基金:  2019-2020, 2020-2021 (HK$ 780,612) (截至 2021 年 6 月) 

  項目 開支預算 支出金額 可用結餘 

1 計劃助理(@14,175)  $   70,875.00   $  70,875.00   $ 0.00  

2 STEM 活動日  $   30,000.00   $  30,000.00   $ 0.00  

3 3D 筆連耗材—輔助用品(30set)  $   28,050.00   $         -     $ 28,050.00 

4 microbit 主板(140 塊)  $   18,200.00   $         -     $ 18,200.00  

5 感應配件(50 套)  $   36,000.00   $         -     $ 36,000.00  

6 消耗性材料 (3D 顏料)  $   10,000.00    $ 10,000.00  

7 雜項($5000)+審計費用($5000)  $   10,000.00    $ 10,000.00  

8 工程應急費($27560)+應急費($8952)  $    8,952.00    $  8,952.00  

  總計：  $  212,077.00   $  100,875.00   $  111,202.00  

 
跟進行動： 

1. 由於「關愛基金援助項目–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流動電腦裝置以實踐電子學習」計劃不會在 2021-22 年度作出資助，但優質教育基在 2021-22

年度撥款資助學校為有需要學生借出流動裝置進行電子學習，因此會申請「優質教育基金電子學習撥款計劃—提供流動電腦裝置及上網支援」計

劃，及校方會撥款購機為有需要學生借出 iPAD，延續小四至小六開設電子班。 

2. 學校資產管理系統時常出理問題，學校各科組資產越來越多，只能於一台機使用，未能把各科資產統整，因此會購買新系統，配合雲端服務，及

運用 APPS，不限地域的局限，使查閱、輸入及盤點方便快捷、及更有系統。 

3. 因停課關係，QEF 項目其中兩項常識 STEM、Maker 創客活動，及 CYC 關懷社區親子活動(用 3D 筆製作物件)未能完成，向 QEF 申請延期半年，

將於來年繼續推行未完成的項目。 

4. 為應付微軟公司通告 windows10 以下的運作系統停止為客戶更新 service pack 及維護，會把最後一台 VDI server 更換，以全面改以 windows 10 運

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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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報告 

 

評估重點 成功準則 推行情況 評估方法 目標的達成程度 

1. 政策與組織: 

協助/配合學校建

立周年校本輔導

目標，舉辦全年度

的 校 本 輔 導 活

動，以培養學生

「盡責」及「自信

心」，以建立關愛

的學校文化，促進

學生的健康成長。 

 

1.1 70% 訓輔組老師、

協作社工表示駐校社工

能協助支援、協調個案

轉介機制、協作輔導及

籌辦輔導活動，以促全

方位全年的規劃工作及

學生的健康成長 

 

 

1.1.1 社工負責策劃、統籌及製訂全年全方位相關的

輔導服務、活動計劃及檢討報告 

1.1.2 推行跨科組的協作，提升「全校參與」的輔導

工作 

1.1.3 協助與學校聘用的社工及學生支援助理協調及

商討個案的處理，以便及早識別、輔導及轉介

有需要的學生和家庭 

1.1.4 協助 APASO 數據分析 

1.1.5 協助學校建立自我評估機制，以檢視服務的成

效 

 

口頭諮詢老師

的意見、各科組

間正式和非正

式的溝通，以適

切和持續地調

較和評估全方

位服務的進展 

 90%以上的老師及協作社工表

示非常同意全方位服務的支援

與成效，也十分認同學生得到

適切的支援服務 

 APASO 問卷意見反映老師和

學生對訓輔組的支援服務感到

滿意。 

 協作的社工表示全方位駐校社

工能提供充足的支援及具體的

指導，也見學生有所成長，合

作十分愉快。 

 今年就學生的情況除了口頭討

論外，也填寫了轉介表，轉介

機制順利，文件亦妥善保存。 

2. 校本輔導活動 

今年度以提昇學

生的「盡責」及「自

信心」的態度和良

好品格為目標 

2.1 70% 以上的師生

認同全校輔導活動能提

昇「盡責」及「自信心」

的態度和良好品格的培

育 

 

 

 

2.1.1 原訂的自理達人的系列活動如:「儀容整潔」、「時

間管理」及「班際清潔比賽」等校本輔導活動，因疫

情關係，已改為「老師錄音繪本廣播劇」及「每人都

有自己的閃閃星」繪畫設計比賽取代，由學生支援組

7 位老師一同錄製繪本<有些事你特別棒>的特備劇

本，以帶出每個人都是獨特、必定有自己的長處的信

息，由社工製作了初小版及高小版，於週會時間廣播

並隨即舉辦了繪畫比賽，加強自我價值的重要，我們

共收到 200 份參賽表格，選出了 9 個獎項，送出了不

同數值的書卷，反應踴躍，社工也將學生的作品串連

起來擺放於不同的樓層，供同學互相欣賞。 

  

 

社工於活動中

的觀察 

 

訪談老師及學

生 

 因受疫情影響，原訂的校本輔

導活動未能進行，社工需按學

校的變動去修改適切的活動，

以繼續在有限的情況下將續推

行本年的活動。 

 從 21 位參與錄音劇的老師訪

談中得知，欣賞劇本的製作能

適切主題和學生的需要，老師

也表示能在疫情中參與播音劇

感到很開心滿足，因適時提醒

多留意學生的潛能，也欣賞將

學生作品製成掛飾，共收到200

多份畫作，很多投入學生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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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重點 成功準則 推行情況 評估方法 目標的達成程度 

2.1.2 上學期的「秩序精英大比拼」舉辦了兩次，一次

初小、一次高小，快靜齊集隊良好，受疫情影響，學

校取消了禮堂集隊，故未能於下學期推行比賽。 

 

2.1.3 於 6 月尾，我們再次與 14 位老師籌辦了以 

<愛你本來的樣子>的繪本特製了播音劇予應屆小六

的畢業生，希望帶出學生的自信心及提昇自我價值，

駐校社工也輪流入班(4 次)進行討論及講解，也給予每

人一份性格測驗，以協助學生認識自己的長處，引導

他們正向成長。 

3 成長課/聯課 

社工負責統籌、設

計、推行每級 12

節的成長課教案 

 

3.1 期望 70% 以上受訪 

學生表示完成課堂及各

項活動後能有助培養他

們這方面的正面價值

觀，在生活中實踐。 

。 

 

 

 

 

 

 

3.1.1 在成長課及聯課活動方面均加入相關元素，教 

導學生有關「盡責、自信」的正面價值觀，在成長課

中與主題相關的活動有「自己動手執書包」、「做個飲

食健康人」、「善用金錢」、「BYE BYE 脾氣」、「幫忙

做家務」、「欣賞獨特的你」、「你很特別」等。社工獎

勵了 10 多份用心完成成長課作品，將貼於學校的網頁

供學生互相欣賞，也以小禮品嘉許了學生。 

 

3.1.2 因受疫情影響，女青社工團隊協助學校拍攝了 7 

套「升小學堂」聯課課程，以裝備小一新生，透過影

片能有趣地了解學校環境、集隊、課室常規、手冊常

規等情況，協助學生實體返校時容易適應，片段效果

清晰。 

 

3.1.3 於小六升中需要方面，駐校社工與女青社工為全

級六年級學生舉辦了 ZOOM 面試工作坊，透過錄影示

範、模擬面試、簡報分享，講解「面試技巧」及「良

好面試態度」等資訊去提昇他們的面試印象，師生反

學生於活動後

填寫檢討問卷 

 

老師檢討問卷 

 

社工於活動中

的觀察 

 

訪問老師的意

見 

 

 上學期收過每班的高、中、低

成長課功課，透過收回的功課

中，學生認為參與成長課後，

多了以正面的心態去看身邊的

人、事、物。下學期受疫情影

響，成長課教授時間不足。 

 個別老師及統籌老師於訪問中

表示認同成長課設計的教材及

輔導活動有助老師對本學訓輔

主題及活動推行的掌握，也對

學生的成長需要有正面的幫

助，對聯課活動也十分欣賞。 

 訓輔組老師表示升小學堂的片

段適切，感謝女青的同事用心

去預備及製作，以突破手法去

回應小一新生的需要。 

 在活動問卷中，100%受訪學生

表示活動十分能夠或能夠幫助

他們了解面試前需要的準備、

另外，100%受訪學生表示活動

十分能夠或能夠幫助他們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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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重點 成功準則 推行情況 評估方法 目標的達成程度 

應正面，積極回應工作員的提問。 

 

3.1.4 於 6 月尾，女青社工團隊協助學校舉辦 2 場「畢 

生難忘畢業營」，學生投入參與活動，整體活動非常順

利，學生對升中多了認識，重要是能有一個時間讓學

生對老師表達謝意，老師也勉勵和祝福學生。 

 

3.1.5.下學期 2 月至 6 月中，受疫情影響半天上課，課

程也緊張，故老師能教授成長課的時間不多，故推行

的成長課課節也會受到影響，經與本校督學了解後表

示可以減少節數，而課程內容可以因應疫情關係更

改，以更切合學生的需要，即使內容是全級性也可以。 

 

3.1.6.各級聯課活動如:小二「金錢管理」、小四「情緒

管理」、小五「性教育課程」也透過網課 ZOOM 順利

完成，學生在下課後的下午是間上 ZOOM， 出席達

95%，學生投入，反應正面，能傳遞活動的目標。 

面試的技巧。 

 「小六升中面試工作坊」，整體

活動非常順利，學生投入參與

活動，從問卷調查中 100%表示

活動能幫助升中面試。 

 公民教育科老師表示聯課活動

十分成功，學生投入，女青社

工很專業，活動能回應學生的

成長需要和提供指導。 

4.家長支援服務 

 

有系統地發展家

長教育，包括講

座、小組及親子活

動，以提昇家長的

管教能力及促進

親子關係 

4.1 透過問卷調查及

訪問 

 70%或以上出席率 

 70%或以上的家長認

同工作坊對管教、培

育子女、家庭支援有

正面幫助 

 

有系統地發展家長教育，以提昇家長的管教能力及促

進親子關係，受疫情影響，有部份的活動需以 ZOOM

形式進行，或改變活動的內容。 

4.1.1 女青社工於 12 月舉辦了為期 3 天的「親子減壓

有妙法」之親子 DIY 篇，因疫情期間孩子需要留在家

中防疫，為了鼓勵親子間正面的交流，招募了 10 對親

子一起製作 Body Cream, 果仁雪花糖、天然唇膏，過

程投入溫馨，出席率為 95%。  

 

4.1.2 於聖誕期間，因疫情停課關係，社工以電話懷 

20 個家庭，並送上了社區愛心人士捐贈的桌遊棋、親 

家長檢討問卷 

 

社工於活動中

的觀察 

 由於以網上 Zoom 形式舉行較

新穎，不少家長可能因網絡問

題或忘記了，而未能出席，出

席率為 64%，但有出席的家長

反應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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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重點 成功準則 推行情況 評估方法 目標的達成程度 

子教材套、和諧粉彩畫及超市劵，向受惠家庭打打氣

及鼓勵親子溝通的重要；於 7 月份社工也轉介了 7 個

基層家庭送上風扇、涼茶和水果。 

 

4.1.3  4 月期間，社工與復和中心合辦 2 場「桌遊家

長工作坊」予初小及高小家長，讓家長掌握益智的桌

上遊戲玩法，以改善子女的人際關係及減少親子衝

突，報名人數共有 36 人，每位家長獲得桌遊棋和家長

指引手冊，家長十分投入及他們表示活動能提昇桌遊

對親子關係的用處。 

 

4.1.4 社工也舉辦了 3 場「畫出平靜心和諧粉彩」家 

長減壓活動，3 場分別取錄了 37 位家長。導師用心講

解，在教授繪畫技巧的同時，也分享平日照顧者的減

壓秘訣，家長表示感到活動輕鬆有趣，提昇藝術的滿

足感。 

 

4.1.5 有關「午膳姨姨義工及服務」及「關顧姨姨義 

工培訓及服務」因疫情關係未能舉辦，社工以另一些

家長活動、親子活動及家長講座取代。與 newlife 330

合辦了名為「深呼吸靜下來體驗」家長工作坊工作坊，

透過「靜觀」體驗，讓家長覺察自己的情緒，避免因

壓力而轉嫁負面情緒於子女身上，讓家長照顧好自

己，才能有效施展正面管教方法。家長對於導師所提

出的日常管教子女的情緒起伏很有共鳴。體驗練習

中，家長們專注跟隨導師指示，找到自己的平靜心。

亦有家長表示有興趣參加更多的「靜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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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重點 成功準則 推行情況 評估方法 目標的達成程度 

4.1.6 本年度因有很多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他們的家

長都很需要有學習和管教上的指導和支援，故訓輔組

與學生支援組合辦了 4 個 ZOOM 家長活動，分別為「與

情緒共舞」、「中文讀寫有妙法」、「自我察覺與親子關

係」及「自律專注有招數」，共有 269 人位家長報名，

反應踴躍。 
 

4.1.6 4.1.7 於下學期，社工收到有家長表示常常不懂得與子

女溝通，子女不常分享內心的事，擔心子女抑壓情緒。

有見及此，於 7 月份訓輔組舉辦了一個「親子溝通教

練工作坊」，有 78 位家長報名，約 40 位家長出席

ZOOM，家長都表示講者很有經驗，會將所學的應用

於親子溝通。 

 

4.1.8 社工於這學年提供了 2 次家長日的駐校諮詢服

務，因應疫情關係，明顯家長的求助比往年多，主要

是子女沉迷電子產品，欠交功課嚴重或態度欠佳，與

家人的衝突增加。 

 

4.1.9 為配合本年度「盡責」主題，社工特意在全校的

家長通訊撰寫文章「機不離手」，與家長分享孩子對打

機的想法和需要，怎樣預防孩子沉迷上網及玩電子產

品。 

5. 學生小組活動 

按著學童的成長

需要，設計不同的

成長小組，幫助他

們認識情緒和自

我認識等 

5.1透過問卷調查了解 

 

 70%學生認為活動能

達到活動目標 

 

 70%學生認為活動對

他們有幫助 

5.1.1「升小學堂 FUN FUN FUN」小組 

有部份小一新生未能適應小學生活，導致他們課堂及

社交表現欠理想，透過小組活動，促進他們的社交表

現及適應學校生活。小組共招募了 2 位新生，計劃 4

節小組及家長諮詢支援，但因疫情停課原因，小組只

能舉辦 2 節及透過電話聯絡家長。 

學生檢討問卷 

 

社工於活動中

的觀察 

 活動透過桌遊及小一適應活

動，促進兩位組員的互動，學

會禮讓及等待。兩位組員在守

規、服從指示、課堂自理及社

交技巧有所提升。其中一位組

員於學期中轉校，而另一位組

員無論在課堂合作、社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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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繪出情緒小天地」小組 

是次女青社工以 ZOOM 的形式進行活動，透過遊戲、

畫畫、故事及手工教導學生正向認識及管理情緒。 

5.1.3 「Smarteen 成長」小組(小五) 

本年度招募了 6 位小五女生，透過藝術創作，促進自

我認識、表達及減壓。除了因網絡連接問題，組員均

準時出席。 

5.1.4「Smarteen 成長」小組(小六) 

在跟進的諮詢個案中，招募了 4 位小六女生，透過藝

術創作、<短耳兔>繪本、手工美術及甜品製作，促進

女生自我認識、自我肯定及減壓。組員投入活動，出

席率達 100%。所有組員均同意小組能提升自我認識、

自我肯定及互相欣賞。 

5.1.5 「棉花糖」社交小組 

本年度招募了 6 位小一學生，以網上 Zoom 形式舉行

4 節小組。透過繪本及互動遊戲，讓學生學會處理情

緒及常見社交情境。除了因網絡連接問題，所有組員

均準時出席小組。 

5.1.6「兒童靜觀體驗」小組 

與 newlife 330 負責主辦，透過藝術活動及小遊戲，讓

學生學習仔細觀察四周的環境及五官的感覺，培養覺

察力及靜觀的態度，從而提昇專注力，活動如「好奇

小畫作」、「創意香蕉畫」及「靜心聽故事」等。 

5.1.7「逆境先鋒歷奇體驗」小組(2 期) 

參加者主要為小四至小五諮詢學生，由 3 月起至 6 月，

共 10 節，內容為功課輔導及桌遊活動，主要有 6 位男

生參加，學生很喜歡參加，大部份參加者的家庭背景

為基層及單親，家中支援系統弱。 

動，均有顯著進步，家長感到

被支持和關懷。 

 是次小組共有 6 位小二學生參

加，出席率 100%，學生投入參

與，喜歡藝術手法去學習。這

次小組的特色是為一個 T3 的

學生建立正向的友誼，故邀請

了同班 5 位同學一起參與，以

提昇歸屬感，效果理想。 

 學生在兩個 Smarteen 成長小

組投入活動，總出席率理想，

分別為 91%及 100%。所有組

員均同意小組能提升自我認

識、自我欣賞、建立目標及減

壓。 

 棉花糖小組總出席率為 96%。

所有組員均認同能學到分辨情

緒、冷靜自己及解決問題方

法，所有組員喜歡參加小組，

認為「很開心」、「很快樂」。 

 是次「兒童靜觀體驗小組」招

募了 49 位學生出席 4 次小組，

共 173 人次出席，出席率穩

定，學生反應投入。 

 「逆境先鋒歷奇體驗」小組當

中有老師表示 2 位小五學生及

一位小四學生在學習態度、學

習能力、情緒行為有顯注改

善，社工也觀察學生很需要被

關心及持續傾談。 

 「社工室桌遊小聚」是一個非

常受歡迎的小聚活動，平均人

次達 117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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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社工室桌遊小聚」 

學生非常喜歡相約 1-2 位同學於小息時間到社工室借

用桌遊及與社工傾談在學校遇到的人和事，透過不同

的遊戲學習遵守規則、建立友誼及處理意見不同的處

理。 

5.1.9 領袖生訓練因受疫情影響，小五、小六年級的領

袖分別由 12 月至 5 月期間舉辦了各 3 次，共 6 次的網

上培訓，課程內容有「領袖訓練小遊戲」、「溝通解難

活動」、「聆聽與欣賞訓練」等，女青社工也製作了獎

狀及嘉許了 10 位由老師選出的「最佳風紀」。 

5.1.10 因疫情影響，今年的小老師培訓服務與老師共

識後，取消舉辦。 

 領袖生培訓的參加學生均表現

投入，全部參加者均有開鏡

頭，亦非常踴躍回答問題及參

與活動，平均每次出席人數為

25 人。 

 

6.教師支援工作 6.1透過問卷收集意見 

 

 70%或以上教師認同

不同專業的協作能更

有效地支援學生和家

庭的需要。 

 

 70% 教師認同社工

的工作態度是有熱誠

的。 

 

 

 

 

 

 

 

 

6.1.1 「Little Journey Little Gift」 

和諧粉彩教育師工作坊 

有鑑於疫情影響，老師在教學上、面對學生的學習需

要上均面對很多不同的挑戰，身心也很疲累，有見及

此，社工今年舉辦了由日本細谷先生創辦的和諧粉彩

藝術創作，讓老師透過 ZOOM 課堂/實體學習，於假

期前輕鬆學習 4 季風景，讓老師享受放鬆的時間。社

工也特別為老師訂製小瓶放鬆精油和心靈察覺放鬆

咭，讓老師在忙碌的教學生活中打打氣，提醒照顧自

己身心的重要。 

 

6.1.2 教師諮詢服務，大部份的老師表示社工能作出適

時及適切的支援，社工也會定期與訓輔組、學生支援

組、教育心理學家、班主任、社工等進行個案會議，

透過實體、ZOOM、電腦提供諮詢服務，一起幫助學

生成長。 

老師問卷 

 

老師意見 

 

 

 從老師收回 50 份的評估問卷

顯示，95%老師認為非常滿意

是次的活動及安排，大部的老

師表示活動能他們感到「放

鬆」、「滿足」、「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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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個案/諮詢個案

服務 

7.1  透過個案問卷了解 

 

 70%或以上的個案認

同工作員的個案輔導

服務能夠回應他們的

需要。 

 

 70%或以上的個案/諮

詢個人有正面的進展 

 

 70%申請資助的家庭

能感到資源的幫助 

 

7.1.1 本年度截至 31.7.2021 的開檔個案數目為 35 個，

結案 20 個，提供個案服務的次數為 475 次，家訪為

16 次。 
 

7.1.2 諮詢個案人數(包括學生、老師、學校人員、EP、

社工等)曾接觸 100 個(駐校及社工助理一同跟進)，提供

支援的服務，包括資料、意見、WHATAPP 、輔導小

組、個案輔導、轉介、其他) 共 967 次(包括協調疫情

期間的關懷電話和轉贈防疫包) 
 

7.1.3 疫症期間以現關懷了一些個案家庭及基層家庭

20 位家長，送贈的防疫包有 27 份，當中有不同程度支

援的防疫物品、生活用品，另有 10 份食物劵及 2 個免

費網上服務申請等 
 

7.1.4 個案性質方面: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在學習及情

緒行為困難較大。在輔導經驗中，學生情緒、行為問題

之出現，大多與家庭因素相關。家長管教不足及親子關

係欠佳等因素均有機會促使學生出現情緒及行為問

題。因此，社工較多運用家庭輔導手法處理，以加強親

子間的溝通和互相了解，從而改善學生的行為情緒問

題。 
 

7.1.5 社工協助處理懷疑虐兒個案、行為情緒較嚴重的

個案、夫婦離異個案以及支援高危家長情緒等，其中 8

個要跨專業合作，由社工、老師、校本教育心理學家

一起介入，其中一個成功免費轉介女青臨床心理服

務，以透過不同專業的介入支援有需要家庭。 

學生、老師、 

社工的意見 

 

個案問卷 

 

輔導小組問卷 

 

 

 

 

 

 

 

 

 

 大部份的學生、家長、老師均

表示個案服務、諮詢服務能支

援他們，特別在聆聽、給予同

理心及服務解答方面都十分滿

意和答謝社工的服務提供，社

工也不時收到學生和家長的致

謝。這反映在學生會主動聯絡

分享日常生活的困難和挑戰、

老師的 WHATAPP 查詢、轉介

各有需要的學生。 

 有些有較理想進展的個案是由

於在輔導面談時情緒得表達、

舒緩、疏理和意見提供，故進

展明顯。 

 今年嘗試了將有相同需要的個

案/諮詢個案都分類，用小組輔

導的介入手法去處理，效果也

理想，故有「棉花糖社交小

組」、「Smarteen 成長小組」及

「逆境先鋒小組」的出現。家

長輔導工作亦然，「平靜繪

畫」、「靜觀減壓活動」也是一

些自身察覺需要的活動，家長

表示非常有幫助，報名和出席

達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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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檢討簡要及建議：  

1) 由於本學年的疫情仍然持續及維持半天制上課，原訂全方位輔導服務的計劃活動需要不時進行調動及改變活動進行的模式。因此，持份者和社工都

需要給予彈性和空間作出緊密的溝通和應變，但服務提供的原則也是以學生及家庭的健康成長為依據。當中社工不時需要引入不同的社區資源及專

業意見給學生家庭及老師參考，以幫助在疫情期間及早發現學生及其家庭的問題和需要。 
 

2) 受疫情影響，學生及家長除了要面對生活上的挑戰和困難外，家長在親子管教、學習壓力及自身情緒也受到影響或出現家庭衝突。建議在來年的輔

導工作，除了學生需要學習「情緒表達及管理」外，家長自身的情緒教育及壓力管理都是非常重要，建議舉辦「親子減壓活動/小組」。還有，因應

電子班的設立、網上學習的普遍性及現今使用手機的情況，建議家長講座題目可多探討「電子遊戲機的管理教育」、「時間管理」、「處理事情優先序」、

「良好的網上學習態度及影響」等，以了解問題行為背後的需要及困難； 
 

3) 因應疫情關係，學校的課程進度趕急，個人成長課程需要作出適當的調節，但社工從學生及家長的轉介個案統計，學生及家長的情緒健康及家庭的

挑戰不容忽視，值得關注，因情緒行為問題也影響學習的專注和成績。故建議每週可以維持成長課，讓學生在遇到成長疑難時，可以找老師/社工談

心事，以提供適切的支援。 
 

4) 近兩年高小學生因學業壓力而主動尋求社工協助的個案增多，特別在呈分試的時段，學生容易緊張及感到憂慮，家長對孩子的學習有很高的期望，

孩子因為不想令父母失望而給自己很大壓力。故社工建議推行心理健康教育，讓學生從小培養身心健康的知識和技能，且協助他們建立正向積極的

人生觀，增強抗逆能力。 
 

5) 透過每月定期的督導服務、緊密的電話諮詢，學校社工能在一些困難的個案取得資訊上、資源上、個案危機的評估和專業的建議，專業的督導支援

對學校社工的專業發展及危機個案的支援上是十分重要的角色。機構也會定期舉辦在職的培訓工作坊，加強社工的專業介入服務，且在疫情期間也

感謝機構在服務支援上提供彈性的支援，如小一適應拍攝了 7 套片段予小一家長，拍攝興趣教學短片予學校網頁，推動區內的合作伙伴機構或善長

提供防疫包、網上功課支援、超市券及防疫包等打氣的物資，讓家長感受到校園和社區人士的關愛，以互相支持渡過困境。 

 

6) 感謝學校增加了一名社工助理人員，以共同協助支援校內個案及小組服務，我們溝通緊密暢順，合作無間，對支援學生及其家人的需要起了重要的

作用，我們也欣喜看到不少學生喜歡找社工談心事和正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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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成長的天空」報告 

評估重點 施行情況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目標的達成程度 

六年級: 

1.強化學生的抗逆力及對樂

觀感、效能感、歸屬感的

掌握。 

  (入組人數/正向人數：

21/18) 

 由二零年十月至十一月舉行

了六次的強化活動 

 在二零年的十一月至十二月

期間，負責的社工跟每位同

學進行黃金面談(因疫情停

課關係，改以電話進行) 

 70%核心成員在參

與計劃後，感到樂

觀感、效能感及歸

屬感方面比提升

了。 

 問卷 

（學生、教師） 

 訪談 

 觀察 

1. 94%組員認為計劃對他們與同學之溝通有幫助，懂

得接受別人的意見； 

2. 88%組員表示活動提升了他們的抗逆力，學懂了控

制個人情緒； 

3. 76%學生表示，計劃能提升他們對時間的分配能力

及按既定的目標辦事；  

4. 88%組員表示，計劃有助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 

5. 100%教師同意「成長的天空」計劃能有效提高學

生的樂觀感、效能感、歸屬感及抗逆力。 

五年級: 

1.透過義工訓練及服務的機

會，強化五年級組員的抗

逆力。 

(入組人數/正向人數：

20/12) 

 由二零年十月至二一年四月

共舉行了六次的強化活動 

 由二一年三月期間跟每位同

學進行黃金面談(因疫情停

課關係，改以電話進行) 

 70%核心成員在參

與計劃後，感到樂

觀感、效能感及歸

屬感方面比提升

了。 

 問卷 

（學生、教師） 

 訪談 

 觀察 

1.93%組員認為計劃對他們與同學之溝通有幫助，懂

得接受別人的意見； 

2.81%以上的組員認為活動提升了他們的抗逆力，學

懂了控制個人情緒； 

3.86%組員表示活動對他們有幫助，能按既定的目標

辦事；  

4. 86%組員表示活動能提升他們處事的積極性，並提

升了解決問題的能力； 

5. 100%教師同意「成長的天空」計劃能有效提高學

生的樂觀感、效能感、歸屬感及抗逆力。 

四年級: 

1.透過識別機制找出在成長

過程中有較大需要的小四

學生，從而及早介入，强

化他們面對逆境的能力。 

   

(入組人數 /正向人數：

41/30) 

 由二零年十月至二一年五月

進行輔導小組、營會、家長

工作坊、家長教師分享會等

活動。(因疫情停課關係，宿

營改於下年度進行) 

 70%核心成員在參

與計劃後，感到樂

觀感、效能感及歸

屬 感 方 面 比 提 升

了。 

 問卷 

（學生、教師） 

 訪談 

 觀察 

1.95%組員認為計劃對他們與同學之溝通有幫助，懂

得接受別人的意見； 

2.88%以上的組員認為活動提升了他們的抗逆力，學

懂了控制個人情緒； 

3.85%組員表示活動對他們有幫助，按既定的目標辦

事；  

4. 95%組員表示活動提升他們處事的積極性，並提升

了解決問題的能力； 

5. 100%教師同意「成長的天空」計劃能有效提高學

生的樂觀感、效能感、歸屬感及抗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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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總結： 

 

跟進行動： 

1. 本年度因疫情影響，四年級的宿營未能如期進行，建議於 21-22 年度完成。而其他活動及輔助小組改以 ZOOM 形式進行。 

2. 四、五、六年級的老師輪流出席有關活動，增加師生的溝通及接觸的機會，促進參加者對學校的歸屬感。來年亦會建議四、五、六年級班主任多

參與有關的活動。 

3. 期望來年被識別為有需要輔導的學生能透過輔導小組、日營等活動，以強化其抗逆力及對樂觀感、效能感、歸屬感的掌握。 

 

收入 (項 目)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可用結餘 

2019-2020  

成長的天空 

EDB 津貼盈餘 

$68,335.60 

    

成長的天空    

    

2020-2021 

成長的天空 EDB 津貼 
$327,009.00 成長的天空 $353,500.00 $320,008.00  

總計：      $75,33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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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支援小組整體工作報告 

    推行「全校參與」模式融合教育的政策、資源及支援措施的年終報告 

I  政策  本校致力建立共融文化，以「全校參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透過資源調配，為學生提供適切和多元化的支援服務，

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及協助他們融入校園生活；及  

 學校重視家校合作，透過不同渠道，與家長一起商議有關支援學生的策略，並不時匯報學生的進展情況，此外，亦會為有需要的

家長提供資訊，如：講座、研討會、工作坊等，讓家長了解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特性，從而配合學校的措拖，以及學習能幫助

其子女的不同學習技巧。  

II 資源  為支援對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本校獲教育局增撥的額外資源包括 

 校本課後支援津貼 

 加強言語治療津貼 

 新來港學童支援津貼 

 學習支援津貼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III 支援措施

及資源運用方

式 

 本校為本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下列支援措施 -  

 成立學生支援組，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作統籌，成員包括副校長、加強輔導班教師、班主任、社工、教育心理學家和各學科教

師等； 

 駐校教育心理學家除了為小一有特殊學習困難和有需要的學生作及早識別，並為懷疑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做評估外，亦會面見有關

的學生和家長，並且與老師開會，提供專業意見； 

 當有危機時，教育心理學家會跟社工和訓輔組合作，提供支援； 

 安排抽離的加強輔導班，為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小二、三中作、小三中文、小二至小六的英文及小二至小五數學的加強輔導

教學； 

 加強輔導班老師利用獎勵計劃及課堂策略, 幫助提升學生學習自信及動機；亦為個別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課前或課後輔導、課後功

課輔導和個別學習計劃； 

 部份成績稍遜的學生被安排入早上輔導課或課後補底班；  

 購買「言語治療服務」，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提供每週一至兩次的小組/個別言語治療/訓練；並推行「言語小天使」計劃，協助

發音問題的小一生，成效理想； 

 此外，為了了解學生的言語進展及提升幫助學生的技巧，本年度共有 1 次家長講座和 1 次學生講座；言語治療師亦另外與有關學

生的班主任和家長進行會談或電話會談，甚至邀請家長觀課； 

 本年度社工於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中共舉辦了多個支援 SEN學生及其家長的活動。學生的支援活動方面:包括轉介服務、成長課關

愛活動、小一適應、小六升中面試技巧班、而因疫症停課關係關顧姨姨計劃取消了；家長支援方面:包括提供轉介服務、向家長提

供改善其子弟問題的建議、通過講座研討會向家長提供資訊、透過面談或電話與家長保持聯絡以跟進學生的進展情況、舉辦家長

講座、策劃「靜觀親子心」家長靜觀小組和「管教重拾歡笑」家長治療小組等； 

 今學年繼續外購服務以向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服務，是次的服務機構改由東華三院及基督教女青年會提供。全學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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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7 組(上學期 4組下學期 3組)：其中有支援自閉症的情感小天使由基督教女青年會負責；其餘的支援讀寫障礙的 Hope讀寫小組、

支援過度活躍或專注力不足的精明執行大師及小一執行技巧由東華三院負責。 

 校方亦會安排為合乎資格的學生參加區本、校本的課後支援計劃； 

 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學習、家課、默書和測考調適；  

 學校注重老師的專業培訓。本學年安排了一位老師繼續修讀 SENCO課程； 

 提供小一適應課程及升中銜接課程； 

 為部份學生作轉介及； 

 轉交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資料與中學等。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2020-21 年度學校自評報告 

P.28 

 

7.1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的檢討                                                 

 

本學年因疫情關係，為缺乏家庭支援的學生提供適切的功課輔導（小太陽）改以課餘託管形式進行，以增強學生的學習能力。課餘託管提供星期一至

星期五，服務分為兩組，人數共 30 人。整體而言，近八成學生同意此計劃能在課後給學生功課上的支援。惟部份老師反映參加的同學功課仍有很多缺

漏，故來年將加強監管。 

 

去年因疫情取消兩組成長課補堂，本學年成功完成，對象是一至三年級學生。 

大部分同學皆喜歡參加此活動，認為可培養自我價值及發展人際和社交技巧。 

活動結束後，有一半同學獲老師嘉許表現出色，其餘亦表現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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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按教育局指引，因應疫惰發展，本學年未能舉行所有校本活動。 

活動日期及名稱 組別 參觀人數 活動日期 

1. 歷奇活動-動力信望愛 

(上水葡萄園野外農莊) 
校本 30 

因疫情取消 
2. 蝶豆花園 校本 30 

3. 香港迪士尼樂園 校本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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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區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的檢討                    

   本年度的區本課後支援計劃(小精英)由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協辦。負責提供項目包括： 

第一部份: 功課輔導班  

計劃提供共六組的功課輔導班，全學年 72 節，每節 1.5 小時，服務學生為小三至小六同學，逢二至四，一週三節，每班由一位導師負責。 

本年度之區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受疫情的影響，致大部分的服務及訓練均只能安排非面授形式授課，對學生及導師均是一個新挑戰。功輔班本學年

以非面授的形式(Zoom)進行，導師透過電腦教授學生的功課及解答他們功課上的疑難，亦協助學生溫習及以工作紙教授他們其他的知識。因形式有別

面授授課的功輔班及受疫情令學校停課的影響，故參加的學生人數相對較少，唯導師相對亦可更集中教授個別的同學，令他們於停課期間，保持學習

的心態及動機，尤其重要。 

有關功輔班部分，我們向參加的學生及家長派發問卷，分別收回 27 份及 26 份。學生方面，在問卷調查中顯示近八成五同學表示參加功課輔導班後有

助他們更快完成功課。此外，超過九成同學表示於功輔班期間可向導師詢問功課不明白的地方及有八成五的學生表示對其學習有幫助，故功輔班對解

決他們學習上的困難有一定的幫助，效果不俗。唯超過八成的同學表示面授的功輔班比非面授的形式更有效幫助他們，這亦是我們及導師完全明白及

同意的，只是受疫情的影響及教育局就學生上課的指引，我們只好在非面授形式下盡量協助及解決同學功課上的疑難，加上學校負責老師的盡心幫助

及配合，已令計劃在不同局限的情況下為有需要的對象學童提供支援。至於家長方面，問卷結果顯示五成家長讓子女參加功課輔導班的主要原因是為

了改善子女學業成績，另接近九成家長認為課後支援計劃的工作人員了解其子女的學習進度及情況。整體而言，家長對於功課輔導班有正面的評價，

逾八成的家長認同本計劃的效果令人滿意，效果理想。 

 

第二部份: 興趣班及戶外活動 

而有關興趣課程及戶外活動部分，雖然學年初因面授形式致部份類別的興趣課程或活動(包括體育活動系列及戶外參觀活動等)未能進行，經校方及負責

老師悉心的安排下，挑選了合適的活動及訓練予同學參與，讓同學可以安在家中並根據導師準備的影片及材料，學習箇中的技巧，創作及製作自己的

作品。從各組的問卷調查結果可見，大部分同學均表示喜歡參加他們曾參與的興趣班，並期望可再次參加。 

隨下學期疫情情況漸緩，校方安排了部份興趣班於暑假期間在學校進行，並以面授形式上課，讓導師及學生有更多的交流，亦令學生更投入於課堂當

中。 

本學年計劃的興趣課程總結開辦了共6個非面授形式的課程及於暑假期間開辦共8個到校面授形式的課程，詳情可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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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對象年級 形式 

1 和諧粉彩課程 P.4-P.6 影片教授 

2 魔術課程 P.4-P.6 影片教授 

3 輕黏土 (卡通人物)手工藝課程 P.4-P.6 影片教授 

4 汽球紮作課程 P.3-P.4 影片教授 

5 Bling Bling 閃石課程 P.5-P.6 影片教授 

6 繪本課程 P.1-P.2 影片教授 

7 和諧粉彩 及 綜合繪畫課程 P.1-P.3 到校面授 

8 和諧粉彩 及 Bling Bling 閃石課程 P.4-P.5 到校面授 

9 魔術 及 汽球紮作課程 P.4-P.5 到校面授 

10 生活科學探索 A P.1-P.3 到校面授 

11 小結他課程 P.3-P.5 到校面授 

12 和諧粉彩 及 綜合畫課程 P.4-P.5 到校面授 

13 生活科學探索 B P.4-P.5 到校面授 

14 輕黏土 (卡通人物)手工藝課程 P.1-P.3 到校面授 

 

 

全學年總結 

整體而言，本學年的功輔班、興趣班及戶外活動因社會活動及新冠肺炎原因影響，未能一一完成，但很欣賞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各導師盡心盡力為

本校學生提供支援，令學生能得到適當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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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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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新來港學童支援津貼計劃 

 

今年由兩位英文科老師在下學期的半日復課期間，盡量爭取了早上的課前時間，負責替 2 位新來港學生輔導英語課程。從而幫助他們可以解決在英

語課程遇到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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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加強言語治療計劃津貼的檢討 

本校於 2020 至 2021 學年，透過公開招標聘請了香港社區言語治療中心言語治療師李詠詩姑娘為駐校言語治療師。李詠詩姑娘由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6 月期間到校提供服務，全年到訪 25 次，合共 175 小時。言語治療師按照學年初擬定的「校本言語治療支援服務 周年計劃」，於預防、

治療及提昇三範疇中，為學生、教師、家長及學校提供言語治療支援。 

 (A) 學生層面 

服務範疇 性質 項  目 活 動 果 效 建 議 

A1.語言評估 預防 

 學期初及學期尾 

語言能力評估 

 

 語言評估報告 

 

 全年訓練計劃 

 

 總結性進度報告 

 學期初 (9-10 月)： 

 由言語治療師為已確定的語

障學生進行語障評估及確定訓

練需要 

 服務節數：每位學生 20-30 分鐘 

 言語治療師為有訓練需要的學生

準備評估報告及全年訓練計劃 

 學期中 (11 月、2 月及 4 月)： 

 由老師轉介未確定但疑有語障、

讀寫障礙或社交能力稍遜的學

生，然後由言語治療師進行詳細

評估及確定訓練需要 

 學期尾 (5-6 月)： 

 由言語治療師為已接受言語治療

的學生進行語障評估及建議來

年訓練需要 

 服務節數：每位學生 30-45 分鐘 

 言語治療師會為有訓練需要的學

生準備總結性進度報告 

 學期初 (9-10 月)：  

- 共為 46 位語障學生進行語

障評估及確定訓練需要 

- 已為有訓練需要的學生準

備評估報告及全年訓練計

劃 

 

 學期中 (11 月、2 月及 4

月)： 

- 已評估  6 名新轉介的學

生，當中 6 人被評定為語障

學生 

 

 學期尾 (5-6 月)： 

- 已為語障學生進行語障評

估及建議來年訓練需要 

- 已為有訓練需要的學生準

備總結性進度報告 

 

附件一、學生的語障問題按程

度、跟進、語障類別及年級的

分析 

 

 

 

 

 

 

 

- 建議下學年保留於 11

月、2 月及 4 月轉介懷疑

語障學生予言語治療師

作評估。 

 

 

A2.言語治療

訓練 

(包括咬字發

音問題、語言

理解及表達障

治療 

 個別言語治療訓練 

 

 小組言語治療訓練 

 

 進度紀錄 

 個別言語治療訓練 

 言語治療師會按學生的需要

及訓練進度安排個別訓練 

 每節個別言語治療訓練為

30-45 分鐘 

 個別言語治療訓練 

- 共安排了 226 次個別訓練 

 小組言語治療訓練 

- 共安排了 85 次兩人小組訓

練，每節訓練為 20-30 分鐘 

- 建議推行「我在家中

讀」獎勵計劃，以鼓勵

學生在家練習言語治療

家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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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中文字閱

讀障礙、社交

及語用困難、

聲線及口吃問

題) 

 

 家居訓練 

 小組言語治療訓練 

 言語治療師會把語言能力相

約及訓練需要相約的學生集

合在同一小組 

 每組有 2-4 名學生 

 每節小組言語治療訓練為

30-45 分鐘 

 進度紀錄及家居訓練 

 言語治療師會為有訓練需要

的學生準備每堂訓練進度紀

錄及家居訓練 

 總出席堂數 = 311 堂 

 總人數 =46 人， 每人平

均堂數 = 7 堂 

- 中程度的平均課節為  8 

堂，最多者為 10 堂而最少

者為 5 堂 

- 輕微程度的平均課節為 7 

堂，最多者為 8 堂而最少

者為 2 堂 

- 輕微(間中)程度的平均課

節為 6 堂，最多者為 6 堂

而最少者為 5 堂 

(詳細數據請參閱《學生課堂出

席資料》) 

 

 治療成效 

- 經治療後，每位學生的語

言能力均有進步。詳情載

於個別學生的治療進度報

告。 

- 建議加強追收言語治

療家課 

 

- 建議增加個別及小組

訓練次數 

 

 

A3.全年訓練

計劃目標 
治療  全年訓練計劃目標 

 每位接受治療的學生均有個別化

訓練目標 

相關文件已存檔於學生的個人

檔案。 

語障學生家長亦收到學生的全

年訓練計劃。 

 

 

 

(B) 教師層面 

服務範疇 性質 項  目 活 動 果 效 建 議 

B1.轉介學生

機制 
預防  轉介機制流程 

 校本老師用轉介表 及 轉介機制

流程 

本學年，教師共轉介了 6 個新

個案，當中 6 人被診斷為語障

學生。 

- 建議下學年沿用有關

轉介機制，以識別語障

學生，並更新有關轉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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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老師個案

會議 

預防 

治療 
 老師個案會議 

 目的： 

 增加老師對言語訓練的認識 

 增強言語治療師與老師合作 

 針對個別語障學生，言語治療師

與有關老師定期會議，商討輔導

策略及製作教材 

 如有需要，言語治療師可協助老

師針對個別語障學生設計加強輔

導班/增潤課程 

言語治療師定期與支援老師討

論個案，了解學生的情況。 

  

 

 

 

- 建議保留與教師進行

個案會議，讓任教學生

的教師更了解學生需

要。 

B3. 學科支援 

(中文科口語) 

治療 

提昇 
 小組討論 

 言語治療師會與相關年級的科任

老師進行共備會議，商討及預備

有關入班授課的內容 

 言語治療師入班教授中文會話

課，強調及實習「小組討論」的

技巧 (待定三或四年級，暫定下

學期) 

因疫情及停課關係，活動取消。 

 

-  建議繼續保留學科

支援活動。如果仍受疫

情影響，可以視像形式

舉行。 

 

 

(C) 家長層面 

服務範疇 性質 項  目 活 動 果 效 建 議 

C1.家長觀課 

C2.家居訓練 

 

治療 

 家長觀課及面談 

 家居訓練 

 

 家長參與子女的個別治療課堂 

 言語治療師會透過老師通知家長

觀課時間 

 言語治療師會為有訓練需要的學

生準備每堂訓練的家居訓練，方

便家長在家中與子女練習 

 

從<家長問卷>中，有 90%的家

長認為言語治療師能夠針對孩

子的語言困難提供訓練。 

 

從<家長問卷>中，有 83.4%的

家長認為言語治療師能夠安排

多元化的訓練活動。 

 

從<家長問卷>中，有 86.7%的

家長認為觀課能幫助在家中跟

進孩子的語言訓練。 

 

從<家長問卷>中，有 86.7%的

家長認為言語治療家課有助家

- 建議保留邀請家長參

加言語治療課。 

 

- 建議保留向學生發出

通告以知會學生及家長

言語治療課的時間。 

 

- 建議繼續於下學年讓

治療師參與家長日活

動，讓未能出席觀課的

家長更了解學生的言語

能力及治療進度。 

 

- 建議保留在家長日約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special/support/wsa/pro-support/senco/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special/support/wsa/pro-support/senc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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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在家中跟進孩子的語言訓

練。 

 

從<家長問卷>中，有 86.7%的

家長認為按言語治療師指示為

子女進行家居訓練能有幫助改

善子女的理解及表達能力 

 

從<家長問卷>中，有 73.3%的

家長認為孩子的語言或說話能

力有進步 

從<家長問卷>中，有 96.7%的

家長整體上滿意校本言語治療

服務 

見未能參與言語治療課

的家長，以令家長更了

解學生言語治療進度。 

C3.家長日 治療  家長日面談 

 與學生家庭面談學生在接受

訓練後的進展，及建議家長

如何在日常生活提昇子女的

語言技巧。 

言語治療師於 2020 年 11 月 21

日參與學校的家長日（以面見

形式聯絡家長）。家長日當天有

11 位家長出席，出席率為

100%。 

從<家長問卷>中反映活動成

效。有 85.7%家長認為家長日

可讓他們更了解學生言語治療

進度。 

 

C4.家長講座 提昇  親子故事工作坊 

 親子故事工作坊 

 適合全校家長 

 協助孩子說故事及創作故事

的技巧 

 每次講座後會向家長進行問

卷調查 

 家長講座需用的服務時數﹕

每次約 2 小時 

 日期:上學期 (21/11)  

因疫情及停課關係，活動取消。 

 

- 建議下學年改為以其

他形式向家長推廣言語

治療信息。 

（如：拍攝影片） 

 

- 如能舉辦實體講座，

建議下學年邀請子女一

起出席增加家長實習講

座中技巧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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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校層面 

服務範疇 性質 項  目 活 動 果 效 建議 

D1. 

大哥哥大姐姐

計劃 

治療 

提昇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暫定 3 – 6 月舉行) 

 負責老師會邀請高年班 (五或六

年級) 學生擔任小老師角色，於

午休或小息協助有語障的學生練

習發音、講故事或認讀文字。 

 言語治療師會預備相關教材，指

導高年級同學的訓練技巧，並為

每位小老師配對低年級的輕度語

障學童進行練習。 

因疫情及停課關係，活動取消。 

- 建議下學年保留大哥

哥大姐姐計劃。 

 

- 建議言語治療師下學

年繼續向學校建議參加

活動的語障學生名單，

以確保每位語障學生都

有練習家課的機會。 

 

D2.校本資源支

援 

預防 

治療 

提昇 

 言語治療資源 

 言語治療資源 

 向學校建議選購有關言語治

療的書籍，玩具及教材 

 可協助學校訂購資源 

 協助學校制訂資源借用服務 

言語治療師已向學校建議選購

有關言語治療的書籍、玩具及

教材。 

 

 

D3.校本資源支

援 
行政 

 周年計劃書 

 學生名冊 

 代擬「周年計劃書」及「學生名

冊」 

學校已有「周年計劃書」及「學

生名冊」。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2020-21 年度學校自評報告 

P.42 

 

資源運用 

 

本校於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學年獲撥款$131,500.00 元，其中運用$131,250.00 元聘請了校本言語治療師李詠詩姑娘。 

 

2020 至 2021 學年「加強言語治療津貼」收支表 

項目 收入 支出 

2020 至 2021 學年「加強言語治療津貼」撥款 $131,500.00  

聘請了校本言語治療師  $131,250.00 

購買言語治療物資  / 

 結餘 $250.00 

                                                                               

 

來年展望 

在新的學年，本校計劃下一學年繼續進行「校本言語治療計劃」，並在預防、治療及提昇三個範疇中繼續為學生、家長、教師及學校提供言語治

療服務。經過一學年的時間，本校累積了經驗，現建議下學年進行「校本言語治療計劃」時，考慮以下建議： 

 

學生層面 

1. 建議推行「我在家中讀」獎勵計劃，以鼓勵學生在家練習言語治療家課。 

2. 建議下年度進行午間廣播/校園電視台活動，並讓更多語障學生有機會參與。 

3. 與社工合作處理自閉症或過度活躍學生的行為情緒問題。 

 

教師層面 

1. 為新老師或小一班主任講解轉介機制。 

2. 建議下學年在特定的範疇中為教師提供內容更深入的講座，以讓教師更了解不同語障學生的需要。 

3. 建議保留與教師進行個案會議，以讓任教中度/嚴重語障學生的教師更了解學生需要。 

4. 建議下年度多與教師進行觀課以外的活動 (如: 協課活動)，以讓教師及言語治療師有更多溝通的機會。 

5. 建議下學年繼續安排教師與言語治療師進行協作教學。 

6. 建議下學年於協作教學前安排一次入班觀課，讓治療師更能了解班中學生常見問題。 

7. 提早提供評估或進度報告給老師參考，令他們對班上語障學生更了解以提供支援。 

 

家長層面 

1. 建議下學年特別邀請語障學生的家長出席，以讓家長更能掌握在家提升子女語言能力的技巧。 

2. 建議下學年改為以其他形式向家長推廣言語治療信息。 

3. 建議下學年邀請子女一起出席增加家長實習講座中技巧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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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議保留在家長日約見未能參與言語治療課的家長，以令家長更了解學生言語治療進度。 

5. 建議於下學年讓治療師參與家長日活動，讓未能出席觀課的家長更了解學生的言語能力及治療進度。 

6. 建議言語治療師下學年繼續向學校建議參加家長義工活動的語障學生名單，以確保每位語障學生都有練習家課的機會。 

 

學校層面 

1. 建議下學年沿用校園電視作活動宣傳之用。同時建議可多邀請語障學生參與節目錄製活動，以提供更多不同層面的訓練機會予語障學生。 

2. 建議下學年邀請語障學生錄製廣播內容，以提供更多不同層面的訓練機會予語障學生。 

3. 建議言語治療師下學年繼續向學校建議參加大哥哥大姐姐活動的語障學生名單，以確保每位語障學生都有練習家課的機會。 

4. 建議下學年邀請高年級學生擔任大哥哥大姐姐，以提升他們對語障問題的自覺性及讓他們在治療課堂外亦能運用所學技巧，提供不同訓練層面

的機會。並與治療師到訪日配合，以讓治療師能即時監察活動進行，以讓語障學生得到最大的幫助。 

5. 建議下學年為小三及小六的學生舉行學生講座，提升他們說故事及面試時的表達能力。 

 

 

 

 

 

附件一、學生的語障問題按程度、跟進、語障類別及年級的分析 

 

程度 嚴重 中度 輕度 輕度(間中訓練) 正常 

人數 0 6 36 3 1 

 

跟進 需要 觀察 不需要 

人數 45 0 1 

 

語障類別 語言 發音 聲線 流暢 多項 正常 

人數 31 2 0 0 12 1 

 

年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人數 11 7 8 14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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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加強輔導班的檢討 

 

1. 在疫症停課期間，學生由實體課轉上視像課堂，在缺乏耳提面命的提示下，學生的學習成效受到影響，欠交功課的次數也多。了今年繼續推行成績

行為獎罰計劃，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管理好課堂行為。學生減少欠交功課，上課投入，同學都努力嘗試回應老師的提問，成效不錯。 

2. 下學期復課後，加輔班老師能有時間可以親身督促和提示學生去學習，使學生在學習上有所改善和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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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課前課後輔導的檢討 

 

目標 策略施行情況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目標達成程度 

優化自主學習，提升

學生的學習效能 

因疫情關係，輔導教學亦因停課而

暫時停止。為了協助學生鞏固知

識，課前輔導於五月中恢復，效果

理想。 

優化自主學習，提升學生的學

習效能 

因疫情關係，輔導教學亦因

停課而暫時停止。為了協助

學生鞏固知識，課前輔導於

五月中恢復，效果理想。 

優化自主學習，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跟進行動 

由於受停課及半日制授課的影響，一些計劃，例如「小精英」功輔班、中英文默書獎勵計劃的效果及推行模式受到影響。惟教師已經積極尋求代替的

方式，例如以網上形式進行，雖然效果不及實體理想，亦提供了一些可行的方法協助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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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學生支援組之綜合財務總結： 

2020 財務總結算 

實際收入 (項 目)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可用結餘 

上年度盈餘 $28,920.00 1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201,100.00 $149,100.00 $52,020.00 

(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本年度財政津貼 $172,200.00 

[由協辦機構向政府申請撥款] $0 2 區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0 $0 $0 

上年度盈餘 $16,774.23 3 新來港學童計劃津貼 $10,000.00 $10,000.00 $6,774.23 

本年度財政津貼 $0 

上年度盈餘 $6,302.50 4 加強言語治療計劃津貼 $150,000.00 $131,250.00 $272.50 

本年度財政津貼 $125,220.00 

上年度盈餘 $0.00 5 加輔班家具及教具 $20,000.00 $0.00 $20,000.00 

本年度財政津貼 $20,000.00 

上年度盈餘 $0.00 6 學生獎品 $12,000.00 $3,624.00 $8,376.00 

本年度財政津貼 $12,000.00      

上年度盈餘 $0.00 7 聘請 SEN 教學助理 $428,400.00 $548,464.68 -$120,064.68 

本年度財政津貼 $428,400.00 

上年度盈餘 $0.00 7 聘請 SEN 支援教師 $459,180.00 $455,730.00 $3,450.00 

本年度財政津貼 $459,180.00 

上年度盈餘 $0.00 8 外聘特殊教育支援服務 $200,000.00 $148,220.00 $51,780.00 

本年度財政津貼 $200,000.00 
    

上年度盈餘 $0.00 9 學生活動資助計劃 $135,000.00 $17,241.50 $117,758.50 

本年度財政津貼 $135,000.00         

總計： $1,603,996.73   $1,615,680.00 $1,463,630.18 $140,366.55    



旅港開平商會學校 2020-21 年度學校自評報告 

P.47 

 

8. 其他津貼報告 

8.1 額外補充學習津貼/額外學位現金津貼計劃報告 

目標 策略施行情況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目標達成程度 

1. 改善校園環境和教學

設備，建立健康校

園，培養學生養成良

好的健康生活習慣。 

 

 

 

 

 

 

 

 為迎合自行聘請的言語治療師的到任，已增

設言語治療室，並進行了相關改善工程。 

 已為每個課室的學生座位添置防疫間格膠

板。 

 已為 STEM ROOM 添置 3D 打印機 3 部。 

 已在學校走廊圍牆加設防護欄，有助提升校

園的安全性。 

 已添置其他家具和消耗品以改善校園環境。 

 已聘請時薪清潔工友 4 名。 

 已與 NGO 合作開辦課後托管服務。 

 

 校園環境和教

學設備得到改

善。 

 

 

 

 

 

 

 

 

 觀察 

 訪談 

 

 

 

 

 

 

 

 

 

 根據觀察，學校整體環境得到改善。 

 定期監察校園衛生情況並填寫檢查表

後，能有效跟進校園的衛生情況，作出

改善，確保校園清潔衛生。 

 與 NGO 合作開辦課後托管服務，能有

效幫助雙職家長在課後照顧無人看管學

生。 

 

 

 

2. 提昇學校教與學效能

和行政工作效率。 

 

 

 

 已聘請兼職外籍教師，為高小學生於課後安

排英文小組活動。 

 已聘請教學助理 2 名，協助處理非教學工作。 

 已聘請合約中文科教師 2 名。 

 學校教學質素

和行政工作效

率有所提昇。 

 

 觀察 

 問卷 

 

 根據教師問卷，82.2%教師認同學生參

與英語活動的次數有所增加。 

 根據教師問卷，95.6%教師同意聘請教

學助理有助提升行政工作效率。 

 根據教師問卷，86.7%教師認同聘請合

約中文科教師 2 名，課擔以得分擔，提

升學校教學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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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總結算 2020-2021 

 

 

 

項目 開支預算 實際支出 結存 

1. 與 NGO 合作開辦課後托管服務。 $    299,972.00  

$1,137,532.00 

額外(補充)現金津貼 

+ 

$1,000,000.00 

額外(學位)學習津貼 + 

$   55,000.00 

校本管理額外津貼 

+ 

$  100,000.00 

一筆過特別支援津貼 

$             0.00 $         299,972.00 

2. 更換禮堂講台投影系統 $     80,000.00 $        259,050.29 $         160,949.71 

3. 增設 3D 打印機 3 部 $     60,000.00 

4. 更換一樓「火車頭」告示箱 $    100,000.00 

5. 全校加裝圍欄 $    100,000.00 
6. 更改停車場圖則 $     30,000.00 

7. 新置社工室 $     50,000.00 

8. 聘請合約中文科教師 2 名 $    876.960.00 $        876,960.00 $              0.00 
9. 聘請教學助理 2 名 $    428,400.00 $        383,250.00 $          45,150.00 

10. 聘請兼職外籍導師 $    200,000.00 $         87,500.00 $         112,500.00 

11. 聘請時薪清潔工友 4 名 $     67,200.00 $        120,592.50 $        ( 53,392.50) 

 總計： $  2,292,532.00  $      1,727,352.79 $         565,179.21 

反思及跟進行動： 

  本學年與 NGO 合作開辦課後托管服務費用，轉由基本津貼支付。由於半日制上學仍持續，課後功課輔導班的需求將更大，故建議將功課輔導班擴

大由原來的 30 位名額至 60 位，並配合其他校本課後支援項目支援有需要的學生。 

 更換一樓「火車頭」告示箱和更改停車場圖則仍在進行中。已更換學校設備，改善校園環境，建立健康校園。 

 由於停課關係，部份預算開支未能本學年未能，留待下學年的預算。 

  建議來年繼續運用資源聘請教學助理提昇學校行政工作效率； 

  建議來年繼續運用資源聘請合約教師提昇學校教與學效能； 

  建議來年繼續運用資源聘請兼職外籍教師，為高小學生安排小組活動； 

  建議來年繼續運用資源聘請時薪清潔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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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運用推廣閱讀津貼報告 

 
推廣閱讀的主要目標: 更新館藏圖書，提升學生閱讀興趣。   

 

 項目名稱 預算開支 

1. 購買圖書實體書 $38,140 

  實體書 

  電子書 

2. 網上閱讀計劃  

$4,160   e 悅讀計劃 

  其他計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閱讀活動  

$2000   聘請作家、專業說書人等進行講座 

  僱用外間提供課程機構協助舉辦與推廣活動有關的學生學習活動 

  支付學生參加閱讀活動或比賽的報名費用 

  資助學生參加或報讀與閱讀有關的收費活動或課程 

4. 其他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以選或以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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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全方位學習津貼運用報告 

 
 

 
 
 
 
 
 

範疇 活動簡介 目標 舉行日期 

對象 

（級別

及參與

人數） 

評估結果 

實際 

開支 

（$） 

 
 
開支 

用途
＊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號，

可選擇多於一項） 

智
能
發
展
︵
配
合
課
程
︶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體
藝
發
展 

社
會
服
務 

與
工
作
有
關
的
經
驗 

第 1 項 舉辦／參加全方位學習活動 

1.1 本地活動：在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組織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例如：實地考察、藝術賞析、參觀企業、主題學習日） 

 
跨學科 

 

戶外活動(租車費用)* 
組織課室外的體驗學習活動，把全

方位學習策略融入跨課程教學。 
上學期 P.1-3 

出席率及 

學生作品 
0 E2      

STEM 教學 
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提升學習效

能。 
全學年 

P.1-2 
P.4-5 
(488) 

問卷 59,145.32 E8     
 
 

 

    第 1.1 項預算總開支 59,1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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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地活動：按學生的興趣和能力，組織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發展學生潛能，建立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例如：多元智能活動、體藝文化活動、領袖訓

練、服務學習、學會活動、校隊訓練、制服團隊活動、軍事體驗營） 

校本活動 

修業旅行(營地及租車費用) * 
鼓勵全校學生參與戶外活動，並加

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18/12/19 

全校 

(747) 

出席率及觀

察 
0 E1      

小六畢業營(營地及膳食費用)* 
培養學生的團隊精神及對升中生活

的認識。 
20/4/20-22/

4/20 
P.6 

(107) 

問卷及檢討

報告 
0 E1      

康樂活動(物資費用)* 培養學生多元智能活動的發展 全學年 
全校 

(747) 

參與率及觀

察 
10,519 E7      

試後活動(租車費用)* 
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提升學習效

能。 

2/2020 及

7/2020 

全校 

(747) 

出席率及觀

察 
0 E2      

運動會* 鼓勵全校學生參與運動比賽的機會 5/3/20 
全校 

(747) 
教師問卷 253.1 E1      

開放日 鼓勵學生參與表演和服務的機會 4/1/2020 
全校 

(700) 

參與率及觀

察 

學生表現 

1,171 E1      

校隊訓練 

花式跳繩校隊班 
培養具潛質的學生在體育方面的發

展 
全學年 

P.4-5 
(15) 

學生表現 2,680 E1      

田徑校隊訓練班導師費用 
培養具潛質的學生在體育方面的發

展 
全學年 

P.3-6 
(43) 

學生表現 12,000 E2E5      

羽毛球校隊訓練班導師費用* 
培養具潛質的學生在體育方面的發

展 
全學年 

P.3-6 
(14) 

學生表現 0 E1E5      

足球校隊訓練班導師費用* 
培養具潛質的學生在體育方面的發

展 
全學年 

P.3-6 
(15) 

學生表現 0 E5      

敲擊樂校隊訓練班導師費用 
培養具潛質的學生在音樂方面的發

展 
全學年 

P.1-4 
(34) 

學生於音樂

節之表現 
($544) E5      

舞蹈校隊訓練班(高組)導師費 
培養具潛質的學生在藝術方面的發

展 
全學年 

P.4-6 
(30) 

學生於舞蹈

節之表現 
5,400 E5      

舞蹈校隊訓練班(低組)導師費 
培養具潛質的學生在藝術方面的發

展 
全學年 

P.1-3 
(23) 

學生於舞蹈

節之表現 
28,189.28 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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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隊訓練 

西方舞隊訓練班導師費及服裝費用 
培養具潛質的學生在藝術方面的發

展 
全學年 

P.2-6 
(23) 

學生於舞蹈

節之表現 
36,400 E1E5      

中文話劇* 
培養具潛質的學生在藝術方面的發

展 
全學年 

P.3-6 
(20) 

學生於戲劇

節之表現 
0 E5      

校隊比賽 

 

九龍西區各項運動報名費用及運動員證報名費 
鼓勵學生參加各項比賽，以擴闊學

生視野，並提升其自信心。 
全學年 

P.1-6 
(100) 

比賽表現 160 E1      

各項比賽租車費 
鼓勵學生參加各項比賽，以擴闊學

生視野，並提升其自信心。 
全學年 

P.1-6 
(350) 

比賽表現 0 E2      

香港學校朗誦節報名費 
鼓勵學生參加各項比賽，以擴闊學

生視野，並提升其自信心。 
全學年 

P.1-6 
(140) 

比賽表現 4,495 E1      

香港學校音樂節報名費* 
鼓勵學生參加各項比賽，以擴闊學

生視野，並提升其自信心。 
全學年 

P.1-6 
(60) 

比賽表現 727.45 E1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報名費* 
鼓勵學生參加各項比賽，以擴闊學

生視野，並提升其自信心。 
全學年 

P.4-6 
(20) 

比賽表現 2,020 E1      

興趣班 

滾軸溜冰班(中高級)導師費用 
培養具潛質的學生在體育方面的發

展 
全學年 

P.4-5 
(10) 

家長問卷 0 E5      

跆拳道班(中高級)導師費用 
培養具潛質的學生在體育方面的發

展 
全學年 

P.2-6 
(28) 

家長問卷 0 E5      

武術訓練班表演用品* 
培養具潛質的學生在中國傳統藝術

方面的發展 
全學年 

P.1-5 
(24) 

家長問卷 690 E1      

結他班導師費用 
培養具潛質的學生在音樂方面的發

展 
全學年 

P.4-6 
(10) 

家長問卷 0 E5      

足毽訓練班導師費用 
培養具潛質的學生在體育方面的發

展 
全學年 

P.3-6 
(15) 

家長問卷 0 E5      

粵曲小組服裝費用 
培養具潛質的學生在中國傳統藝術

方面的發展 
全學年 

P.2-6 
(6) 

觀眾評價 0 E1      

水墨畫班導師費用 
培養具潛質的學生在水墨畫方面的

發展 
下學期 

P.1-6 
(39) 

學生表現 8,775 E5      

西洋畫班導師費用 
培養具潛質的學生在西洋畫方面的

發展 
下學期 

P.1-4 
(30) 

學生表現 7,125 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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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班 3D printing 模型設計班 
培養具潛質的學生在資訊科技方面

的發展 
下學期 

P.4-6 
(15) 

學生表現 5,250 E5      

制服團隊 

幼童軍(參觀活動)* 
組織課室外的體驗活動，豐富學生

的學習經歷。 
全學年 P.3-6 

參與率及 

觀察 
0 E1E2      

小女童軍(參觀活動)* 
組織課室外的體驗活動，豐富學生

的學習經歷。 
全學年 P.1-6 

參與率及 

觀察 
0 E1E2      

    第 1.2 項預算總開支 125,310.83       

 

1.3 境外活動:舉辦或參加境外活動/境外比賽，擴闊學生視野 

境外交流

活動 
境外交流* 舉辦境外交流活動以擴闊學生視野 下學期 

P.5-6 
(50) 

問卷及學生

匯報 
0 E3E4      

    第 1.3 項預算總開支 0      

 
 

1.4 其他 

親子 

學習日 
海洋公園親子學習日* 

組織課室外的體驗學習活動，豐富

學生的學習經歷。並促進親子關

係。 

29-1-21 
全校 

(700) 

參與率及 

觀察 
0 E1 E2      

    第 1.4 項預算總開支 0      

    第 1 項預算總開支 184,456.15      

 

     * 2019 冠狀病毒疫情取消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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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項目 用途 實際開支（$） 

第 2 項 購買推行全方位學習所需的設備、消耗品或學習資源 

STEM 電腦設備及配罝 配合各學科的教學和全方位活動的進行。 174,304 

體育  體育用品及「運動最前線-生命教育篇」計劃教材套 配合體育科的教學和校隊培訓。 51,908.48 

  第 2 項預算總開支 226,212.48 

  第 1 及第 2 項預算總開支 410,668.63 

＊： 輸入下表代號；每項開支可填寫多於一個代號。 

開支用途代號  

E1 活動費用（報名費、入場費、課程費用、營舍費用、場地費用、學習材料、活動物資等）  E6 學生參加獲學校認可的外間機構所舉辦之課程、活動或訓練費用 

E2 交通費  E7 設備、儀器、工具、器材、消耗品 

E3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學生）  E8 學習資源（如學習軟件、教材套） 

E4 境外交流／比賽團費（隨團教師）  E9 其他（請說明） 

E5 專家／導師／教練費用  COVID 
透過「一次性支援措施」支付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疫情取消學習活動引致

的開支 

 
受惠學生人數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    劉國輝、活動主任     

 

全校學生人數︰ 747 

受惠學生人數︰ 747 

受惠學生人數佔全校學生人數百分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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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運用報告 

（一） 財務概況 

A 本學年獲發撥款： $135,000 

B 本學年總開支： $17,241.5 

C 須退還教育局餘款（A - B）： $117,758.50 
 

 

（二） 受惠學生人數及資助金額 

學生類別 受惠學生人數 資助金額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7 
 

$2,410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全額津貼 
44 

 

$14,820 

校本評定有經濟需要 9 $3,600 

總計 60 
$20,830 

［註：此項應等於（一）B「本學年總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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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開支詳情 

範疇 活動簡介 開支（$） 
受惠學生

人次 1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 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智能發展 

（配合課程） 

德育及公

民教育 
體藝發展 社會服務 

與工作有

關的經驗 

1.1 
本地活動︰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不同學科／跨學科／課程範疇的全方位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例如：實地考察、藝術賞析、參觀

企業） 

英文 拼音及閱讀班 $400 1      

英文 英文朗讀班 $400 2      

英文 英文會話句子班 $400 1      

數學 珠心算班 $400 1      

數學 升中英數預備班(退款) -$700 7      

 第 1.1 項總開支 $900  

1.2 
本地活動︰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多元化全方位學習活動，以豐富五種基要學習經歷（例如：多元智能活動、體藝文化活動、領袖訓

練、服務學習、學會活動、校隊訓練、制服團隊活動、軍事體驗營） 

體育 Hip Hop班 $160 1    11  

多元智能活動 小小領袖生班 $510 2      

多元智能活動 小小魔術師班 $250 1      

音樂 小提琴班 $800 2      

體育 芭蕾舞班 $1,150 3      

視藝 木顏色畫班 $400 1      

音樂 古箏班 $8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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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開支（$） 
受惠學生

人次 1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 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智能發展 

（配合課程） 

德育及公

民教育 
體藝發展 社會服務 

與工作有

關的經驗 

體育 乒乓球班 $800 2      

視藝 兒童畫班 $1,140 4      

體育 花式跳繩 $210 1      

視藝 素描班 $400 1      

視藝 動漫畫班 $400 1      

多元智能活動 專注解難班 $310 1      

視藝 創意綜合繪畫班 $400 1      

音樂 結他班 $400 1      

體育 跆拳道班 $400 1      

體育 溜冰班 $400 1      

視藝 綜合畫班 $400 1      

體育 游泳班 $700 2      

音樂 鋼琴班 $6,800 17      

體育 爵士舞班 $800 2      

體育 籃球班 $400 1      

體育 羽毛球班(退款) -$8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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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簡介 開支（$） 
受惠學生

人次 1 

基要學習經歷 

（請於適用方格加上 號，可選擇多於一項） 

智能發展 

（配合課程） 

德育及公

民教育 
體藝發展 社會服務 

與工作有

關的經驗 

體育 跆拳道班(退款) -$1,600 4      

體育 武術訓練班(退款) -$488.50 3      

視藝 水墨畫A班(退款) -$400 1      

 第 1.2 項總開支 $14,741.50  

1.3 境外活動︰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參與境外活動／境外比賽 

         

 第 1.3 項總開支 0  

1.4 資助有經濟需要的學生購買參與全方位學習活動所必要的基本學習用品及裝備 

體育 武術班服裝 $400 2      

體育 舞蹈C組舞衣 $1,200 3      

 第 1.4 項總開支 $1,600  

1.5 其他 

         

 第 1.5 項總開支 0  

1.6 透過「一次性支援措施」支付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取消學習活動引致的開支 

         

 

第 1.6 項總開支 0  

總計 $17,241.5   

 

1 受惠學生人次指參加每項活動的學生人數，學生參加多於一項活動可重覆計算。     全方位學習聯絡人（姓名、職位）﹕劉國輝主任(P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