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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良局錦 泰小學 
2011/ 2012 至 2013/ 2014 年度學校三年發展計畫檢討 

項目 目標／預期成果 施行策略 評估、檢討及反思 

1.1 持續發展健康校園 1.  

學校發展 

1.2 發展教師專業成長 

1. 各科組深化校本課程及有系統地推
展活動，培養學生建立健康的生活態

度及情緒管理。 
2. 各科組透過校本課程及多元化活

動，提升學生的抗逆能力。 
3. 透過校本課程及多元化活動，鼓勵互

相關愛的文化，營造「關愛校園」的
氣氛。 

4. 推展家長教育，讓家長認識「生理」
及「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5. 配合學校及課程發展的需要，製訂教
師發展日的主題。 

6. 與有素質的校外機構協作，發展校本
課程。 

7. 因應科組的發展及需要，發展教師的
專業成長。 

1. 各科組及行政組已持續深化校本課程及推行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以

培養學生建立健康生活習慣、情緒健康及提升他們的抗逆能力，曾

舉辦「文化日」、「全方位體驗學習日」、「專題研習」等學習活動，

設計已配合「健康校園」。 

2. 訓輔組已推展校本的健康生活教育及在德育及公民教育課加入「個

人健康成長」的課題，並為學生舉辦成長的天空、乘風航、生活教

育營、家長講座……全面深化「健康校園」。 

3. 常識科已修訂課程內容，在一年級至六年級推行健康「身、心、靈」

的課程；體育科已推展「健康知識及訓練課程」及全校早操。 

4. 各科組及行政組已透過校本課程及推行多元化的活動，營造「關愛 

   校園」的氣氛﹔各科組成立不同的服務團隊，讓學生關愛身邊的人， 

   協助他人，如英語大使、數學小泰斗、大哥哥大姐姐…… 

5. 圖書組的定期主題活動及繪本閱讀活動已配合「健康校園」及「關 

   愛校園」推展不同的閱讀及寫作活動。 

6. 中文科及數學科已舉辦家長工作坊，教導家長如何協助子女學習及 

    健康地成長。 

7. 圖書組舉辦「家長說繪本故事」工作坊，培養家長對「生理」及「心 

    理」康的正確態度。 

8. 課程組已配合學校及課程發展的需要，舉辦不同主題的「教師發展 

   日」，例如﹕提問及擬題技巧、如何運用平板電腦及電子白板於教學 

    中，急救方法，考察地質公園…… 
9. 中文科、數學科、常識科持續與教育局(校本支援)、中文大學等校 

   外機構協作，推展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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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標／預期成果 施行策略 評估、檢討及反思 

1.1 持續發展健康校園 1.  

學校發展 

1.2 發展教師專業成長 

1. 各科組深化校本課程及有系統地推
展活動，培養學生建立健康的生活態

度及情緒管理。 
2. 各科組透過校本課程及多元化活

動，提升學生的抗逆能力。 
3. 透過校本課程及多元化活動，鼓勵互

相關愛的文化，營造「關愛校園」的
氣氛。 

4. 推展家長教育，讓家長認識「生理」
及「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5. 配合學校及課程發展的需要，製訂教
師發展日的主題。 

6. 與有素質的校外機構協作，發展校本
課程。 

7. 因應科組的發展及需要，發展教師的
專業成長。 

10.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視藝科、體育科因應科本的發展及需要，

進行了教師工作坊﹕中文--繪本教學、中文語法評估報告簡介會﹔

英文--指導閱讀教學﹔視藝--陶藝、校本評鑑﹔體育--體操、足球﹔

也曾舉辦科目分享會﹕中文科---優化課堂教學，數學科---課程發

展及活動設計，都能提升教師的專業成長。 

11.中文科已有系統地安排所有中文科老師香港中文大學「喜閱寫意」
課程，以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同時已有十一位科任完成香

港中文大學賽馬會讀寫支援計畫---小學中國語文科專題課程。 
12.支援組已安排各科組老師參與為「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專業訓

練，例如﹕學習支援的基礎及高級課程；；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特殊學習困難、智障等專題課程，提升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的知識

和技巧。 

項目 1.1 及 1.2 的整體檢討﹕ 

1.1 持續發展健康校園 

1.2 發展教師專業成長 

各科組及行政組持續進行課程修訂、設計及多元化活動，能協助學生建立健康的生活、健康的情緒、抗逆的能力、

關愛的文化，成效顯著，讓學生能夠從活動中學習，從學習中成長。本校於 2013 年獲得「關愛校園」榮譽獎，獲

表揚全校老師推動校園內關愛文化及工作的成就。其次，各科組亦能透過舉辦有效的科本家長教育，以支援學生

的學習及成長需要。此外，各科組亦開始進行科本的教師發展，更能有效地提升教師的專業成長，亦能得到科任

老師的認同及支持，效果甚佳。另外，各科組已建立持續與校外機構進行協作的文化，讓校本課程更多元化及與

時並進，學生及老師均得益不少。最後，各科組老師開始參與為「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專業訓練，以照顧學

生的不同學習需要。 

建議： 

1. 持續與校外機構協作，發展校本課程。 

2. 各科因應科本的發展及需要，持續舉辦工作坊、分享會、備課會、觀課，以提升教師的專業成長。 

3. 配合學校、課程發展及學生成長的需要，製訂教師發展的主題。 

4. 將會有系統地安排老師持續進修有關資優及有特殊需要學生的課程或工作坊。 
5. 加強家長教育，提升家長對子女成長的認識及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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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標／預期成果 施行策略 評估、檢討及反思 

2.1 加強照顧學生的個別

差異 

2.2 提升學生兩文三語的

能力 

2.  

課程發展 

2.3 發展德育及國民教育 

1. 推展合作學習教學。 
2. 有系統發展校本資優課程及照顧學

生學習差異的教學策略。 
3. 透過創設語境及多元化的活動，提升

學生學習兩文三語的興趣及機會。 
4. 安排學生有跨境、跨區、跨種族互動

交流的機會。 
5. 英文科進行協作寫作教學﹔中文科

低小進行圖畫書教學。 
6. 提供多元化的活動，提升學生兩文三

語的能力。 
7. 發展多元化的評估模式。 

8. 配合國情發展，進行跨科組協作活
動。 

9. 各科組製訂「德育及國民教育」課
程。 

1. 各科組已推展合作學習教學策略，以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2. 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已進行課程的設計及裁剪，以照顧學生學

習 

差異﹕中文科在小一至小二推展優化課堂教學，為能力較弱的學生

儘早在低小進行保底教學，減少學習語文上的差距﹔在小五及六的

集體備課中為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設計不同的課堂活動及工作

紙；英文科在小二至小三推展  PLP-R/W，進行小組閱讀及分層寫

作活動，在 4E/e 班進行課程裁剪；數學科在小四及五設計分層工

作紙。 

3. 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常識科持續發展資優課程，例如﹕中文

科在小一至小二推展優化課堂教學，在小五進行繪本閱讀及寫作教

學，在小四至小六集體備課中為學習能力高的學生設計課堂活動；

英文科在小四至小六開設英語話劇組；數學科在小三開始有系統進

行數學校隊(奧數)學生的選拔及培訓，在小五為學習能力高的學生

設計教學活動；常識科選拔資優的學生參加「機關王」、「水火箭」

等科技探究活動，也組織了「小小科學家」，培養學生對科技的探究

學習。 

4. 圖書組、英文科、普通話科已創設語境及進行多元化的活動，增加

學生學習兩文三語的興趣及機會，例如﹕設有英語趣味日、普通話

日；圖書組定期進行中文及英文圖書推介，組織讀書會，為能力較

好及弱的學生，提升他們的能力；普通話科在小三至小六進行協作

教學，小一至三進行校本語音教學，小一至小六推行「普通話號」

活動。 

5. 為學生安排遊學團，進行跨境、跨區、跨種族互動 學習及交流，例

如﹕梅州、惠州、新加坡、福建、台灣、廣州等，提供機會學以致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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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標／預期成果 施行策略 評估、檢討及反思 

2.1 加強照顧學生的個別

差異 

2.2 提升學生兩文三語的

能力 

2.  

課程發展 

2.3 發展德育及國民教育 

1. 推展合作學習教學。 
2. 有系統發展校本資優課程及照顧學

生學習差異的教學策略。 
3. 透過創設語境及多元化的活動，提

升學生學習兩文三語的興趣及機
會。 

4. 安排學生有跨境、跨區、跨種族互
動交流的機會。 

5. 英文科進行協作寫作教學﹔中文科
低小進行圖畫書教學。 

6. 提供多元化的活動，提升學生兩文
三語的能力。 

7. 發展多元化的評估模式。 
8. 配合國情發展，進行跨科組協作活

動。 
9. 各科組製訂「德育及國民教育」課

程。 

6. 中文科及圖書組在小一至六推行圖畫書/繪本教學，為學生提供另類
的閱讀策略，提升學生的思維及觀察能力﹔英文科在小五及小六推

行協作寫作教學。 
7. 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提供多元化的活動，讓不同能力的學生發

展兩文三語的能力，例如﹕中文科在小一至小六推行閱讀小寶庫及
創意寫作園地；英文科在小一至小六推行 Grandmont Forum、

Grandmont Gazette、  Grandmont Fun Book、PLK Dollars Award 
Scheme；數學科在小一至小六  推行「數學英文專有名詞」的學習。 

8. 各科組已發展多元化的評估，例如﹕中文科在朗讀、隨筆、古詩進

行了家長評估及同儕互評；英文科在寫作、朗讀、專題研習進行了

家長評估及同儕互評；數學科在學生數學作品欣賞中進行了同儕互

評；常識科在剪報及種植活動中進行了家長評估；普通話科在朗讀

進行了家長評估；視藝科在「小小藝術家」活動中進行了同儕評估。 

9. 配合國情的發展，各科組已進行跨科協作活動，例如﹕圖書組與常

識科協作，進行與國情有關的剪報活動；圖書組在「暑期閱讀之旅」

中安排配合國情的閱讀；中文科與常識科合作舉辦「中常通識問答

比賽」；常識科亦已配合國情的發展進行早會分享及剪赧活動。 

10. 訓輔組已與各科組協作，並透過早會、週會及多元化活動，推展德

育及公民教育，學生投入，學習態度認真。 

11. 已成立「德育及公民教育」小組，重新規畫、設計及發展校本德育
及公民教育課程，已檢視課程內容與中、常類似的課題或內容加以

重整，刪去重覆或過時的，新課程將於下一個三年中試行及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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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標／預期成果 施行策略 評估、檢討及反思 

項目 2.1、2.2 及 2.3 的整體檢討﹕ 

2.1 加強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 

2.2 提升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 

2.3 發展德育及國民教育 

各科組已能因應科本的特點及學生不同的能力，透過科組的活動、課程的裁剪、課程的設計、教學活動的設計、

優化課堂、不同的教學策略……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讓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得到適切的照顧，效果理想。其次，

各科組已積極創設不同的語言環境，安排多元化的活動，以提升他們兩文三語的能力。學生表現積極、投入，能

運用兩文三語進行活動。此外，「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的規畫已大致完成，亦配合中文科、常識科的課程及學校

各科組的活動。 

建議： 

1. 持續申請校外資源及校本支援計畫，發展校本課程。 

2. 配合學校、課程發展及學生成長的需要，加強對能力較弱及能力較好學生的學習及成長的照顧。 

3. 持續發展有系統的資優課程，並有系統地規劃及開展正規資優課程。 

4. 在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為 4E/e 至 6E/e 進行課程裁剪。 

5. 「德育及公民教育」小組設計及發展校本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 

3.1 提升學生主動學習的

能力 

3.  

學生發展 

3.2 統整及完善學生成長

發展的系統 

1. 透過課堂設計教學及課業，提升學生

主動學習能力。 
2. 為學生安排跨境、跨區、跨種族互動

交流的機會。 
3. 提供多元化的獎勵活動，鼓勵學生主

動學習與參與。 
4. 製訂低年級及深化高年級的「學生成

長」課程。 
5. 與科組協作，推展德育及公民成長課

程。 
6. 推展服務學習及成長的天空計畫，舉

辦培訓班、工作坊及領袖紀律訓練
營。 

7. 營造關愛校園。 

1. 小一至小六已透過進行專題研習，提升學生主動學習的能力。 

2. 各科組已透過課堂設計教學及課業，提升學生主動學習能力，例

如﹕中文科及常識科安排學生上網搜集資料，預習課文；英文科安

排學生運用平板電腦上網搜尋資料、查字典，再進行寫作；視藝科

安排學生上網搜尋不同題材、畫家及畫派的資料，再進行創作；普

通話科安排學生搜集香港旅遊地點的特色及謎語，再進行匯報。 

3. 為學生安排遊學團，進行跨境、跨區、跨種族互動學習及交流，以

提升學生主動學習的能力。例如﹕梅州、惠州、新加坡、 福建、台

灣、廣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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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標／預期成果 施行策略 評估、檢討及反思 

3.1 提升學生主動學習的

能力 

3.  

學生發展 

3.2 統整及完善學生成長

發展的系統 

1. 透過課堂設計教學及課業，提升學生

主動學習能力。 
2. 為學生安排跨境、跨區、跨種族互動

交流的機會。 
3. 提供多元化的獎勵活動，鼓勵學生主

動學習與參與。 
4. 製訂低年級及深化高年級的「學生成

長」課程。 
5. 與科組協作，推展德育及公民成長課

程。 
6. 推展服務學習及成長的天空計畫，舉

辦培訓班、工作坊及領袖紀律訓練
營。 

7. 營造關愛校園。 

4. 各科組已發展多元化的獎勵活動，以鼓勵學生主動學習，例如﹕中

文科進行「每日一篇閱讀獎勵計畫」；英文科進行「Grandmont Fun 

Book」、「PLK Dollars Award Scheme」；數學科進行「數分卡獎勵計

畫」；常識科進行「剪報之星」及「小小科家」選舉；視藝科進行「視

藝獎 FUN 紛獎勵計畫」；音樂科進行「音樂自我增值計畫」；體育科

進行「章別獎勵計畫」及「自我提升身體素質訓練計畫」；普通話科

設有普通話小冊子；音樂科進行「音樂自我挑戰獎勵計畫」；圖書組

進行「圖書閱讀獎勵計畫」。 

5. 常識科已修訂課程，在一年級至六年級推行健康「身、心、靈」的

課程，以協助學生成長。 

6. 已成立「德育及公民教育」小組，規畫、設計及發展校本德育及公

民教育課程，已刪減與中文和常識科重複的主題內容，並初步建立
課程的架構及主題，工作仍在進行中，新課程會在下一個新三年計

畫中推行及修訂。 

7. 2011 年度開始，按照學生成長發展需要，建立校本「學生成長發展

系統」，整個系統透過校本設計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貫穿四大

範疇，包括「品德教育」、「健康教育」、「生活教育」及「家長教育」

而組成，並將有關學習主題如：個人成長、心理及生理健康、社交

生活等內容編入正規課程「德育及公民教育成長課」及非正規課程

「各級專題講座活動」內。已完成製訂低年級及深化高年級的「學

生成長」課程。 

8. 與科組緊密協作，通過推行活動及比賽，加強學生在德育及公民教

育的學習，與常識科及圖書組協作剪報、自由講場、書簽設計、四
格漫畫﹔與普通話合作進行弟子規朗誦比賽等。 

9. 與校外機構合辦「成長的天空計劃」，建立學生的效能感、樂觀感
及歸屬感；利用計劃所提供的資源，為本校設計合適的學生活動、

家長活動及親子活動，學生表現積極，家長非常投入，反應十分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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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目標／預期成果 施行策略 評估、檢討及反思 

3.1 提升學生主動學習的

能力 

3.  

學生發展 

3.2 統整及完善學生成長

發展的系統 

1. 透過課堂設計教學及課業，提升學生
主動學習能力。 

2. 為學生安排跨境、跨區、跨種族互動
交流的機會。 

3. 提供多元化的獎勵活動，鼓勵學生主
動學習與參與。 

4. 製訂低年級及深化高年級的「學生成
長」課程。 

5. 與科組協作，推展德育及公民成長課
程。 

6. 推展服務學習及成長的天空計畫，舉
辦培訓班、工作坊及領袖紀律訓練

營。 
7. 營造關愛校園。 

10. 訓輔及學生發展組舉辦各項服務領袖培訓工作坊，包括風紀、清潔

糾察、車長及班長等，提升學生自信及責任感，培養學生為他人服

務的使命感。在訓練活動中學生表現積極，學生在個案討論環節中，

投入角色扮演，並於活動分享時，踴躍討論及發問。在集體活動時，

亦見學生積極討論，共同協作解決難題。 

11. 訓輔及學生發展組按照學生成長需要，透過多元化的生活體驗，促
進學生全人發展。校方為四至六年級製訂了全方位學習教育營，各

年級學生透過不同主題學習。教師都認為學生在營內的生活體驗，
是課堂知識不能代替的，學生之間能夠互相合作，發揮團隊精神。

參加了保良局領袖訓練營之學生更表示自己參與計劃後，無論在自
律守規、自我管理、自信心等各方面有正面的提升。家長對子女參

與此訓練營後的表現也感滿意，部分家長更表示子女開始懂得關心
父母，主動協助完成家務。 

12. 校方組織小四至小六學生參加「小義工、大發現」服務學習活動， 

由駐校社工負責培訓學生，教導學生服務他人的技能及態度，學生

均認真及積極。曾安排學生到智障人士宿舍及長者綜合服務中心進

行服務活動，學生投入參與服務活動，態度認真，而問卷調查反映

學生對活動有正面的成效。 

13.推動各班班級經營，有效強化師生關係，對於營造師生關愛互動、

正向的學習環境的效果顯著。此外，對於加強家校互相信任、合作
的關係亦起了正面的作用，為校園營造關愛的氣氛。 

項目 3.1 及 3.2 的整體檢討﹕ 

3.1 提升學生主動學習的能力 

3.2 統整及完善學生成長發展的系

統 

各科組已安排不同的活動、獎勵計畫，鼓勵學生主動學習。學生表現尚可，部份學生表現積極。而校本「學生成

長發展系統」已完成，2012-2013 年度校外評核報告更指出本系統不但方向全面清晰，而且亦能匯聚家校力量，共

同支援學生成長。製訂了清晰的學生支援工作發展藍圖，可讓各項學生成長發展策略有效地推行。本校更於 2013

年獲得「關愛校園」榮譽獎，獲表揚全校老師推動班級經營各自方面關愛校園的工作。 

建議： 

1.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2. 逐步優化成長發展系統內各範疇內容，讓整個學生成長發展系統有效能地運作。  

3. 為學生提供有關課程及培訓，進一步培養學生的領袖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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