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年發展計劃（2019-2020年度關注事項） 

 

深化學教評估 

項目 策略／工作（關注事項）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組別 負責人 資源 

1.1 突出課程焦點 

1.1.1 在〈教學進度表〉清楚標明

課程的「核心」與「非核心」

部分 

9 月 清楚標明 檢視〈教學進度表〉 學科事務 蘇偉文 

各科主任 

不適用 

1.1.2 在教室壁報指定位置張貼

「每月解難」題目及「學生

佳作」（每月更新） 

全年 活動完成 巡視 學科事務 蘇偉文 

相關科主任 

丁倩雯 

不適用 

1.2 優化學習技巧 

1.2.1 閱讀策略 

1.2.1.1 購置閱讀資源 全年 購置完成 科務會議報告 學科事務 蘇偉文 圖書及 

多媒體資源購置 

1.2.1.2 製作及運用《校本閱讀工作

紙》 

全年 工作紙完成 工作紙分數評估 核心發展項目 蘇偉文、李健文 工作紙印製 

1.2.1.3 製作及運用《讀本延伸工作

紙》 

全年 工作紙完成 工作紙分數評估 核心發展項目 蘇偉文、李健文 

丁倩雯 

工作紙印製 

1.2.1.4 推行「讀好一本書」計劃 全年 工作紙及介紹短片

錄製完成 

工作紙分數評估 核心發展項目 蘇偉文、李健文 

中五級讀寫課 

工作紙印製 

1.2.1.5 完善圖書館借閱（編定閱讀

課時間表）及相關的延展讀

寫活動（包括「閱讀星級奮

進計劃」） 

全年 借閱量提升 借閱量統計、中、英

文科閱讀工作紙及

年終持分者問卷檢

視 

核心發展項目 李健文 

葉嘉輝、伍毅慈 

不適用 

1.2.1.6 優化初中中、英文科指定讀

物的課堂教授與評核 

全年 學生成績提升 成績檢討 學科事務 葉嘉輝、伍毅慈 不適用 

1.2.1.7 籌辦閱讀週及世界閱讀日 4 月 活動完成 組務會議檢討 核心發展項目 李健文 講座嘉賓邀請 



 

1.2.1.8 統籌或參與校本或校外閱

讀獎勵計劃 

全年 活動完成 組務會議檢討 核心發展項目 李健文 閱讀報告統計 

1.2.1.9 統籌校本專題書展、十本好

書選舉及網上「好書推介」

平台 

全年 活動完成 組務會議檢討 核心發展項目 李健文 不適用 

1.2.1.10 培訓學生團隊（閱讀大使、

圖書館領袖及悅讀會） 

全年 活動完成 組務會議檢討 核心發展項目 李健文 不適用 

1.2.1.11 優化教師推介活動（週一、

四早會，本年環繞校慶主題

「變」為分享內容）作科本

「冷知識」分享，乘時推介

好書或電子資源。 

全年 活動完成 組務會議檢討 核心發展項目 蘇偉文、李健文 

丘卓敏、丁倩雯 

不適用 

1.2.2 學習工具 

1.2.2.1 運用學習技巧學習 全年 應用所學 學科與組務會議檢

討及年終持分者問

卷檢視 

學科事務 蘇偉文 

各科主任 

不適用 

1.3 推展自主及電子學習 

1.3.1 強化初中自主及電子學習

（「整全學習經歷方案」及

「各班已評佳作（各階段一

份）」教務存檔） 

全年 活動完成 學科與組務會議檢

討 

核心發展項目 

學教平台 

蘇偉文、丘卓敏 

相關統籌及 

科任教師 

消耗品購置 

1.3.2 延展全方位學習活動 

（學科延展活動日） 

全年 活動完成 學科會議檢討 學科事務 

全方位學習 

李文靖、鄭雅燕 

蘇偉文、葉嘉輝 

伍毅慈、蕭偉權 

李逸燊 

車費及 

入場費用安排 

 

 

 



 

1.4 推展 STEM/STEAM教育 

1.4.1 完善初中級別以數學、綜合

科學及普通電腦科為主軸

的 STEM/STEAM 教育課

程，並試行中三級跨科

STEAM 教育課程 

全年 活動完成 學科與組務會議檢

討 

核心發展項目 鄭雅燕、黃玉珠 

鄧展鵬、丘卓敏 

鄒文王、關永輝 

常頤德、林文娜 

蘇偉文、吳國鋒 

教材設計 

工作紙印製 

1.5 完善評估模式（教評與課業檢討） 

1.5.1 落實 5:3:2 的擬卷深淺度機

制 

全年 活動完成 組務會議檢討 學習評估 蕭偉權、蘇偉文 不適用 

1.5.2 優化考評與融合調適 

（重點強化數據詮釋） 

全年 活動完成 組務會議檢討 學習評估 

融合教育 

蕭偉權、王凱民 不適用 

1.5.3 「自主學習」觀察課堂跟進

及觀課安排 

全年 活動完成 組務會議檢討 核心發展項目 蘇偉文、鄧展鵬 

科主任 

不適用 

1.5.4 制定及檢視學習與評估指

標 

全年 活動完成 組務會議檢討 學習評估 蘇偉文、蕭偉權

關永輝 

不適用 

1.6 常規性工作 

1.6.1 語文微調 

語文政策 

蘇偉文  

1.6.1.1 英語延展活動 全年 活動完成 學科與組務會議檢

討 

伍毅慈 不適用 

1.6.1.2 普通話延展活動 全年 活動完成 學科與組務會議檢

討 

尹景峰 不適用 

1.6.1.3 以英語教授數學 

（只適用於中二至三級） 

全年 有效協助學生適應 成績檢討 鄒文王 不適用 

1.6.1.4 以英語教授科學 

（只適用於中二至三級） 

全年 有效協助學生適應 成績檢討 鄭雅燕 不適用 

1.6.1.5 優化初中中國語文科使用

普通話誦讀方案 

全年 有效協助學生適應 成績檢討 陳穎思、黃玉儀 

尹景峰 

不適用 



 

1.6.2 差異照顧  鄧展鵬  

1.6.2.1 校本課後支援計劃 全年 學生成績提升 成績檢討 學習差異 鄧展鵬 導師聘請 

1.6.2.2 區本課後支援計劃 全年 學生成績提升 成績檢討 葉嘉輝 協辦機構合作 

1.6.2.3 校本補課 全年 學生成績提升 組務會議檢討 蘇偉文 不適用 

1.6.2.4 資優計劃 全年 學生潛能強化 組務會議檢討 蕭偉權、林海榮 

何迪康 

合適學生選取 

1.6.2.5 非華語學生學習計劃 全年 有效協助學生適應 組務會議檢討 葉嘉輝、黃玉儀 

蘇偉文 

教師聘用 

1.6.3 行政事務 

1.6.3.1 學教資源上載與資訊發佈 全年 活動完成 組務會議檢討 學教平台 丘卓敏 不適用 

1.6.3.2 觀課安排 全年 活動完成 組務會議檢討 學科事務 蘇偉文 不適用 

1.6.3.3 查簿安排 全年 活動完成 組務會議檢討 學科事務 蘇偉文、丁倩雯 不適用 

1.6.3.4 考試資格 全年 活動完成 組務會議檢討 學科事務 鄧展鵬、丁倩雯 不適用 

1.6.3.5 中央功課 全年 活動完成 組務會議檢討 課業管理 黃冠姍、葉嘉輝 不適用 

1.6.3.6 奮進班 全年 活動完成 組務會議檢討 課業管理 全體教務委員 不適用 

1.6.3.7 自修室安排 全年 活動完成 組務會議檢討 學科事務 蘇偉文、丁倩雯 不適用 

1.6.3.8 書單及校簿安排 全年 活動完成 組務會議檢討 學科事務 鄧展鵬、丁倩雯 不適用 

1.6.3.9 入學註冊、退修、新來港學

童適應及招生宣傳推廣 

全年 活動完成 組務會議檢討 收生註冊 黃玉珠 不適用 

 

  



歷練培育全人素質 

 

項目 策略／工作（關注事項）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組別 負責人 所需資源 

2.1 培養正面價值 

2.1.1 透過不同計劃加強老師與

學生的溝通，建立良好的

師生關係，營造關愛、和

諧氣氛的校園文化。 

全年 師生關係、關愛文化

及和諧度增加 

APASO, KPM 及組

務會議檢討 

輔訓組 王穎、李廣祥 禁毒基金 

2.1.2 透過多元活動增加學生對

健康生活及環境保護的認

識，提昇學生身心健康的

保護因素及抗逆力。 

全年 學生積極參與活動並

建立健康生活模式學

生抗逆力強化 

組務會議檢討及 

問卷調查 

輔訓組 王穎、李廣祥 

2.1.3 提昇學生對毒品禍害的認

識，加強學生對於拒絕毒

品引誘的決心。 

全年 學生對於拒絕毒品引

誘的決心加強 

組務會議檢討 輔訓組 王穎、李廣祥 

2.2 促進生規反思 

2.2.1 透過生涯規劃活動，加強

學生對工作世界的認識及

提升個人抱負。 

全年 有效為學生提供生涯

規劃活動 

組務會議檢討及 

APASO 

升學及就業 

輔導組 

方嘉琪、何迪

康、李啟豪 

不適用 

2.2.2 加強管理其他學習經歷之

記錄及善用學習概覽作反

思。 

全年 完善收集記錄流程及

製作系統 

 

組務會議檢討 

 

升學及就業 

輔導組 

李文靖、方嘉

琪、 

不適用 

2.2.3 鼓勵學生善用數據進行反

思，為自己作出知情選

擇。 

全年 能善用學習概覽協助

學生作自我反思並有

效提升學生之自我認

識 

組務會議檢討 升學及就業 

輔導組 

李啟豪、何迪康 不適用 

2.3 深化服務學習 

2.3.1 增加聯課活動之多樣性，

啟發學生潛能。 

全年 加入更多元的聯課活

動項目、學生積極參

與各項活動 

組務會議檢討及 

問卷調查 

全方位學習組 李逸燊 全方位學習津

貼 



2.3.2 持續深化義工服務，建立

正確價值觀。 

全年 義工服務內容更充

實、時數增加 

組務會議檢討及 

問卷調查 

全方位學習組 李逸燊、常頤德 全方位學習津

貼 

2.3.3 推展多元領袖培訓，建立

學生領袖梯隊。 

全年 活動能提升學生之領

導才能 

組務會議檢討及 

問卷調查 

全方位學習組 李逸燊、張志芬 不適用 

2.4 建立共融校園 

2.4.1 舉辦共融計劃及活動，發

展特殊學習需要學生之多

元智能。 

全年 活動能提升師生對特

殊學習需要學生之認

識及開顧 

組務會議檢討 融合教育組 黃玉珠、方嘉琪 學習支援津貼 

2.4.2 加強校本教師專業發展，

增強教師能量。 

全年 進行最少兩次校本教

師培訓 

組務會議檢討 融合教育組 黃玉珠、方嘉

琪、王頌文、葉

天樂 

不適用 

2.4.3 增強專業支援，為有特殊

學習需要的學生設計支援

計劃及個別學習計劃。 

全年 適切支援有需要的學

生 

組務會議檢討 融合教育組 方嘉琪、邱詩雯 不適用 

2.5 擴展家校合作 

2.5.1 善用通訊科技，創建更緊

密之家校溝通平台。 

全年 順利建立通訊平台，

相關持分者經常使用 

組務會議檢討 家校合作組 方嘉琪、楊菁 不適用 

2.5.2 透過不同計劃，加強校友

與母校之聯繫。 

全年 活動受校友歡迎 組務會議檢討 校友會 吳莉莉 不適用 

2.5.3 透過不同活動，推展健

康、環保、互助、關愛、

知禮守規之價值觀。 

全年 活動順利進行，學生

積極參加活動，建立

正面價值觀 

組務會議檢討 學生事務組 

家校合作組 

楊自勉、楊菁 家庭與學校合

作活動計劃資

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