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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校 

使命 

1. 根據聖公會所推崇的基督教全人教育理念，  本校致力於培育 和 發

展 學 生 在 德 、 智 、 體 、 群 、 美 、 靈 六 育 的 成 長 。  

2. 本校致力：  

教導學生實踐校訓「非以役人， 乃役於人」的精神； 營造互助互愛、

豐富和優良的學習環境， 使學生盡展潛能； 培育孩童成為有責任感

和對社會有貢獻的公民。  

 

 

 

學校簡介 

本 校 創 校 於 1 9 6 9 年 ， 為 聖 公 宗 ( 香 港 ) 小 學 監 理 委 員 會有 限 公 

司 轄 下 小 學 之 一， 2019 遷 往 現 校 址 。本 校 是 一 所 全 日 制 政 府 資

助 小 學 ， 以「非 以 役 人 ， 乃 役 於 人 」作 為 校 訓， 培 育 莘 莘 學 子。 

   
 

有關本校的詳細資料請瀏覽： 

www.skhsjtst.edu.hk 

有關校舍設施請瀏覽： 

http://www.skhsjtst.edu.hk/about.php?id=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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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1 優化學與教策略，提升學與教效能。 

1.1 成就  

 

1. 深化學生運用自主學習循環的能力，營造學校自主學習氣氛。 

 

本年度各科組除了透過課室自學角的自學材料外，亦利用 Google Classroom 把

自學材料發放給學生。特別假期期間，學校安排了「JT小勇士網上學習挑戰賽」，要求

學生每周完成指定任務。教室內和網上的自學角材料幫助學生培養自學的習慣，持分者

問卷的數據亦顯示大部份學生認為自己能自動自覺地學習。 

 

教師設計學習課業時，配合自主學習循環的概念，提升課業價值，除了讓學生學

習知識，也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相關技巧，例如校本自主學習循環及高階思維十三式。

持分者問卷的數據顯示，大部份教師及學生都對學生學習的觀感持正面態度，當中包括

對學習有自信、認真地完成課業、訂立自己的學習目標及懂得運用學習方法。 

 

2. 深化校本全班式資優課程，培養學生高層次思維技巧，並提升自我反思能力。 

 

學校鼓勵教師報讀資優教育的基礎課程，以助推行深化運用思維十三式技巧、多

角度思考和多想一步的策略。教師設計課堂時，已能把多角度思考及多想一步成為課堂

語言及學生思考的方法，以回答高層次提問及開放式題目，提升學生思維及表達能力。

科主任及專責教師亦安排相關講座及專題課程，讓學生認識 4F 反思法。校本人才庫亦

有助資優課程的發展，讓不同能力及喜好的學生能各展所長，在第二層及或第三層的資

優課程架構中得到合適的學習經驗。 

 

3. 善用資訊科技，優化學與教策略。 

 

學生已習慣善用 Google Classroom 來學習，特別假期前後，他們亦能在網上繳

交功課，讓教師在網上批改。在學習上遇到困難時，學生能留言提問，讓教師能適時作

回應，協助學生解決學習難點。除此以外，今年教師亦試用 Edpuzzle及 Padlet，以提

升學生課堂參與度及教學效能，教師利用不同應用程式，串連課堂內容，讓學習活動更

多樣化，提升課時效能，鼓勵課堂外的學時運用。 

 

在學時運用方面，科組在「節目製作統籌小組」的協助下，製作了一連串與學科

學習內容相關的校園電視台節目，並在頻道上播放，讓學生觀看時可選擇自己喜歡的節

目進行自學的同時，參與影片製作的學生能有機會在學科知識以外，提升溝通及協作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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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統整 STEM教育課程，融合學生科學與科技的知識，強化學生探究能力。 

 

本年度的 STEM 教育課程重點在於資優教育第一層--全班式教育課程，讓所有學

生都有機會參與 STEM相關的學習。校本 STEM教育課程以常識科及科學科技科為主軸，

讓學生學習觀察，認識及了解社區發展及問題，再嘗試利用編程及科技解決問題。四年

級學生嘗試就學校附近的交通情況進行觀察及分析，再以小組形式設計不同交通裝置，

解決區內人車爭路問題。 

 

課程組亦在五年級發展跨學科 STEM 教育課程，以解難為本，讓學生在不同科目

中學到相關的內容，提升教學及課時運用效能，亦使學生得到更深刻的學習經歷，在解

難過程中提升各種共通能力，如運用資訊科技能力、創造力及自我管理能力等。 

 

5. 強化教師團隊專業能量。 

 

教師除了持續進修外，各科組長亦會按學校發展需要，安排教師工作坊，以提升

教師專業水平。除此以外，教師亦會在恆常的共同備課會議中交流教學心得，就教育新

趨勢，設計相關教學活動，透過同儕觀課，評估教學設計效果。本年度除了教師同儕學

圈觀課外，亦新增同儕公開課，讓教師們可以跨科交流，強化教師團隊專業能量。 

 

6. 推動家長教育。 

 

本年度家長教育受疫情影響，內容以講座為主。家長參與及反應熱列，參與度較

高的家長亦表示希望能多學習與孩子學習內容相關的課程，例如編程課程，讓家長能更

有效地支援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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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反思及建議  

 

學生的學習能力正不斷提升，教師將持續審視教材及教學設計，讓不同能力的學

習都能夠善用課時，學習科本知識以外，亦能提升自身的學習能力，活用學時。教師亦

會以跨學科協作模式，提升學生學習能力的學習及運用，透過跨學科課程統整及規劃，

教師能以學生為本，整合學習能力，包括自主學習循環及高階思維十三式等學習技巧的

學習與運用，避免重複，讓師生有更多課時探討新知識。 

 

資訊科技運用方面，學生透過各科電子學習經歷，提升資訊科技素養，學習善用

資訊科技來提升學習效果，並促進共通能力發展。除此以外，學生能漸漸進行學習範式

轉移，善用學時，讓學生能培養在課時以外的自主學習習慣。 

 

教師亦有討論 STEM 教育課程定位。校本 STEM教育課程指在培養學生利用科學科技

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問題的能力，讓學生從中提升個人觀察力，學習更認識社區，培養愛護

社區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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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持續推展正向教育，培養學生積極樂觀態度。 

2.1 成就  

 

在「推展正向課程」方面，本校透過早會分享及「學校廣播」，如「和平」、「忍耐」、「信

實」、「恩慈」、「喜樂」及「仁愛」，配合成長課之主題教學，在師生互動之下，引導學生

參與以體驗、分享為主的學習活動，以培養學生正面積極樂觀的態度。此外，本組亦為一

至六年級學生優化校本生命教育課程，課程開展前與各科長會議優化內容，讓學生參與跨

學科的學習活動，由一年級「認識自己」開始，到六年級「踏上青雲路」，逐步發展積極

人生觀。根據學生持份者問卷數據所知：超過八成學生認同學校積極培養學生的良好品

德；家長持份者問卷數據方面亦顯示：超過七成家長認同學校能培養其子女養成良好品

德。由此可見，本校在推展正向課程方面不遺餘力，成效亦得到大部分學生及家長認同。 

 

在「營造正向環境」方面，本校訓育組積極推行全新的校本訓輔計劃「B.L.E.S.S.」，

鼓勵學生多參與不同活動或計劃，並在學習上追求卓越，以優秀表現，獲取積分獎勵券，

以換取文具、小玩具或參與由老師安排的活動等；此外，訓育組亦建立 B.L.E.S.S. CORNER，

讓生日或表現優異的學生能在此換領禮物及拍照留念，提升學生的成就感及歸屬感。另一

方面，各科組如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常識科、視藝科、視藝等，均有從課室壁報或

學校網頁上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或佳作，讓學生或家長均有機會欣賞優質作品，營造正面

欣賞他人的氛圍。為了實行「勤學」的價值觀，每學段結束均會將積極學習的學生名單貼

在課室門外，並設立頒獎禮表揚他們，成為其他學生的模範。根據學生持份者問卷數據所

知：接近八成學生認同自己喜愛學校，可見本校在營造正向環境方面有一定成效。  

 

  在「建立正向團隊」方面，學校推行「一人一職」計劃，鼓勵及提供機會讓學生參與

不同的服務，期望學生在服務別人的過程中，能提升自信心和培養出對學校的歸屬感。根

據學生班內、外服務統計資料，全校接近九成的學生有參與各類服務，可見學生踴躍參與

服務，建立樂於助人的正面風氣。此外，為建立正向教師團隊，本校支援組亦舉行教師工

作坊，關注教師的精神健康，提升教師的抗壓能力。根據教師問卷，接近七成教職員士氣

良好。另於教師問卷亦顯示，達八成教師認同教職員合作愉快，能營造「正向校園」的氛

圍。再者，本組、支援組亦舉辦了主題性家長講座及工作坊，鼓勵溝通、改善親子關係，

讓家長學會有質素地與子女溝通，建立和諧的家庭氣氛。根據教師觀察，家長對講座及工

作坊反應正面，並表示有助他們了解減少衝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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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本校亦著重推行學年主題「知足常樂」活動。本校透過早會分享及「學校廣

播」之老師分享作宣傳，配合各科的活動及比賽，如：如中文科設有寫作比賽、說話活動、

海報設計等;視藝科設計與「知足常樂」有關的作品;普通話科有「一分鐘短講」、課堂說

話練習題目及早會分享感恩故事等，宣揚知足常樂的訊息，讓學生參與不同學科的學習活

動，逐步實踐校訓「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無私精神。 

 

2.2 反思及建議  

 

在推展正向教育方面，本年度不少學科均受疫情的影響，無法如常在校舉行大型的學

習活動。期望疫情緩和，能安排不同體驗式活動作課程延伸，故此建議來年在籌劃相關活

動時，可在策劃時多想一個後備方案，考慮從家校合作或網上活動方面入手，邀請家長與

子女參與課餘的學習活動，或增加親子的活動、工作坊，讓家長對其子女有更深的了解，

以協助子女學習及成長。 

 

再者，也可善用小息時間，培訓 JT義工大使，協助在校進行不同與德公相關的服務

學習，向全校同學推廣正向的訊息。此外，多善用社區及校外資源，配合主題加插有趣的

活動或參觀，令學習更具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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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造校園閱讀氛圍，強化閱讀習慣。 

3.1 成就  

 

1.佈置學校的閱讀環境 

本年度，圖書館新購入約 2500本圖書，包括全校課室「閱讀自學角」的英文圖書，

新購買的圖書涵蓋不同種類及科目，如視覺藝術、音樂書籍、價值教育、中華文化等。圖

書館仍會從不同的途徑搜羅課外讀物，以增加學校的藏書量。 

本學年下學期學校地下操場增設閱讀角的工程已完成，閱讀角將放置不同類別的圖書

及雜誌，供學生在校閒餘時間閱讀，營造學生可隨時隨地閱讀的氛圍。 

另外，學校地下亦增設一部自動借書機，方便學生借還圖書。借書機設有自動消毒功

能，可保持圖書衛生，下學年可啟用。 

 

2.推動閱讀計劃 

圖書組本年度沿用去年分高、低年級類別新編製的校本「閱讀計劃」冊子(閱讀存摺)。

閱讀存摺內有 50個項目紀錄及 10份簡易版閱讀報告。學生每閱讀 1本圖書，需把書名、

類別等資料記錄在存摺內。截至 6月學期末，圖書館共收到 70多本已完成全本的閱讀存

摺，學生可獲發 10個 B.L.E.S.S.電子積分。 

 

依持份者問卷調查結果，有 65%學生表示在課餘時會閱讀課外讀物，百分數與去年相

同。本年度因疫情持續數月，學校仍以推動「電子閱讀」為主，透過「香港教育城 e悅讀

學校計劃」，推動學生在家閱讀電子書。3-4月特別假期期間，學校推廣「JT 小勇士」活

動，鼓勵學生每周完成指定的任務，其中包括閱讀電子圖書。5至 6月復課後，中、英科

任老師亦會安排學生在周末閱讀電子圖書。截至 7月，全校 26班共閱讀 23741 本電子書，

閱讀時數累積至 10010小時。 

 

本年度圖書館保持開放，時段為上學期 9至 1月及下學期 6月，各班到館的人次為 3890

次，一至三年級人數較高年級為多，低年級學生閱讀興趣較濃。學生可於早上上課前

(7:45-8:15)及小息(10:20-10:45)時到圖書館閱讀實體圖書，時間尚算充裕。 

本年度有 160人取得「香港教育城 e悅讀學校計劃」獎狀(全年達到閱讀 30本，5小

時的目標)。 

 

3. 各科組配合學校的閱讀活動 

本年度各科均能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而推動閱讀活動。  

 

中文: 本學年以三次不同形式的閲讀報告鼓勵學生展示其閱讀成果：完成閱讀冊，在

壁報中展示閱讀報告佳作、拍攝口頭閱讀報告短片。在課程內加強閱讀策略教學，強化學

生運用不同閱讀策略的能力。下學期以「知足常樂」主題在 e悦讀計劃中派發主題圖書供

同學閱讀，以提升學生閱讀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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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推動 RAZ電子閱讀平台，教學助理定期將同學的閱讀數據發予科任老師檢閱。

另外，學校舉辦教師工作坊，讓老師了解如何更準確地評估學生的閱讀能力。 

 

數學: 為鼓勵學生閱讀有關數學的材料，讓學生擴闊對數學的認識，各級全年預備了

不少於 4項有關數學科的閱讀材料(包括電子閱讀材料)。閱讀材料以工作紙形式或網上發

放給學生閱讀。閱讀工作紙上附加 QR code以便學生閱讀。 

 

常識: 老師推介學生使用星島閱讀平台閱讀時事資訊，另外設時事挑戰站，同學使用

Google Form回答時事問題。 

 

科學科技:設立 Google Site 科學天地閱讀獎勵計劃，同學閱讀有關科技相關資料，

並完成 Google Form，即可獲取 B.L.E.S.S.積分。 

 

音樂: 介紹樂器的校園電視台節目會同時推介相關圖書。 

體育: 學生透過搜集資料完成專題研習。 

 

視藝：科任向學生推介視藝科讀物。高年級學生上課時，可借閱視藝科圖書作參考。

「閱讀存摺」加入視藝一項，學生閱讀後自行紀錄，表現佳者可獲獎勵。老師指導學生拍

攝視藝圖書影片，於校園電視台播放。老師按主題，以 QR Code形式發放閱讀資料，讓學

生作延伸閱讀。 

 

普通話:課堂上設立短講活動，讓同學分享圖書。8月試後活動，舉辦聽故事答問題活

動。本組亦增添附漢語拼音的圖書，可幫助學生拼讀。 

 

宗教:課室增設宗教書籍予學生於課室閱讀；透過內聯網或網上平台進行宗教圖書或

電子媒體書推介，鼓勵學生閱讀。另鼓勵高小學生閱讀與課文有關的聖經篇章及在課堂上

分享。 

 

圖書：圖書課多讓學生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進行閱讀。一年級以繪本圖書為題；二年

級以故事圖書為題； 三年級以 4F方法閱讀童話書；四年級以音、體、藝為專題圖書；五、

六年級以中華文化為題；學生需參與閱讀活動及完成閱讀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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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多元化的閱讀活動 

為增加學生閱讀資源，本學年閱讀組代學生安排訂閱全年陽光校園報章，內容圍繞生

活常識及語文，全校合共有 263名學生訂閱報章；另外代學生訂閱 GOODIES英文學生報章，

內容圍繞生活常識及英語文法，全校合共有 377名學生訂閱有關報章。 

 

本年度引入外間的資源，進行了兩次學生講座。一為「中華書局作家講座」，介紹有

關中華文化傳說的故事圖書，有 78%學生表示喜歡講座內容及希望閱讀此類別的圖書。二

為「公共圖書館講座」，內容介紹公共圖書館的服務(包括電子化服務)及設施，學生可藉

此多認識公共圖書館及其新服務形式。 

 

本年度亦舉辦了「教師培訓工作坊」，有七成教師認為工作坊達到成效，讓老師認識

教育城的資源，可協助推廣予學生使用。 

 

家長義工隊積極參與服務，本年度 9月至 1月及 6月，義工在校共服務 135 小時。學

期末，圖書組續辦「閱讀存摺封面設計」比賽，並選出佳作，作下年度學生閱讀存摺之封

面，以資獎勵。 

 

 

3.2 反思及建議  

 

本年度下半年雖受疫情影響，一至二月以網上形式上課，三至四月為學校假期，五至

七月學生上實體課，學校仍以不同形式推動閱讀(推行閱讀獎勵計劃、讓每位學生在長假

期借閱課室圖書在家閱讀、推動閱讀電子圖書、到圖書館閱讀、上實體圖書課等)，鼓勵

學生持續閱讀，享受閱讀的樂趣。 

 

為進一步加強學生做閱讀存摺的動機，建議下年度起，學生每閱讀 10本圖書及完成

兩份閱讀報告，可獲圖書組蓋印及小禮物一份，以資獎勵。 

 

本年度新設校園電視台，圖書組配合學校關注事項(正向教育)，安排學生推介知足常

樂(感恩)圖書，學生參與度高，一方面可提升學生的自信，另一方面可加強學生對閱讀的

興趣。建議下年度邀請校長、副校長、不同老師透過校園電視台推介圖書，以及邀請中文

老師每兩星期/每月一次帶同學到圖書館借閱圖書。 

 

本年度正式成立圖書館家長義工隊，家長除了跟學生分享圖書外，亦可協助館務進

行。建議下年度舉辦家長閱讀義工培訓班，包括館務及伴讀技巧等，希望建立更優質的義

工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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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與教 

   

學校的課程發展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以課業為本的學習模式為基礎下，深化學生運用

自主學習循環的能力，提高學生的學生動機。校本學與教策略包括 SQ3R學習策略及「GSR

目標-策略-反思」自主學習循環，優化延展性的課業設計，鼓勵學生自學，亦提升學生

自學能力。各科透過共同備課，讓學生在「師—生」、「生—生」互動的學習環境中做反

思，提高學習水平。 

 

早會「自主學習循環」講座讓學生在疫情期間亦能學習自主學習技巧。本年度的自主學

習環境由課室內推展到課室外，教師為學生準備合適又有趣的課室自學角材料，又因為

疫情發展整理網上自學資料，突破規範，讓學生持續自學。 

 

我們持續深化校本第一層全班式資優教育元素，培養學生高層次思維技巧及自我反思能

力。教師於教學活動中加入 4F反思法，結合校本的「小班化教學」政策，讓不同能力的

學生得到適切的照顧，提高思維能力，學習反思，加強學習自信。學校持續優化及設計

不同課業，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除了高階思維十三式外，各科組因應科本特別，設計不同類型的思維活動，提升學生的

高階思維能力，鼓勵學生主動思維及反思，幫助學生學得更深入、深刻。我們希望學生

在課堂內外都能發揮所長，除了知識層面外，技能和學習態度亦得到均衡發展。各科組

會按需要邀請學生成為大使，這除了是對學生在學科表現上的肯定外，學生大使亦要協

助教師推行科組活動，讓學生從經驗、實踐中強化學科知識。 

 

配合教學需要，學生已能善用 Google Classroom，他們能按老師指示，在 Google Classroom

提存學習材料及課業指引，今年學生在Ｇoogle Classroom邀交功課情況亦令人滿意。在

課堂上，學生已習慣利用平板電腦學習，善用應用程式如 Padlet和 Edupuzzle 與同學互

動及完做鞏固練習。他們的資訊科技學習能力有明顯提升。 

 

由於課室內的自學角未能如常運作，各級老師發展及整理網上自學角，鼓勵學生按自己

的學習需要進行自學。學生在特別假期期間參與「JT小勇士網上學習挑戰賽」，每周均有

不同任務，讓學生習慣在不同平台學習，提升學習及自學能力。 

 

學校的 STEM教育逐步與正規課程融合。本年五年級開始發展的 STEM教育跨學科教學法，

串連學生在中文、數學、常識和科學科技科的學習經驗，來年將會推展至六年級。跨學

科 STEM課程促進各學習領域的自然契合，豐富學生學生經驗，又更能靈活運用課時。科

學科技科強調「動手做」的學習模式，培養學生探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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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優培訓課程中，學生今年參與資訊科技網絡計劃及跨學科動力車設計，讓學生認識

電腦操作以外的資訊科技知識。參與各項課程的學生以班為單位，有助科本資優課程發

展。 

 

本年度各科組長獲香港教育大學及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的支援服務，教師透過共同備

課、同儕觀課及經驗分享等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發展五年級跨學課 STEM課程。此外，四

年級推行情境式學習，揉合常識及科學科技科的課程特色，讓學生認識我們的社會，再

就社區發展提出建議。教師們組成不同學習圈，除了面授課外，亦以備課，觀課、評課、

優化的模式，提升教學效能。 

 

家長在學生成長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家長們亦比以往關心子女的學習情況，來年將

加強家長學堂的課程內容，安排家長資訊科技課程。 

 

閱讀推廣組一直與各科組緊密合作，在各學習領域的正規課程中加入閱讀元素，鼓勵學

生延伸閱讀。為了方便學生閱讀，學校會同步推廣實體書及電子書閱讀，持續優化閱讀

環境。家長義工團隊在閱讀推廣中亦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幫助學生培養閱讀習慣

外，亦讓學生學習到如何作閱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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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1 學習支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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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各

項資源調配，為學生提供適切和多元化的支援服務，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及協助

他們融入校園生活； 

⚫ 學校重視共融文化，關注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成長。學校適時召開不同的小組支

援會議，定期跟進和檢視學生的學習情況和情緒社交上的需要。各項支援會議包括: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定期訪校 (全學年到校合共 22次)、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全學年

到校合共 344.5小時)、「醫教社」同心協作計劃(全學年到校合共 15次)、個别學習

計劃會議、小一及早識別會議。 

⚫ 學校重視家校合作，建立恆常溝通機制，透過不同渠道與家長溝通，建立良好的關

係，讓家長了解及配合學校的共融及支援政策，並一起商議有關支援學生的策略，

為學生安排適切的支援。 

 

2. 資源： 

⚫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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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習支援津貼 

➢ 有特殊教育需要非華語學生支援津貼 

➢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服務 

➢ 區本及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 新來港學童校本支援計劃津貼 

⚫ 學校與外間機構合作無間，致力引入社會資源，為不同需要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

合作機構包括： 

➢ 明愛社區書院 (紅磡) 

➢ 童創文化有限公司 

➢ 香港遊戲及心理治療學苑 

➢ 香港耀能協會 

➢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觀塘樂 Teen會 

➢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觀塘會所 

➢ 循道衛理中心 

➢ 越己堂教育及心理顧問中心 

➢ 桌樂無限 

➢ 共融教室有限公司 

➢ 竹園區神召會 TARGET 多元發展中心 

➢ 創思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聖公會聖約翰曾肇添小學  2021/22年度學校報告 

 

15 
 

 

3. 支援措施及資源運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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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方面： 

➢ 成立學生支援組，成員包括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學校社工、校本教育心理學

家、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師及各學科教師等。 

➢ 增聘一名助理教師及兩名教學助理，定期在課堂上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 安排抽離小組教學，為小三至小五年級部份有特殊教育需要或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

提供英文或數學科的抽離小組教學，並配合合適的教學策略和課業調適等，提升學

生學習動機，改善學習情況；另於小六之中、英、數科安排分組教學，減低各分組

中的師生比例，更有效照顧組內學生的個別學習差異。 

➢ 設校本教育心理學家服務，教育心理學家定期訪校，跟進校內有需要進行評估的

學生個案外，又適時進行觀課或與教師進行會議，商討並檢視支援有特殊教育需

要學生的教學策略，為學生提供更合適的支援。 

➢ 運用教育局提供的「加強言語治療津貼」購買「校本言語治療服務」，為有言語障

礙的學生提供診斷和小組/個別言語治療訓練，並透過教師協作會議或主題性的家

長講座等，提升教師和家長對有關方面的了解。 

➢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或學生支援組各成員會定時監察外購服務訓練小組的質

素，入組觀課，記錄學生的學習表現。 

學生方面： 

➢ 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學習、家課和評估調適，又透過教師或校本教育心理學家的

課堂觀察，記錄學生的學習進展，適時與家長溝通。 

➢ 為5位第三層支援學生安排「個別輔導課」，以支援學生的學習或社交上的需要。

並召開「學生個別學習計劃會議」，與各學科教師及家長共同訂定個別學習計劃的

內容和目標，並定期檢視及跟進。 

➢ 成立「校園愛心大使」團隊，安排高年級的學兄學姐協助小一生適應校園生活，

讓學生學習自我照顧及管理的技巧，並提升與人溝通的能力。於開學初期及早為

小一學生提供校園生活上的各項支援；根據教師觀察，學生整體表現有進步，課

堂表現投入。另設「童樂同學」計劃(伴讀活動)，安排「校園愛心大使」定期為

小一、二年級學生定期溫習，鞏固知識，藉此建立朋輩支援關係。 

➢ 參加香港耀能協會「喜耀同行」計劃，為自閉症學生提供社交技巧訓練，學生透

過活動訓練對不同社交情境上的理解，並作出合宜的行為和態度。 

➢ 為讀寫障礙的學生提供「中文/英文讀寫技巧訓練小組」，透過不同學習活動，改善

學生認讀字詞和理解的能力，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根據教師觀察，學生參與度較

大班教學高，學生在過程中有較多發揮機會，學生自信心有所提升。 

➢ 為有情緒行為上需要的學生提供「溝通小博士/專注特工隊小組」、「樂高‧樂」積

木遊戲小組」及「桌遊體驗小組」，讓學生從不同活動中學習社交和情緒管理的技

巧，並認識自己，學會合宜地與人合作及表達個人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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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方面： 

➢ 提供家長教育，包括講座及工作坊，讓家長了解有不同需要學生的支援需要，並

配合學校的措施，提升家校合作的機會。 

➢ 邀請言語治療師舉辦「利用故事圖書提升學生的語言能力」家長講座，借此讓家

長了解利用故事圖書提升學生不同的語言能力的方法，在家支援子女言語能力的

發展。 

➢ 邀請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觀塘會所為家長舉辦主題性家長工作坊-「親子遊戲

工作坊」，讓家長和子女在活動中透過不同的親子遊戲，培養親子關係，並提供更

多有質素的親子時間。 

➢ 學生支援組又與校本教育心理學家龍卓恩姑娘及學校社工於本年度特別假期間舉

辦「『疫』境同行：支援子女面面觀 - 家長講座」。講座對象為全校學生家長，旨

於讓家長了解子女在疫情下學習上和情緒上的改變，並與家長分享在家支援子女

的策略，期望與家長同行，共同協助子女成長。當天出席的家長們達9成家長認同

講座能讓家長了解子女在疫情間的變化及支援子女的方法。 

2 訓輔  

 

1. 小一家長錦囊 

為讓小一新生及插班生家長進一步了解學校要求，及協助學生從速適應學校生活與

學習，更新及印製《家長錦囊》；並在開課前的迎新活動中，向家長講解及派發。每

名小一及插班生家庭獲派一本；而錦囊亦設有網上版，上載學校網頁。 

   

2. 風紀團隊 

成員來自P5-6學生，分為A隊及B隊，每隊約有20人，包括2名隊長。風紀於各時段在

不同位置當值，協助維持校內秩序。各隊長管理隊員，監察風紀員值勤及工作表現

等。於10月上旬，在曾永馨堂進行了風紀實務講解及團隊精神訓練，近九成風紀出

席，由訓輔組老師講解工作性質及要求，而學校社工則帶領多個活動，學生投入活

動，並能彼此支持。 

 

3. 「一人一職」計劃 

為貫徹學校的辦學宗旨，發揮「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精神，學校推行「一人一

職」計劃，鼓勵及提供機會讓學生參與不同的服務，期望學生在服務別人的過程中，

能提升自信心和培養出對學校的歸屬感。根據學生班內、外服務統計資料，全校超

過九成的學生有參與各類服務，可見學生踴躍參與服務，學校已建立樂於助人的正

面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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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行全校性校本訓輔獎勵計劃-「B.L.E.S.S.計劃」 

於10月上旬，透過學校中央廣播系統、班主任課，展板及家校通訊等，向學生講述

計劃的電子化詳情，並定立了各細則及指引；亦在家校通訊及eClass家長App介紹計

劃及使用方法。學生按對應項目，如:勤學、學業成績、自律守規、積極樂觀態度或

良好的助人行為等獲電子積分。按平台的統計資料，較多學生換取螢光筆、卡通造

型雙孔鉛筆刨及卡通圖案HB鉛筆等。此外，老師送出的特選禮物及活動，亦甚受學

生喜愛，如：電動磁力釣魚機、製作減壓星空瓶、卡通貼紙等。 

特別假期後，於5月上旬，學生開始回校上實體課，部分需較高積分才可換領的禮物，

積分向下調整。整體而言，低年級生較喜歡換取文具，而中高年級生則較喜歡換取

老師送出的物品/活動及學校的高分禮物。按學生的參與度及老師的觀察，此計劃甚

受學生喜愛。學生為獲得更多積分，積極做好計劃的對應項目。 

 

5. Fun Fun 校園活動 

每月交齊功課的學生，按編定的日期及班別，學生於小息往特別室，如：在電腦室、

STEM室及到 English Room 等進行有趣的活動或學習。每室都有服務生協助同學。按觀

察，中年級生的參與率最高，因部分低年級生會選擇往地下進食區，而部分高年級生

需接受老師指導功課。整體而言，學生對各室的活動感興趣，能增強交齊功課的動機。 

 

6. 生日之星活動 

為使學生每年收到不同的生日小禮物，於學年初，訂製了印上校名的 4R相架。10月中

旬開展活動。生日的學生，除相架外，亦會獲為此計劃特製的:1.生日貼紙 2.按扭蛋

機獲積分/小禮物 3.邀請同學在 B.L.E.S.S.生日活動背景合照 4.拍照及即時取彩色

4X6 寸相片 5.生日影像亦會在近學校正門位置的顯示屏播放。學生十分喜歡此活動，

因學校為他/她們安排有意義的活動。 

 

7. 轉堂秩序比賽 

於 10月中旬開始，每週經中央廣播系統宣佈較高分的班。此外，每月總結高、低年級

首 5 班，全班各人獲 3 電子積分，亦在課室近門位置，張貼表揚狀。各班主任及學生

都十分重視此比賽，表現積極，此活動能有效提升轉堂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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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學生講座 

於 9月上旬，為 P1-3 學生安排了交通安全講座,由東九龍交通部道路安全組警員主講。

在 6 月，推展健康校園，為 P.4-6 學生，播放禁毒微電影《友毒·誘毒》；教導學生，

遠離危害精神毒品的禍害。此微電影由香港警務處提供。此外，亦邀請了社區藥物教

育輔導會社工，為 P4-5 學生，透過視像，講述「朋輩影響與毒品」。並於學年末，為

P4-6學生，邀請了秀茂坪區警民關係組警長，講述「誤交損友的後果」。 

 

9. 持分者問卷數據 

經歷以上的活動及計劃，根據持份者家長問卷數據，近八成家長認同「學校能使我

的子女懂得自律守規」；而學生問卷數據，有近20%升幅。此外，逾九成老師認同「學

校推行的訓輔工作能配合學生的成長需要」。 

 

3 德公  

 

   本校一直關注學生在個人、群性及文化方面的發展。多年以來，本校因應學生成長的需

要，設計適切的成長課、德育早會、專題講座及校本生命教育課程，以培養學生建立感恩、

樂觀及勇於服務等正面價值觀。本年度德公組主題為配合關注事項「持續推展正向教育，

培養學生積極樂觀的態度」，因此本組積極利用課堂以外學習時間，包括早會分享及學校廣

播、班主任課、成長課及講座等灌輸正向文化。此外，本組更主力優化一、四年級校本生

命教育課程、小冊子，於當中增加課程總結體驗活動，讓學生鞏固所學。透過一系列的跨

學科學習活動，讓學生認識正向品格的特質，培養出正面的思維及積極樂觀的態度，以面

對生活上的各種挑戰。根據老師觀察：多數學生樂於參與不同形式的活動，個人成長歷程

小冊子亦不乏佳作，可見是次課程有顯著成效。根據學生問卷，接近七成學生喜愛生命教

育課程的內容、活動。 

 

除此之外，為推動「知足常樂」的學習主題，本組透過舉辦不同形式的學習活動或計

劃，讓學生參與其中，包括：公益金便服日籌款活動及在家服務計劃，讓學生透過捐獻行

動、在家服務，實踐為善最樂及感恩精神；另一方面，本組雖受疫情影響，無法舉行校外

義工服務，惟仍舉薦學生參與「基本法大使」及「環保小先鋒」等領袖訓練活動，培養學

生關心社區的情操及提昇其領袖能力。根據持份者學生問卷數據所知：88.6%學生認同學校

積極培養我們的良好品格，可見學生在品格強項方面得到充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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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本組亦重視推展國民教育，每逢周二早上課前時段舉行升旗儀式，並於國

慶日、國家憲法日及回歸日等日子，舉行特定主題的國民教育活動，培養學生國民身份認

同感。 

 

此外，本組亦每月舉行「認識祖國問與答」網上學習活動，讓學生透過欣賞視頻及瀏

覽預設網站，完成網上問答題，並獲取積分，從活動中逐步認識祖國的歷史、科技、經濟、

民生，基本法及憲法等方面的資訊，拓闊視野，關心國家，獲獎學生人數超過二百人，可

見學生樂於參與國民教育的活動。 

 

除此之外，本校亦參與由教育局主辦之《基本法》學校校園大使培訓計劃，本校現有

20 位四至六年級學生定期接受培訓，並代表學校參與各式與國民教育相關之校外比賽或活

動，包括：第八屆《基本法》暨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週年全港校際問答比賽、

戲曲中心大劇院粵劇體驗及「法律迷思之探索《基本法》」講座等，當中亦能先後於「觀塘

區基本法問答比賽」及「北京冬奧小知識問答設計大行動」中，分別取得最踴躍參與獎季

軍及小組優異獎，證明學生在相關範疇的學習上有一定程度的得著。 

 

環保教育方面，本年度續以「綠色生活」為目標，舉辦不同的學習活動、參觀，如舉

辦每月環保活動、親子三色堇攝影展覽、參觀 T · PARK [源 · 區]及「一人一花」培植活

動等，亦設有每班兩名環保風紀計劃，定期監察課室環保情況和鼓勵同學進行環保行動，

讓全校同學進一步認識環保的重要，實踐綠色生活。此外，本校亦參與水務署舉辦之《惜

水學堂》 節約用水教育計劃，先後在校推行惜水識河兒童填色比賽、惜水學堂：挑戰沖涼

4 分鐘等。根據統計得知，參加相關比賽之學生人數超過 400人，共有 123人獲得比賽獎勵，

可見本校在推行環保教育活動方面得到了學生的踴躍支持。 

 

 

 

 

 

 

 

 

 

 

 



聖公會聖約翰曾肇添小學  2021/22年度學校報告 

 

20 
 

學生表現 
 

以下為 2021-2022年度本校學生學業以外的表現 

 
主辦單位 比賽項目 獎項 班別及姓名 

環球藝術體育文化 

協會 

第九屆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粵

語朗誦大賽 

高小組 P.5-P.6 

冠軍 
6B 梁灝軒 

香港青年兒童文藝 

協會 
青年兒童朗誦家大賽 2021 英語初級組銀獎 2A 黃釨烯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第 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獨誦 季軍 4A 翁芷喬 

英文獨誦  

優良證書 

1B 羅詩雅 1B 魏可忻 

2D 潘岐晉 2F 黃沁妍 

3A 鄧祉祈 3A 黎珊珊 

3B 李丕智 3B 雷紫瑩 

3C 王承鏗 4A 郭芷莜 

4A 龍俊賢 4C 余玥澄 

4C 譚希晴 5A 余浩賢 

5A 周子銘 5B 陳月瞳 

5B 羅仟尉 5C 譚晉謙 

5D 馬巧怡 5D 葉頌翹 

普通話獨誦  

優良證書 

2A 陳綺婷 3A 吳培榮 

3A 張雅媛 3A 鍾家瑤 

4A 楊家進 5A 周子銘 

5A 張予晴 

普通話獨誦  

良好證書 
4A 梁嘉曦 

粵語獨誦  

優良證書 

2B 王霹霖 3A 梁天恩   

3B 林紫棋 4A 杜嘉穎 

5D 林詠雪 6B 梁灝軒 

粵語獨誦  

良好證書 

2C 黎芷彤 3A 施梓恩 

3B 陳釗研 4B 謝鍶楠 

5B 黎浚聲 5C 林婉婷 

粵語二人朗誦 

良好證書 
6B 麥芷琳 6B羅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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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研究院 
2021-22年度「篇篇流螢」 

網上閱讀計劃  

「閱讀之星」 

金獎 

4A 李佳霖 5B 黃源堃 

6A 霍梓睿 

「閱讀之星」 

銀獎 

4B 謝鍶楠 5A 盧瀚深 

5B 李宇晴 6A 許道豪 

「閱讀之星」 

銅獎 

4B 蔡  揚 4A 吳穎欣 

4B 古樂慧 4A 黎琳儀 

新知識文化學術研習社 

泓文教育顧問有限公司 

協辦 

文化盃(小學) 辯論比賽 
亞軍 

5A 劉泳淳 6A 賴羽騰 

6A 曾憲正 6A 楊泳彤 

6A 楊承熹 

最佳辯論員 6A 楊泳彤 

星佑教育有限公司 
「星佑盃」全港中小學 

中文粵語辯論友誼賽 
優勝隊伍 

5A 張予晴 5A 劉泳淳 5B 

謝銥楠 6A 鄧婉怡 

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 

華夏杯組委會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1 (華南賽區) 

小學四年級  

三等獎 
5A 梁智行 

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1 全國總決賽 

小學四年級 

三等獎 
5A 梁智行 

香港兒童數學協會 
2021 香港數學及奧數 

公開賽 
小三數學組銅獎 3A 蔡海輝 

香港兒童數學協會 2021 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小一數學組銀獎 1A 黃鈞御 

小一奧數組銅獎 1A 黃鈞御 

香港兒童數學協會 
2021 香港數學及奧數 

精英賽 
小三數學組銀獎 3B 陳冠廷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第六屆全港數學盃挑戰賽 
小學五年級組 

卓越獎 
5A 韓曜聰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2022「華夏盃」(晉級賽) 三等獎 

3C 王承鏗 5A 盧瀚深 5A 

梁智行 5B 盧樂謙 

Math Concept 

Education 
數學思維大激鬥 2022 

個人賽 銅獎 5B 黎浚聲 5A 柯穎儀 

個人賽 銀獎 
2A 何思銳 2B 符凱風 

3B 楊景熙 4A 何永槺 

個人賽 金獎 3B 陳冠廷 

校際賽(小二) 

團體優異獎 

2A 何思銳 2A 何曉欣 

2B 符凱風 

校際賽(小三) 

團體優異獎 

3A 吳培榮 3B陳冠廷 

3B 楊景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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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兒童數學協會 
2022 香港學界數學及奧數 

挑戰賽 

小二數學組金獎 2A 蔡鋭澤 

小三奧數組銅獎 2A 蔡鋭澤 

小三數學組銀獎 3A 蔡海輝 

小三奧數組銅獎 3A 蔡海輝 

香港青年科技協會 
2021 亞太機械人聯盟競賽  

香港區競賽  

高小組相撲賽 

遙控組 

優秀獎 

4A 何宇軒 4A 李佳霖 

5A 周子銘 5A 韓曜聰 

5A 李韋鋌 5A 李梓晴 

5A 余浩賢 5B 吳中臻 

5B 蘇穎軒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

中學 

2021-2022年度 

東九龍編程無人機挑戰賽 

穿越障礙賽 

傑出隊伍表現獎 

5A 李梓晴 5A 任秀賢 

5A 鄧俊豪 

國際教育研究文化事業

(IERC) 

「澳門國際盃」2021-2022 

科學競賽 

高小組 

銅獎 
5A 韓耀聰 

香港青年科技協會 
第八屆聖公會小學聯校 

機械人冬季奧運會 
冰壺項目 冠軍 4B 梁証翀 6A 李海銘 

新聲音樂協會 
第十屆「新聲盃」 

全港中樂獨奏比賽 2021 

彈撥 B初級組  

亞軍 

優異表現獎 

3A 吳靖雯 

新聲音樂協會 
第十一屆「新聲盃」 

全港中樂獨奏比賽 2022 

彈撥 C初級組  

亞軍 

優異表現獎 

3A 吳靖雯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銀獎 

2C 敖浩天 3A 鍾家瑤  

3A 鄧祉祈 3A 吳靖雯 

3B 陳冠廷 3B 張星朗 

4A 吳穎欣 4A 唐晉亨 

4A 郭芷莜 4A 梁嘉曦 

5A 賴浩朗 5B 周卓彤 

6A 李海銘 

銅獎 

3B 温傲天 3D莫凱嵐 

3D 洪  奕 4D李曉晴 

5A 柯穎儀 5A林海羚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21-2022年度九龍東區 

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組 殿軍 
5A 吳晧洋 5B 譚號弘 

5C 楊孝善 

傑出運動員 5C 楊孝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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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21-2022年度九龍東區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跳高 

殿軍 
5D 葉頌翹 

女子甲組 60米 

第五名 
5B 謝銥楠 

男子甲組 200米 

第六名 
6B 陳錦浩 

女子乙組跳遠 

第七名 
5A 蘇宛姿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21-2022年度九龍東區 

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乙組 

殿軍 

3A 鍾家瑤 4A 簡鸝瑩 

4B 謝鍶楠 4C 姚梓棋 

女子乙組 

傑出運動員 
4A 簡鸝瑩 

屈臣氏集團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

獎 2021 - 2022 
學生運動員獎 5C 楊孝善 

Come Dancing Studio 

Academy  

(起舞藝軒) 

第廿二屆香港公開精英 

體育舞蹈錦標賽 

U9 Solo C/J 

Closed 

第三名 

4C 余玥澄 

Latin Closed 

Junior C/J 

第三名 

4C 余玥澄 

香港國際標準舞者會 
第十屆 HKBDFI盃 

標準舞錦標賽 

U10 Solo Jive 

殿軍 
4C 余玥澄 

中西區民政事務署 

香港中西區婦女會 

中西區第十屆 

「回歸盃」體育舞蹈錦標賽

2022 

優秀運動員 1A 余倩瑩 4C 余玥澄 

U8 Solo Jive 

季軍 
1A 余倩瑩 

青少年兒童藝術音樂發

展協會 
東京奧運 2020繪畫比賽 

兒童 A組  

銅獎 
2A 駱釓彣 

觀塘區防火委員會 
觀塘區 

防火安全文件夾填色比賽 

高小組 季軍 5C 陳美然 

高小組 優異 5B 陳月瞳 

初小組 優異 2C 敖浩天 

觀塘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觀塘區 

公民教育繪畫(橫額設計)比

賽 

小學組 季軍 5B 陳月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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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觀塘區 

滅罪插畫及標語創作比賽 

高小組 季軍 5C 陳美然 

高小組 優異獎 5B 陳月瞳 

高小組 優異獎 6A 楊承熹 

聖公宗(香港) 

小學監理委員會暨 

屬校學生輔導主任 

聖公宗小學 

「童放正能量」 

聯校親子設計比賽 

五年級組 季軍 5B 陳月潼 

觀塘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觀塘區公民教育 

微電影創作比賽 
亞軍 

5A 鄧名皓 5A 韓曜聰 

5B 羅仟尉 5B 陳欣潼 

5B 劉浩暉 4A 吳穎欣 

香港校董學會 
「我真的愛您」 

手機短片創作比賽 
季軍 

5A 韓曜聰 5A 鄧名皓 

5B 陳欣潼 5B 劉浩暉 

5B 羅仟尉 

觀塘區公民教育 

委員會 

觀塘區《基本法》 

問答比賽 

最踴躍參與獎 

(小學組)季軍 

聖公會聖約翰 

曾肇添小學 

教育局 

《基本法》學生校園大使培訓

計劃「北京冬奧小知識問答設

計大行動」 

學生最佳表現獎

(小組) 

6A 李海銘  6A 楊泳彤 

5B 黎浚聲  4A 梁嘉曦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小學中文網上甄選學習課程 
獲甄選為 

資優學苑會員 
5A 周子銘 

香港教育大學 

科學與環境學系 

2021-22年度「資優教育基金」

校外進階學習課程 

研究範疇： 

可持續的海洋發

展及溫室氣體排

放。 

5B 蘇穎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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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年度財務報告 

      收入 $   支出 $  

I  政府基金 及 其他收支     

(1)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專為特定學校而設的津貼     

(甲) 按學校發放的資助     

 • 修訂行政津貼 1,570,320.00 1,300,650.47 

 • 空調設備津貼 491,713.00 410,519.10 

 •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531,837.00 399,499.60 

 • 新來港學童校本支援計劃 3,931.00 - 

 •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包括額外的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280,005.00 280,005.00 

 • 學校發展津貼 785,878.00 687,798.00 

 •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津貼 256,705.00 110,101.50 

 •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193,338.00 189,575.00 

 •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津貼 109,517.00 98,580.00 

 • 校本管理額外津貼 50,702.00 46,100.00 

   小結： (a) 4,273,946.00 (b) 3,522,828.67 

(乙) 非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總收入 1,353,302.55  

 • 供增聘文書助理的行政津貼  196,182.00 

 • 學校及班級支出  403,471.45 

 • 傢俬及設施(包括維修)  323,702.00 

 • 升降機-電費及保養  97,884.00 

 • 培訓及發展  1,900.00 

 • 圖書添置  59,932.62 

 • 閱讀期刊  13,627.70 

 
• 科目津貼 

(包括教學資源、教具)  49,168.07 
 •    
   小結： (c) 1,353,302.55 (d) 1,145,867.84 

2021/22 年度政府「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總結(虧損)： (a)-(b)+(c)-(d) = 958,552.04 

I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 租場收支 8,232.00 4,840.80 

 • 其他收支 25,204.80 50,853.49 

 • 上網電價 362,674.00 - 

 • 校舍工程 - 22,300.00 

 • 傢俬設施(包括維修及美化工程) - 130,720.00 

 • 學生獎學金 4,200.00 77,720.00 

 • 
• 
 

捐款(聖公宗) 1,000,000.00 - 

   (e) 1,400,310.80 (f) 286,434.29  

  2021/22 年度學校「一般津貼」總結(虧損)： 
 

(e)-(f) = 1,113,876.51 

 • 各特定用途的收費 (虧損由指定賬累積盈餘補貼) 211,920.00 170,0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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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與跟進 

關注事項 回饋與跟進方法 

1. 優化學與教策略，

提升學與教效能。 

計劃內擬定的各項工作，部分因疫情發展而受影響，亦因此而

帶動來年的發展。各科組來年將同步發展課室及網上自學角，使學

生自學不受疫情影響外，亦能讓學生提升更多元化的自學活動，照

顧學習多樣性。 

 

此外，教師設計教材時，亦會在課業中加強學生自主學習及反

思能力的元素。常識科及英文科來年在推行專題研習時，亦會注重

學生反思能力的表現，以完成「SQ4F專題研習」。 

 

學校將持續製作不同科目相關的學習影片，讓學生在校園電視

台頻度上按其學習興趣自主學習。 

 

跨學科STEM教育課程將會以「智慧城巿」為骨幹，發展全校跨

學科STEM教育縱向課程，讓學生從一年級開始接觸編程相關的學習

內容。 

2. 持續推展正向教

育，培養學生積極樂觀

態度。 

   

本年度德公組配合關注事項「持續推展正向教育，培養學生積

極樂觀的態度」，積極推行各式各樣的學習活動，讓學生在「知足

常樂」、「生命教育」、「國民教育」及「環保教育」等方面有均衡的

發展。雖受疫情影響，惟當中不少活動已利用網上或直播模式，在

不受影響進度的情況下，讓學生不受地點所限，仍能在家作學習；

恢復面授後，學生無論在參與度，及投入度均較網課時為高。因此

建議來年在籌備活動時亦可多考慮發展網上學習模式或利用不同

電子平台作分享工具，以免學習活動受疫情影響而停辦。當然，最

大的成效必定是能多舉辦體驗式學習活動，讓學生從體驗中學習。 

 

3. 營造校園閱讀氛

圍，強化閱讀習慣。 

 

在增設閱讀空間方面，本年度已在地下有蓋操場增設書櫃放置

圖書/雜誌，能有效營造具閱讀氛圍的環境，有助培養學生隨時隨

地閱讀的習慣。 

 

伴讀小組、讀書會及延長圖書館開放時間等安排，因疫情影響

而沒有進行。下年度若疫情穩定，建議帶領學生出外參觀圖書館，

並恢復閱讀小組活動及伴讀活動等，讓學生享受多面的閱讀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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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未來發展計劃的關注事項 
 
2022/23年度關注事項： 

1. 優化學與教策略，提升學與教效能。 

2. 持續推展正向教育，培養學生積極樂觀態度。 

3. 營造校園閱讀氛圍，強化閱讀習慣。 

 

有關計劃內容，請瀏覽「學校發展計劃」及「學校周年計劃」： 

http://www.skhsjtst.edu.hk/management.php?id=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