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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節靳茂生小學  

學校發展計劃(14/15 至 16/17 年度) 

 

一. 辦學宗旨 

本校辦學以傳福音為重，引導學生認識真理，培養良好品德，建立積極人生觀，並配合教育局所規定之標準課

程推展全人教育，以求學生在靈、德、智、體、群、美各方面有均衡的發展。 

 
二. 教育目標 

1. 按著聖經真理，引導學生認識耶穌基督，使福音廣傳，並實踐基督的精神。 

2. 幫助所有學生，盡量發展學業上及學業以外之潛質，養成好學不倦的態度。 

3. 培養學生養成良好的品德，正確之道德及價值觀念，養成對家庭負責及服務社會的精神，以及與人相處之

良好態度，建立積極的人生觀。 

4. 運用不同的教學策略，照顧個別差異，發展學生各種的共通能力。 

5. 提供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幫助學生在各方面的均衡發展。 

6. 提供優良的工作及學習環境，使教師及學生能夠愉快地教學及學習。 

7. 善用資訊科技，提供足夠教學支援，鼓勵及幫助老師發展教師專業。 

8. 與家長保持緊密聯繫，促進學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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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訓：信、望、愛 

本校以信、望、愛為校訓，源出新約聖經：「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林前十三：13) 信心、盼望和

愛心可以激勵、支持及調和我們的行事為人。有了信、望、愛，我們對未來的疑慮可得以消除，而憧憬亦可得

以成為事實。 

 

四. 教育信念及抱負 

    我們相信每個學生都是獨特的，他們可通過教育來發揮個別的專長和潛能，建立積極的人生觀，促進人格的發

展。作為教育工作者，為幫助學習者獲取最新的知識和技能，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維持競爭力，我們有以下抱

負：能秉承有教無類、公平公正的教育精神辦學，並憑著具有進取、反思及團隊精神的教師隊伍，幫助每個學

生在靈、德、智、體、群、美各方面得到全面而具個性的發展。培養學生成為主動學習，有創新思考，有自信，

有理想，有正確而積極的價值觀念，有豐盛的生命，愛主愛人的好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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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校情檢視 

上周期學校發展計劃的成效 
關注事項 達標程度 跟進方法 備註 

完善校本評估機制 1 提升學校評核管理的標準，參與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QAMAS 優質

評核管理認證計劃」。 
參與計劃的第一年已成功獲頒

「QAMAS 優質評核管理認證」，反

映學校能建立具備高水平的優質

考評管理機制，能夠為學生提供全

面、可靠、公平和有效的評估；本

校教師亦具備相關的專業能力去

制定、實施及執行「優質評核管理」

政策；學校同時能夠佈置「優質」

的環境進行學生評估工作。 

 
 

1. 繼續參與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QAMAS 優質評核管理認證

計劃」，持續透過課程發展小

組、行政組及各學習領域等會

議跟進此計劃，檢討及優化本

校的評估政策，並把相關政策

的修訂項目提交香港考試及評

核局「QAMAS 優質評核管理

認證計劃」審核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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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達標程度 跟進方法 備註 
完善校本評估機制 2. 各 科 組 加 強 運 用 促 進 學 習 的 評

估，讓學生學會學習，延展學生

潛能。 
2.1 鼓勵學生摘錄筆記及總結課堂

學習，98%學生同意他們能夠

在課堂、預習或搜集資料時，

運用簡寫符號、組織圖、或點

列等方法摘錄筆記。各科組亦

已擬定各級科本摘錄筆記技

能學習重點，有系統地教導及

鞏固學生摘錄筆記的能力，讓

學生學會學習，延展潛能。 
2.2. 教 師 於 課 堂 透 過 具 體 的 回

饋，包括提示、引導、舉例、

反問、追問、提出建議、指出

亮點、讚賞等，引導學生反思

改進，鼓勵學生邁向自我完

善。 

2. 各科組因應不同策略所設計的

相關校本課程及教學計劃仍會

繼續使用，並會根據學生的學

習能力及需要進行檢討及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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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達標程度 跟進方法 備註 
完善校本評估機制 90%學生同意在課堂中老師給

予的回饋能幫助他們明白在學

習上需要改善的地方。 
2.3 於課堂增加學生發問及進行評

鑑的機會，發展學生高階思維

的能力。 
99% 學 生 同 意 他 們 能 夠 於 預

習、課堂匯報、分享資料或圖

書時，自擬較高層次的問題。 
86% 學 生 同 意 透 過 互 相 的 評

鑑，可提升他們和同學之間互

相學習的機會。 
以上各項均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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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達標程度 跟進方法 備註 
建立健康校園 1. 在發展學生的健康生活習慣方面 

1.1 本校已取得「至『營』學校認

證」，為學生提供健康的午膳

及小食。 
1.2 成功舉辦有關培養學生健康

飲食習慣的家長講座，讓家長

懂得如何為學生預備健康午

膳。 
1.3 參與「護脊校園計劃」，並設立

課前及課間護脊操。 
1.4 學生在「磅書包」活動中，學

懂如何收拾課本及應用物品，

惟此活動的達標率不太理想，

需加以跟進。 
 

 

1.1 為保障學生的健康及確保承辦

商 所 供 應 的 食 物 具 營 養 質

素，健康飲食小組繼續定時監

察午膳承辦商及小食部所提

供的食物質量。 
1.2 來年繼續安排有關培養學生

健康飲食習慣的家長講座，並

會將此項目成為科組恆常活

動。 
1.3 來年繼續推行課前護脊操及

課間護脊操。 
1.4  雖然「磅書包」活動的達標

率不太理想，但下學年仍會

進行此活動，惟來年會推行

一系列的措施以提醒家長及

學生注意書包的重量，有關

措施包括：以報告形式通知

家長有關磅書包的結果；

在小一適應課程中加強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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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達標程度 跟進方法 備註 
建立健康校園  學生收拾書包的能力；在「家

長教育」活動中提醒家長培養

子女收拾書包的重要性；印發

通告及派發「怎樣減輕書包的

重量」單張予一年級新生及插

班生，以喚起家長對學童書包

超重情況的關注，及讓家長掌

握如何協助子女減輕書包重

量的方法；透過壁報傳遞訊

息，強調減輕書包重量的重要

性及方法；建議家長為子女選

購質料較輕及護脊的書包；透

過班主任教導學生如何善用

儲物櫃，以培養學生有收拾書

包的習慣，以減輕書包的重

量。 

 

 

 

 



 8

關注事項 達標程度 跟進方法 備註 
建立健康校園 2. 在發展學生正面的人生觀與價

值觀方面 
學校已成功舉辦不同層次及方

向的「讚美之牆」活動，透過是

項活動提高及深化學生欣賞自

己及別人優點的能力，以建立學

生 正 面 的 人 生 觀 及 自 我 價 值

觀。大部份學生踴躍參與這個活

動，並在校內及家中逐漸建立互

相欣賞及稱讚的氣氛，帶來正面

和積極的效果。 
 
3. 在營造清潔衞生的校園環境方面

 我們推行「清潔大使」計劃，每

班設立「清潔大使」，提醒同學注

意課室清潔。 
 

 
 

2. 來年繼續推行「讚美之牆」活

動，並會將此活動成為科組恆

常活動。 

 

 
 
 
 
 
 
 
 
3.「清潔大使」計劃，有助營造清

潔衛生的校園環境，故被列入恆

常工作，繼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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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達標程度 跟進方法 備註 
建立健康校園 4. 在提升教師的身心靈健康方面 

4.1 校方於教師專業發展日安排

護脊工作坊，讓教師認識護

脊之重要；舉辦「至『營』

健康飲食」講座，幫助教師

認識健康的飲食模式；又舉

辦屬靈舞蹈工作坊，為教師

在繁忙的教學工作中提供做

運動之空間。 
4.2 在教員室設立健康資訊佈告

板，為教師提供健康資訊。 

 

4.1 來年繼續安排與教師身心靈健

康有關的講座，並會將之成為

科組恆常活動。 
4.2 來年繼續在教員室設立健康

資訊佈告板，為教師提供健康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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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達標程度 跟進方法 備註 
優化校本資優教育 1. 在 2011、2012 及 2013 三個年度

內，有 70%教師曾參與最少一次由

教育局或其他機構舉辦的資優教

育課程或交流活動。 
 

2. 以全班式的方法，在正規課程內滲

入資優元素，包括：高層次思維、

創造力和個人及社交能力。98%教

師同意透過共同備課能在正規課

程內滲入資優元素。99%學生同意

老師設計的教學活動及課業有助

發展他們的創造能力。 
 

3. 各科組已按科本需要，以一個級別

為試點，發展抽離式資優課程，供

有卓越表現學生參與。 
 

 

1. 持續於內聯網或校務會議上發

放有關資優教育的資訊，讓教

師多參與，以建立專業團隊。 
 
 
2. 各科組已於分科會議內檢討有

關教學設計的成效，如需要修

訂教學設計的內容，將安排在

課改週內進行，讓資優元素納

入校本課程內。 
 
 
 
3. 抽離式資優課程可設定為常規

性的資優課程，讓有卓越的表

現的學生有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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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達標程度 跟進方法 備註 
 
 

4. 推出全新的「嘉許你獎勵計劃」，

盡量發掘學生在學業上及學業以

外之潛能。此計劃全校共有 376
位同學獲獎，其中更有 82 位同學

獲優異獎，成績理想。 
   惟在問卷調查方面，只有 41.03%

教師同意此計劃能讓學生有方向

性及持續地發揮所長，而學生則

有 60.94%同意此計劃能讓他們有

方向性及持續地發揮所長。相對

70%的達標率，此項目未達標。 
 

4. 雖然此項目未達標，但家長、

老師和同學對「嘉許你獎勵計

劃」都有很多正面的意見，故

下學年仍會繼續推行此計劃，

就各方意見仔細檢討整個計劃

內容，與科組釐定達標的項

目，希望來年能順利推行，讓

學生有方向性及持續地發揮所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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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檢討學校整體表現 

指標範圍 主要優點 尚需改善的地方 

1. 學校管理 ˙學校能因應教育政策、辦學宗旨，審視本身的強弱，

制定切實可行的工作計劃。 

˙學校決策過程具透明度，工作推行前，會先向教師諮

詢，亦會考慮家長的意見。 

˙學校能有效推動自評文化，重視成效檢討。 

˙利用資訊科技處理學校行政工作。 

˙須重新檢視危機處理指引，每年更新相關內容， 

  並加講解，加強師生的危機意識，使教師懂得用

正面的方法處理事故。 

   

2. 專業領導 ˙領導層對教育工作有熱誠，有理想，能適時檢視工作

成效，促進學校的發展。 

˙領導層和中層管理人員能互相支持，彼此信任，營造

和諧的氣氛，提升團隊士氣。 

˙推行政策時，能讓不同層級的老師有機會給予意見，

增加透明度。 

˙加強中層人員的培訓，提升其領導才能。 

˙須提升教師對電子化教學的認識，促進教學效

能。 

 

3. 課程和評估 ˙學校能配合教育趨勢，制訂明確的校本課程發展目

標。 

˙學校能夠善用資源，為教師創造空間，支援和落實所

訂定的課程政策和計劃。 

˙教師的提問技巧已提升，亦能給予學生即時回饋。 

˙已制訂清晰的評估政策讓老師跟從。 

˙老師能開放課堂作專業交流。 

˙學校可更詳細紀錄學生的表現，為學生製作學習

歷程檔案。 

˙可更有系統地在各科目中推行自主學習。 

˙宜增加學校設施及設備，發展電子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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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範圍 主要優點 尚需改善的地方 

4. 學生學習和教學 ˙教師能配合教學目標，善用資源，妥善佈置學習環

境，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動機。 

˙教師經常鼓勵學生表達意見，又能適時讚賞學生的表

現。 

˙教師能運用多元化的教學策略，照顧學生個別差異，

使優差並進。 

˙老師於課堂中能給予學生適時的回饋。 

˙鼓勵學生訂立學習目標。 

˙讓學生掌握自主學習的技巧。 

˙提升不同能力的學生的學習動機。 

˙透過改善資訊科技設施，促進學生學習。 

 

5. 學生支援 ˙學校能為學生提供不同類型的支援計劃，幫助學生增

強自信心及提升他們的自學能力。 

˙學校能營造一個關愛的校園，透過舉辦訓輔活動，使

學校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 

˙能適切地舉辦拔尖補底課程，照顧學生個別差異。 

˙有駐校言語治療師，能改善學生言語障礙的問題。 

˙有駐校心理學家支援學校課程發展，照顧有特殊學習

需要的學生。 

˙設立優才庫，發掘資優學生，持續發展學生的潛能。 

˙訓導組宜加強風紀訓練，及加強監管學生的行

為。 

˙支援成績稍遜，但未有評估報告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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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範圍 主要優點 尚需改善的地方 

6. 學校夥伴 ˙家教會已成立多年，能提供一良好家校溝通的平台，

以收集家長對學校的意見。 

˙定期舉辦家長座談會及家長日，有足夠的溝通平台。 

˙校友會已正式成立，校友關心學校的發展，協助學校

持續發展。 

˙已成立法團校董會，教師、家長及校友均能成為校董

一員，參與會議，發表意見。 

˙家長樂於參與學校義務工作。 

˙校友會的活動較少校友參與，有待發展。 

˙未能有系統地為家長提供教導子女的方法及與

子女相處的技巧。 

 

7. 態度和行為 ˙學生能彼此友愛。 

˙學生有良好品德，守規自律。 

˙學生能認真地學習。 

˙學生能關心社會大事及盡公民義務。 

˙建立健康校園，關顧學生的身心靈健康。 

 

˙宜加強部分學生的自信心，以提升學習的主動

力。 

 

8. 參與和成就 ˙本校學生全港性系統評估成績高於全港學生平均成

績。 

˙小六學生升中派位令人滿意，第一組別學生的數目高

於全港標準。 

˙學生校內成績理想。 

˙學生參與校外活動（朗誦、話劇、游泳、數學比賽、 

武術、田徑）成績理想，獲獎無數。 

˙避免有才能的學生參與過多活動或比賽，造成較

大心理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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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強、弱、機、危」分析 

強項 

˙教師有良好的團隊精神，能彼此合作，互相扶持。 
˙教師有豐富的教學經驗，樂於進修，勇於嘗試不同的教學方法。 
˙學生有良好品德，對學校有強烈的歸屬感，家長以子女就讀本校為榮。 
˙實施專科教學，教師可任教專長科目，提高教學效能。 
˙靈活運用各項津貼，發展學校所需。 
˙推行合作學習，有效加強生生及師生的互動。 
˙能運用不同的資源，支援不同能力的學生，以照顧資優及非資優生的需要。 
 

弱項 

˙校舍面積有限，難與新型校舍相比，影響教學活動。 
˙部份家長對子女欠缺關注，亦沒有足夠能力指導子女學習。 
˙因各項政策的推行，致使老師工作量大增，增加老師的工作壓力。 

˙學生能力差異大，老師面對教學上的困難。 

˙跨境學童入讀率上升，他們的學習文化與本港學童相差甚遠，增加施教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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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機 

˙家長及外界人士樂意提供資源，有助學校推行教育改革。 
˙社會對教師要求愈來愈高，教師均主動尋求專業發展。 

˙政府提供的資源有助改善校內各項設施。 
˙政府撥款資助，有助學校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與其他學校及教育局合作進行夥伴協作計劃，得以優化課堂教學，建立專業社群。 
 

危機 

˙外在環境競爭白熱化。 
˙教師要進行多方面的進修和專業發展，還要應付多變的教育政策，繁重的工作使教師身心疲累。 
˙實施融合教育，老師要花更多心力照顧學習能力低或情緒有問題的學生。 
 

2014/2015 至 2016/2017 年度的關注事項 
1. 透過自主學習，培養學生的自學習慣，並提升他們的自信心、自律性及責任感。 
2. 透過電子化教學，促進學生學習效能。 
3. 透過家長教育，有系統地為家長提供與子女相處的技巧及教育子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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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學校發展計劃（2014/2015 至 2016/2017 年） 
時間表 

關注事項 目標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策略大綱 

1. 提高教師對「自主學習」

的認識及支援教師發展

校本的自主學習課程。 
   

* 安排專業培訓 

* 引入教育局或專業機構

的支援 

* 參與教育局及專業機構

舉辦的講座/工作坊/專業

交流 

2. 各科組檢視校本課程、擬

定推行發展自主學習的

重點及設計課程並制定

推行的策略。 
 

   

* 各科組就課程設計、課堂

教學及照顧學生學習差

異等三個層面檢視、擬定

及推行有助培養學生自

主學習能力的校本課程 

透過自主學習，培養學生的

自學習慣，並提升他們的自

信心、自律性及責任感。 
 

3. 各科組檢視及優化所擬

定的校本課程，並制定可

持續發展的策略。 
 

   

* 各科組就課程設計、課堂

教學及照顧學生學習差

異等三個層面檢視、優化

所擬定的校本課程及制

定可持續發展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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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表 
關注事項 目標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策略大綱 

   * 舉辦工作坊或講座，持續

支援及加強教師發展電子

學習的能力。 

   * 鼓勵全體教師於2014 及

2015年度內最少參與一次

由教育局或其他機構舉辦

的電子學習課程或交流活

動。 

透過電子化教學，促進學生

學習效能。 
 
 
 
 
 
 
 
 
 
 
 
 
 
 
 
 
 
 

1. 提升教師對電子學習的

認識及支援教師發展電

子學習課程 

   * 在各科每年兩次的科務會

議中，增設電子教學分

享，讓教師分享課堂內應

用資訊科技的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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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於四年級常識科推行為期

三年的「電子書計劃」，該

級教師會於共同備課中選

取適合的單元，讓學生利

用平板電腦取代教科書來

學習，以提升學生對電子

學習的能力。 
   *利用快速響應矩陣碼QR 

code顯示校內園圃資訊，

讓學生認識植物的基本資

料。 

 
 
 
 
 
 
 
 
 
 
 
 
 
 
 

2. 營造數碼校園 
 

 

   * 更新及添置資訊科技設

備、檢視並改善無線網絡

系統，以提升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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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科組按科本需要，每學年

設計一個或以上的互動課

堂以進行電子教學，並將每

一個課堂及教學活動資源

及材料整理，放於電子平台

中，與其他老師分享，以提

升教學效能。 
 

 

3. 普及電子學習，以發展學

生廿一世紀資訊素養：探

究、批判性思考、溝通、

合作 

   * 學生因應學與教之需要，結

合網上實用學習工具，全面

提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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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表  

關注事項 

 

目標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策略大綱 

1. 使家長認識親職的責任 
 

 
 

 
 

 
 

* 為小一及小二學生家長安排親職

教育課程。 
* 定期向家長提供由教育局或志願

機構舉辦的家長培訓工作坊資

訊，讓家長參與。 
2. 使家長能協助子女在家中自

學 
 

 
 

 
 

 
 

* 為學生家長舉辦校本課程簡介

會，讓家長認識學校學與教及評

估要求。 
* 為學生家長舉辦學習技巧家長講

座，包括：自主學習、電子化教

學、閱讀策略、思維訓練等。 

透過家長教育，有系統

地為家長提供與子女相

處的技巧及教育子女的

方法。 
 

 

3. 成立家長義工隊，支援學校工

作 
 

 
 

 
 

 
* 組織家長義工團隊。 
* 舉辦家長義工培訓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