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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年度關注事項： 

1. 學生能掌握二十一世紀所需要的知識、技能及態度。 

2. 學生能具備領導力。 

3. 學校環境能持續優化，配合整體學校教育的發展。 

(二) 報告： 

編號 
舉行 

時間 

針對目 

標編號 
活動簡介 成效（指標的達成度） 成就/反思/跟進 

1 全年 1  與訓育組合作，安排訓輔兩組老師

於 10 月份參與有關調解學生紛爭

的培訓。 

 在成長的天空的教師培訓項目中

加強對四年級班主任及任教的科

任老師培訓，透過專業社工講解、

小組討論、角色扮演等環節，在兒

童發展、親職教育及輔導技巧三方

面增加老師對學生的領導及管理

能力。 

 

 

 

 

 

  

 

 

成效指標： 

 接受培訓的老師感到調解學生紛

爭的技能有所提升。 

 85%老師能初步理解領導與管理基

本概念與知識。 

 

 

評定是項方案部份達標。 

透過分析及歸納問卷調查數據，與

及總結觀察所得，參與調解培訓老

師的調解技巧均有提升，並有信心

運用調解技巧處理學生問題。然

而，因疫情的關係而提早放暑假，

更改安排於復課後為四年級老師

舉行的教師培訓亦需要再延期，故

未能量度「老師能初步理解領導與

管理基本概念與知識」一項。 

 

成就 

 輔導組及訓導組於去年12月4日

(三)放學時段邀請復和綜合服務

中心到校為訓輔兩組老師進行

「運用復和調解手法處理學生問

題」教師培訓。參與老師透過角

色扮演，重覆運用復和提問技巧

處理不同的學生情境及個案，增

加老師處理學生問題上的效能及

信心。 

 根據老師問卷調查顯示有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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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舉行 

時間 

針對目 

標編號 
活動簡介 成效（指標的達成度） 成就/反思/跟進 

的老師感到調解學生紛爭的技能

有所提升。100%的老師有信心運

用復和調解手法處理學生問題。 

 

反思 

 調解學生紛爭的培訓原本安排在

去年 10 月進行，然而，培訓的機

構因未能配合，故有關的培訓延

至去年 12 月才能進行。 

 如所有教師培訓能於較早的時間

舉行，相信成效會更大。 

 

跟進 

 來年將鼓勵已參與培訓的同工應

用已學的技巧去處理學生的問

題。 

 於下學年九月份補辦成長的天空

的教師培訓。 

 

2 全年 2  透過講故事小組招募約 10 位高年

級學生，練習以兩文三語為一年級

同學講故事，計劃全年於小息時段

共進行 5 次講故事活動，藉此增加

學生運用兩文三語的機會，以及提

升學生的自信心。 

成效指標： 

 70%的參加者自覺有膽量面對群眾

而不怯場。 

 學生能於校內不同活動中有效運

用兩文三語。 

 

評定是項方案部分達標。 

透過分析及歸納問卷調查的數據

及觀察學生在活動中的表現，發現

講故事小組的高年級學生在運用

兩文三語向低年級學生講故事時

具信心。然而，因停課的關係，講

故事小組的學生未能於校內不同

活動中有效運用兩文三語，故無法

評估「學生能於校內不同活動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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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舉行 

時間 

針對目 

標編號 
活動簡介 成效（指標的達成度） 成就/反思/跟進 

效運用兩文三語」一項。 

 

成就 

 本學年邀請了 8 名的同學參與八

節的小組訓練，內容包括訓練參

加同學面對群眾時的自信心及演

說技巧，又訓練他們以中文、英

文及普通話講故事等。 

 訓練完畢後，參加同學需要向一

年級學生講故事，讓參加同學學

習服務他人，友愛幼小，同時增

加運用兩文三語的機會。參加同

學整體表現理想，活動亦深受一

年級同學歡迎。 

 部份一年級同學更會在聆聽故事

時舉手發問有關故事內容的問

題，講故事的同學亦能按表演講

故事的語言簡單回答，表現出色。 

 100%的參加者自覺有膽量面對

群眾而不怯場。 

 

反思 

 原先按日期編排不同班別的一年

級同學於小息時到會議室聽故

事。然而，過程中有參與聽故事

的小一同學需要排洗或進食，影

響其他參與聆聽故事同學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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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舉行 

時間 

針對目 

標編號 
活動簡介 成效（指標的達成度） 成就/反思/跟進 

程度。故此，之後的講故事表演

改為安排於一年級午膳時段進

行，一年級同學一邊進食，一邊

聆聽故事，效果及反應更理想。 

 若能讓講故事小組的高年級哥哥

姐姐完成 5 次說故事，應該能夠

更具體評估故事小組在活動中運

用兩文三語的效能。 

 

跟進 

 來年可以安排學生繼續於一年級

午膳時段進行講故事。如有合適

的機會，可邀請同學於校內不同

活動中有效運用兩文三語。 

 讓講故事小組完成以兩文三語向

小一說故事。 

 

3 全年 1  輔導組透過家長及學生講座滲透

有關自控及自我管理能力。例如

「機不離手」家長講座或「狂網之

災」學生講座，從而建立良好的生

活習慣。 

 輔導組透過賜豪存摺計劃中的家

長評估，讓家長及學生在網絡的時

間管理及選材上的使用達成共識，

鞏固其資訊素養，提升自我管理的

能力。 

成效指標： 

 學生能於賜豪存摺計劃的家長評

估中表現出習得的資訊科技素養。 

 85%學生自覺其具備良好的資訊素

養。 

 85%家長（高小）感到其子女能具

備良好的資訊素養。 

 

 

評定是項方案未能達標。 

因新型冠狀病毒的關係而停課，原

先安排為家長舉辦的「機不離手」

講座及為學生舉辦的「狂網之災」

講座未能按計劃進行，故無法評估

「學生自覺其具備良好的資訊素

養」及「高小家長感到其子女能具

備良好的資訊素養」兩項成功準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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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舉行 

時間 

針對目 

標編號 
活動簡介 成效（指標的達成度） 成就/反思/跟進 

成就 

 輔導組只能透過賜豪存摺的個人

目標及家長評估去鼓勵學生及家

長在網絡的時間管理上作共識，

以鞏固資訊素養，提升自我管理

的能力。 

 根據輔導組的統計，只有 48%的

高小學生其賜豪存摺曾有家長在

個人目標有訂立使用網絡的時間

管理上達成共識或使用屏幕產品

20 至 30 分鐘後需要小休一會作

出簽名。 

 

反思 

 因欠缺家長講座及學生講座的帶

動，加上突然停課達四個多月的

時間，同學-本年度無論在正規及

非正規課程中均較難習得資訊素

養的知識及態度，亦間接影響他

們的自我管理能力，故數據表現

未如理想。 

 

跟進 

 來年將會補辦「機不離手」家長

講座或「狂網之災」學生講座。講

座後宜多加向學生及家長宣傳賜

豪存摺家長評估或訂立個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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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舉行 

時間 

針對目 

標編號 
活動簡介 成效（指標的達成度） 成就/反思/跟進 

等部分，以提升同學在資訊素養

的自我管理能力。 

 

4 全年 2  透過成長課的校本教材規劃，按不

同的學習階段有系統滲透培養學

生領導能力的元素。 

 透過輔導組活動的規劃，如義工服

務、成長的天空等活動，適時加入

有關領導能力的元素，如自行策劃

服務活動，增加培育學生對領導能

力的認識及增加學生於活動中運

用的機會。 

 透過不同類型的課後小組活動，如

桌遊領袖訓練，培養學生成為桌遊

領袖生，於午息時段在校內推廣桌

遊活動。 

 

成效指標： 

 學生能於不同學習活動中展示出

習得的領導力。 

 85%學生自覺其初步具備領導力。 

 85%家長感到其子女初步具備領導

力。 

 

評定是項方案部分達標。 

透過分析及歸納問卷調查的數據

了解校本教材規劃對培養學生領

導能力的影響。然而，因應社會運

動及新冠狀病毒的緣故，學校停課

超過四個月，本組按是項目標訂定

的策略(輔導組活動的規劃及課後

小組的活動)均未有進行，故無法評

估「學生能於不同學習活動中展示

出習得的領導力」及「家長感到其

子女初步具備領導力」兩項成功準

則。 

 

成就 

 本學年成長課以LEADER IN ME

作主軸，輔以校本成長課教材輔

助，輔導組已於第一學期按不同

的學習階段，有系統滲透培養學

生領導能力的元素於成長課教

材，如初小以「責任」、「積極樂

觀 」 的 校 本 教 材 為 主 ， 與

LEADER IN ME 習慣一「主動積

極」概念相同。高小則以「訂立

目標的優次」校本教材為主，這

亦與 LEADER IN ME 習慣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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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舉行 

時間 

針對目 

標編號 
活動簡介 成效（指標的達成度） 成就/反思/跟進 

終為始」及習慣三「要事第一」

等的內容相似，有助學生於稍後

時更容易掌握 LEADER IN ME

中的領導自己及別人的七個良好

習慣。 

 根據輔導組問卷調查顯示，有

90%學生認為校本教材規劃有助

其初步具備及掌握領導力。 

 

反思 

 實施校本成長課的學習歷程上，

主要面對時間不足及新冠肺炎突

然來襲，以至學校被迫停課，未

能讓學生於不同學習活動中有充

分機會展示其領導才能。 

 因停課緣故，學生沒有足夠時間

應用成長課所學的態度及技能，

只具備對領導力的知識是不足夠

的。 

 

跟進 

 來年將是 LEADER IN ME 推行

的第二年，各級所學習的領導能

力會以螺旋式溫故知新，輔導組

將在成長課內設計日常生活例

子，讓學生得以應用、練習、實

踐，從而鞏固從 LEADER IN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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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舉行 

時間 

針對目 

標編號 
活動簡介 成效（指標的達成度） 成就/反思/跟進 

的所學。 

 寄望來年透過輔導組的活動及課

後小組的規劃，讓學生有更多機

會發揮，從中展示所學的領導才

能。 

 

5 全年 3  透過輔導組規劃的活動例如義工

服務，讓負責策劃的學生寫出策劃

的經歷和感受，分析策劃此活動的

優勝及需要改善的地方，並進行環

境佈置，宣揚關愛別人的重要。 

成效指標： 

 85%同學認為透過義工服務讓他們

學懂「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並

學懂感恩。 

 85%同學認為宣傳佈置的分享能讓

他們肯定自己的能力，更有自信。 

 

評定是項方案部分達標。 

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的關係引致停

課，尚餘兩次的主題活動未能完

成，亦直接令服務學習計劃的同學

未能透過宣傳佈置的分享宣揚關

愛別人的重要性，故無法評估「宣

傳佈置的分享能讓他們肯定自己

的能力，更有自信」一項，只能就

兩次主題活動的問卷調查數據作

歸納及分析。 

 

成就 

 服務學習計劃的同學參加由救世

軍隆亨長者之家舉辦的「屋邨耆

樂團」活動。活動目的是希望透

過長者對曾居住過的屋邨內之生

活點滴作懷緬(兒時玩意、鄰里互

助、舊時環保的概念、懷舊美食

分享等)，與學生進行分享及交

流，藉此提升長者的社交及溝通

能力。同時，學生亦會按不同的

主題向長者介紹現時學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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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舉行 

時間 

針對目 

標編號 
活動簡介 成效（指標的達成度） 成就/反思/跟進 

及生活情況作對比，以達致長幼

共融、互相學習及互相尊重的目

的。 

 100%同學認為透過義工服務讓

他們學懂「施比受更有福」的道

理。 

 100%同學認為透過義工服務讓

他們學懂感恩。 

 

反思 

 這是一個全新的合作模式，有別

於以往學生前往長者中心或院舍

做單次性的表演及探訪。同一批

學生及長者分別於四段不同時期

面見分享(實際只有兩次)，面見

的地點亦每次有所不同，彼此間

的聯繫、互動比以往的單次服務

效果更佳。 

 

跟進 

 來年可主動聯繫機構，會否在合

適的時間補辦餘下兩次的分享活

動，以讓學生能完成整個活動後

透過宣傳佈置的分享宣揚關愛別

人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