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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荃荃荃    灣灣灣灣    商商商商    會會會會    學學學學    校校校校    
辦學理念辦學理念辦學理念辦學理念、、、、辦學宗旨辦學宗旨辦學宗旨辦學宗旨、、、、教育目標教育目標教育目標教育目標、、、、學習領域學習領域學習領域學習領域    

 
辦學理念辦學理念辦學理念辦學理念    
  本校辦學團體「荃灣商會」創立至今已逾半個世紀，除以積極促進地區的工商業發展及推動社會公益事務外，於一九八四年成立「荃灣商會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向政府申請為非牟利教育機構，全力推動教育事業，為社會盡一分力，先後在葵青區創辦一所小學及三所幼稚園。 

  「荃灣商會教育基金有限公司」所秉持的教育哲學是「全人教育」，肯定教育的真正意義在於生命的造就及人格的建立；除了培養青少年有優良品德、嚮往公義、 

追求真理與豐富學識外，亦致力啟發他們不同的潛能及興趣，更期望青少年有正確的價值觀。 

  「荃灣商會教育基金有限公司」認同教育改革旨在為我們的下一代創造更美好的學習環境，培養學生成為新時代的主人翁，所以要求屬校教師都以正面的態度，面 

對新時代的挑戰，不斷學習以提升教師的教學技巧。 

辦學宗旨辦學宗旨辦學宗旨辦學宗旨    
以「信、愛、勤」為校訓，並以有教無類的精神，培育學生「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協助他們建立正確的人生觀。為學生提供優良的學習環境及選撰全面

而均衡的課程，讓他們愉快地學習，努力發展個人潛能。 

教育目標教育目標教育目標教育目標    
「荃灣商會學校」訂立以下五項教育目標 

一. 高效能的學與教 

二. 五育均衡發展 

三. 優良的學習環境 

四. 愉快的學習氣氛 

五. 與家庭和社區緊密合作 

學習領域學習領域學習領域學習領域    
透過以下八個學習領域，優化學校課程，同時為學生提供一系列學習活動，達至上述五個教育目標。 

一. 健康的生活方式 

二. 自學能力 

三. 閱讀能力及習慣 

四. 溝通能力 

五. 積極的人生觀 

六. 正確的價值觀 

七. 責任感 

八. 國家及民族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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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教育目標教育目標教育目標    

一. . . . 高效能的學與教 二. . . . 五育均衡發展 三. . . . 優良的學習環境 四. . . . 愉快的學習氣氛 五. . . . 與家庭和社區緊密合作 
學校： 

1. 課程校本化 

2. 確立靈活而完善的行政架構 

3. 發展資訊科技教育 

4. 靈活設計上課時間表，為教師

和學生創造空間。 

5. 推動高效能團隊精神 

6. 提供全方位學習 

 

教師： 

1. 鼓勵教師持續專業發展 

2. 發展多元化學習評估 

學生： 

1.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 

2. 提升學生的學業水平 

3. 全面掌握八個學習領域的基

礎知識 

4. 養成獨立閱讀的習慣 

5. 培養學生九種共通能力 

德： 

1. 加強公民教育 

2. 培養學生成為有崇高道德操守的人 

3. 鼓勵學生多關注時事及週邊發生的事物 

4. 培養學生積極參與服務大眾的精神 

5. 引領學生建立正確的人生 

智： 

1. 訓練學生的創意思維能力 

2. 培養學生推理能力 

3. 培養學生傳意能力 

4. 培養學生解難能力 

5. 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能力 

6. 培養學生研習能力 

7. 培養學生創作能力 

體： 

1. 鼓勵學生熱愛運動 

2. 強化學生四肢五官協調的能力 

3. 加強學生體適能發展 

群： 

1. 加強學生參與群體活動 

2. 提高學生自我形象 

3. 培養學生良好的人際關係 

美： 

1. 培養學生美術欣賞的能力 

2. 培養學生成為喜愛音樂的人 

3. 培養對體藝活動的興趣和鑑賞能力 

1. 建立完善的設施 

2. 良好的衞生設備 

3. 發展資訊校園 

4. 營造完善的閱讀環境 

5. 綠化校園 

 

1. 增加教師對學校的歸

屬感 

2. 增加學生對學校的歸

屬感 

3. 促進良好的師生關係 

4. 關顧學生的身心發展 

5. 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6. 提供趣味性的教學 

7. 照顧學生個別潛能 

1. 加強外界人士對本校辦學理念

的認知 

2. 加強家長與學校的溝通 

3. 讓家長採取積極和正面的態度

參與校政 

4. 擴闊家長的知識層面 

5. 加強親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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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荃荃荃    灣灣灣灣    商商商商    會會會會    學學學學    校校校校 

行行行行 政政政政 架架架架 構構構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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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荃荃荃    灣灣灣灣    商商商商    會會會會    學學學學    校校校校 
2013至至至至 2014年度學校行政工作分配年度學校行政工作分配年度學校行政工作分配年度學校行政工作分配 

 

行政小組分類 

範疇  組別名稱 組長 組員 

管理與組織 1 法團校董會統籌 吳德強 黃錦安 

 2 總務組 廖瑞家 蔡慧芳、何慶榮、潘玉芝、冼世傑、譚志光、杜惠蘭 

 3 危機處理組 何慶榮 黃錦安、陳中行、鄭慶年、潘玉芝 

 4 財務組 鄭慶年 黃錦安、廖瑞家、趙汝豪書記 

 5 資訊科技組 李玉麟 陳中行、曾廣強、周錦培書記 

 6 遴選組 蔡慧芳 廖瑞家、李玉麟 

學與教 7 課程發展組 陳中行 李玉麟、廖瑞家、曾廣強 

 8 中央圖書館 蔡慧芳 吳德強、黃偉傑、楊斯雅 

 9 聯課活動組(課外活動) 曾廣強 陳中行、鄭慶年、鍾 輝、譚志光 

校風及學生支援 10 訓輔組 何慶榮 鄭慶年、吳德強、潘玉芝、冼世傑、譚志光、杜惠蘭、社工李子健 

 11 照顧學生多樣性組 冼世傑 陳中行、社工李子健 

 12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潘玉芝 杜惠蘭、周 雪、社工李子健 

 13 家校合作組 鄭慶年 陳中行、李玉麟、冼世傑、譚偉華 

學生表現 14 學務組 李玉麟 陳中行、蔡慧芳 

 

各科科主任 

中國語文：

視覺藝術：

圖書：

廖瑞家 

譚志光 

蔡慧芳 

英國語文：

音樂：

電腦：

蔡慧芳 

鍾  輝 

李玉麟 

數學：

體育：

德育：

曾廣強 

鄭慶年 

潘玉芝 

常識：

普通話：

潘玉芝 

譚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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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本校本校本校現現現現況況況況 

(一)強項 

1. 法團校董會具辦學熱忱。 

2. 校董會提供資源。(如：校車費) 

3. 校本學生輔導計劃成效顯著，深受學生、家長以至校外人士歡迎和認同。 

4. 個別學生具備良好的體藝潛能。 

5. 設立課間共同備課時段，提供空間讓教師探討有效的教學策略。 

(二)弱項 

1. 學生多來自基層家庭，大部份家長需長時間工作，提供的學習支援有限。 

2. 校舍設備難與千禧校舍比較。 

3. 本區人口老化，適齡兒童人數下降，生源不足。 

4. 教育改革、課程改革的步伐急速，教師要承擔的責任比前重大。 

5. 教師雖富有教學經驗，但大部份因工作安排問題，少有機會進修，未能實踐最新的學習模式。 

6. 部份科目如數學，大部份老師均為非主修，對學科知識相對有限。 

(三)契機 

1. 近年學校發展一套良好的獎勵制度，以提昇學生守紀律，優化學與教。 

2. 與坊間機構合辦「體藝活動」班及課後託管計劃，能啟迪學生多元智能。 

3. 家長教師會委員及法團校董會的家長代表積極參與學校事務。 

4. 部份南亞裔學生英語能力佳，可與本地學生以英語交談。 

5. 教育局近年額外增加資源，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及非華語學生，學生表現獲得家長的歡迎。 

6. 配合家長與學校的良好關係，鼓勵家長擔任各項義務工作，有助學校的發展。 

(四)危機 

1. 多單親家庭。社會經濟不景，出現家庭問題，學生將問題帶回學校。 

2. 發展校本南亞課程時，學校需安排人手及付出時間進行，對原有教學工作少不免會有所影響。 

3. 因應學生人數減少，學校教師人手亦減少，非教學人員亦嚴重不足，以致每位教師的工作量大增，尤為非教學工作。 

4. 因應增收跨境生和南亞生，以致本地學生人數不斷下跌，課程及活動編排亦須更多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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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至至至至 2014 年度關注事項年度關注事項年度關注事項年度關注事項：：：： 

1. 關注事項：優化課堂教學，促進學生學習效能。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組別 
所需資源 

1. 訂定各年級運用思維工具及圖表應用的學習階梯(如

六何法、色彩思維等)。並於下學期前在英、數及常試

行。 

50%學生(P.3-6)認同自己在日常

課堂有運用思維工具或解難策略。 

學生問卷 

2. 高層次的思維課業 (P.3-6) 

英、常：製作最少兩份工作紙(只限 B班)，學生需運

用思維工具及圖表 

數學：選取兩單元製作最少 1份高階工作紙，內容可

包括單元內較深的課題、跨範疇的數學題或適合的解

難策略。 

中英常全年各完成 2份工作紙 
數學全年最少 10 份高階工作紙。 

2份工作紙(中英常) 
10份工作紙(數學) 
集體備課記錄 

下學期 課程組 網上資源 

1. 照顧學生個別差

異，提供拔尖補底

課程。 

3. 引入全班式資優活動。 

中文：發展素質批改的寫作批改模式。 

英文：將 EEGS的 Phonics課程拼入常規教學活動並

優化。NET 為五六年級學生設計說話加強訓練課程。 

數學/常識：6B數/5B常試行利用英語教授部份課題。 

常識：在學習過程引入「科學探究」及「專題研習能

力」元素。 

 
英：進度表 
說話訓練最少 2次，評估中學生在
英語部份答對 50%以上 
80%學生認同該等元素有助他們學
習；80%教師認同能有效提升科學
探究能力。 

進度表 
學生訓練記錄 
成績記錄 
學生/教師問卷 全年 課程組 

內容設計 
EEGS計劃 
課程設計 
工作紙 

課程設計 

1. 透過星期一至三第十節的中、英、數補課課節，重溫

學生過往所學，鞏固知識，提高學科成績。 

80%教師認同透過日常課堂及補課
等活動有助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 

教師問卷 
10-6月 課程組 

TSA練習及
卷 

2. 提升學生校外評

估表現 

2. 為小四學生提供中英數 TSA後支援。根據 TSA報告

作針對性補救教學 

60%學生認為補救教學後，他們能
在 TSA獲取更佳表現。 
所有科任教師認為補救教學能協助
學生處理學習難點。 

學生問卷 

12月 行/科任 TSA報告 

1. 為小六學生提供升中面試訓練。 80%學生認同面試班能提升他們的
自信心。 

學生問卷 
11-1月 

行/健/
麟 

訓練手冊 

2. 中英數 Pre-S1設模擬考試日。 80%教師認同模擬 Pre-S1 能令他
們更掌握學生表現。 

教師問卷 
6月 行 模擬試卷 

3. 提升學生升中表

現 

3. 設立「升中組」，每位老師負責數名學生，跟進升中
面試等事宜。全年舉行三次升中簡介會，分別於九月、
十二月及四月。讓學生及家長對選校有心理準備。 

完成一次學生及兩次家長升中簡介
會 

- 
12-7月 課程組 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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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組別 
所需資源 

1. 透過課程組會議，收集科組對教師發展的需要。在教
師發展日安排不同學科的發展活動。 

80%教師認同教師發展活動，能配
合個人專業發展需要 

教師問卷 

2. 鼓勵科組自行安排科本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或個別老師
參與校外研討會。 

100%教師能達到不少於 6 小時參
與校外培訓，最少參與一次有關本
科的校外專業發展活動。 

教師進修記錄統計 

3. 引進校外團體協作計劃/專業支援計劃，提升教師專業
效能： 
非華語中文：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 
數學：香港教育學院小班教學研究中心 

80%參與外間計劃的教師，認同計
劃有助提升個人的專業。 

教師問卷 

4. 增強專業發展活

動 

4. 每學年中英數常最少 8 次共同備課，為教學難點重新
設計教學流程。 

100%教師能善用備課節，將備課
內容及單元設計作全面記錄 

備課記錄表 

1. 加強各科的進展性評估，讓科任更易跟進學生的學習
差異。 

英、數、常每學期設有不少於 10%
的進展性評估分數。 

評估報告 
 

2. 設立評估機制，評核學生表現。 
採用多元評量方案，發展科學化的自評技巧。 

完成校本測考政策的審議。 
綜合分析各項成績數據的技巧及方
法及利用質性方法蒐集學習成果於
未來推行 

「測考政策」文件 
 

 

3. 中/英/數擬題須切合 TSA及 PS1 擬題模式： 
小一、小二及三上滲入 TSA模式 
三下期考一半以上題目須屬 TSA模式 
小四及小五需滲入 Pre-S1 模式 
小六期考卷 Pre-S1模式題目不少於三分之一 

科主任認為本科 50%評估題型能
切合全港性評估的擬題模式。 
科主任認為本科 100%評估能包含
課程網要中對該年級/學習階段的
課程要求。 

擬題表及試後檢討表 
問卷(教師) 

擬題表 

5. 評估政策修訂 

4. 部 份 術 科 、 作 文 及 口 試 評 估 引 入 質 性 表 述
(Descriptors) 

上學期先由科主任設計，下學期由
各科科任因應自已需要而設計及使
用。第一年只涉及下述評估： 
中英普：作文及說話 
數常：專題研習 / 生活技能評核 
術科：技能評估 

擬題資枓 
評估成績 

全年 行 

譚估準則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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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注事項：提升學生自我要求，建立積極正面價值觀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組別 
所需資源 

1.「小組輔導計劃」    由學校教師為中、英、
數科程度未逮學生提供課後輔導，協助學生
克服學習障礙。 

60%參與之學生及教師認為「小組輔導計劃」

有助提升在該科的學習表現 

任教小組輔

導班教師 
1. 採用「全校參與」

模式照顧不同學

生的學習需要。 2. 「課後功課輔導計劃」     為家庭支援不
足的學生提供課後功課輔導。 

60%參與之學生及教師認為「課後功課輔導計

劃」能有效協助學生完成功課 

1. 學生問卷 
2. 教師問卷 

全年 冼/行 
學校發展津

貼 

1. 「校園小老師」伴讀及獎勵計劃     由高
年級同學指導低年級同學功課或溫習事宜。 

60%參與之學生認為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能

夠提升他們的自信心及學習表現 
11-5月 冼 $400 

2. 建立共融的校園

文化 2. 舉辦民族共融講座及活動 
3. 「表揚好人好事」活動 

1.70%學生能表揚好人好事 
2.80%學生能表現出尊重不同國籍同學 

學生問卷 
好人好事記錄 

全年 芝/健 
學校發展津

貼 

3. 鼓勵學生養成健

康的飲食習慣 
1.每月水果日 
2.舉辦講座或展覽 

85%學生能帶水果回校 教師記錄 
每月 

一次 
芝 

學校發展津

貼 

1.親子賣旗活動 
2.參與義工服務 

100%學生全年參加不少於兩次公益活動 活動記錄 待定 曾/健 - 
4. 培養自信、盡責的

好公民。 3. 參加由青衣區小學校長會主辦「青衣區小學
公民小先鋒獎勵計劃」 

*每年有三位學生達標當選 
(根據主辦單位訂立之準則) 

教師觀察及提名 每年一

次 
芝 

獎狀及獎學

金 

1.秩序比賽 1.小息打鐘後兩分鐘內各班學生能「靜、快、
齊」集隊 
2.80%學生上落樓保持安靜，小息時守紀律。 

1.秩序比賽計分表 
2.風紀/訓輔組員匯報 

上、下
學期各
一次 

何  

2.加強常規訓練，例如集隊、歸程隊及上落樓
梯訓練 

開學首三星期 80% 學生能達到老師要求。 1.班主任觀察 
2.風紀/訓輔組員匯報 

全學年 
訓輔組  

5. 提升學生自我要

求，建立積極正面

價值觀，成為一個

自律守規的人。 
3.大掃除日 全班學生都有參加，班房整齊清潔。 班主任觀察 12月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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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注事項：重整行政工作程序，提升工作效率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組別 
所需資源 

1. 將備課時間安排於課堂時間表內，減少工作
壓力。 

90%教師贊同有關安排。 教師問卷 
全年 行  

1. 教師減少工作量 

2. 進行 eClass培訓，當教師及學生熟習系統
後，對以下項目進行可行性研究，以減少教
師工作量： 
a. 家長簽閱通告 
b. 學生選取活動(學期初) 
c. 課後輪入「每日家課」 
d. 教師簽閱通知及會議記錄 
e. 教師設計選擇題電子工作紙 

90%教師認為 eClass有助行政工作。 教師問卷 

下學期 麟 
eClass系

統 

2. 評估流程改動 3. 簡化試卷處理程序，令試卷更配合學生所
學。 

4. 簡化核卷程序，儘快回饋學生及家長 

1. 80%教師滿意安排 
2. 試卷處理時間可減少 20% 
3. 成績表發出時間可提早一星期 

教師問卷 
試卷流程記錄 全年 麟/行  

3. 減少紙張消耗 5. 通傳事項電子化，部份通傳資料如會議議程
等改用電郵通知，減少紙張印刷。 

6. 試卷查核至最後階段才印製學生版，過往考
試卷、工作紙及通告將設電子儲存庫，方便
查核。 

1. 50%教師認為新方法可減少紙張消耗 
2. 工作時間並無因而增加 
 

教師問卷 

全年 曾/行 

Server及 

硬盤提升 

所需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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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 灣 商 會 學 校 
2013–2014年度課程發展周年工作計劃 

一.  目的 
1.1 以促進全人發展和終身學習為最終目的，配合學校的辦學宗旨，推行課程改革，發展校本課程。 
1.2 學生能透過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在德、智、體、群、美五育上都有全面而具個性的發展。 
1.3 配合教育改革，培養學生終身不斷自學、思考、探索、創新和應變，以及自信的精神。 
1.4 以學生為本，充分照顧學生的個別學習差異。 
1.5 培養學生成為勇於承擔，願意為社會、為國家作貢獻的良好公民。 

 
二. 現況 

2.1 全體教師清楚學校的強項和弱項，有利課程的改革和發展。 
2.2 教師相處氣氛融洽，有助學校發展。 
2.3 推行小班教學，並設有課後輔導、課後功課輔導及加強輔導班，照顧學生的個別學習需要。 
2.4 校本課程及評估政策正逐步完善。 
2.5 設有集體備課時段，發展漸趨完善。 
2.6 學生人數不斷下降，老師對前景未敢樂觀。 
2.7 過去數年的內耗，令學校的發展步伐未及教改進度。 
2.8 非華語學生質素參差，班房內個別差異頗大。 
2.9 跨境學生及非華語學生分別因交通及宗教問題，輔導課節長期缺課，不能提供面對面課後支援。 
2.10 部份教師所教科目並非強項，而且人數少，教師鮮有時間參加有系統性專業發展活動。 

 
三.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優化教學，促進學生學習效能。 
3.2 提升學生自我要求，建立積極正面價值觀。 
3.3 重整行政工作程序，提升行政效率。 

 
四.  施行計劃 
4.1 優化教學，促進學生學習效能。 

目標 工作項目 / 策略 施行時間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工具 負責人 

4. 訂定各年級運用思維工具及圖表應用的學習階梯(如六何法、色
彩思維等)。並於下學期前在英、數及常試行。 

網上資源 50%學生(P.3-6)認同自己在日常課堂有
運用思維工具或解難策略。 

學生問卷 行 
蔡曾芝 

照顧學生
個 別 差
異，提供
拔尖補底
課程。 

5. 高層次的思維課業 (P.3-6) 
英、常：下學期製作最少兩份工作紙(A班只限 P.3-6英文及 P.6
常識)。學生需運用思維工具及圖表 
數學：每單元製作最少一份高階工作紙，內容可包括單元內較
深的課題、跨範疇的數學題或適合的解難策略。 

下學期 
  

中英常全年各完成 2份工作紙 
 
數學全年最少 10 份高階工作紙。 
 

2份工作紙(中英常) 
10份工作紙(數學) 
集體備課記錄 

行 
廖蔡 
曾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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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工作項目 / 策略 施行時間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工具 負責人 

 6. 引入全班式資優活動。 
中文：發展素質批改的寫作批改模式。 
英文：將 EEGS的 Phonics課程拼入常規教學活動並優化。 
   NET 為五六年級學生設計說話加強訓練課程。 
數學/常識：6B數學/5B常識試行利用英語教授部份課題。 
常識：在學習過程引入「科學探究」及「專題研習能力」元素。 

全年 

 
內容設計 
EEGS計劃 
課程設計 
工作紙 
課程設計 

 
 
所有 Phonics課程納入進度表內 
全年最少兩次個別/小組學生說話訓練 
評估中學生在英語部份答對 50%以上 
80%學生認同該等元素有助他們學習；
80%教師認同「科學探究」能有效提升
學生科學探究能力。 

 
 
進度表 
學生訓練記錄 
成績記錄 
學生/教師問卷 

行 
廖蔡 
曾芝 

7. 透過星期一至三第十節的中、英、數補課課節，重溫學生過往
所學，鞏固知識，提高學科成績。 

10月-6月 
TSA 練習及
卷 

80%教師認同透過日常課堂及補課等活
動有助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 

教師問卷 行 提升學生
校外評估
表現 8. 為小四學生提供中英數 TSA 後支援。根據 TSA 報告作針對性

補救教學 
12月 

TSA報告 60%學生認為補救教學後，他們能在
TSA獲取更佳表現。 
所有科任教師認為補救教學能協助學生
處理學習難點。 

學生問卷 行 

9. 為小六學生提供升中面試訓練。 
11月-1月 

訓練手冊 80%學生認同面試班能提升他們的自信
心。 

學生問卷 行 
NET 

10. 中英數 Pre-S1設模擬考試日。 
6月 

模擬試卷 80%教師認同模擬Pre-S1能令他們更掌
握學生表現。 

教師問卷  

提升學生
升中表現 

11. 設立「升中組」，每位老師負責數名學生，跟進升中面試等事
宜。全年舉行三次升中簡介會，分別於九月、十二月及四月。
讓學生及家長對選校有心理準備。 

12月-7月 
簡報 完成一次學生及兩次家長升中簡介會 - 行 

麟健 

12. 透過課程組會議，收集科組對教師發展的需要。在教師發展日
安排不同學科的發展活動。 

13. 鼓勵科組自行安排科本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或個別老師參與校外
研討會。 

全年 

- 80%教師認同教師發展活動，能配合個
人專業發展需要 
100%教師能達到不少於 6 小時參與校
外培訓，最少參與一次有關本科的校外
專業發展活動。 

教師問卷 
 
教師進修記錄統計 

行 增強專業
發展活動 

14. 引進校外團體協作計劃/專業支援計劃，提升教師專業效能： 
非華語中文：香港道教聯合會雲泉學校 
英文：待定 
數學：香港教育學院小班教學研究中心 

全年 

 80%參與外間計劃的教師，認同計劃有
助提升個人的專業。 

教師問卷  
曾 
蔡 
行 

15. 每學年中英數常最少 8 次共同備課，為教學難點重新設計教學
流程。 

備課記錄表 100%教師能善用備課節，將備課內容及
單元設計作全面記錄 

備課記錄表 行 校內教學
文化提升 

16. 教師每科全年被觀課一次，觀課一次。 
啟導老師於開學月內安排觀課及指導。 

全年 
全年 觀課記錄表 75%教師觀課表現獲科主任/啟導老師認

同 
觀課記錄表 行 

評估政策
修訂 

17. 加強各科的進展性評估，讓科任更易跟進學生的學習差異。 
全年 

 英、數、常每學期設有不少於 10%的進
展性評估分數。 

評估報告 
 

行 
蔡曾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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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工作項目 / 策略 施行時間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工具 負責人 

18. 設立評估機制，評核學生表現。 
採用多元評量方案，發展科學化的自評技巧。 全年 

 完成校本測考政策的審議。 
綜合分析各項成績數據的技巧及方法及
利用質性方法蒐集學習成果於未來推行 

「測考政策」文件 
 

行 

19. 中/英/數擬題須切合 TSA及 PS1 擬題模式： 
小一、小二及三上滲入 TSA模式 
三下期考一半以上題目須屬 TSA模式 
小四及小五需滲入 Pre-S1 模式 
小六期考卷 Pre-S1模式題目不少於三分之一 

全年 

擬題表 科主任認為本科 50%評估題型能切合全
港性評估的擬題模式。 
科主任認為本科 100%評估能包含課程
網要中對該年級/學習階段的課程要求。 

擬題表及試後檢討表 
問卷(教師) 

行 
廖蔡曾 

評估政策
修訂 

20. 部份術科、作文及口試評估引入質性表述(Descriptors) 

期考 

譚估準則 
參考 

上學期先由科主任設計，下學期由各科
科任因應自已需要而設計及使用。第一
年只涉及下述評估： 
中英普：作文及說話 
數常：專題研習 / 生活技能評核 
術科：技能評估 

擬題資枓 
評估成績 

行 
科主任 

 
4.3 重整行政工作程序，提升行政效率。 

目標 工作項目 / 策略 施行時間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工具 負責人 

21. 將備課時間安排於課堂時間表內，減少工作壓力。 全年  90%教師贊同有關安排。 教師問卷 行 教師減少
工作量 22. 進行 eClass培訓，當教師及學生熟習系統後，對以下項目進行

可行性研究，以減少教師工作量： 
f. 家長簽閱通告 
g. 學生選取活動(學期初) 
h. 課後輪入「每日家課」 
i. 教師簽閱通知及會議記錄 
j. 教師設計選擇題電子工作紙 

下學期 

eClass系統 90%教師認為 eClass有助行政工作。 教師問卷 麟行 

 

五.  財政預算 
 
 
 
 
 
 

六.  組長：陳中行 

組員：廖瑞家、杜慧蘭、蔡慧芳、曾廣強、潘玉芝、黃偉傑、譚志光、鍾輝、鄭慶年、譚志光、李玉麟、楊斯雅 

所需資源  預算費用  

教師發展活動 $7,000.00 

購買物資 $3,000.00 

總額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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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 灣 商 會 學 校 

2013-2014年度特殊教育組周年工作計劃 
一. 目的 

1.1  推動「全校參與」模式以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 
1.2  設立機制、訂定政策及措施進行及早識別、輔導和照顧學生個別需要及給予適當支援。 
1.3  提升教師及家長對照顧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的認識及參與支援。 
1.4  培養關愛共融的校園文化，增加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二. 現況 
2.1  校方提供充足的資源，照顧學生個別差異及給予適當支援。 
2.2  教師教學經驗豐富，對「全校參與」模式持正面態度。 
2.3  本校已推行校本小班教學，加強對學生的照顧。  
2.4  家長與學校關係緊密，溝通良好，有助學生受惠。 
2.5  大部份家長工作時間長，學生的家庭支援嚴重不足。 
2.6  學生的學習態度較為被動，自學能力有待改進。  
 

三.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優化教學，促進學生學習效能。 
3.2  提升學生自我要求，建立積極正面價值觀。 
3.3  提升非華語學生學習本科的能力，共建和諧校園。 

 
四. 施行計劃 

關注事項 工作項目 / 策略 施行時間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工具 負責人 

1.「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為有學習困難同學
開設加強輔導班。 

 

加強輔導班教師 60%參與之學生及教師認為 
「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有 
  助提升學習表現 

2.「校本小班教學計劃」利用學校發展津貼，聘
請額外老師，在部份主科實行小班教學。 

學校發展津貼 60%參與之學生及教師認為 
「校本小班教學計劃」有助提 
升學習表現 

3.「小組輔導計劃」由學校教師為中、英、數科
程度未逮學生提供課後輔導，協助學生克服
學習障礙。 

小組輔導班教師 60%參與之學生及教師認為 
「小組輔導計劃」有助提升在該 
科的學習表現 

冼、行 

1. 採用「全校參與」模
式照顧不同學生的
學習需要 

4.「課後功課輔導計劃」     為家庭支援不足
的學生提供課後功課輔導。 

全學年 

學校發展津貼 60%參與之學生及教師認為「課後
功課輔導計劃」能有效協助學生完
成功課 

1. 學生問卷 
2. 教師問卷 

冼、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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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工作項目 / 策略 施行時間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工具 負責人 

1. 利用各項工具(評估、教學等等)及資源，及早
識別有特別學習需要的學生。包括： 
「小一學生之學習情況量表」(12-2013) 
.「學習程度測量卷」(06-2014)及教師轉介 

全學年 * 評估表 能按時作出評估及轉介 1. 觀察記錄
表 

2. 討論報告 
 

2. 加強言語治療服務，提高學生的學習能力及
與別人溝通的技巧。 

 

* 言語治療津貼 90%懷疑言語問題個案獲專業評
估及跟進 

統計表 

2. 加強照顧學生個別
差異，提升學與教的
效能。 

 

3. 定期召開學生支援小組會議，為有特殊學習
需要的學生制定個人學習支援計劃。 

 

*全學年 
* 評估表 每年至少召開2次學生支援小組會

議 
會議記錄 

特殊 
教育組 

1.「校園小老師」伴讀及獎勵計劃     由高年
級同學指導低年級同學的功課或溫習事宜。 

 
 

11-2013 
/ 

05-2014 

* $400 60%參與之學生認為不同 類 型
的學習活動能夠提升他們的自信
心及學習表現 
 

1. 學生問卷 
2. 教師問卷 

特殊 
教育組 

3 建立共融的校園文
化 

2.「成長的天空」計劃     透過課程和活動提
升學生的抗逆力，協助他們面對成長的挑
戰。 

10-2013 
/ 

07-2014 

* 「成長的天空」
計劃津貼 

60%教師認為透過多元化的學習
活動，有助提升不同學習需要學生
的學習表現。 
 

1. 學生問卷 
2. 教師問卷 

何、健 

 

五. 財政預算 
 

 

 

 

 
 

 
六. 組長：冼世傑 

組員：陳中行   學生輔導主任(李子健) 

所需資源  預算費用 

 加強言語治療服務    $101,340.00 

「校園小老師」伴讀及獎勵計劃    $000,400.00 

教材   $001,500.00 

文具及獎品   $000,800.00 

總額   $104,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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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 灣 商 會 學 校 
2013–2014年度圖書組周年工作計劃 

一. 目的  
 1.1 

1.2 

1.3 

為學生提供一個整潔、寧靜和舒適的閱讀及學習環境。 

提供以學生為中心的圖書館及資訊服務，協助學生掌握自學的能力及達至終身學習的目標。 

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及閱讀習慣，通過廣泛閱讀，擴闊視野，增進知識，提高語文能力。 
二. 現況 

2.1 

2.2 

2.3 

2.4 

2.5 

2.6 

 

本校重視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及閱讀習慣，積極推行中、英文閱讀計劃。 

本校推行全日制，無論在時間及空間上，有利於圖書館的運用及發展。 

圖書館環境安靜、整潔和舒適，營造良好閱讀氣氛。  

校內閱讀風氣稍弱。 

學生欠缺閱讀課外書興趣。 

學生缺乏良好閱讀習慣。 

三.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3.2 

運用圖書館教學資源，透過中、英文閱讀計劃和校本主題閱讀計劃，與各科配合，加強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及興趣，以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提升教與學成效。 
於上課時段及課餘舉辦多元化閱讀活動，華語和非華語學生共同參與，共建和諧校園，培養自信心和責任感。 

四.  施行計劃 

關注事項 工作項目 / 策略 施行時間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工具 負責人 

1. 運用圖書館教學資源透過
中、英文閱讀計劃和校本
主題閱讀計劃，與各科配
合，加強培養學生的閱讀
能力及興趣，以提高學生
的語文能力，提升教與學
的成效。  

1.進行中、英文閱讀 
計劃              
 
2.進行主題閱讀 
 

全學年 

1.中文閱讀計劃
圖書 

2.英文閱讀計劃
圖書 

1. 85% 學生完成閱讀課外書基本
要求。 

 全年最少 40本 
 全年 60本以上 < 金獎 > 
 全年 50本 < 銀獎 > 
 全年 40本 < 銅獎 > 
2. 90%以上學生認同此計劃可提高

閱讀課外書的興趣。 

1.學生借閱圖書紀錄 
2.圖書紀錄表 
3.調查問卷 

1.圖書館主任 
2.課程主任 
3.科任老師 
 

2. 於上課時段及課餘舉辦多
元化閱讀活動，華語和非
華語學生共同參與，共建
和諧校園，培養自信心和
責任感。 

1.於圖書課時段、小息、 

午膳及課餘舉辦多元

化閱讀活動。 

 

 
 
 
 
 

1.兒童故事 

2.視聽光碟 

85%學生完成圖書閱讀紀錄表、 

圖書館技能工作紙、閱讀報告、 

口頭報告、訪問活動、故事分享、.

故事續寫、書籤設計、故事改篇、

漫畫故事設計。 

學生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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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學校本年閱讀主題 

(認識不同文化)，由圖

書館主任、科任老師

或學生於圖書課時向

同學作好書介紹。 

*配合閱讀主題

(認識不同文化) 

 的書籍 

*80%學生認為「好書推介」的安排

有助提高閱讀興趣。 

 

3.依學校本年度閱讀主

題(認識不同文化)， 

向學生介紹有關的圖

書或網站。 

*配合「閱讀主題」

的書籍或網站 

*學生能運用校本閱讀主題書籍或 

網站進行閱讀。 

4.參加由公立圖書館主

辦的「圖書證申請計

劃」。 

*公立圖書館圖書

證申請計劃 

* 公立圖書館圖書證申請學生人數 

 
 

5.安排學生參加校外機

構舉辦的閱讀計劃和

活動。 

 
 
 
 
 
 

全學年 

*校外機構舉辦的

閱讀計劃 

*學生參加由校外機構舉辦的閱讀計

劃和活動的成果。 

 
 
 
 
 
 

調查問卷 

 
 
 

 
 
 
 
 
1.圖書館主任 

2.課程主任 

3.科任老師 

  

 
五. 財政預算 

所需資源 預算費用 

學校圖書館/中文閱讀圖書/ 

英文閱讀圖書 

$3344.00 (中文圖書) 

$3344.00 (英文圖書) 

活動獎品 $1000.00 

圖書館傢俱 $2200.00 

總額 $9888.00 

 

六. 組員名單 

組長：蔡慧芳 

組員：吳德強、黃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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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 灣 商 會 學 校 
2013-2014年度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周年工作計劃 

一. 目的 
1.1  培養學生應有的責任感及國民身份的認同精神。 
1.2  鼓勵學生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 
1.3  加強學生對環境保護的觀念。 
1.4  加強學生對家庭、學校和社會的歸屬感。 
1.5  擴闊學生生活經驗及視野。 
 

二. 現況 
2.1  學校定期舉辦公民教育與德育活動。 
2.2  老師經常把公民教育與各科目結合，進行時事討論及相關活動。 
2.3  老師利用課堂及課餘時間介紹時事新知。 
2.4  學生有興趣參與公民教育活動。 
2.5  學校經常運用校外機構的資源，讓學生參與多元化的公民活動。 

2.6  學校非華語學生增加，其文化與價值觀與華籍學生有異。 
2.7  本科教育內容廣範、涵蓋面闊，教師不容易掌握。 
2.8  學生的公民意識培養需要較長時間才能見到成果。 
 

三. 本年度關注事項 
    本年度主題：鼓勵學生建立健康的人生觀。 

3.1  有效提升教學成效，培養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3.2  鼓勵學生養成健康的飲食習慣。 
3.3  提高學生遵守法律的意識。 
3.4  提高學生的環境保護意識。 
3.5  建立和諧及共融校園。 
3.6  培養自信、盡責的好公民。 
 

四. 施行計劃 

關注事項 工作項目 / 策略 施行時間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工具 負責人 

1. 有效提升教學成效，培養學生
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1. 集會唱國歌 
2. 舉辦國情講座或展覽 
3. 利用課室「常識時事板」介紹

中國國情與發展 

1.逢星期一早會 
2.待定 
3.全年推行 * 學校津貼 

1.學生能整齊地肅立唱國歌 
2. 80%華籍學生認同活動
增加對祖國的認識 

3. 50%非華語學生認同活
動增加對中國的認識 

1.教師觀察紀錄表 
2.學生問卷 

1. 芝統籌 
2. 本組與常識科

合作(芝統籌) 

 
 
荃灣商會學校「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二零一三至二零一四年度周年工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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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工作項目 / 策略 施行時間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工具 負責人 
2. 鼓勵學生養成健康的飲食習慣 1.每月水果日 

2.舉辦講座或展覽 
1.每月一次 
2.待定 

1.學生自備一個 
  水果 
2.學校津貼 

85%學生能帶水果回校 教師觀察紀錄表 *芝統籌 
 

1.邀請校外機構到校主辦公民教
育活動與講座(如：反吸煙、防
止濫藥、防商店盜竊、健康飲
食文化等等)。 

1. 電腦 
2. 投影機 
3. 螢幕 

*全學年舉辦不少於四次到
校講座 

活動記錄 *芝統籌 3. 提高學生遵守法律的意識 

2.參加校外機構舉辦的標語設
計、填色、徵文等比賽。 

1. 書記聯絡 
      (人力資源) 
2. 郵費 
3. 交通費 

*全學年參加不少於兩次比
賽 

活動記錄 1. 芝統籌 
2. 中國語文科及視藝
 科(廖及譚統籌） 

4. 提高學生的環境保護意識 *鼓勵學生減少製造及正確處理廢
物 

*廢物回收箱(已
有) 

*80%學生能表現應有的態
度，包括：分類放置廢物、
減少製造垃圾等等。 

教師及學生問卷 1. 芝統籌 
2. 工友協助 

5. 共建和諧及共融校園 1.「表揚好人好事」活動 
2. 舉辦民族共融講座及活動 

 
 
 
 
 
 
 
 
 
 
 

*全學年 
 

*學校津貼 
 
 

1.70%學生能表揚好人好事 
2.80%學生能表現出尊重不 
  同國籍同學 

教師及學生問卷 1. 學生輔導主任 
2. 芝統籌 

1.親子賣旗活動 
2.參與義工服務 

*待定  
 

100%學生全年參加不少於
兩次公益活動 

活動記錄 1. 學生輔導主任 
2. 聯課活動主任 
(曾統籌) 

*時事新知(學生於常識課上介紹
香港及世界的新資訊) 
 

*每週一次 購買報章、期刊 每班平均每週進行一次 
「時事新知」活動 

常識科老師記錄 *  本組與常識科合作
(芝統籌) 

 

6. 培養自信、盡責的好公民。  

*參加由青衣區小學校長會主辦
「青衣區小學公民小先鋒獎勵 
   計劃」 

*每年一次 獎狀及獎學金 每年有三位學生達標當選 
(根據主辦單位訂立之準則) 

教師觀察及提名 芝統籌 

 
 
五. 財政預算               

所需資源 預算費用 

本組與其他科組合作之活動 $ 2,000.00 

                          總額 $ 2,000.00 

 
六. 組長：潘玉芝主任      

組員：杜惠蘭、周雪、李子健(學生輔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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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 灣 商 會 學 校 
2013-2014年度訓輔組周年工作計劃 

一.  目的 
1.1  善用各項資源，加強師生交流，營造關愛校園文化，全面照顧學生需要，增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1.2  本著有教無類的精神，透過愛的教育，使學生身心得到更全面和均衡的發展，從而積極學習提高學與教的成效。 
1.3 以學生為本，發掘學生潛能，培養領導才幹，服務社會，從而擴闊學生視野及豐富其生活經驗。 
 

二.  現況 
2.1   採用「訓輔合一，全校參與」的模式推行訓輔工作，全校老師共同關顧學生的成長需要。 
2.2   學生輔導主任給與校內的學生輔導工作重大的支援。 
2.3   學生輔導主任與有關專業人士緊密聯繫(如教育心理學家)為有特別需要的學生提供適當的協助。 
2.4   與家長教師會有密切聯繫，以達致家校合作，方便推動訓輔工作。。 
2.5   本校設有由班主任專責之班主任課，能加強班主任與學生之間的溝通及擴展優良班風。 
2.6   學校有效爭取校外資源，支援學校輔導工作及活動。 
2.7   校內有不少印巴裔學生，為本地學生提供多種族共融的學習經驗，增加對日後社會生活的適應能力 
2.8   學生的能力、情緒及行為參差。 
2.9   部分學生家長未能與校方配合，改善學生的偏差行為表現。 
2.10  部分家庭面對子女學業照顧上的困難，需爭取資源為家長提供支援。 
 

三.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提升學生自我要求，建立積極正面價值觀。 
3.2   優化教學，促進學生學習效能。 
3.3   繼續以「訓輔合一，全校參與」的模式，加強全面照顧有行為問題的學生。 
3.4   加強培育學生的公民意識 
3.5   強化班級經營計劃，建立關愛校園及和諧共融文化，以提升歸屬感。 
3.6   發掘學生潛能，培養領導才幹，服務社會，從而擴闊學生視野及豐富其生活經驗。 
 

四.  施行計劃 

關注事項 工作項目 / 策略 施行時間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工具 負責人 

1.秩序比賽 
 
 

上、下學期各一
次 
 

1.全體老師的時間  
2.風紀隊隊員的時間 
3.獎狀 

1.小息打鐘後兩分鐘內各班學生能
「靜、快、齊」集隊 
2.80%學生上落樓能保持安靜，小 
  息期間守紀律。 

1.秩序比賽計分 
表 

2.風紀/訓輔組組員匯報 

1.何統籌 
2.訓輔組全體組員 
 

2.加強常規訓練，例如集
隊、歸程隊及上落樓梯訓練 

全學年 
 

1.全體老師的時間 
2.訓輔組參與的時間 

開學首三星期 80% 學生能達到 
 老師要求。 

1.班主任觀察 
2.風紀/訓輔組組員匯報 

1.訓輔組全體組員 
2.班主任 

1.  提升學生自我要
求，建立積極正面價
值觀，成為一個自律
守規的人。 

3.大掃除日 上學期十二月 1.全體老師的時間 
2.訓輔組參與的時間 

1.全班學生都有參加。 
2.班房整齊清潔。 

*班主任觀察 
 

1.何統籌 
2.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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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財政預算 

所需資源 預算費用 

風紀同樂日津貼 $0500.00 

禮物 $0300.00 

風紀名牌 $0200.00 

總額 $1000.00 

 
六. 組長：何慶榮 

組員：鄭慶年  冼世傑  潘玉芝  譚志光   吳德強   李子健(學生輔導主任)          

 

關注事項 工作項目 / 策略 施行時間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工具 負責人 

25%老師參與有關訓練(約 4人)。 *老師進修記錄(三小時) 2.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加
強處理違規學生的技
巧訓練，從而提高學與
教的成效。 

1.鼓勵教師出席訓輔工作坊/ 
講座 
2.加強級訓輔與班主任的聯   
  繫，定期開會商討班中有 
  行為問題的學生的事 

 全學年 
 

1. 訓輔組參與的時間 
2. 全體老師參與的時間 1.90%有行為問題的學生能有明顯

改善。 
2.85%學生能處理自己的情緒，並具

備良好處事及做人態度。 

1.處理學生記錄表 
 

* 訓輔組 
  (何統籌) 

20%學生曾參與前述的公益活動。 
 

3. 發掘學生潛能，培養
領導才幹，服務社
會，從而擴闊學生視
野及豐富其生活經
驗。 

1. 鼓勵學生參與公益活動
(賣旗、植樹、步行籌款及
義工服務等等) 

2. 安排學生參加一些平日
較少接觸的活動。 (歷奇
營、探訪及參觀……等等) 

 
 
 

全學年 
 

1. 訓輔組參與的時間 
2.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參

與的時間 
3. 學生輔導主任參與的

時間 
4. 學生出席記錄表 

* 30%學生曾參與前述的公益活動。 

1.學生出席記錄表 
2.活動記錄 

1.何統籌 
2.訓輔組全
體組員 
3.德育及公

民教育
組 

  (芝統籌) 
1.成立班級經營專責小組 
 

全學年 
 

4.  強化班級經營計劃，建
立關愛校園及和諧共
融文化，以提升歸屬
感。 

2.大哥姐計劃 學期初 

1.訓輔組組員的時間 
2.參與學生的時間 

1. 90%組員出席專責小組會議。 
2. 75%小一新生能在小息時遵守校

規。 

1. 老師時間表 
2. 班級經營工作檢視表 
3. 問卷調查 

1.年統籌 
2.訓輔組全
體組員 
3.全體老師 

5. 提高風紀的士氣，並建

立其自信心。 

1.傑出風紀選舉 六月尾 1.訓輔組組員的時間 
2.參與學生的時間 

1. 90%風紀願意參選。 1.選票 
2.獎狀 

1.何統籌 
 

1.舉行家長會 
2.舉辦家長講座 

上、下學期各一
次 

*70%家長出席家長會及講座。 
 

*家長出席記錄表 
 

6. 加強家校合作 

3.透過「陽光電話」與家長
溝通 

全學年 
 

1.訓輔組參與的時間 
2.學生輔導主任參與的
時間 
3.家長參與的時間 
4.全體老師參與的時間 

*每學期最少一次以電話聯絡學生 
家長，報告學生學習情況。 

*陽光電話記錄表 

1.何統籌 
2.訓輔組全
體組員 
3.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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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 灣 商 會 學 校 

2013-2014年度聯課活動組周年工作計劃 
一. 目的 

1.1 從課外活動中培養學生尊重他人、富責任感及積極人生觀。 

1.2 從活動中培養學生與人相處之正確態度及勇於服務他人的精神，加強學生的溝通能力。 

1.3 透過全方位學習，啟發學生多元智能，協助學生健康成長。 

1.4 從體藝活動中培養學生富堅毅及承擔精神的個人氣質。 

二. 現況 

2.1  本校學生熱愛課外活動。 

2.2  本校學生家長普遍認同課外活動能啟發學生潛能，對提升學業成績間接有幫助。 

2.3  本校老師具專業課外活動知識與技能(尤其是體育、音樂及美術方面) 。 

2.4  校董會樂意投放資源協助發掘學生多元智能。 

2.5  期考後，平日課堂時間可安排作活動。 

2.6  學生對體育活動興趣濃厚，但本區缺乏練習場地，影響該類活動的發展。 

2.7  學生過份活躍，管理困難。 

2.8  學生多來自中下階層，家長少有親自帶學生參與有益身心之活動。 

 
三.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優化教學，促進學生學習效能。 

3.2  提升學生自我要求，建立積極正面價值觀。  

3.3  重整行政工作程序，提升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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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施行計劃 

關注事項 工作項目 / 策略 施行時間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工具 負責人 

1. 組織多媒體製作組，加強校園電
視台節目製作，增加學生參與。 

全學年 
 

1. 負責老師參與的
時間 

多媒體製作組老
師 

2. 策劃全校性的戶外學習活動。 2013年 12月 1. 活動場地 
2. 雜項支出 
3. 交通費(部分由 

學生自付) 

1. 優化教學，促進 
學生學習效能。 

 
 

3. 安排校外團體來校表演(例 
如 體 藝 示 範 、 話 劇 、 音 樂 
表演或舞蹈表演等)。   

 
全學年 

1. 活動場地 
2. 學校活動經費 
 

80%或以上的同學參與活 
動後表示有關活動具吸引 

1. 問卷 
2. 觀察報告表 
3. 參與人數紀錄表 

聯課活動組(統
籌)及各班主任 

 

1. 報名及訓練學生參加校際 
體育、音樂、美術、奧林匹 
克數學及朗誦等等公開比賽。 

2舉辦班際比賽如數學比賽、美勞創
作比賽等等。 

80%或以上的同學曾參與活
動及比賽* 

1. 問卷 
2. 學生比賽成績 

3.. 接觸政府或志願機構，選拔具體
育潛能之學生往接受專業培訓。 

全學年 

學生積極參加訓練 學生出席率 

聯課活動組(統
籌) 

各科組主席 

4. 設計及編排教育營學習活動 2014年 4月. 聯課活動組(統
籌 )及六年級
班主任 

2. 提升學生自我要 
求，建立積極正 
面價值觀。  

 

5. 申辦各類暑期活動，包括校外參
觀、康體活動等等。 

2014年 6至 7
月 

1. 負責老師參與的
時間 

 
2. 學生自付部分費

用 
 
3. 學校活動經費 
 
 
4. 申請資助 

80%學生認為教育營有意義 

 

1. 學生參與率 
2. 問卷 
3. 觀察報告 

 

 
五.  財政預算 

所需資源 預算費用 

常規活動(戶外學習) $02,000.00 

學校活動經費 $10,000.00 

購買物資 $01,000.00 

總額 $13,000.00 

 
六.  組長：曾廣強 

組員：廖瑞家、鄭慶年、冼世傑、陳中行、鍾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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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 灣 商 會 學 校 

2013–2014年度資訊科技組周年工作計劃書 
1. 目的 

1.1 優化學與教應用資訊科技，支援各學科以加強學與教效能。 

1.2 共建和諧校園。 

1.3 培養學生成為有自信、盡責的好公民。 

2. 現況 

2.1 優點 

2.1.1 學生對資訊科技感興趣。 

2.1.2 課室已有多媒體設施，有助進行教與學活動。 

2.1.3 電腦室內電腦數目足夠各班學生進行學習。 

2.1.4 校內電腦網絡已具基本設備，有助日後電腦網絡發展。 

 
 2.2.弱點 

2.2.1 學生未能善用資訊科技進行學習。 

2.2.2 家中沒有可上網的電腦的學生人數比率高。 

2.2.3 欠缺完善的電子學習平台。 

2.2.4 非華語學生人數增加，要額外給與支援。 

2.2.5 舊型號電腦的 RAM 較少，影響效率；部份課室的投影機已開始老化，需分批更換。 

 
3. 本年度關注項目/目標 

3.1完成建構內聯網及電子學習平台以支援教師授課及學生學習。 

3.2支援未能在家應用電腦的學生。 

3.3繼續提升非華語學生的資訊科技能力，有助少數族裔融入，共建和諧校園。 

3.4提升電腦的工作效率；更換課室內已開始老化的投影機。 

3.5提升學生對科技的興趣，有助培養學生成為有自信、盡責的好公民。 

4. 施行計劃 

關注項目 工作項目 施行時間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工具 負責人 

1. 完成建構內聯網及電子學習平

台以支援教師授課及學生學習 

1. 完成建構內聯網及電子學習平

台。 

2. 與中、英、數科主任及教師建設

各科的學習平台。 

全學年 全體教師及資訊科

技組 

1. 80%學生使用內聯網及電

子學習平台 

2. 80%學生進行網上學習 

學習平台上的報告

/ 問卷調查 

資訊科技組及

各科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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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項目 工作項目 施行時間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工具 負責人 

2.  支援未能在家應用電腦的學

生 

1. 在非課堂時間開放電腦室予學

生使用。 

2. 鼓勵清貧學生申請「有機上網」

計劃。 

全學年 資訊科技組及班主

任 

1. 電腦室的使用率達 70% 

2. 成功申請「有機上網」計

劃人數達 50% 

1.電腦室使用紀錄

報告 

2.統計圖表 

資訊科技組及

班主任 

3.  繼續提升非華語學生的資訊

科技能力，有助少數族裔融

入，共建和諧校園。 

*在午膳時間、課外活動時段，為非

華語學生進行基本資訊科技訓練。 

全學年 資訊科技組及資訊

科技教師 

資訊科技組 100%滿意成效 

目標學生認為自己能掌握基

本資訊科技 

1.評估報告 

2.問卷(非華語學生) 

資訊科技組 

4..  提升電腦的工作效率；更換

課室內已開始老化的投影

機。 

*將電腦的 RAM 加大，提升電腦的

工作效率；更換課室內已開始老化

的投影機。 

全學年 資訊科技組 資訊科技組 100%滿意新設

備表現 

故障報告 資訊科技組 

5.  提升學生對科技的興趣，有助

培養學生成為有自信、盡責

的好公民。 

*課外活動時段設機械人小組。 全學年 資訊科技組 80%學生滿意課外活動 問卷調查 資訊科技組 

 

5. 財政預算 

                                                               
                      
                      

 
 
 
 
 
 
 
六.  組長：李玉麟 

組員：陳中行、曾廣強、周錦培書記 
 

所需資源  預算費用  

內聯網及電子學習平台 $100,000.00 

多媒體設備 $050,000.00 

機械人小組 $002,000.00 

總額  $15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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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 灣 商 會 學 校 

2013–2014年度中國語文科周年工作計劃 
一. 目的 

1.1 培養學生閱讀、寫作、聆聽、說話及思維等語文能力，提高學習本科的興趣。 
1.2 啟發學生思考，培養學生的品德，增進學生對中國語文及文化的認識。 
1.3 培養學生主動學習及積極的態度，建立正面的價值觀。 

 
二. 現況 

2.1 校方鼓勵及支持老師不斷進修，學習及嘗試新教學法，提升教學效能。 
2.2 本科老師積極進修，更具備良好的語文根底及豐富之教學經驗，對提升學生的語文水平有極大幫助。 
2.3 校方樂意向學生推介益智書報，並鼓勵學生訂閱。  
2.4 無論校內或校外之本科活動，學生都踴躍參加。 

 
2.5 學生質素參差，部分學生自學能力較低；而南亞裔學生學習本科遇到很大困難。 
2.6 部分家長忙於工作，較少從旁協助或督促學生學習，故此在教學上往往事倍功半。 
2.7 學生未能充分掌握閱讀的策略及技巧。 
2.8 學生的學習態度較為被動、自我形象亦低。 

 
三.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優化教學，促進學生學習效能。 
3.2  提升學生自我要求，建立積極正面價值觀。 
3.3  提升非華語學生學習本科的能力，共建和諧校園。 

 
四. 施行計劃 

關注事項 工作項目 / 策略 施行時間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工具 負責人 

3.1優化教學，促

進學生學習效

能 

1. 參與校本支援計劃，與支援教師
合作研討本科的教學策略，改善
學與教的質素。 

2. 參加不同的研討會以提升教師
教學技巧。 

 

* 教師集體備
課及出席研
討會 

1. 核心小組成員需出席全年有關集體備課會
議。 

2. 小組成員需出席至少一次中文研討會。 

1. 有關老師的評估 
2. 主辦單位的回餽 

1. 科主任 
2. 科任老師 

3.2 提升學生自
我要求，建
立積極正面
價值觀。 

1. 參加校際朗誦節 
2. 推行網上閱讀計劃 
3. 各班學生進行閱讀分享 
4. 繼續採用「創意默書」策略 

全學年 

1.誦材 
2.網上資源 
3.閱讀材料 
4.默寫材料 

1. 60%參賽學生能獲優良及良好獎。 
2. 60%學生認為網上閱讀能提升他們的閱讀

興趣及能力。 
3. 各級科任老師每學期不少於兩次，讓學生

進行口頭閱讀分享活動。 
4. 學生普遍喜歡這默書方式。 

1. 比賽成績 
2. 學生問卷 
3. 學生課堂表現 
4. 學生默寫表現 

1. 科主任 
2. 科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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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工作項目 / 策略 施行時間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工具 負責人 

3.3 提升非華語
學生學習本
科的能力，
共建和諧校
園。 

1.全校各級推行「抽離式」上中文 
  課，根據非華語學生的中文程度 

分成不同組別，與本地學生分開 
上課，較高組別的學生在評估中 
取得良好成績，會被安排與本地 
學生一起上課。 

2.推行「伴讀」計劃，由高年級的
華籍學生指導非華語學生學習及
寫作。 

3.於午膳時間播放華語動畫 

 

* 非華語學生
的中文教材 

*10%高級組別學生在評估中取得良好成績並
被安排與本地學生一起上課 

1. 課堂表現 
2. 考試 

1. 科主任 
2. 科任老師 

 
五. 財政預算 

所需資源 預算費用 

參考書籍 $1,000.00 

活動所需資源 $1,000.00      

校際朗誦節報名及交通費 $1,000.00 

                       總額 $3,000.00 

 
六. 組長：廖瑞家 
    組員：何慶榮、譚偉華、曾廣強、杜惠蘭、譚志光、潘玉芝、楊斯雅、鍾輝、周雪、鄧雯靜、黃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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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uen Wan Trade Association Primary School 
2013 – 2014 English Year Plan 

 

A. Targets 

   a1. To enhance quality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English language. 

   b1. To improve students’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c1. To develop students’ confidence in using English for meaningful interaction. 

   d1. To create a harmonic language-rich environment. 

 

B. Situation 

b1.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adopts a learner-centred approach focusing on providing ample opportunities for purposeful, integrative and creative use of the 

language. 

b2. The school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learn and use English through meaningful and purposeful tasks. 

b3. Students lack exposure to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b4. Students lack confidence t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b5. Low socio-economic family background inhibits support from parents in learning. 

 

C. Major concerns 

c1. To ensure quality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English language. 

c2. To develop the students’ confidence t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c3. To create a harmonic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D. Implementation 
                                                                                        

Major concern   c1 : To ensure quality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English language. 

Aims Items / Strategies 
Implementation 

Date 
Resources Success criteria Evaluation Teachers-in-charge 

1. To develop a new school-based 
curriculum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glish 
curriculum planning session 

To arrange co-planning sessions of 
subject teachers for curriculum 
adaptation 

 

10/2013 
/ 

6/2014 

1.Textbooks 
  
2.References 

 

Teachers’ performance in 
curriculum planning 
sessions 

*Class 
observation 

1. Curriculum Leader 
2. English Panel Chair 
3. English subject 
teachers 

4.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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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concern   c1 : To ensure quality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English language. 

Aims Items / Strategies 
Implementation 

Date 
Resources Success criteria Evaluation Teachers-in-charge 

2. To develop a new school-based 
curriculum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glish 
curriculum planning session 

To arrange co-planning sessions of 
subject teachers for curriculum 
adaptation 

10/2013 
/ 

6/2014 

1.Textbooks 
  
2.References 

 

Teachers’ performance in 
curriculum planning 
sessions 

*Class 
observation 

Curriculum Leader, 
English Panel Chair, 
English subject 
teachers, NET 

 3. To fost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English teachers  

 

 

To arrange professional meetings, 
seminars and workshops of 
professional   educators to share 
language teaching experiences 

10/2013 
/ 

6/2014 

References Teachers’ engagement and 
performance in the 
professional meetings, 
seminars and workshops 

1.Observation  
2. Comments 
from 
teachers 

1.Curriculum Leader 
2. English Panel 
Chair 

3. NET 
 

1.To arrange the low-achievers to 
learn English in small groups  

Teaching 
resources 

>50% Iow-achievers pass 
the English Exam. 

2.To conduct Enrichment Program 
for P. 3 & P. 6 

Supplementary 

teaching 
resources 

>50% participating students 
pass the English Exam. 

3.To implement Buddy Programme Supplementary 
worksheets 
 

Students show 
improvement in the English 
Exam. 

English Exam. 
Results 

4.To conduct Grammar in context 
tutorial groups 

Tasksheets 

4. To help the low-achievers 
improve 
 their examination performance 

 

5.To implement bridging 
programmes and tutorial groups 
during school holidays  

9/2013 
/ 

6/2014 

Tasksheets /  

Worksheets 

At least 70% participating 
students pass the 
End of-course assessment 

English Exam. 
Results 

1.English subject 
teachers 

2. NET 

 

Major concern   c2 : To develop the students’ confidence t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1. To improve students’ writing 
skills by maximizing students’ 
opportunities to express ideas in 
written English 
 

1.Students of all levels complete 
writing tasks of a variety of 
genres 

2.To conduct a Penmanship 
Contest  

9/2013 
/ 

6/2014 
10-2013 

Pictures,Cue 
cards,Writing 
tasks 
Writing  
sheets 

* 75% students complete 
at least 8-10 writing 
tasks 

* 90% students complete 
the writing sheets 

* Students’ 
writings 
 
* Writing 
sheets 

English subject 
teachers 
 
English subject  
teachers 

2. To enhance students’ 
awareness 
of sound-letter correspondence 

* To integrate Phonics 
programme into different 
modules of English learning 

9/2013 
/ 

6/2014 

* Phonics 
teaching 
materials 

* 60% students improve 
their pronunciation 

 

* Oral Exam. 
results 

1. NET 
2. English subject  
teachers  

Aims Items / Strategies 
Implementation 

Date 
Resources Success criteria Evaluation Teachers-in-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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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o improve students’ speaking 
and listening skills by maximizing 
students’ opportunities to express 
in English and to listen to English 
performance 

To implement authentic speaking 
program (English ambassadors) 
and English Passport Activity 

9/2013 
/ 

6/2014 

1. Poems  
2. Rhymes  
3. English 
storybooks 

4.Songs 

* 60% students enjoy their 
performance in the show 
and tell 
 

* Records in 
the English 
passport 

1. NET 
2. English subject  
teachers 

 
 

4. To improve students’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reading skills by 
nurturing students’ reading 
interests through the Extensive 
Reading Program 

To implement 
1. The school- based Theme 
Reading 

2. Extensive Reading Program  
3. Morning Reading Program. 

9/2013 
/ 

6/2014 

 * English 
  story books 
 
   

1.80% P. 1-2 students read 
at least 15 books yearly. 

2.80% P. 3–4 students read 
at least 20 books yearly. 

3.80% P. 5-6 students read 
at least 25 books yearly. 

*No. of stories 
reported in 
the reading 
records 

 
 

1. School Librarian  
2. English subject 
teachers 

 

5. To maximize the use of IT tools 
  and multi- media resources to 
 facilitate learning 
 

To arran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a Reading Pal Online Program 9/2013 

/ 
6/2014 

1.Computers 
 
2. IT tools 

* 60% students complete 
the program and get the 
Achievement Certificate 

1.Acheivement 
Certificate 

2. Reading  
records of  
the program 

* English subject 
teachers 

 

 
E.  Budget  

Resources Suggested expenses 
Gifts and prizes 1,000.00 

Teaching materials / aids 1,100.00 
Total 2,200.00 

 
F.  Members of English Panel 

Panel Chair  ： Choi Wai Fong 

English teachers ： Li Yuk Lun  Ng Tak Keung  Leung Mei Ping  Sin Sai Kit  Megan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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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 灣 商 會 學 校  
2013–2014年度數學科周年工作計劃 

 
一.  目的  

1.1 引起學生對學習數學的興趣。 

1.2 協助學生理解及掌握數學基本概念和計算技巧。 

1.3 協助學生發展思維、傳意及理解能力。 

1.4 利用開放式的問題，加強學生的溝通、批判性思考及創造力。 

1.5 協助學生懂得利用資訊科技學習。 

 
二.  現況 

2.1 教師經驗豐富，認真教學。 

     2.2 教師掌握本科發展的新趨勢，樂意接受新教學法。 

     2.3 教具與教學資源頗充足。 

     2.4 學生對數學科的教學活動感興趣。 

     2.5 不少家長支持及鼓勵子女入選奧林匹克數學校隊，形成一股學習的動力。 

     2.6 部分學生欠缺積極自學的能力。 

     2.7 部分學生心算能力較弱。 

     2.8 部分家長工作時間長，無暇幫助學生學習。 

 
三.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優化教學，促進學生學習效能。 

3.2  提升學生自我要求，建立積極正面價值觀。 

3.3  重整行政工作程序，提升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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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施行計劃  

關注事項  工作項目 / 策略 施行時間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工具 負責人  

1. 把多元化的評估方法，例如模型
製作、專題報告等引入考試中。 

每次考試 多元化評估 
方法的文

件 

* 每次期考後的佔分比率為5% 1. 試卷 
2. 專題報告 

2. 進行專題研習活動 專題研習活 
動的材料  

70% 學生能準時完成作品 統計表 

3. 科任老師多利用資訊科技來教
學 

電腦教學軟 
件 

70% 學生認為電腦學習能有助學習  1. 教師問卷 
2. 學生問卷 

3.1 優化教學，促進學
生學習效能。  

4. 數學科任老師參與研討 
會或工作坊 

全學年 
 

研討會/工作
坊資料 

50% 數學科任老師參與研討會 
或工作坊，全年達2小時或以上。 

* 教師出席研討會
/工作坊記錄表 

1. 老師在考試前，預留時間與學生
溫習及在試後針對學生的弱項
作檢討和跟進，使學 生了解
自己的不足之處。 

每次考試 
前後  

試前/試後 
工作紙 

1. 80% 學生認為有關工作紙能使自
己明白在學習上的不足之處 

2. 80% 老師認為有關工作紙能讓老
師更好地作課程上的跟進 

1. 問卷調查 
2. 試前及後檢討工
作紙 

科任老師 
 

3.2  提升學生自我要 
求，建立積極正 
面價值觀。  

2. 把全港系統性評估中學生表現
較弱的題目作跟進 

全學年 
 

TSA試卷 有關老師能針對學生表 現較弱
的題目作出跟進或檢討 

* 教師問卷 三、六年級
科任老師 

 
 
五. 財政預算 

 
 
 
 
 
 

 
六. 組長：曾廣強主任 

組員：吳德強、周雪、黃偉傑、鄭慶年、潘玉芝、何慶榮、杜惠蘭、譚志光、陳中行 
 

 
 

所需資源  預算費用 

參考書  $300.00 

活動經費  $700.00 

總額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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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 灣 商 會 學 校 
2013–2014年度常識科周年工作計劃 

一. 目的 
 1.1 提高學生對科學與科技的興趣。 
1.2 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並養成「健康生活」的習慣。 
1.3 擴闊學生視野，豐富學生的生活經驗。 

 
二. 現況 

2.1 學生對常識科的興趣較濃厚。 
     2.2 學生已有多年寫作專題報告的訓練。 
     2.3 同學很樂於參加環保及綠化活動。 
     2.4 學生對時事問題興趣不大。 
     2.5學校過半數為非華語學生，需要以英文教授。 
      
三.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優化教學，促進學生學習效能。 
3.2提升學習興趣，擴闊學生視野。 
3.3確立學生健康正面的人生觀。 
 

四. 施行計劃 

關注事項 工作項目 / 策略 施行時間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工具 負責人 

1. 各級均有科學探究的課  題，透過不
同的實驗去提  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
及發  展科學探究的能力。 

每級全年最少 1次 校外導師 
(出版社/校外
組織派員) 

1 85%學生能完成科學探究活動 
2 學生全年至少一次在課堂匯報 

1.課堂觀察 
2.教師問卷 
3.同儕觀課 

3.1優化教學，促進學
生學習效能。 

2. 各級設有不同的研習重點，配合學生
的能力，老師教導他們有關的知識、
訓練他們的技能及培養他們應有的態
度，藉此發展九種共通能力。 

每級全年 1 次 不適用 1. 二至六年級學生均能完成專題研
 習報告 
2. 一年級學生於生活技能評估中完
 成 70%或以上要求 

專題研習/ 
生活技能評估 

 每個項目全 
 年最少 1次 

3.2提升學習興趣，擴 
 闊學生視野。 

透過全方位學習活動，如講座、參觀、工
作坊、考察等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擴闊
視野，分為以下六範疇： 
1.日常生活中的科技 
2.放眼世界 
3.國民身分認同與中國文化 
4.社會與公民 
5.保護環境 
6.健康與生活 

 

1.獎狀或禮物 
2.參觀車費 

80%學生積極參與活動或比賽 1.教師觀察 
2.教師問卷 
 

芝統籌 
科任老師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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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工作項目 / 策略 施行時間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工具 負責人 

1. 參加「健康人生計劃」及舉辦相關活
動 全年 

獎狀或禮物   80%或以上學生參與活動 1.教師觀察 
2.教師問卷 

芝、學生輔
導主任及
科任 

2. 一年級學生進行「生活技能訓練和評
估」 

下學期 

技能評估用物
資(如筷子) 

1. 80%學生能完成技能訓練及評估 
2. 80%學生的自理能力得到提升 

1.技能評估 
(評分表) 
2.教師觀察 
3.教師問卷 

芝及科任
老師 

3  鼓勵學生參與校園的各項回收活動
 (操場之回收箱) 

回收箱 80%同學參加回收活動 學生問卷 
 

3.3確立學生健康正面
的人生觀 

4. 課室時事展板 
    學生製作及匯報(學生於常識課上
 介紹香港及世界各地的新資訊) 

全年 報章雜誌 
(學生自備) 

80%或以上學生全年至少一次在課 
堂匯報 

1.教師觀察 
2.教師問卷 

芝及科任
老師 

 
五. 財政預算 

所需資源 預算費用 

參觀車費津貼 $ 1,500.00 

用品及禮物 $ 1,000.00 

總額  $ 2,500.00 

 
六. 組長：潘玉芝  

組員：周雪、楊斯雅、杜惠蘭、譚偉華、黃偉傑、鄧雯靜、何慶榮、陳中行、冼世傑、譚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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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 灣 商 會 學 校 

2013–2014年度視覺藝術科周年工作計劃 
一. 目的 

1.1  培養學生的創意能力、協作能力及批判性思考。 
1.2  令學生對視覺藝術科更感興趣。 
1.3  增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二. 現況 
2.1  學校提供足夠的資源供本科舉辦學生作品展覽、繪畫比賽等活動。 
2.2  學生熱心參加校內或校外之本科活動。 
2.3  在學校多處空間及學校網頁展示學生作品，有助鼓勵創作，營造學習及欣賞氣氛。 
2.4  學生對藝術作品的情境有初步認識，但評賞藝術的能力仍有待培養。 
2.5  學生的學習態度較為被動，過於倚賴老師，缺乏大膽創新的能力。  
2.6  部份家長忽視覺藝術教育的重要性，影響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三.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透過視覺藝術活動，令學生認識不同種族的文化差異，共同建立和諧校園使學生發揮所長，愉快地學習。 
3.2  推動本科及跨學科之視覺藝術活動，提高學生的創作能力。 
3.3  提高學生對古、今藝術家生平及作品風格的認識，擴闊學生視野。 

 
四. 施行計劃 

關注事項 工作項目 / 策略 施行時間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工具 負責人 
3.1 透過視藝活動，令學生認

識不同種族的文化差異，
令學生和諧相處，使發揮
所長，提升自我要求，建
立積極正面價值觀。 

設立「藝坊」攤位及推行「藝術大使」，
由不同種族學生 教導低年級學生進行
藝術創作活動。 

下學期 美勞材料 70%參與學生認為「藝坊」攤位有助他們認識
不同種族的藝術文化 

問卷調查 科任  

1. 與體育科合作舉辦海報設計比賽，協
助推廣體育活動。 

全學期 比賽材料 1. 70%或以上學生參加設計活動 
2. 70%學生認為能透過活動加深對設計的認

識 

科任 

2. 與音樂科合作，設計創意樂器，發揮
學生的多元技能及創意。 

下學期 製作樂器
材料  

1. 70%學生能準時完成作品 
2. 70%學生認為能透過活動發揮個人創作意

念 

3.2 推動本科及跨學科之視覺
藝術活動，優化教學，提
高學生的學習成效。 

3. 校內、校外之視覺藝術科比賽。 全學年 比賽材料 1. 全校學生最少參加2次校內或校外之視覺藝
術科比賽 

2. 70%參加比賽學生認為比賽可以增加他們
應用不同創作媒介的能力，以提昇作品質
素。 

統計學生作品 

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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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工作項目 / 策略 施行時間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工具 負責人 

1. 在課程內增加美術欣賞課及活動工作
紙，透過討論作品風格、名畫特色，
使學生掌握藝術術語，有叙述和談論
藝術作品的能力。 

下學期 活動工作
紙 

1. 每級於下學期加入最少一個美術欣賞課及
活動工作紙 

2. 學生能利用視覺語言及知識以配合情境進
行欣賞和客觀的批評 

3. 70%學生認為美術欣賞課能加深他們對藝
術的認識 

1.工作紙 
2.問卷調查 

科任 

2. 製作壁報，介紹古、今藝術家生平及
作品風格，增進學生的美術知識。 

全學年 壁報材料 1. 視覺藝術室壁報板每3個月更新一   次 
2. 70%學生認為視覺藝術室壁報能增 進他們

的美術知識 
3. 70%學生認為認識藝術家作品風格 能豐富

他們的創作意念 

1.記錄表 
2.問卷調查 

科主任 

3.3 提高學生對古、今的藝
術家生平及作品風格的
認識，擴闊學生視野。 

 

3. 透過參觀校內、校外美術展覽，培養
學生對視覺藝術的興趣。 

全學年 $1000 1. 70%或以上學生曾參觀校內或校外的美術
展覽。 

2. 70%或以上學生認為參觀美術展覽能擴濶
他們的視野及創作空間 

統計表 科主任及 
科任 

 

五.  財政預算 
 
 
 
 
 
 
 
 

 
六. 組長：譚志光 

組員：李玉麟、冼世傑、潘玉芝、杜惠蘭、黃偉傑 

所需資源  預算費用  

教具        $ 300.00 

參考書        $ 500.00 

活動經費        $01,000.00 

獎品        $ 500.00 

總額       $0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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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 灣 商 會 學 校 
2013–2014年度音樂科周年工作計劃 

一. 目的 
1.1 通過各式音樂活動，如樂器彈奏、歌唱、音樂欣賞和歌曲創作等，使學生找到快樂、享受音樂，並激發學生喜愛音樂及學習音樂的興趣。 
1.2 培養學生在音樂方面的洞察能力，即對音樂律動、強弱的感知和表達。 
1.3 透過音樂活動提高學生溝通、自信和肢體協調能力。 

二. 現況 
2.1 設有音樂興趣樂班，目的在於提高學生對音樂實踐的參與。 
2.2 輔助教材齊備，有較適合的環境學習音樂。 
2.3 參與校外活動及比賽，均得到校方及其他教師的全面支持。 
2.4 學校有較齊全的教學設備，使學生在較好的硬件設施中進行學習。 
2.5 有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教師參考資料較豐富，有助教師作教學參考。 
2.6 家長對子女參加音樂活動的好處認識不足，對子女積極參予音樂活動支持度不夠。 
2.7 南亞裔學生自律性、語言能力有待提高。 
2.8 跨境學生對音樂活動的開展有一定影響，人才選拔和儲備受限。 
2.9 因應政府提供的資源減少，學校又無法有足夠資金全額資助學生樂器，以致本學年起需停辦舞蹈、管樂及中樂團。 

 
三.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優化教學，促進學生學習效能。 

3.2 提升學生自我要求，建立積極正面價值觀。 

 
 
四. 施行計劃 

關注事項 工作項目 / 策略 施行時間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工具 負責人 

1. 每星期兩教節進行唱名練習或視唱練習。 學生具有基本的讀譜和視唱能力。在每
次考試中進行評估 

進展性/總結性評估 科任 

2. 加強訓練學生歌唱能力和掌握較為正確的歌唱方
法。每星期進行節奏練習、音準訓練。 

學生唱歌方法、音準及節奏掌握程度 課堂觀察 
進展性/總結性評估 

科任 

3. 四至六年級每課節均進行牧童笛的練習 學生下列各階段完結時的能力要求： 
a) 四年級：懂吹 G大調樂曲。 
b) 五年級：懂吹 G,D大調樂曲。 
c) 六年級：懂吹 G,D,F,C 大調樂曲。 

評估記錄 及 課堂觀察 科任 

4. 舉辦提高學生興趣的音樂活動，使得有機會表現自
己的專長，激發引導其他同學參與。 

參看參加音樂活動的參加人數 人數統計 科主任 

3.1優化教學，促

進學生學習效

能。 

 

5. 舉辦參觀與本科有關之展覽，並鼓勵學生多閱讀音
樂課外書籍和參加音樂欣賞會。 

全學年 

 

參看參加音樂興趣班的參加人數 人數統計 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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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工作項目 / 策略 施行時間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工具 負責人 

3.1優化教學，促

進學生學習效

能。 

6. 利用資訊科技學習音樂以提高學習的興趣。 
7. 加強創意思維教學。 
8. 老師鼓勵學生喜愛音樂就要多聽、多看、多參與實

踐。 
9. 安排科務教學會議，以類近共同備課模式由科主任

帶領科任設計課節流程。 

全年 
 
 
 

9/2013 

 全年最少兩次運用資訊科技配合教學。 
全年最少一次教學滲入創意思維元素。 
 
 
科任老師認為該會議對日後教學有幫
助。 

課堂設計記錄 
課堂觀察 
 
 
教師問卷 

科任 
科主任 
科任 
 

科主任 

1. 多提供機會讓學參與表演(例如:司琴，樂器演奏)，
增強自信心。 

2. 多舉辦提高學生興趣的音樂活動，使得有機會表現
自己的專長，激發引導其他同學參與其中。 

全年  1. 全校 10%學生曾參與該等活動 
2. 參看學生參加音樂活動的投入程

度及音樂表演的水平。 

統計參與次數 
教師觀察 

科主任 

3. 資助有能力學生參與校際音樂節，發揮音樂天份。 下學期  參看參加校際音樂節的參加人數 人數統計 科主任 

3.2提升學生自我

要求，建立積

極正面價值

觀。 

4. 為學生提供資訊，鼓勵學生參加校外的音樂活動，
如：音統處樂器班、社區中心樂器班等，並安排於
學校活動中表演。 

全年  參看參加校外音樂訓練班的參加人數 人數統計 科主任 

 
 

五. 財政預算 

所需資源 預算費用 

樂器維修及保養  $3,000.00  

教具及 CD 添置  $1,000.00  

車費 (表演、比賽及校外表演)  $3,000.00  

                        總額  $7,000.00  

 
六. 組長：鍾輝 

組員：梁美萍、楊斯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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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 灣 商 會 學 校 
2013–2014年度體育科周年工作計劃 

一. 目的 
1.1  提高學生對體育活動的興趣，從而建立積極、活躍、健康的生活方式。 
1.2  透過掌握運動知識和技能，培養學生投入參與、熱愛運動及有良好體適能。 
1.3  培養學生的體育精神和增強對學校的歸屬感。 
1.4  透過多元化的校內、外體育活動訓練及推廣，發掘學生的觀察、分析及與人溝通的能力。 

二. 現況 
2.1  本校體育科教師均有豐富的教學經驗。 
2.2  大部分學生對體育活動極有興趣，並且積極參與各項體育活動。 
2.3  校方全力推動體育文化，支援學生參與各類型體育活動及比賽。 
2.4  教師能善用區內公共體育設施，以提升體育科的發展。 
2.5  本校非華語學生的人數持續增加，他們十分熱愛運動，有助促進體育科的發展。 
2.6  部份學生家長較重視學業成績，忽略學生的體育成就。 
2.7  男生傾重於比賽及遊戲，對於學習技巧及戰術的興趣較低。 
2.8  本校學生大部份來自青衣島外，必須乘坐校車回家，限制各項體育活動訓練。 
2.9  很多學生來自低下層家庭，沒有經濟能力讓學生參與一些收費的體育活動。 

    2.10 學生自律較低，授課老師須費時管理學生秩序。 
三.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優化學與教，促進學生學習效能。 
3.2  推動體育文化，培養學生養成持之以恒的運動習慣，建立「活力校園」。 
3.3  提升學生自我要求，建立積極正面價值觀。 

四. 施行計劃 

關注事項 工作項目 / 策略 施行時間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工具 負責人 

1.依體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重新剪 

  裁教學內容，為學生提供一個均 

  衡及多元化的體育課程。 

1. 體育教材資料 

2. 體育用品 

85%學生喜歡上體育課 

 

1. 學生問卷 

2. 觀察 

 

2.鼓勵學生從閱讀中和網上學習體 

  育知識，加設體育科閱讀報告， 

  在體育成績給予額外加分，每學 

  期10分。 

1.體育書籍或光 

  碟 

2.體育平台網址 

1. 學生交回閱書報 

   告數量 

2. 口頭發問 

3.1 優化學與

教，有效提升

教學成效。 

3.鼓勵教師參與觀課、培訓或工作

坊，促進專業發展。 

全學年 

.進修紀錄表 

 

每位體育教師全年平均最少一次參與觀 

課、培訓或工作坊。 

出席記錄表 

  體育科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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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工作項目 / 策略 施行時間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工具 負責人 

1. 在小息期間開放部分雨天操場
讓學生進行跳繩運動。 

1.記錄表 
2.體育用具 
3.體育老師參與

活動的時間 

最少全校 20%學生曾在小息期間到雨天
操場跳繩 

1.觀察表 
2.借用體育用品次

數統計表 

2. 參加多項體育計劃包括： 
  「 學 校 體 適 能 獎 勵 計 劃 」 、

「sportACT 獎勵計劃」、「學
校體育推廣計劃」及「跳繩強心
計劃」。 

全學年 
1.學生活動出席表 
2.體育用具 
3.租用場地 
4.外聘導師 
5.校外資料津貼 

1.75%或以上的一至六年級學生參與「學
校體適能獎勵計劃」，最少 65%的參
與學生能考獲銅或以上章別。  

2. 20%學生參與「sportACT獎勵計劃」 
3. 40%學生參與「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4. 80%學生參與「跳繩強心計劃」 

1.參加人數統計表 
2.統計成績表 
3.學生活動出席表 
4.拍照或錄影 
5.問卷調查 

3. 舉行「遊戲競技日」 
*22-3-2014 

1.體育用具 
2.體育館 

75%學生參與「遊戲競技日」 
 

* 問卷調查 
 

  體育科 
  老師 
 

3.2 推 動 體 育 文
化，培養學生
養 成 持 之 以
恆 的 運 動 習
慣，建立「和
諧校園」。 

4. 繼續推行「一生一體」計劃， 
每位學生最少接受一項體育訓 
練。 

全學年 

1.學生活動記錄
表 

2.體育用具 
3.場地 

最少全校 75%學生參與此項計劃，全 
 年接受一項專項運動的訓練，並需最少
 進行一次運動技巧測試，而成績達 C
 或以上。 

1.參加人數統計表 
2.體育老師或教練

觀察記錄表 
3.問卷調查 

1. 體育科 
科主任 

2. 課外活 
動主任 

1. 訂製一套校隊運動員球衣，提升
學生自我形象 

校方資助費用 75%校隊運動員喜愛穿著球衣 問卷調查 

2. 組織校隊參與校際比賽及活動 1.體育用具 
2.租用場地 

維持最少能訓練四隊校隊參加區內校際
比賽包括足球、籃球及板球。 

比賽成績統計表 

3. 聯繫校外體育團體到校作運動
介紹及示範 

1.申請表格 
2.場地 

全年最少舉辦兩次校外體育團體到校作
運動介紹及示範。 

 參加人數統計表 

3.3 提 升 學 生 自
我要求，建立 

    積極正面價 
    值觀。 

4. 安排學生參與大型體育活動 

全學年 

1.申請表格 
2.租用旅遊車 

全年最少兩次安排學生參與大型體育活
動。 

 

  體育科 
  老師 
 

 

五. 財政預算 

所需資源 預算費用 

報名費、運動員証、午膳及場租 $03,000.00 

遊戲競技日」(場租及獎牌) $05,000.00 

校隊球衣津貼 $01,500.00 

體育用品 $02,000.00 

                               總額  $11,500.00 
 
六. 組長：鄭慶年 
 組員：廖瑞家   何慶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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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 灣 商 會 學 校 

2013–2014年度普通話科周年工作計劃 
 

一. 目的 

1.1 培養學生以普通話與人交談的能力。 

1.2 增進學生對漢語拼音及中國文化的認識。 

1.3 提高學生對本科的學習興趣，培養良好的學習態度。 
 

二.  現況 

2.1 推行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有助提高學生聽說普通話的能力。（華語學生） 

 2.2 老師以活潑有趣的形式授課，增加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2.3 每周只有兩節授課時間，教學時間不足，難以深入教授全部課程內容。 

 2.4 學生在日常交談時，仍以粵語為主，缺少練習普通話的語境。 

 2.5 本校有很多非華語兒童，難以迅速提升全校學生的普通話水平。 
 

三. 本年度關注事項 

 3.1 優化教學，促進學生學習本科的效能。 

 3.2 為學生營造良好的語言環境，培養學生用普通話與人交談的習慣。 

 3.3 提升學生自我要求，建立積極正面的價值觀。 
 

四. 施行計劃 

關注事項 工作項目 / 策略 施行時間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工具 負責人 

1. 小一至小三教授校本拼音課程。 
 

拼音校本教材 

2. 教授學生普通話拼音規則，讓學生掌握拼讀
技巧，提升自學能力。 

 

科任老師配合 

4.1 優化教學，促進學生
學習本科的效能。 

3. 科任教師設計工作紙鞏固學生語音知識。 
 

全學年 

拼音工作紙 

初小學生在期考的口試的 
拼讀技巧部分有優異表現。 

評估試卷/ 
拼音工作
紙 
 

1. 科任老師 
2. 中文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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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工作項目 / 策略 施行時間 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工具 負責人 

1. 透過課堂上有系統的朗讀訓練及分組活動，
增強學生朗讀能力。 

科任老師配合 

2. 設立「普通話種籽」計劃，由高年級的學生
指導低年級學生朗讀課文。 

「普通話種籽」  
 學生 

60%學生朗讀能力有提升 
 

教師的 
課堂記錄 

4.2 為學生營造良好的語
言環境，培養學生用
普通話與人交談的習
慣。 

3. 老師積極培訓學生參加與普通話有關的校外
比賽，提升學生的表達能力和自信心。 

全學年 

報名費用 
70%參賽者達到良好成績 

比賽成績 

1.科任老師 
2.科主任 

1. 繼續在小一至小六推行普通話教授中文科。
（華語學生） 普教中老師 

2. 設立「普通話說話獎勵計劃」。透過系統訓
練，提高學生聽說普通話的自信心及興趣。
一至四年級學生主要打好漢語拼音基礎及提
高日常會話能力；五、六年級學生主要針對
升中面試要求，加強學生於面試時說普通話
的信心。 

普通話口語訓練
小冊子（內附印
章記錄冊） 

4.3提升學生自我要求，
建立積極正面的價
值觀。    

3. 無論在小息、午飯或放學後，每位普教中老
師皆要求學生儘量以普通話溝通，增強學生
說普通話的信心。 

全學年 

科任老師、學生 
配合 

50%學生有信心用普通話
與別人溝通 

1.教師問卷 
2.學生問卷 

1.科任老師 
2.科主任 

 

五.財政預算 

所需資源 預算費用 

5.1活動獎品  $0,500.00 

5.2報名費用  $0,500.00 

5.3教具  $0,500.00 

5.4總額  $1,500.00 

 

六. 組長：譚偉華 
  組員：廖瑞家、譚志光、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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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校本津貼 - 活動計劃表 
學校名稱 : 荃灣商會學校 

計劃統籌員姓名 : 鄭慶年 聯絡電話 : 24977911 / 96770866 

A. 本計劃受惠學生人數(人頭)預計共 125名(包括 A. 領取綜援人數：80 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30 及 C. 學校使用 10%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15名) 

B. 獲本津貼資助/補足的各項活動資料 

預計參加合資格學生 

人數# *活動名稱/類別 活動目標 
成功準則 

(例如:學習成果) 

評估方法 

(例如:測試、問卷等) 

活動舉辦時期 

/ 日期 

A B Ｃ 

預計開支 

($) 

合辦機構/服務供應

機構名稱 

(如適用) 

課後功課輔導班 
(一至六年級) 

1.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2. 提升學生的學習技巧 
3. 為學生解決功課上的

問題。 

1. 80%學生同意提升了
個人的學習動機和學
習技巧。 

2. 85%學生認為輔導班
是有助解決功課問題。 

3.  學生上課態度認真 
4.  85%出席率 

1. 觀察 
2. 學生出席表 
3. 問卷 
4. 考試成績 

10/2013 
/ 

5/2014 

80 30 15 48 000 沒有 

乒乓球訓練班 1. 提高學生對乒乓球的

興趣 

2. 提升學生乒乓球的技

巧 

1. 80%參與學生上課態
度認真 

2.  95%出席率 

1. 觀察 
2. 學生出席表 
3. 觀察 

10/2013 
/ 

5/2014 

24 11 5 4 800 沒有 

＠
學生人次 124 41 20   52 800  活動 

項目總數： 2  

 

**總學生 

人次 

185   

備註: 
2012/13 學年帶來的累積盈餘： $0 

2013/14 學年 撥款額： $52 800.0 

預計總支出： $52 800.0 

 
 



2013/2014年度荃灣商會學校財政預算摘要年度荃灣商會學校財政預算摘要年度荃灣商會學校財政預算摘要年度荃灣商會學校財政預算摘要 
收入項目： 預算收入 預算支出

1.　課後中文延展學習 300,000.00$          
2.　修訂行政津貼 583,776.00$          
3.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03,759.00$          
4.　學校發展津貼 241,444.00$          
5.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津貼 52,800.00$            
6.　全方位輔導服務額外津貼 313,031.00$          

7.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70,320.00$            

8.　成長的天空 7,748.00$              

9.　課後學習支援伙伴先導計劃 121,264.00$          

10.  擴大營運津貼 559,624.00$          

11. 加強非華語學生教育支援 600,000.00$          

支出項目：

(甲) 教職員薪酬 實報實銷

教職員薪酬 實報實銷

行政津貼 - 校工薪金 583,776.00$          

(乙) 工作計劃財政預算

1.　課程發展 15,000.00$            

2.　中文科 3,000.00$              

3.　英文科 2,200.00$              

4.　數學科 1,000.00$              

5.　常識科 2,500.00$              

6.　視覺藝術科 2,300.00$              

7.　音樂科 7,000.00$              

8.　體育科 11,500.00$            

9.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03,759.00$          

10.  普通話科 1,500.00$              

11.  圖書組 9,888.00$              

12.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津貼 52,800.00$            

13.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70,320.00$            

14.  訓輔組 1,000.00$              

15.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2,000.00$              

16.  聯課活動組 13,000.00$            

17.  全方位輔導服務 313,031.00$          

18.  成長的天空 7,748.00$              

19.  學校發展津貼 241,444.00$          

20.  課後學習支援伙伴先導計劃 121,264.00$          

21.  加強非華語學生教育支援/課後中文延展 900,000.00$          

合計 2,082,254.00$       

(丙) 其他

1.　消耗品 1,200.00$              

2.　印刷品及文具 48,424.00$            

3.　郵費及印花 3,000.00$              

4.　小規模修理 10,000.00$            

5.　清潔用品 15,000.00$            

6.　水費 10,000.00$            

7.　電話費 9,000.00$              

8.　交通費 12,000.00$            

9.　急救設備 500.00$                 

10.  慶祝及招待用途 2,000.00$              

11.  核數費用 20,000.00$            

12.  燃料及電費 150,000.00$          

13.  花籃 6,000.00$              

14.  培訓津貼 8,000.00$              

15.  電梯保養津貼 83,000.00$            

16.  綜合傢俱津貼 100,000.00$          

合計 478,124.00$          

總計 3,153,766.00$       3,144,1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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