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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銘學校 

校訓校訓校訓校訓 
 

本校以「「「「普濟勸善普濟勸善普濟勸善普濟勸善」」」」為校訓。 

 

辦學宗旨辦學宗旨辦學宗旨辦學宗旨 

本校為嗇色園主辦的政府資助學校，為兒童提供優質小學教育，

為未來社會培育良好的公民。 

本校秉承嗇色園的辦學宗旨，崇奉儒、釋、道三教，以〝普濟勸

善〞為校訓，培養學生勤勉向學，樂善好施，服務社會的精神，並著

重學生德、智、體、群、美五育的均衡發展。 

本校重視教師的專業發展，強調與家長的聯繫，並致力與社會各

服務團體合作，積極創造理想的學習環境和豐富的教學資源，以提

供高質素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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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教育目標教育目標教育目標 

    

1 . 我們奉行以「學生為本」的教育理念，實施「一切為孩子，為一切孩

子，為孩子一切」的各種措施，以學生的整體利益為依歸。 

2. 本校提供全面而優質的小學教育，培養學生兩文三語、數學、科學、

藝術及體育等多方面的才能，使其達致理想的水平。 

3. 本校著重學生品德的培養，本著「先求品格，再求卓越」的原則，引

導學生孝順父母，尊敬師長，明辨是非，好學不倦，建立積極及正確

的人生觀，成為正直善良的國民，將來為國家、為社會貢獻力量。 

4. 本校協助學生發展良好的人際關係，學習與別人相處及協作，培養團

體意識，建立自信、自學與自律的精神。 

5. 本校提供多元化及全方位的學習活動，使學生擴展知識領域，發揮個

人潛能，並獲得重要的學習經歷。 

6. 我們重視優秀的教師隊伍，提供高質素的教育服務，要求教師以身作

則，在學識造詣及品德修養方面，成為學生的榜樣。 

7. 我們著重建立教職員的團隊協作精神，強調集體榮譽，致力為教育事

業作出奉獻。 

8. 我們致力提供優良的學習環境，建立和諧融洽的師生關係。 

9. 我們強調與家長互相協作，加強溝通，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 

10. 本校秉承「普濟勸善」的校訓，上下一心，以教育為職志，以真誠實

踐我們的教育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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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學 校學 校學 校 簡 歷簡 歷簡 歷簡 歷     
 

本校創辦於一九九二年，舊址位於天水圍嘉湖山莊第一期側，並於二零零六

年九月，一至五年級學生遷往天水圍天柏路二號新校舍轉全日制上課；六年級學

生則繼續在舊校舍轉全日制。二零零七至零八學年，舊校舍歸還教育局，一至六

年級全體學生在新校舍上課。 

 

天柏路天柏路天柏路天柏路校舍校舍校舍校舍： 

校舍主要分為三個部分，包括教學大樓、行政樓及大禮堂，設計為二十四課

室校舍。本校更得到辦學團體嗇色園的資助，在新校舍增設溫室及小型天文台，

建構無線網絡校園及主題式中央圖書館，致力為學生營造一個理想的學習環境 

    

法團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法團校董會(IMC)(IMC)(IMC)(IMC)： 

    為提高管理效能，本校自一九九五年起，已成立校務諮詢委員會，並於一九

九九年參與校本管理(SBM)計劃，成立校董會，將先進的管理技巧，引進學校的

行政工作上，並透過選舉制度，引入家長代表及教師代表參與校董會工作。 

校董會為配合政府《教育條例》，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日正式成立法團校

董會(IMC)。本校法團校董會具高透明度及問責性，各校董會成員群策群力，集

思廣益，確保學校管理完善，令學生得到最大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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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現況分析學校現況分析學校現況分析學校現況分析    

 

強項強項強項強項：：：：    

1. 辦學團體「嗇色園」支持學校的發展，為學校提供各種支援。 

2. 本校之校舍設計完善，環境優美，並備有先進的教學設備，有助推行不同

的學習計劃及建立良好的學習風氣，2010-2011 年度學校表現評量參考數

據顯示，教師、學生及家長對「學校氣氛」均持有正面態度。 

3. 校外評核報告指出，本校課程發展的目標清晰，並緊隨教學改革的方向，

路向正確；根據 2010-2011 年度學校表現評量參考數據分析，教師對「課

程及評估」持正面觀感。 

4. 校外評核報告指出，本校的中層管理人員富經驗，有承擔的傳統，願意負

責額外的工作；根據 2010-2011 年度學校表現評量參考數據分析，教師對

中層管理人員的「專業領導」持正面的觀感。報告亦指出，本校的教師相

處融洽，工作的氣氛和諧，根據 2010-2011 年度持分者問卷調查結果，100%

教師認為科組主管與科組教師的工作關係和諧。 

5. 學校重視教師的培訓及專業發展，根據 2010-2011 年度學校表現評量參考

數據分析，教師對「教師專業發展」持正面的觀感。同時，學校已建立「共

同備課」文化，因應校本的需要，積極發展「以學生為中心」的校本課程

及互動教學模式；根據 2010-2011 年度持分者問卷調查結果，超過 86%教

師認為學校的專業交流氣氛已形成。 

6. 本校為「小班教學」之先導學校，全校各級均以小班形式上課，增加了師

生及生生互動的空間，同時為教研及課研提供了新的動力，有利優化課堂

教學的質素，根據 2010-2011 年度學校表現評量參考數據，教師對「教學」

持有正面的態度，並在「學與教」範疇的各個項目中評分明顯較高，顯示

教師對教學抱有信心。 

7. 學校發展「天文」及「有機耕作」等特色課程，並為學生安排多元化的學

習平台，例如多元智能課、課餘興趣班、校隊訓練、演藝平台及立體圖書

演活大賽等，讓所有學生有機會獲得課堂以外的其他學習經歷。根據

2010-2011 年度持分者問卷調查結果，超過 89%教師、83%家長及 83%學生

認為學校的課外活動能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 

8. 校外比賽表現優異，學生在音樂及體育方面的表現突出；在 2010-2011 年

度，本校學生獲得超過 110 項校外比賽獎項。 

 

 

 

 



 

5 
 

弱項弱項弱項弱項：：：：    

1. 學生的學習差異較大，部份學生的學習動機較低，自信仍有不足，

2010-2011 年度學校表現評量參考數據顯示，教師及家長對「學生學習」

的觀感傾向中立，其中只有 55%教師認為學生對學習有濃厚的興趣，而認

為學生能自動自覺地學習的教師更只有約 27%；同時，只有約 51%教師及

54%家長認為學生對學習有自信。 

2. 學生在主要科目的整體學習表現，尚有不少的進步空間。本校學生在中、

英、數三個主要科目的合格率雖然已有進步，平均超過 80%，但達到 B

等(即 80 分或以上)的學生比率仍然較低，以 2010-2011 年度上學期考試為

例，只有一至二年級學生有超過 50%學生拿取 A-B 等，其餘只有個別年

級的科目有一半以上的學生達到 80 分以上，比例較低。 

3. 根據 2010-2011 年度學校表現評量參考數據分析，雖然家長對家校合作持

正面觀感，但部份學生缺乏家庭支援，依賴學校全面照顧學生的成長(特

別在學業方面)，家長未能與學校合作改善學生的學習情況，而且比對「校

風與學生支援」範疇中各個項目，「家校合作」的平均評分顯著較「學生

成長支援」和「學校氣氛」的平均評分為低。 

4. 根據 2010-2011 年度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數據，雖然學生的整體評分與全

港相近，但高年級學生在外貌、人際關係及良好行為的得分較低，反映

學校在學生德育培訓方面仍有進步空間。 

 

契契契契機機機機：：：：    

1. 校舍鄰近深圳灣及福田口岸，車程只需 15-20 分鐘，有條件抓緊跨  

境學童來港入學的機遇，開拓生源。 

2. 藉著新管理層的接替，檢視及優化學校各方面的固有安排，重新訂定學

校的發展方向及焦點，並引入新的學習元素及教學概念，進一進提升學

與教的果效。 

3. 成功申請教育局「提升小學生英語水平津貼」(EEGS)及嗇色園資金發展英

文科課程，合共 170 萬元，用作改善英語學習環境及提升學生的英文水

平，加上英文科與教育局小學課程發展處合作，推展及優化校本課程，

令英文科未來的發展樂觀。 

4. 學校著力提升公開考試成績，漸見成效，在 2010 年的全港系統性評估中，

本校六年級學生在英文科的成績明顯高於全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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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危危危機機機機：：：：    

1. 學校資源不多，教師人手緊絀，但由於本區出生率仍處下降階段，  

導致本校收生不穩，需增加宣傳工作，加重教師的工作量。 

2. 開拓「跨境學童」入學的同時，有機會影響學校在區內的形象及長遠發展。 

3. 教師的工作前景不明朗，影響工作士氣。 

4. 學生人數減少，部份活動項目未能挑選合適的學生參加，影響重點項目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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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五年發展計劃學校五年發展計劃學校五年發展計劃學校五年發展計劃 ((((2020202006/0706/0706/0706/07----2020202010/11)10/11)10/11)10/11)     

主要成就主要成就主要成就主要成就及反思及反思及反思及反思  
 

1.1.1.1. 積極推動課程發展積極推動課程發展積極推動課程發展積極推動課程發展    
    

1.1 發展互動課堂策略    

主要成就： 

1. 配合聲情教學及小班教學元素，制定及推動明確的互動課堂模式，及建立了一系列的

課室常規(例如：掌聲鼓勵、完整句子及合作常規等)。 

2. 經過數年的推行，合作學習已見成效，教師已能掌握合作學習的技巧，並經常運用於

課堂教學，而學生亦已適應分組合作的課堂模式，學習的參與度提升，學習態度漸由

被動轉為主動；根據 2010-2011 年度持分者問卷調查結果，超過 86%教師及學生認為課

堂上經常安排不同的學習活動，例如小組討論和口頭報告等，讓學生在互動的環境中

學習。 

3 透過共同備課，教師討論學與教的重點和策略，並設計互動課堂活動及輔助教材，從師 

  生及生生互動中，令課堂更生動，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成效；根據 2010-2011 年度 

  學校表現評量參考數據，教師對「教師專業發展」持正面的觀感。此外，根據 2010-2011 

  年度持分者問卷調查結果，超過 86%教師認為學校的專業交流風氣已形成。 

 
4. 在發展互動課堂的過程中，教師的提問技巧亦有所提升；根據 2010-2011 年度持分者問 

   卷調查結果，超過 85%教師在課堂上，經常向學生提問不同層次的問題。同時，超過 

   85%教師經常提供學生主動探索和建構知識的機會。 

反思 / 改善建議：  

1. 「優化小班課堂策略」的工作已見顯著成效，能有效營造高參與、互動及愉快的課堂

學習環境，可進一步恆常化及內化為日常課堂模式。在下一個五年發展計劃中，建議重

點優化互動課堂策略，以取得更明顯的效果。 

2.  經過五年的努力，校本課程已有進一步的發展，透過「課程規劃」、「課堂教學」及「評

估」，將校本課程和 TSA 考核要求融合，並讓學生在互動的課堂環境中進行學習；在下

一個五年計劃中，建議課程發展的主要目標，是善用「進展性評估」及「學習策略」來

提升學生學業成績及營造良好的校園學習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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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主要成就: 

 
1. 透過多元化的正規及非正規課程，為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發揮潛能的機會，建

立對學習的信心及興趣。在正規課程方面，透過共同備課，設計能照顧學生不同需要

的課堂活動及教材，而通過合作學習，利用小組讓學生互相照顧，共同學習；在非正

規課程方面，為學生提供表現才能及浮尖的機會，例如:立體圖書、演藝平台、多元智

能課等；根據 2010-2011 年度持分者問卷調查結果，超過 82%教師及 86%學生認為學校

能提供足夠的機會讓學生發揮領導才能，同時超過 83%學生認為透過參與學校的課外

活動，能獲得更多的學習機會，如課外知識和生活技能等。 

 
2. 在保底方面，學校能為大部份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服務，例如: 校園伴讀計劃、 

   輔導教學小組、IRTP 教師入班進行協作教學、個別輔導、新來港學童班、功課調適及 

   評估調適等。根據 2010-2011 年度學校表現評量參考數據，教師、學生及家長對「學生 
   成長支援」均持有正面的觀感。 

 

3. 雖然學校的資源較集中在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保底工作，但學校在拔尖方面的表現

仍然有不錯的成績，優秀的學生有機會參與校隊訓練，或參加不同的活動及比賽，發

揮潛能；根據 2010-2011 年度學校表現評量參考數據，近四成半小四至小六學生參與全

港性校際比賽，與全港平均數相約。  

 

4. 按學生的能力分組進行補課或加入輔導小組，工作見到成效，學生在 TSA 的成績有明

顯提升，在 2010 年全港性系統評估中，本校同學的表現良好，其中在六年級英文科的

成績更明顯高於全港平均水平。 

 

反思 / 改善建議： 

 
1. 學校以小班概念處理分班，在同一班中的學生能力差異甚大，老師較難照顧；建議繼

續優化課程設計及小班課堂策略，讓不同能力的學生均有機會發展潛能，照顧學生的

學習多元化，提升教學效能。在各項小班課堂策略中，「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仍有進

步空間，需要在下一個發展計劃中繼續關注及加以優化。 

 

2. 現有資源較集中在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保底工作，建議進一步平衡「拔尖」及「保

底」的資源分配，設立資優教育及浮尖機制，並投放更多資源來培育有潛能的學生，

協助更多學生追求卓越。 

 

3. 學生的學習差異不但在於能力，還有學習動機，建議進一步加強培育學生的上進心及

正確的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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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加強發展「四個關鍵項目」 
 

主要成就: 

 
1. 從閱讀中學習 

- 校園閱讀風氣已建立，大部分學生已能培養閱讀習慣，學生都喜愛到圖書館借閱圖 

     書；根據去年度的持分者問卷，接近六成的學生表示自己經常在課餘閱讀課外書。 

   - 部份學生表現優秀，經常在全港性的閱書活動及比賽中獲獎。至去年度為止，學生 

     在此等比賽中獲獎已至 250 個，為全港之最。 

   - 透過校內閱讀計劃，舉辦立體圖書演活大賽、親子閱讀獎勵計劃、讀書會計劃(閱讀 

     積點獎勵計劃)、班際借閱比賽、最佳讀者大獎、家長閱讀培訓講座、作家講座及同

學工作坊、可銘閱讀月、出版中英文文集、晨早閱讀、可銘網上圖書館(附學生投稿

區)代訂報刊計劃及聖誕節閱讀報告比賽等；透過校外閱讀計劃，善用社區資源，參

加教協書叢榜活動、小魯網上閱讀課「星級圖書館」計劃、作家講座及社區團體舉

辦的閱讀比賽及寫作比賽，為學生提供多元化及全方位的「從閱讀中學習」的機會

及經驗。 

   - 善用小班學習環境，提倡合作學習模式，成立學生讀書會作專題式閱讀，培養 

學生均衡閱讀的習慣，創香港小學界之先河。 

 

 

2. 運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 

- 配合 2006 年新校舍落成，得到嗇色園的額外資助，所有課室及特別室都配備桌面電

腦、投影機、實物投影機、無線咪及 Intercom 系統；電腦室和語言室更配備先進監

控系統和視聽器材；此外，平板電腦達 35 部，可供學生靈活在校園多處地方使用；

教員室中，每位老師均獲分配桌面電腦一部。優良及先進的資訊科技硬件，為校園

的資訊科技學習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及環境。 

 - 在軟件方面，學校建議了完善的電腦系統，為學生及教師創設了良好的學與教空間。 

根據 2010-2011 年度問卷調查結果，超過 85%老師經常運用資訊科技進行教學，亦有 

超過 85%老師認為資訊科技能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加強學與教的效能。 

   - 善用資源，推行全校免費中、英文網上閱讀計劃，提升學生的中英文閱讀能力，並 

建立學生的自學習慣；根據 2010-2011 年度問卷調查結果，超過 80%學生參與網上閱 

讀平台。 

   - 透過免費的網上自學平台，鼓勵學生於課後善用資訊科技學習，發展學生的自學能 

力；根據 2010-2011 年度問卷調查結果，超過 80%學生認為自己經常運用資訊科技進 

行學習。 

   - 透過校本資訊科技課程，培養學生對資訊科技科的興趣，並透過校本 Flash 課程，將 

電腦繪畫及製作動畫課程分配至二至六年級，讓學生漸進及有系統地學習。根據學

生問卷調查結果，超過 87%學生認為資訊科技能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及學習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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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德育及公民教育 

- 持續培養學生的禮貌及尊敬師長的態度，校風平穩發展；根據 2010-2011 年度學校表 

現評量參考數據，教師、學生及家長對「學校氣氛」均持有正面的觀感，同時根據 

2010-2011 年度持分者問卷調查結果，超過 91%學生認為學校積極培養學生的良好品 

德。 

   - 學生普遍具國民意識；根據 2010-2011 年度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數據，學生對國家持 

有正面的態度，並略高於全港常模。 

   - 公民德育課及成長課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價值及學生在成長中的抗逆能力；根據 

2010-2011 年度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數據，學生在堅毅方面的表現略高於全港常模。 

 

4. 專題研習 

  - 以常識科作為主要平台，按各級學習需要，從低年級開始逐步訓練專題研習技能，並

發展成一套完整的校本課程，學生大致能掌握研習技巧。 

  - 透過常識科及其他各科的小組專題研習，鼓勵學生以協作學習模式，主動進行探究學

習題研習，運用所學的研習技能，進行主動探究學習；根據 2010-2011 年度持分者問

卷調查結果，超過 96%教師及超過 74%學生認為教師經常教導學生學習方法，如作課

前預習、運用概念圖、工具書及網上資源等。 

- 在教育局常識科在 2008-2009 年度的重點視學中，認為本校的專題研習課程規劃及安 

排十分理想，可按照現時的方式繼續運作。 

 

反思 / 改善建議： 

 

1. 在「四個關鍵項目」方面，已進入較成熟的發展階段，其中「專題研習」、「運用資訊

科技進行學習」及「從閱讀中學習」三個項目已建立穩健的基礎及得到良好的成效，

可大致按照原有的模式繼續運作，並因應需要作出檢討及調整，建議無須列為下一個

學校發展計劃的關注事項。 

 

2. 按照教育局的最新安排，「德育及公民教育」將會加強「國民教育」元素；因此，如何

修訂「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及重整與之相關的「學生培育架構」，將會是學校在下一

階段需要關注的事項。 

 

3. 在「月會」或「周會」中，以訓育主題進行德育講座的形式已實施了多年，根據學生

反應，效果一般，故建議針對各級學生的不同需要，改以聯課形式進行主題活動，繼

續推展校本的「德育及公民教育」，以提升學生的參與度及投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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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加強全方位學習 

 

主要成就： 

 
1. 為學生提供全方位學習的空間及平台，例如：演藝平台、多元智能課、聯課活動、立 

體圖書、專題研習及教育參觀等。根據 2010-2011 年度持分者問卷調查結果，超過 82%

教師認為學校有策略地按學生的能力、興趣和需要，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模式及學

習機會。 

2. 把校本天文課及有機耕作課融入常識科，作為正規課程內容，讓所有學生有均等機會 

得到體驗式及探究式的學習經歷，成為本校特色課程；此外，本校亦開放部份教學資

源，讓區內最少兩間幼稚園學生，借用本校場地進行有機耕作，及多間區內幼稚園學

生到校參與天文活動，發揮教學資源共享的效益。 

3. 逐步發展境外交流活動，能拓展學生的視野。 

 

反思 / 改善建議: 

 
為學生提供全方位學習的空間的發展方向正確，建議在下一個五年發展計劃中，繼續照顧

學生的學習需要，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驗。 

 
 
 

1.5 推動教師專業發展 

 

主要成就： 

 
1. 學校重視教師的培訓及專業發展，根據 2010-2011 年度學校表現評量參考數據分析，教

師對「教師專業發展」持正面的觀感。同時，學校已建立「共同備課」文化，因應校

本的需要，積極發展「以學生為中心」的校本課程及互動教學模式；根據 2010-2011

年度持分者問卷調查結果，超過 86%教師認為學校的專業交流氣氛已形成。 

2. 已建立良好的進修文化，大部份教師均勤奮好學，會根據個人情況及需要進修；

2009-2010 年度教師的進修總時數共 3578 小時，平均每人約 127 小時。 

3. 引入校外支援服務及資源，優化專業發展系統，例如：與教育局小學課程發展處合作 

的英文科專家協作計劃、參加聲情教學學會的中層網絡計劃、參加嗇色園中文科的學

習群體及課程領導學習社群等。 

 

反思 / 改善建議: 

 
建議由部份科目開始，發展校本課程評鑑機制，改善教師對課程及擬题成效的評鑑及自我

完善能力，並監察學生的學習能力，建立校本成績參照，讓教師進一步善用學習數據來改

善學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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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培育學生多元化發展培育學生多元化發展培育學生多元化發展培育學生多元化發展    

    
主要成就： 

 

1. 學校的課外活動能培育學生多元化發展，根據 2010-2011 年度持分者問卷調查結果，超

過 85%教師認學校的課外活動能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同時亦有超過 83%學生透過參

與學校的課外活動，能獲得更多的學習機會，如課外知識和生活技能等。 

2. 校外比賽表現優異，學生在音樂及體育方面的表現突出；在 2010-2011 年度，本校學生

獲得超過 110 項校外比賽獎項。 

3. 透過培育學生多元化發展，鼓勵學生敢於面對挑戰學生，提升抗逆能力；根據 2010-2011

年度持分者問卷調查結果，本校學生在「承擔」及「堅毅」的評分高於全港水平。 

 

反思 / 改善建議: 

 

1. 已提供多元化學習平台及空間，讓所有學生有機會參與，例如：演藝平台、多元智能

課、聯課活動、立體圖書及專題研習等，在下個學校發展計劃中，需繼續為學生提供

多元化的學習經驗及建構一個平衡的多元化學習平台。 

2. 雖然本校學生在音樂及體育方面有卓越的表現，但現時學校資源仍投放較多在「保底」

方面，建議在下一個學校發展計劃中，建立較為完善的「浮尖」及「拔尖」機制，優

化資優培訓課程，協助更多學生追求卓越。 

 

    
    

3.3.3.3.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主要成就：  
 
1) 推動「健康學校計劃」 

- 校園廢物回收活動能培養學生的環保意識及習慣，各班學生擔任「健康大使」，收

集及處理課室的可再造物料，協助推行校園回收計劃；此外，校園內設置環保回

收箱，培養學生把廢物分類回收的意識及習慣。 

- 透過體育課、「晨早校園運動」、大息活動、班際比賽」及「師生比賽同樂」等

安排，鼓勵學生積極做運動，鍛鍊良好的體格。 

- 透過體育課推行「體適能」計劃，有系統地訓練及強化學生的體能；從 2009-2010

體育科體適能數據分析中，四至六年級學生在上肢力量的測試中比起 2008-2009

年度約有一成增幅，學生的體能穩定提升。 

- 設立健康學校資訊站，並在學校網頁設立「健康學校」，加上午間廣播的「健康

一分鐘」，定期為學生提供健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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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參加由衞生署或志願機構舉行的健康活動，如「全民潔港，活出健康——我

的行動承諾」，反吸煙運動，健康午膳等，讓學生能夠緊貼社會的健康生活趨勢。 

- 從 2010-2011 年度開始，參加「可持續海鮮午餐飯盒計劃」，舉行不同形式的活動，

提高學生對「可持續發展」概念的認識及實踐環保生活的機會。 

 

2) 完善新校各項工程及設備 

- 學校網絡及無線上網系統已完成及運作暢順，為資訊科技學習提供了優良的條件

及支援。根據 2010-2011 年度問卷調查結果，超過 90%教師認為【網上教學資源庫】

的各科數碼資源充足及超過 85%教師認為【網上教學資源庫】能提升教學效能。 

- 校園防盜系統已完成及運作良好，保障學校的財物安全及持分者的人身安全；自

從新校舍啟用以來，未有任何失竊紀錄，足以證明防盜系統的效能。 

- 在優質教育基金及辦學團體「嗇色園」的支持下，校園天文台的各項設備已經完

成，讓各級學生可參與校本天文活動，學校亦把校園天文台開放予與區內幼稚園

學生，讓他們參加不同形式的天文活動。 

- 校園溫室及有機農莊已建構完成，讓全校學生能參與有機耕作課活動，亦讓區內

最少兩間幼稚園的學生，使用校園的有機耕作資源進行活動。 

 

反思 / 改善建議: 
 
經過數年的建構，天柏路新校舍的各項工程及設備已經完成，並開始進入保養及維修的階

段，建議無須列為下一個學校發展計劃的關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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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銘學校五年發展計劃可銘學校五年發展計劃可銘學校五年發展計劃可銘學校五年發展計劃 (2011/12(2011/12(2011/12(2011/12 ---- 2015/16)2015/16)2015/16)2015/16)     

    
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關注事項：：：：     

    

1. 繼續推動校本課程，善用進展性評估及學習策略，提升學生的學業提升學生的學業提升學生的學業提升學生的學業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2. 繼續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學習需要學習需要學習需要，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驗學習經驗學習經驗學習經驗 

3. 進一步推展「「「「德育及公德育及公德育及公德育及公民民民民教育教育教育教育」」」」，培育學生良好的品格及提升對國情的認識 

 

實施安排實施安排實施安排實施安排：：：：     

1. 繼續推動校本課程，善用進展性評估及學習策略，提升學生的學業提升學生的學業提升學生的學業提升學生的學業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時間表 目標 策略大綱 
2011/122011/122011/122011/12    2012012012012222/1/1/1/13333 2012012012013333/1/1/1/14444 2012012012014/4/4/4/11115555 2012012012015555/1/1/1/16666 

�根據學習數據，各科組檢視校本課程規劃進度及成

效，並作出修訂  
����      

  

�中、英、數三科訂定學生的學習表現要求及評估方法  ����    

1. 各科組完善校本課程規劃，訂定

各級學習表現要求，逐步提升學

生在校內及校外評考中的學習

表現 
�中、英、數三科收集及分析學習數據，評估學生的學

習表現及教學效能 
 ����    ���� ���� ���� 

2. 善用多元化的進展性評估，促進

及改善學習 

�檢視學校的「評估策略」成效，修訂「促進學習的評 

 估」的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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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數三科透過共同備課，在課堂設計內加入不

同形式的評估學習活動(checking)，以監察學生的學

習進展及學習效能 
����    ����             

�中、英、數三科透過單元小評估，監察學生的學習進

展及作出跟進 
����    ���� ����    ���� ����    

�中、英、數三科教師透過同儕觀課，交流進展性評估

策略的經驗及成效 
����    ���� ����    ���� ����    

�在學生成績表內加入描述性評語，反映學生的平日學

習表現 
    ����    ���� ����    ����    

�各科收集數據，分析及檢視學生的自主學習及學習策

略表現 
����                    

�各科修訂學習策略建議，優化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                    

3. 學生能掌握各科的學習策略，主  

動及有效地進行學習，提升基本

能力的表現 �各科逐年檢視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及學習策略表

現，並作出修訂及跟進 
    ���� ���� ���� ���� 

�課堂常規訓練 

�合作學習 

�課堂朗讀及說話的訓練(包括：課堂朗讀、轉堂朗讀、

背誦弟子規、一分鐘短講及 TSA 說法訓練等) 

�提問技巧 

4. 把小班的互動課堂策略深化及  

   恆常化，成為日常課堂模式 

�教師專業發展項目 (共同備課、同儕觀課、評課及課

研、專業支援、工作坊、講座、分享會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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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繼續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學習需要學習需要學習需要，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驗學習經驗學習經驗學習經驗    
 

時間表 目標 策略大綱 
2011/122011/122011/122011/12    2012012012012222/1/1/1/13333 2012012012013333/1/1/1/14444 2012012012014/4/4/4/11115555 2012012012015555/1/1/1/16666 

�分析及檢視「照顧有不同學習能力及需要的學生」的

策略成效 
����                    

� 課堂上進行「合作學習」，讓不同能力的學生有相  

  同的參與機會 
���� ���� ���� ���� ���� 

�透過共同備課，設計適合分層學習的教學設計 ���� ���� ���� ���� ���� 

�推行「演藝平台」 ���� ���� ���� ���� ���� 

�施行「立體圖書」計劃 ���� ���� ���� ���� ���� 

�推行中、英文科「一分鐘短講」 ���� ���� ���� ���� ���� 

1. 在學習過程中，教師能照顧有不照顧有不照顧有不照顧有不

同學習能力及需要的學生同學習能力及需要的學生同學習能力及需要的學生同學習能力及需要的學生，讓所

有學生有機會參與，培養自信，

延伸學習，並盡展所長，並獲得

多元化的學習經驗學習經驗學習經驗學習經驗 

�安排跨境交流學習活動 ���� ���� ���� ���� ���� 

�透過浮尖機制，推行資優培訓課程 ����    ���� ���� ���� ���� 
2.    進行拔尖拔尖拔尖拔尖及保底保底保底保底措施 

�推行整全教育，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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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進一步推展「「「「德育及公民德育及公民德育及公民德育及公民教育教育教育教育」」」」，培育學生良好的品格及提升對國情的認識 

時間表 目標 策略大綱 
2011/122011/122011/122011/12    2012012012012222/1/1/1/13333 2012012012013333/1/1/1/14444 2012012012014/4/4/4/11115555 2012012012015555/1/1/1/16666 

�修訂學校時間表，為繼續推行「德育及公民教育」課

程創造更理想的學習空間 
����           

�針對各級學生的不同需要，以多元化形式進行德育及

公民教育主題活動(例如：講座、聯課活動)，提升學

生的參與度及投入感 

���� ���� ���� ���� ���� 

�修訂「德育及公民教育」校本課程，增加國民教育元

素 
����        

�修訂「學生培育」架構，重新整合訓育、全方學位學

生輔導、德育及公民教育科及健康學校的工作 
����        

1.優化「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規 

劃及安排，加強國民教育元素 

�檢視及評鑑「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的實施情況  

 及學習效果，並作出修訂 
    ���� ���� ���� ���� 

�收集數據，分析及檢視學生的自我價值及生活態度，

修訂「5S」的推行策略 
����        

�自律 (Self-discipline) P1-P3     ����    ����      

�自信 (Self-confidence) P1-P3          ���� ���� 

�自我管理 (Self-management) P4-P6  ���� ����   

�自愛 (Self-love) P4-P6          ���� ���� 

2. 配合「「「「德育及公德育及公德育及公德育及公民民民民教育教育教育教育」」」」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分階段重新培養學生「5S」的生活

態度，藉以提升學生的自我價值及

形象，建立正確的人生觀： 

-自律 (Self-discipline) 

-自我管理 (Self-management) 

-自信 (Self-confidence) 

-自愛 (Self-love) 

-自尊 (Self-esteem) �自尊 (Self-esteem) P1-P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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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支援推行德育文化活動，如「尊師開筆禮」、誦

讀「孔子金句」、「弟子規」、「好人好事紀錄冊」等。 
���� ���� ���� ���� ���� 3. 配合「「「「德育及公德育及公德育及公德育及公民民民民教育教育教育教育」」」」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推行跨境學習及中國文化教

育，讓學生認識國情，吸收中華

文化的精粹，提升個人素養 
�安排學生到國內進行學習交流活動 ���� ���� ���� ���� ���� 

    

    
------------    完完完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