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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情檢視 

上周期學校發展計劃成效  
 

關注事項 達標程度 跟進方法 備註 

1. 秉承天主教辦學精神，繼續營

造關顧及互助的校園文化及氣

氛，共慶學校金禧 

達標 

學校於2013年成立法團校董會，學校會按照天主教學校的五個核心價值--「真理、

義德、愛德、家庭、生命」辦學，讓學生獲得良好的學科學習及品德培育機會，

彰顯愛德，好達致生命的圓滿。 

 

2. 由一年級開始，逐年逐級推展

普通話教中文計劃，並加強英

文語境教學元素。 

達標 
學校會承接計劃，逐年逐級推展普通話教中文至六年級，再進行檢討，並繼續加

強英文語境教學元素，增加資源提升學生的英文聽說能力。 
 

3. 繼續增加學生學業及學業以外

的體驗及支援 
部份達標 

除繼續關注學生的學業表現，還會增加資源，照顧學生不同能力，發展學生體藝

潛能。 
 

4. 成立專責小組推動「健康校園

政策」，建立健康校園文化 
部份達標 健康校園文化只初步建立，會繼續深化，將其推展至老師及家長層面。  

5. 增加資源，重整資訊科技組架

構及工作。 
部份達標 

IT組會制定器材更換時間表，按序更換學校視聽器材，讓學校的IT支援質素經常

處於理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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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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學校管理層級有序，環環相扣，行政人員認同學校辦學方

向，積極配合，制定各項具體計劃及評估方法，定期進行計

劃檢討，有效帶領成員參與學校各項發展。 

2. 行政指引明確清晰，有助新入職老師適應學校工作環境。 

1. 部分行政程序過於複雜煩瑣，增加推行的難度﹔部

分新措施推出時過急，影響成效。 

2. 部分老師對學校推行的政策不認同。 

 

2. 專業領導 

1. 校長具豐富教育知識及行政經驗，能有效處理危機；建立良

好的家校合作關係，獲得家長的支持和信任。 

2. 學校領導層具視野，令學校能配合現代教育趨勢發展。 

3. 行政指引明確清晰，全體老師清楚工作崗位的專業要求。 

1. 學校中層人員出現斷層，影響學校長遠發展。 

2. 部分中層人員的行政能力不足。 

3. 中層人員工作繁重，影響工作情緒。 

 

3. 課程和評估 

1. 學校致力發展不同科目的校本課程，學生更有系統及有效地

學習，成效令人鼓舞。課程管理上，科主席透過定期查簿及

觀課，了解課程實施情況及學生學習狀況。 

2. 學校利用進展性及總結性評估，掌握學生不同能力的表現，

並會回饋老師及學生，改善學與教的質素。 

1. 欠多元化評估模式。 

2. 跨學科課程發展緩慢。 

 

 

 

4. 學生學習 

和教學 

1. 老師透過集體備課、觀課及評課，分享教學心得及教學技巧，

互相學習，並應用到課堂中。老師的教學設計令學生能從不

同角度思考問題及掌握知識，成效顯著。 

2. 有效推行合作學習及小班教學，學生增加同儕學習機會，知

識和學習態度均有進益。 

3. 透過校本課程，教師及家長的努力，學生的公開考試成績、

升中派位結果、升中後的學業表現理想，顯示學生的學習能

力及學業表現不斷提升。 

1. 學校中、英、常科均推行校本課程，但近年新入職

老師人數增加，需時培訓，教學水平及一致性不穩

定。 

2. 部分學生學習態度被動，缺乏學習動機。 

3. 部分學生沒有得到適當的家庭支援，甚至被疏忽照

顧而影響學業成績，情況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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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生支援 

1. 學校設有學習支援組，有明確程序識別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

生，並能及早提供適切支援。 

2. 學生透過參與服務以及多元化活動，有充足機會發揮所長。 

3. 獎懲制度清晰明確，學生有充分機會改過遷善，建立良好行

為。 

4.  學校在學生升中前提供有系統的訓練及支援，學生對升中及

選校具信心。 

1. 部分老師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特性及教學策

略認知不足。 

2. 有學習需要的學生人數日漸增多，但學校資源有

限，未能全面照顧不同的學習需要。 

3. 老師對培育資優學生的訓練不足。 

 

 

6. 學校夥伴 

1. 家長積極參與學校及家長教師會舉辦之活動，家長義工樂於

為學校服務。 

2. 學校積極引入校外資源，包括：教育局、語常會、大學、中、

小學友校等，成功推行各項協作計劃，合作開發有用的教學

資源。 

1. 校友會的凝聚力量不足，未能完全發揮支援學校的

功能。 

2. 學校部份政策或活動須家教會配合，委員的領導角

色尚需加強。 

3. 社區資源豐富，學校應多發掘及善用。 

7. 態度和行為 

1. 在靈育薰陶下，全校老師對學生的品德要求一致，學生知禮

守規，服從老師教導。 

2. 學生具責任感，樂意為學校服務。 

1. 部分學生的服務精神及責任感仍未達標。 

 

 

8. 參與和成就 

1. 學校積極舉辦多元化的課程、活動及比賽，學生學業以外的

體驗及服務機會增加，表現較以往自信。 

2. 學校鼓勵學生跳出校園，多參與校外活動及比賽。學生大多

積極參與，無論在學術及體藝方面均獲取多個獎項。 

1. 學校可創設機會，讓更多學生參與校外活動或比

賽，以拓闊他們的眼界及汲取經驗。 

2. 部分種子庫學生對所編入的組別不投入，表現欠積

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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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弱、機、危」分析  

強項 
1. 學校組織及管理架構完善，行政透明度高，並有清晰的發展方向，有策略地制訂發展計劃。 

2. 大部份家長支持和信任學校，認同學校的發展方向，也能配合學校政策的推行。 

3. 近年各科積極進行改革，善用校外資源，讓校本課程持續發展。 

4. 本校老師經驗豐富，充滿教學熱誠，對學生有愛心，教導和接納不同程度及差異的學生。 

5. 健康校園組架構及分工清晰，運作完善，有效輔助學生健康成長。 

6. 學生積極參與學業以外的活動及比賽，成績理想，獲家長及外界人士讚賞。 

弱項 
1. 近年新入職老師人數增加，須時適應學校教學環境，而學校須投放大量時間及人力資源進行培訓及支援工作，令有經驗的同事感吃力，影響

工作效能。 

2. 學生學習動機弱、自學能力低及家庭支援不足，學校需多加資源以補不足，工作壓力不斷增加。 

3.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人數越來越多，在教育局緊縮資源下，學校未能全面照顧所有特殊需要學生。 

契機 
1. 學生於公開試的成績表現提升，校本課程得到家長認同，報讀本校學生人數不斷增加，減輕學校收生壓力。  

2. 學生升中後表現理想，獲中學認同及表揚，校譽提升，有利收生及升中派位。 

3. 去年政府特別發放德育及國民教育津貼，增加的資源有利學校強化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的發展。 

危機 
1. 社會對學校的要求不斷提高，學校收生及學業表現競爭激烈，但學生質素參差，個別差異大，大大增加學校及教師壓力。 

2. 社會歪風日盛，互聯網資訊氾濫，衝擊學校教育工作。 

3. 特殊學習需要及有情緒行為問題的學生人數日漸增多，令教師的工作量及壓力不斷增加。 

4. 近年為維持校本課程質素，令教師工作量增加，教師流失情況惡化，影響課程的延續及工作士氣，難以建立穩定的工作團隊。 

 

三年期的關注事項（按優先次序排列） 
1. 按照天主教學校的五個核心價值--「真理、義德、愛德、家庭、生命」辦學； 

2. 重新檢視及優化觀課政策，加入各科觀課指引及推行重點觀課，加強教師在本科的教學能力及效能； 

3. 照顧學生不同能力，發展學生體藝潛能； 

4. 優化新入職老師啟導政策，重新部署第二梯隊培訓，致力建立學校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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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計劃  (三年期 )  

關注事項 目標 時 間 表  策略大綱 
第 一 年  第 二 年  第 三 年  

1. 按照天主教學校的五
個核心價值--「真
理、義德、愛德、家
庭、生命」辦學 

1.讓學生在六年的小學基礎教育
中，認識及實踐天主教辦學的
五個核心價值 

   1. 由健康校園組統籌，按年定出介紹主題，編配相關的課
程及活動，於全校推行。 

   2. 舉辦工作坊，加強老師對五個核心價值的認識，以便融
入教學中，讓老師及學生均能在生活中實踐天主教的價
值觀，共建天主教學校特色。 

2. 重新檢視及優化觀課
政策，加入各科觀課
指引及推行重點觀
課，加強教師在本科
的教學能力及效能 

 

1. 中文科：六層次提問技巧 
           拼音教學巧 
2. 英文科：閱讀及寫作技巧 
3. 數學科：「數、度量及圖形與

空間」範疇不同層次
提問技巧 

4. 常識科：探究式教學技巧 

   1. 由課程組制定各科觀課指引及行政安排。 

   2. 各科按指引要求制定本科觀課重點及進度。 

   3. 各科就觀課重點，舉辦相關的老師培訓活動。 

   4. 將觀課安排擴展至全部科目。 

   5. 推薦老師外出進修，提升本科專業知識。 

3. 照顧學生不同能力，
發展學生體藝潛能 

 

1. 增加一至三年級同學參與課
後活動的機會。 

2. 增加學生參與同級或跨級體
藝活動的課時。 

3. 增加學生參與校內及校外活
動、比賽機會。 

   1. 重整綜合課課堂內容，增加體藝活動的課時。 

   2. 重整多元學習週內容，改以體藝活動為重點。 

   3. 增加一至三年級可參與的課外活動數目。 

   4. 邀請校外的體藝團體到校表演。 

   5. 運動會由隔年舉行改為每年舉行，並讓一至六年級學生
一起參加。 

   6. 設立健體區，增加學生體能訓練時間。 

   7. 增購戶外乒乓球桌，舉辦不同的乒乓球推廣活動，推動
乒乓球成為本校特色運動項目之一。 

   8. 成立視藝小組，訓練有潛質同學。 

4. 優化新入職老師啟導
政策，重新部署第二
梯隊培訓，致力建立
學校團隊 

1. 穩定工作團隊 
2. 重點培訓具潛質的同事成為

學校第二梯隊。 
3. 給予第二梯隊學習及表現機

會。 
 

   1. 檢視及修訂新入職老師啟導政策。 

   2. 在時間表內安排定期的新老師入職輔導會議。 

   3. 成立不同的工作小組，由資深老師帶領年資較淺的老
師，讓他們邊做邊學。 

   4. 發掘有潛質的老師，加強培訓。 

   5. 給與年資淺的同事機會，擔任部份行政工作，如輪流擔
任級聯絡人或副科主席等，有計劃地培訓第二梯隊。 

   6. 鼓勵晉升，部署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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