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三

【2017-2018年度各項工作計劃評估報告】

A. 學校關注事項

B. 學校發展津貼

C. 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津貼

D. 在小學推動STEM教育的一筆過津貼

E. 學生支援維

F.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評估主題： 2017-2018工作計劃

關注事項 策咯／工作／活動

過異性教學策咯一分層諜業

加強教師培訓，協助有
（寶優）

「特殊學習需要」的學
生 安排本校教師赧讀「照顧有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教師專業發
展培訓」諜程(EDB)

加強家長垮訓，協助有

「特殊學習需要」的學 小一識別後家長工作坊

生

係良局朱正賢小學－自我評估表

科目／蕤疇： 學生支援緝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1資料來源

75%或以上教師認為培訓內 1. 教師問卷
容有助他們了鮮如何利用

2. 科維會議檢討
分層諜業照顧學生個別學
質需要
最少有1位教師能分別完成
「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 進修紀錄生」的基礎、高级及專題的
進修諜程

80%參與家長認為租關工作
坊能有助他們了解如何照 家長問卷
顧懷疑有學習困難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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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人：譚桂蘭、黃鼠冰、李慶賢

滿意稈度

評估結杲 優 欠

其 隹

7 6 5 4 3 2 1

GI 89%教師認為培訓內容能有助教師了解如
何利用分層課業照顧學生個別學習需要。

ID 89%教師認為培訓內容有助他們明白如何
✓ 

愿用不同形式的工作紙以啓發學生思考。
本年度共有1位同事完成基礎進修課旌；1位完
成高级進修諜程； 1位完成專題進修課程。

✓ 

Cl 95%家長認為工作坊內容增加他們對讀寫
困難的認識。

@ 89%家長認為相關工作坊能有助他們了解 ✓ 
如何照顧懷疑有學習困難子女。

11D 98%家長會常試運用講座中介紹的方法。



滿意稈度

關注事項 策咯／工作／活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評估結杲 優 欠

／實料來源 異 隹

7 6 5 4 3 2 I 

．本年度言語治療師就9位亡語陴礙學生個

80%或以上棓闕教師認為言
案，向4位老師謗詢及提供了一些學習建

議。
言語治療師為有言語問題學 語治療師能提供一些學習 1. 科維會議檢討

毚 100%教師認為言語治療師讓教師更了解語 ✓ 生個案，提供學習建議。 建議，並有助攻善言語障礙 2. 教師問卷
陴學生語言上的問題及學生於言語治療小

學生的言語問題。
，Jl.的學習情況。言語治療師能為教師提供

學習違議，以幫助語障學生於諜嗤上學習。

．本年有16位學生，分別由5位教師轉介教

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支 80%或以J:.棓關教師認為教 育心理學家作評估、 面見或觀課，教育心
教育心理學家為有特殊學習

育心理學家能提供一些學 理學家亦按需要向轉介教師面談。
援服務或活動 需要學生個案，提供學醬建

質或諮商違議，並有助改善
］ ． 科維會議檢討

暈 100%相關教師非常同意或同意教育心理學 ✓ 議。
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學

2. 教師問卷
家能提供一些學習或諮商建議，有闢建議

習問題。 有助改善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學習問

題。

根據崇真會分別於三個學段進行的家長問卷

1. 家長問卷
結杲，家長分別有80%、97%及96%(平均為91%)

諜後功輔班－－ 「 飛夭之旅」（運 80%棓闕家長認為有關服務 認為功輔班有助照顧其子女功課J:.的需要，協
用校本課後支援津貼補貼區 有助照顧他們子女功諜上 2. 科紐會議檢討

助其子女完成功諜，減轅他們照顧子女功諜上
本諜後支援津貼不足之費用） 的需要 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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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莘度

關注事項 策咯／工作／活動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評估結杲 低 欠

1資料來源 異 隹

7 6 5 4 3 2 I

I. 75%參與教師認為有關 Ell 100%棓關教師非常同意或同意認為有閽訓

賽馬會暮伴同行計劃
訓練小維能改善小維 練小維能改善小維學生情緒丶社交及解難
學生情緒、社交及鮮難 技巧等。

（第二年） 技巧等 I. 科維會議檢討 @ 83%參與小維訓練學生的家長認為相關活
2. 75%參與小維訓練學生 2. 教師問卷 動有助了解其子女情緒、社交及解難等情

✓

1. 學生小維訓練 的家長認為棓關活動 況。
有 助 了 解 其 子女情

配合學校發展計畫1--延
緒、社交及解難等情況

1. 75%參與教師認為有閼 e 100% 參與教師認為有關分享／工作坊／謗商
展「生命教育」 ，鼓勵 分享／工作坊／諮商會議 會議能增加對租關學生情緒、社交及解雖

學生實踐正向生命的生 2. 為三、四年級參與「喜伴 能增加對棓關學生情 等情況的了解

活態度。
同行」計劃學生之科任教 緒、社交及解難等情況 I. 科維會議檢討 @ 72%租關教師曾常試扈用棓閼策咯於日常

✓ 
師舉行經職分享／工作坊 的了解 2. 教師問卷 課堂中。
／謗商會議 2. 75%棓關教師曾甞試息

用相關策咯於日常諜堂
中

75%參與諮商／工作坊的家 83%參與諮商／工作坊的家長認為相關活動有

3. 家長諮商」工作坊
長認為租關活動有助了解 1. 科維會議檢討 助了酵其子女情緒、社交及解難等情況。

✓ 
其子女情緒、社交及解難等 2. 家長問卷
情況

整合加輔及學生支援 於本年度內完成兩綑之整
已完成兩緝之整合，包拮工作計劃、程序手

維，以簡化兩維行政工 合，包括工作計劃、程序手
完成兩維各項行政手冊之 科維會議檢討

冊丶家長手冊。
✓ 

合併
作。 冊丶家長手冊等。

跟進事項：
透過教師堵訓，增強教師對處理有情緒問題、社交及酵難等困難學生技巧之認識，以便有需要時於課堂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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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保良局朱正賢小學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1718 朱正賢飛天之旅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終期評估報告

F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12017邲18 小一支援班檢討報告I
一、活動內容：

活動名稱：小一支援班

日期及時間： 2017 年 10 月 3 日至 2018 年 6 月 I 日

活動地點：學校 204 課室

活動對象：小一學習有困難的學生

活動人數：13人（每天约9人出席）

工作人員：顏文娥姑娘（註冊社工）、朱詠襄（助理程序幹事）、曾穎雯（導師助理）

活動目標：透過功課輔導小組，改善學生的學習成績及學習技巧。

二、基本的運作及整體活動評估：

本年度只有－班，全年共有 117 堂，星期一至四 3:40-5:00PM , 星期五
3:00-5:00PM , 當中有 13 位學生參加此學校的免費計劃，但每天只有約9位學生。
由學校進行篩選，因此可免去繁複的程序。

學生每天放學後，在 204 室上課，導師自行到 204 室，導師會點算學生的出席
情況，便會開始跟進功課及溫習安排。

在處理功課方面，每天導師會根據學生的功課量及當天情況作出適切的指導，
由導師安排每天流程。同時，由於各同學對功課上的難度有別，主要針對處理較弱
的英文科及數學科功課，再處理中文科及餘下功課，並把已核對的功課寫在學校手
冊中，蓋上綠色的剔及改印，此舉能令家長得悉其子女的功課進度及狀況，讓家長
回家後再作進一步的跟進，產生家庭、學校及中心三方面合作，為學生提供功課上
的支援。

學生大部份已漸適應功課輔導班的運作。大部份學生在整個功課輔導班中表良
好，在態度及學習動機上都有進步。今年 12 月中導師辭職，之後未能成功聘請一位
全職導師，以代課導師，少部份學生因此不守秩序，至3月再次聘請到一位全職的
導師，秩序方面便有改善。

導師每日向學校活動助理匯報各班的上課情況，每月須填寫月份報告，每年需

出席會議，以確保整個功課輔導班的質素。

有一、二位學生的特殊學習需要未能適應，不守秩序及不願完成功課，需導師
向家長反映，有些學生能夠改善、有些家長則明白學生情況選擇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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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12017-2018 區本功課輔導檢討報告I

活動名稱：飛天之旅

日期及時間： 2017 年 10 月 3 日至 2018 年 6 月 1 日

地點：學校課室

活動對象：小一至小六學生

活動人數：約 60 人(7 班）

活動目標：為清貧家庭之學童提供功課輔導支援， 一方面減輕父母督促子女功課的

壓力。另一方面改善學生的學習技巧，提升學生的學業成績。

工作人員：顏文娥姑娘（註冊社工）、朱詠襄（助理程序幹事）、曾穎雯（導師助理）

一． 日常的基本運作及整體活動評估

本年度共有七班。當中六班由區本及校本資助，其餘一班為自負盈虧。全年共

有117堂，其中72堂，每堂1.5小時，由區本資助，其餘由校本資助。

學生每天放學後，需到雨天操場集隊，並跟隨各組導師及導師助理步行到五樓課

室。導師稍作安頓後，導師點名記錄學生出席情況，便會開始跟進功課及溫習安排。

如有任何事情需離開課室，均需得到導師獲准，方可離開課室。如學生身體不適或

需離開往其他樓層，會通知導師助理協助帶領，在各課外活動完結時，必須立即回

到課室。

導師助理會於每天為7組導師安排文具及教學用的教材，安頓後會為各組點名，

如有學生缺席，會向校方核對資料。如發現學生在未有通知下缺席，導師助理會聯

絡學生的監護人，了解學生的缺席情況，亦會通知各組導師及在點名冊上作備註，

若學生身體不適或需離開往具他樓層，會通知導師助理協助帶領。

至於處理功課方面，每天導師會根據學生的功課量及當天情況，由導師安排每天

流程，由於功課數量較多，會先處理英文及數學功課，再處理中文或餘下功課並把

已核對的功課寫在手冊中。另外，如導師有任何地方需要支援，可由導師助理或助

理程序幹事協助，必要時更會由校方作出支援。

導師每日向學校活動助理匯報各班的上課情況，每月須填寫月份報告，每年需出

席會議，以確保整個功課輔導班的質素。

F-2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是次活動計劃的目的是協助學生解決功課上的困難。根據 9-12 月、 1-3 月、 4-5

月份報告，從問卷得知分別有 92% 、 93%及 94%學生表示導師能協助解決功課上的

困難。另外，根據 9-12 月、 1-3 月丶 4-5 月份報告，從問卷得知 86%、 90%

及 90%學生表示導師能夠提升他們應付功課的信心。

家長方面：

活動計劃的目的是減輕家長照顧子女功課的壓力。根據 9-12 月、 1-3 月、 4-5 月

份報告，從問卷得知 80% 、 97%及 96%家長表示導師能有效協助子女解決功課上的

困難。另外，根據 9-12 月丶 1-3 月、 4-5 月份報告，從問卷得知 97%、 97%及 96%

家長表示活動能減輕他們照顧子女功課上的壓力，故整體目標能逵成。

由於大部份學生為舊生，故學生與家長熟悉功課輔導班的規則及家長對功課輔

導班的期望。工作員於功輔班開始初期，亦舉辦了一場簡介會，目的是加強家長了

解本計劃的流程、特色及限制，同時也從中讓家長對本計劃有適切的期望。

導師方面：

本年度工作時間只有 2 小時，只有 2 位老師留任，有 5 位導師新聘請，當中 4

位新導師也有中途離職，需找代課及再聘請導師，新導師初時需要時間適應功課輔

導班運作，在管理秩序上，新導師太順應學生，與學生關係良好令同學們能夠在飛

天時間內盡量完成功課，但在秩序方面不太有效，禰作出調班或學校老師協助介入

處理學生。

從工作員觀察中，各導師除教導功課上，亦會教導正確的價值觀，如同學有正面

行為如積極完成功課，導師會以小禮物表揚同學。大部分導師均自願並主動地與家

長作出溝通，向家長反映學生課堂及功課的表現，讓家長更清楚了解子女的學習情

況。

每年計劃開始前，中心會為所有導師進行培訓及簡介，簡介功輔班目的、介紹關

功輔班流程、安全事項、學生請假流程、特殊學習需要等，讓導師能夠更了解功輔

班運作及對特殊學習需要的情況。

學生方面：

今年有少部 份 學 生參加完課 外活 動而沒上來五樓飛天之旅，因今年時間

3:15-5:15 , 有些課外活動 4:30 完，家長會直接走， 有些高年級會自行走了，需要活

動助理用很多時間到校務處或聯絡家長查看學生去向，確保學生安全。

大部份學生大致能自覺地完成功課，亦能主動向導師提出問題，學習氣氛良好。

惟有部分學生常常無抄齊手冊，因外來事而較難專注做功課，有個別學生喜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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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功課後聊天，使班中其他同學無法專注做功課，需要導師或導師助理多加督促。另

外，有幾位低年級學生的特殊學習需要未能適應，甚至有個別學生情緒失控，需導

師、導師助理、工作員及學校老師多加支援及介人。高年級個別學生在功課上大部

份能認真完成，只是有少部份不守課堂秩序，不願意處理功課。導師嘗試多次勸導

及責備，但成效不大。工作員經了解後，與校方及其家長商議共識與導師配合，均

有多次調班安排，當中導師、導師助理及工作員都有保持觀察，情況大有改善。

部份學生有電子書計劃，於平板電腦中增設中英等主科項目的電子書本，雖已

經有平板電腦使用規則， 16:15 前完成平板功課，但個別學生經常藉故以做功課為

由，在飛天時間內上網玩遊戲，而校方亦隨即介入，導師及導師助理亦有加以留意

他們的使用情況。

整體而言，由目標逵成程度得知，問卷調查於 12 月、 3 月及 5 月作評估接近九

成對象均表示活動能提升學生應付功課的自信、減輕家長照顧子女功課的壓力。此

現象確實有賴校方的協助及配合。

二． 活動建議

L 有部分家長反映學生在飛天之旅回家後，仍有很多功課需要在家中完成及核

對。經查證後，此部份學生課後參加課外活動至中後段時間才回飛天之旅，另

是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導致不能完成功課。因此建議家長衡量課外活動與

飛天之旅的時間分配，另家長也需明白學生之能力與飛天 1:10 的師生限制。

工作員姓名： 顏文娥（社工）

日 期： 30/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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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2017-2018區本興趣班檢討報告I
一、活動內容：

活動名稱：小小機械師

日期： 7/10/2017 - 7/1/2018

地點：保良局朱正賢學校

人數： 10 人

目標：透過科技學習，提升學生對機械的認識及興趣，發掘潛能及提升學術之外的

自信心。

二、基本的運作及整體活動評估：

活動共有 12 堂，每堂 1.5 小時，導師分別教授並製作了「環保創意動力」模型

車、「機械臂」模型、桌面投石器」模型、「摩天輪」模型等等。活動亦包括了基礎

能力訓練，讓參加者嘗試設計閉合式電路，隨後便製作更大型的模型，例如「四足

機器人」 、「 潛望鏡」 、「 六合一太陽能機器人」及「電風扇」等。整體而言，參加者

的出席情況理想，全部運作亦非常順利。

導師表示，大部份參加者學習態度認真和合群，高年級與低年級互相合作，能

聽從導師的指示製作機械模型，遇到困難時也不會輕易放棄。整體而言，學生表現

良好。另外由於有部份參加者也參加了「成長的天空」，故時間上有衝突，因而稍微

影響了某部份參加者的學習成果。

三、活動建議：

導師建議，在模型購買方面，可考慮為每位參加者購買每人一份模型，以加強

他們動手及用腦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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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小小機械師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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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12017邲18區本參觀／戶外活動檢討報告I
一、活動內容：

活動名稱：小小藝術家

日期：囿1/2018

地點：綠在沙田、 Cook House

人數： 20 人

目標：學生參觀環保中心學習分類、體驗回收工作及製作環保素，另學習製作蛋糕，

體險環保文化及甜品製作的藝術，以擴闊視野。

二、基本的運作及整體活動評估：

活動透過保講座及環保工作坊，讓學生能親身體驗環保生活，提升環保意識。

同時，在環保工作坊中使用環保物料製作橙油潤唇膏及果皮驅蟲蠟板，讓學生親手

體會使用環保物 料也能製成日常用品。另外，學生製作杯子蛋糕，以體驗甜品製作

的藝術，以擴闊視野。

在早上，學生前往位於石門的「綠在沙田」，學生在導師的指導下製作橙油潤唇

膏及果皮驅蟲蠟板。由於部分學生只是一年級，未能好好掌握製作技巧，在導師、

工作員及較年長學生的協助下，最終所有學生都能夠製作成功。之後，學生參與回

收物品大比拼，學習辨識回收物的特質及條件，並以遊戲方式讓學生分辨物品是否

屬回收物，加深學生的印象。在工作員的觀察下，大部分學生都能領悟到環保知識，

並懂得分辨回收物品。而且學生在環保工作坊中積極投人，在講解時用心聆聽，更

在問答環節時積極回答問題，可見對環保的議題有進一步的了解。

下午蛋糕製作的部份，學生能自由裝飾自己的杯子蛋糕，學生都能夠勇於創作，

製作自己的杯子蛋糕。學生分組後與組員同心 協力由搓麵粉，到添加材料，至焗製

蛋糕，至最後的裝飾也是一手一腳親自體驗。

工作員的觀察下，學生都能夠 在活動中投入，用心理解環保知識。 在工作員最

後的抽問環節中，學生都能夠正確回答有關環保的知識，同時亦能覆述蛋糕製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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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可見學生在活動中有很大得著，對環保文化及甜品製作的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三、活動建議：

在蛋糕製作的部份，可先讓學生在裝飾前作簡單起稿，因不少學生在裝飾時不

停轉換設計，讓裝飾物附上太多糖粉， 對健康無益。故此，可先讓學生在實際裝飾

前作簡單草稿，不但減少糖粉，更能讓學生在藝術設計的部份上有更多的體驗，而

且可以提升對作品的滿意程度，有更多的滿足臧。

附件：小小藝術家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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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2018 區本參觀／戶外活動檢討報告I
一、活動內容：

活動名稱：航空體驗日

日期： 30/4/2018

地點：馬鞍山戲院、香港國際機場

人數： 36 人

目標：學生透過實地參觀及了解航空業的工作情況，有助他們了解自己的胜格及興

趣；到戲院觀看影，以體驗不同的活動，擴闊視野。

二、基本的運作及整體活動評估：

活動早上到馬鞍山戲院觀看電影，讓學生體驗在電影院觀看電影，並在過程中

認識戲院的不同設施。同時，在觀看電影前教導學生在戲院內的應有禮儀，如保持

安靜、不可搔擾其他觀眾、保持地方清潔、不可隨便站起來以避免阻擋其他觀眾的

視線。大部份學生都能夠在觀看電影的期間遵守規則，培養公德心，學習不要在公

眾場合中為公眾帶來不必要的搔擾。同時，學生在觀看電影後主動清潔自己所帶來

的垃圾，可見學生能實踐公德心。

在下午參觀機場的部份，學生參與導賞團在香港國際機場內穿梭不同的設施，

並聆聽導賞員的講解，認識香港的機場因具備甚麼條件而逵成國際機場的條件。活

動當天學生先到機場貨運區，了解貨運區的運作，並認識不同種類貨物在空運的過

程中需要如何處理。另外，學生到機場跑道附近，實地觀察飛機的特性，並了解飛

機不同的部份的作用。最後，學生跟隨導賞員參觀航空探知館，導賞員詳細講解飛

機不同的機件如何互相配合而運作，並分享有關航空業的冷知識，大大提高學生對

航空業的興趣。

工作員觀察到學生在參觀的過程中積極投入，願意發問不少有關航空業的問

題，可見學生盼望對航空業有更多的了解。另外，有部份學生因為是次參觀活動而

啟發日後的職業目標，以飛機師及飛機工程師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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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學生在是次活動中學習了有關電影相關的知識及電影院禮儀，並於

下午的機場參觀活動中，認識不少航空業的知識，有助部份同學了解自己的性格及

興趣。

三、活動建議：

因本次觀看電影的安排是由工作員協助將戲票給予戲院職員作入場手續，建議

可以將戲票給予學生，讓學生體驗親手用戲票給予戲院職員的手纘，可有更全面的

體驗。

附件：航空體驗日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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