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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周年計劃報告

科目/組別：  訓 輔 組 

本年度關注事項: 

項目 關注事項 備註 

1 
培養學生助人自助的態度，常存感恩的心。 

配合學校發展之關注事項目標

2.2 

2 
培育學生正向思維，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和抗逆力。 

配合學校發展之關注事項目標

2.3 

二.實踐情況：

策略 關注事項 成功準則 

表現 

達標 
未能 

達標 

未完

成 
原因 

1.「一人一職」計劃 

於三至六年級推行「一人一

職」計劃，以培養學生助人自

助的態度。  

-按不同服務崗位，於上、下

學期分別進行集會，以便教授

及分享相關職位的工作內容。 

-於上、下學期末分別選出不

同職位的最佳表現服務生。出

色的服務生會於校園電視台

1 1.80%參與計劃

的學生認同

透過計劃能

提升他們助

人自助的意

識 

2.80%教師認同

透過計劃能

提高學生助

人自助的意

 1. 因疫情關係，本年度的服務生只餘下

風紀及班長能於下學期協助服務。而

本年度亦取消了所有服務生集會，故

未能安排出色的服務生會於校園電視

台分享服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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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關注事項 成功準則 

表現 

達標 
未能 

達標 

未完

成 
原因 

分享服務經驗。 識 

 

1.優化周會時段編排 

-配合全人發展組需要，重新

整合各高年級、低年級及全

體周會。由全人發展組安排

周會內容及活動。 

-上學期以知識性內容為主，

下學期則以體驗性主題活

動為主。 

-按每月主題，配合周會與成

長課內容，以強化學生對主

題內容的認識和感受。 

2.優化「約瑟好孩子」小冊子 

-優化小冊子內容，以配合全

人發展組活動為主，讓學生

於活動前訂定目標，活動後

表達感受。 

-透過小冊子作為全學年的活

動記錄冊。 

3.安排主題活動周 

-本年度訓輔組以培育學生正

2 1. 學生認同

透過主題活

動能學會解

決問題的方

法及建立積

極生活態度 

2. 比 較 學 生

進 行 活 動

前 後 的 分

數，80%學

生 對 自 己

1）正向思

維、2）解

難能力、3）

助 人 自 助

的態度、4）

有 感 恩 的

心 的 評 分

上升 1.5分

或以上 

   1. 由於本年度主要以局部半日制形式上

課，故只能透過網課進行周會。大部

分原定的主題周會都未能如期進行，

於下學期進行了 3次主題周會。 

2. 本年度採用校內自行印制「約瑟好孩

子」小冊子，內容主要為下學期的活

動及周會進行反思。 

3. 護蛋行動改於 4月份進行，學生表現

投入，學生會於「約瑟好孩子」記錄

反思，部分學生亦於 Teams教室出留

言表示樂意於下學年接受更大的挑

戰。 

4. 學生於面談中表示喜歡「護蛋行動」，

透過活動能令他們從多角度思考如何

完成任務，亦有曾失敗學生主動要求

再嘗試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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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關注事項 成功準則 

表現 

達標 
未能 

達標 

未完

成 
原因 

向思維，提升學生的解難能

力和抗逆力作目標計劃以下

主題活動： 

-於12月份舉行一個全校參與

的活動周(主題目標為提升

學生的解難能力和抗逆力)-

例如：護蛋行動(每個學生派

發一隻蛋，需每天帶回家及

學校，並盡力保護其安全)。

學生於活動前需先預計活動

中可能出現的困難及解決方

法。活動後學生會於班內作

分享，並選出代表於全體周

會作總結分享。 

-於 2-3月份舉行貧富宴，配

合生命教育組的講座，以貧

富宴作體驗活動。過程中會

安排學生接受訪問，說出感

受和啟示。 

-於新翼有蓋操場設立「愛分

享」壁報板，讓學生於活動

後分享感受或給同學互相鼓

3. 80%教師對

學生 1）正

向思維、2）

解 難 能

力、3）助

人 自 助 的

態度、4）

有 感 恩 的

心 的 評 分

上升 1.5分

或以上 

學生能就相關

的主題活動作

出正面的回應

和分享 

5. 由於疫情關係，本年度取消了「貧富

宴」，只安排透過網課進行周會，讓學

生明白珍惜資源的重要性。 

6. 本年度改以 Teams教室取代一般壁報

板的展示。 

7. 學生於活動前後的自評分數，大部分

都有輕微上升。 

-我能保持樂觀的態度及正面的想

法。(-0.2) 

-我有信心能自己解決困難。(+0.7) 

-我樂意幫助別人，同時願意接受別人

的幫助。(+0.2) 

-我會凡事感恩。(0.3) 

8. 於問卷數據顯示教師對學生 1）正向

思維、2）解難能力、3）助人自助的

態度、4）有感恩的心的評分，分別輕

微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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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關注事項 成功準則 

表現 

達標 
未能 

達標 

未完

成 
原因 

勵，以培養學生正向思維及

感恩的心。 

4. 與中文科合作進行電子繪

本創作活動。 

-於聖誕假期間初小會以護蛋

行動的感受進行創作。 

-於復活節期間高小會以貧富

宴的感受進行創作。 

  -我認為學生有樂觀的態度及正面的想

法。(+0.5) 

  -我認為學生有信心能自己解決問題。

(+/-0) 

  -我認為學生樂意幫助別人，同時願意

接受別人的幫助。(+0.3) 

  -我會凡事感恩。(+0.1) 

 

三.就上述表現，對新一年度計劃提出建議： 

1. 建議下年度整合全人發展組的計劃，統一成一個周年計劃。 

2. 建議下學年能加強主題活動前的輸入及活動後的反思。 
     

四. 計劃行事曆: 
項目 工作摘要 推行日期 負責人 備註 

1.  「青苗大使」 全學年 敏 完成 

2.  敬師日活動 10/9 敏、健 完成 

3.  「班級經營」計劃(班課、級課) 全學年 敏、健 未完成 

4.  「約瑟好孩子」獎勵計劃 全學年 健、敏 完成 

5.  學生講座及工作坊 全學年 敏 未完成 

6.  性教育講座 上學期 敏 未完成 

7.  網絡危機講座 上學期 敏 完成 

8.  級訓輔會議 每級全學年兩次 健、敏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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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風紀訓練謍 2020年 12月 20-21日 訓輔組成員 未完成 

10.  主題周活動 12月-護蛋行動 

2-3月-貧富宴 

健、敏 完成 

未完成 

11.  小六生活營 2021年 5月 5-7日 敏、健、 

生命教育組 

粉嶺浸會園 

未完成 

12.  小六升中適應講座 2020年 11月及 2021年 7月 敏 完成 

13.  「愛分享」壁報板 全學年 敏、健、全人發展組 完成 

 

五. 財務報告 
項目 詳述 獲批款項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備註 

學校撥款   $3,000.00       

1.班級經營 活動禮物及物資   $1,000.00     

            

2.「約瑟好孩子」計

劃 
活動禮物及物資   $1,500.00 $854.00    

3.青苗計劃培訓 活動禮物及物資   $500.00     
 總計： $3,000.00 $3,000.00 $854.00   
   餘 款：   $2,146.00  

        

 全方位學習津貼    

項目 詳述 獲批款項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備註 

津貼撥款   $12,000.00       

1.風紀訓練謍 
禮物   $1,000.00     

活動物資   $1,000.00     

2.小六生活營 學生活動費用   $10,000.00     
 總計： $12,000.00 $12,000.00 $0.00   
 餘款：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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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國民教育支援津貼 
   

項目 詳述 獲批款項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備註 

津貼撥款   $5,900.00       

1.貧富宴 活動物資   $3,000.00     

2.護蛋行動 活動物資   $500.00     

  (29/4)購買護強行動活動物資(密實袋)     $143.60   

  (29/4)購買護強行動活動物資(雞蛋)     $320.00   

3.外購性教育講座 邀請講者費用   $1,200.00     

4.外購網絡危機講座 邀請講者費用   $1,200.00     

            
  總計： $5,900.00 $5,900.00 $463.60   
 餘款：   $5,436.40  

 

五. 
組長： 鄧子健主任、李敏詩姑娘 

核心組員：李俊康老師、周瑞嬋老師、毛麗嫦老師 

組員：全體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