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李志達紀念基金主辦 

李志達紀念學校 

2021-2022 

周年校務計劃 



 
 

2 

目錄 

(一) 學校抱負和使命 

(二) 學校及各科周年校務計劃 

1. 學校周年校務計劃 

2. 各科 

(三) 附件 

1.  2021 / 2022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活動計劃表 

2. 2021 / 2022學年姊妹學校交流計劃書 



 
 

3 

學校抱負和使命 

本校辦學的使命是為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提供陽光教育，以達全人發展的路

向。我們會在博雅教育的基礎上，透過愉快有效的學習來發展孩子的創意，

好讓孩子在廣博的知識基礎上、高雅的品德情意下，能有效地發展終身受用

的適應能力（例如：溝通、協作、應變和自學等能力）、思維能力（例如分

析、解難和判斷等能力）和創意能力；而創意能力的培育正是我們陽光教育

新階段發展重點，也是我們辦學的重要使命。我們期望李志達紀念學校培育

出來的孩子，既能創新應變，又能自信、合群，既能照顧自己，又能服務他

人、貢獻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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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達紀念學校 

周年校務計劃 

21-22 年度 

 

 

 

關注事項 

 

1. 照顧學生個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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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達紀念學校周年校務計劃 (21-22) 

關注事項 ﹕照顧學生個別差異 

目標 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1 提升尖子發展

的整全性 

1.1 推行志達領袖學院計劃。   75%領袖學院老師認同推行

志達領袖學院計劃有助提

升尖子發展的整全性。 

教師訪談 全年 學生學習支援組 

1.2. 優化領袖訓練活動(軍團) 

 加強領袖培訓及角色訓練(全年 3

次) 

 於軍團手冊內列明工種及職能檢

視與設定 

 加強各軍團負責老師與學生聯繫

及緊密關係 

 80%軍團老師認同優化領袖

訓練活動有助提升尖子發

展的整全性。 

校本問卷 

 

全年 校本文化組 

1.3. 周會小主持訓練 

 周會小主持訓練 

 小息集隊主持 

 80%老師認同周會小主持訓

練有助提升尖子發展的整

全性。 

校本問卷 

 

全年 級本組 

1.4. 深化組長的領袖能力 

 

 80%老師認同優化領袖訓練

活動(軍團) 有助提升尖子

發展的整全性。 

校本問卷 全年 校本文化組 

2. 讓不同能力的

學生均能有所發

揮 

2.1 深化有效的合作學習策略 

 70%教師認為學生透過課堂

有效的合作學習策略，分層

能力課業及參加延伸學科

活動，能讓不同能力的學生

均能有所發揮。 

校本問卷 

 

全年 科本組 

2.2 持續優化分層能力課業 

2.3 延伸學科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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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高弱生的

自信心。 

3.1. 推行有效的輔導課程。 

 補底小組(英默) 

 小組課程補底+功輔  

 70%學生的英文科默書成績

有進步。 

 70%學生的中文及英文科成

績有進步。 

成績統計數據 全年 學生學習支援組 

3.2. 為特殊教學支援人員提供培訓 

 

 

 70% 教學支援人員認同為

特殊教學支援人員提供培

訓能幫助他們認識特殊學

生的需要及堂支援技巧，從

而提高弱生的自信心。 

教師訪談 全年 學生學習支援組 

3.3. 提升輔導班效能。 

  

 每星期巡查不少於兩次。 

 學生態度及秩序良好。 

教師觀察 全年 學生學習支援組 

3.4. 推展假期補底計劃。  

 

 70%學生的英文科默書成績

有進步。 

 70%學生認為假期補底計畫

的活動有趣。 

成績統計數據、 

學生訪談 
全年 學生學習支援組 

3.5.申請當班長計劃 

 

 學生對申請當班長計劃反

應正面積極。 

教師觀察、 

委員會檢討 
全年 校本文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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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達紀念學校周年校務計劃 (21-22) 

中文科 

關注事項(學校) ﹕照顧學生個別差異  

目標 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2. 讓不同能力的學生均能有

所發揮 

2.1 優化合作學習活動策略 

 每單元不少於一次運用小組合

作學習策略進行學習 

 訓練學生科本合作學習常規：

古詩文對讀 

80%教師認為優化有效的合作學習

策略、分層課業，並舉行延伸學科

活動，能讓不同能力的學生有所發

揮 

校本問卷 全年 科主席 

2.2 優化分層能力課業 

 每單元不少於 1 張分層工作

紙，並附上 QR CODE 

2.3  延伸學科活動 

 於 2 月舉行學科主題活動—─

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燈謎 

 於 5 月舉行硬筆書法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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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科本) ﹕1. 提升學生創意思維能力 

目標 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提升學生創意思維能力  重整寫作教學安排，利用寫作

樂作平台，設計開放性題目，

讓學生發揮創意，進行創作。 

80%教師認為重整寫作教學的安

排，能提升學生創意思維能力 

校本問卷、 

檢視科本文件 

全年 科主席 

科任 

關注事項(科本) ﹕2. 提升學生的中國文學素養 

目標 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提升高小學生對文言文的認識

和理解 

 優化五年級及六年級的校本升

中銜接課程 

80%相關級別的教師認為優化校本

小五、小六升中銜接課程能提升學

生的中國文學素養 

核心會議檢討 全年 科主席 

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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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Chi Tat Memorial School (21-22) 
English Annual Plan 

 

School-based Major Concern: Catering For Individual Learning Differences 

Targets Strategies / Tasks Success Criteria Assessment 

Methods 

Time Scale Teacher(s)-in- charge 

2. Enabl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learning abilities to fulfill 

their potentials 

1. Strengthen effective cooperative 

learning strategies 

- Incorporate pair discussions / tasks in 

GE lessons (1 time / unit) 

More than 70% of teachers agree that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learning 

abilities can fulfill their potentials 

through effective cooperative learning 

strategies, graded assignments, 

extended subject activities and 

e-learning strategies. 

 

School-based 

Questionnaire  

Whole Year Panel chairs and subject 

teachers  

2. Improve graded assignments 

- Polish the design of graded 

worksheets for weaker students by 

adding QR codes  

3. Implement extended subject 

activities  

- Involve students in Christmas 

activities  

4. Develop e-learning strategies 

- Share and evaluate e-learning 

teaching strategies in core panel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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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oost less-able students’ 

confidence 

1. Implement S4 tutorials in GE 

lessons (5 min. Summary in 

Cantonese in Zoom / Class) 

 

More than 70% of teachers agree that 

less-able students’ confidence has 

been raised through special assistance 

to less-able students. 

School-based 

Questionnaire  

Whole Year Panel chairs and subject 

teachers  

2. Organize Dictation Remedial Class 

for less-able students in P.1-2 

3. Post revision videos on e-learning 

platforms 

 

Subject-based Major Concern: Strengthen students’ writing abilities 

Targets Strategies / Tasks Success Criteria 
Assessment 

Methods 
Time Scale Teacher(s)-in- charge 

1. Strengthen students’PS1 

skills in Listening, Writing 

(story-ending), Reading 

(informational text) 

1. Reading:  

- Include informational texts in 

Level-Up WS (P.3-4) for high 

achievers 

- Design Level-Up WS (P.5-6) for all 

students 

2. Listening:  

  - Introduce the format of PS1 

Listening to P3 students at term end 

More than 70% of teachers agree that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reading 

(informational text) has improved. 

Teachers’ review 

in panel meetings 

 

Whole Year Panel chairs and subject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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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tend high achievers’ 

English abilities 

1. Implement Surpass PERS 

-Select more-able PERS students in 

P.3-5 and form eight groups.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spell some 

words chosen from PERS books every 

day and record their learning. 

-Teachers will monitor students’ 

performance and give feedbacks. 

More than 70% of teachers agree that 

high achievers’ English abilities has 

been extended through Surpass PERS 

School-based 

Questionnaire  

Whole Year Panel chairs and subject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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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達紀念學校周年校務計劃 (21-22) 

數學科 

 

關注事項(學校) ﹕照顧學生個別差異  

目標 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2.2 讓不同能力的學 

生均能有所發揮 

1.深化有效的合作學習策略 

 優化小組各組員的角色及工作目標，

讓各人均能有所發揮 

80%教師認為深化有效的合作學習

策略、優化分層能力課業、延伸學

科活動及發展各科電子學習的策

略，能讓不同能力的學生有所發揮。 

校本問卷、 

檢視科本文件、 

科會檢討 

 

全年 科主席 

2.優化分層能力課業 

 每單元設計最少一張分層能力的活動

工作紙，並加入二維碼解釋部份高階

題目 

3.延伸學科活動 

 於 6 月舉行學科活動—魔力橋比賽 

  

 

 

關注事項 2 (科本) ﹕發展多元化的電子教學模式 

目標 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2.1 發展多元化的電

子教學模式 

1. 鼓勵同事參加 EDB 工作坊及觀課。  

2. 於科會分享 ZOOM CLASS 教學技巧及

提升課堂效能的方法 

 

不少於 5 位科任參加工作坊。 統計人數 全年  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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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3 (科本) ﹕提升學生解數學題能力 

目標 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3.1 提升學生解數學 

   題能力 

1. 透過檢視及回饋評估成績，加強學生

解題及運算能力。 

 

在評估試卷中，學生列寫橫式及

式題的答對率多於 70%。 

統計學生評估表現 全年 科核心及科任 

 

關注事項 4 (科本) ﹕優化本科教學內容 

目標 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4.1 優化本科教學 

內容 

1. 按單元優化各級學習日誌，加入該單

元的學習難點及難題，加強學生的數

學能力。 

2. P.3,5 於教案內滲入新課程內容。 

多於 85%教師認為優化學習日

誌，能優化本科教學內容。 

 

科會檢討、  

校本問卷  

 

全年 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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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達紀念學校周年校務計劃 (21-22) 

常識科 

關注事項(學校)：照顧學生個別差異  

目標 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1. 讓不同能力的 

學生均能有所 

發揮 

深化有效的合作學習策略 

 優化小組各組員的角色及工作目標，

讓各人均能有所發揮 

85%科任認為優化小組各組員的角

色及工作、分層活工、延伸學科活

動、於課堂加入電子學習的元素、

於課堂內設不同層次的提問能讓不

同能力的學生有所發揮。 

校本問卷、 

科會檢討、 

檢視科本文件 

全年 科主席 

優化分層能力課業 

 每單元設計最少一張分層能力的活動

工作紙 

全年 科主席 

延伸學科活動 

 舉行延伸學科活動，讓不同能力的學

生發揮所長，如科學科技日、P.4,6 

STREAM Project 

全年 科主席 

發展電子學習的策略 

 邀請科任參加校外工作坊及觀課 

 於科會分享提升ZOOM課堂效能的技

巧或活動 

全年 科主席 

優化不同層次的提問技巧 

 檢視教學計劃內的提問，於課堂內編

排不同層次的提問，並指定由對應能

力的學生作答 

全年 科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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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科本)：促進師生 STEM 範疇的專業發展 

目標 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1. 加強教師對

STEM 的接觸面 

科任參與與 STEM 有關的分享會或工作坊 

 邀請外間機構或資深科任於科會分享

STEM 主題講座 

 邀請科任參與教育局培訓工作坊 

80%科任認為透過 STEM 主題講座/ 

工作坊及協助籌辦科學科技日能加 

強教師對 STEM 的接觸面 

校本問卷、 

科會檢討 

全年 科主席 

科任協助籌辦 STEM Up 科學科技日 

 科任協助構思及推行科學攤位體驗的

活動，並於當天與家長義工一起教授

學生 

全年 科主席 

2. 加強學生對

STEM 的接觸面 

優化科機課程 

 持續更新科學實驗及工作紙，並於課

堂增加生活應用的例子及科學家的介

紹 

 簡化低年級的機械人製作，而高年級

則以 Micro:bit 再作延伸，如四年級會

利用 Micro:bit 製作小發明，五、六年

級會加入擴展板及傳感器，製作避障

車 

80%科任認為優化科機課程、推行 

STREAM Project、參加校外比賽、 

舉行科學科技日能加強學生對 

STEM 的接觸面 

校本問卷、 

科會檢討、 

檢視科本文件 

全年 科主席 

於四、六年級推行 STREAM Project 

 優化四、六年級的 STREAM Projec 

P.4：4 月

P.6：6 月 

科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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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校外的 STEM 活動或比賽 

 科任帶領志達領袖學院的學生參與活

動或比賽 

  全年 科主席 

舉行 STEM Up 科學科技日 

 增加活動前的輸入，提升學習效能 

6 月 科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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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達紀念學校周年校務計劃 (21-22) 

視藝科 

 

 關注事項 1(學校) ﹕照顧學生個別差異  

目標 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1.1 提升尖子發展

的整全性 

1. 參與全港小學傑出視覺藝術學生

選舉暨展覽( 2021/2022) 

 

75%教師認為學生透過參與全港小學

傑出視覺藝術學生選舉暨展覽

( 2021/2022)、視藝精英學生作品展、

參觀藝術展覽，能提升尖子發展的整

全性。 

 

 

 

 

 

 

 

 

科會檢討 

 

下學期 科主席 

2. 舉辦視藝精英學生作品展 

 讓視藝精英的同學能夠展 

出佳作 

下學期 科主席 

3. 安排最少 1 次藝術參觀 

 讓尖子學生參觀文化展覽 

及活動 

全年 科主席 

1.2 讓不同能力的

學生均能有所發揮 

 

1. 優化校內視藝作品展示機會 

 在課室擺放學生課堂外的作品 

75%教師認為學生透過優化校內視藝

作品展示機會、藝術參觀、優化視藝

歷程冊(畫冊)及由視藝之星帶領的摺

紙活動，能讓不同能力的學生均能有

所發揮。 

全年 全體科任 

2. 安排最少 1 次藝術參觀 

 讓不同能力的學生參觀文化展覽

及活動 

 

全年 全體科任 

 3. 優化視藝歷程冊(畫冊)的使用 

讓學生把課堂重點記錄(例如不同藝

術主義的特點、藝術家精要內容) 

全年 全體科任 

1.4 延伸學科活動 4. 舉辦由視藝之星帶領的摺紙活動 全年 科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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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1(科本) ﹕提升師生藝術文化底蘊 

目標 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1.1 深化教師藝術

造詣 

1. 安排教師全年最少 1 次藝術參觀 

  參觀校外藝術展。 

 75%教師認為參觀藝術展覽、分享藝

術圖書及舉辦工作坊能深化教師藝

術造詣。 

  

  

科會檢討 

 

 

全年 

 

倫 

2. 安排教師分享藝術圖書 

 從已購買的藝術圖書中選取一

本，並互相分享書中的點子。 

科任分享會進行 全體科任 

3. 舉辦工作坊與科任分享科本知

識 
上、下學期各一次 倫寶 

1.2 深化學生藝術

造詣 

1. 優化”ARTIST QUOTES”的應

用 

 讓學生透過認識相關的藝術家

的背景，更深入的了解其藝術家

的心得，並應用在創作上。 

 利用ARTIST QUOTES 設計學習

設計元素及增強創意。 

75% 教 師 認 為 優 化 ”ARTIST 

QUOTES”的應用能深化學生藝術造

詣。 科會檢討 

 
全年 全體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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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2(科本) ﹕營造全校性的藝術氛圍 

目標 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2.1 讓學生增加接觸

藝術的機會，營造全

校性的藝術氛圍 

 

1. 舉辦健力士「拼畫 BATTLE」，

讓學生感受與同學及老師合作

繪畫的趣味。 

75%教師認為「拼畫 BATTLE」活動及

優化小息時段舉行「遊藝園」的全年

性視藝活動能讓學生增加接觸藝術的

機會，營造全校性的藝術氛圍。 

      

 

 

學生統計 

科會檢討 

 

 

5 月 倫 

2. 優化小息時段舉行「遊藝園」

的全年性視藝活動。 

 增設繪畫以外媒介的創作專

區，如摺紙、泥膠和書法等 

。 

科會檢討 全年 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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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達紀念學校周年校務計劃 (21-22) 

音樂科 

 

關注事項(學校) ﹕照顧學生個別差異  

目標 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目標： 

1.1 提升尖子發展的整全性 

1.1.1 重整專項訓練，入選的學生必

須通過面試或測試 

不少於 75%老師同意重整專項訓

練、樂器收費班劃分不同階段及設

立流行樂隊能提升尖子發展的整全

性 

科會檢討 

(年終) 

 

全年 科主席 

1.1.2 設立流行樂隊，提拔懂樂器學

生的合奏能力 

不少於 75%老師同意設立流行樂隊

能提升學生的合奏能力 

科會檢討 

(年終) 

 

全年 科主席及相關科任 

例子: 

1.2 增強教師的本科知識及教

學技巧 

透過同儕觀課，並於科會檢討，以

提升教學效能。 

不少於 75%老師認為教師教學及教

學效能有所提升 

科會檢討 

(年終) 

全年 全體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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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達紀念學校周年校務計劃 (21-22) 

資訊科  

 

關注事項 1(學校) ﹕照顧學生個別差異  

目標 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2. 讓不同能力的學生均能有所

發揮 

 

1.延伸學科活動 

-在學期結束前，舉行班際比賽。 

 80%教師認為延伸學科活動及

發展各科電子學習的策略，能

讓不同能力的學生有所發揮。 

校本問卷 

科會檢討 

 

全年 科主席及科任 

2.發展電子學習的策略 

-邀請科任參加工作坊，並於科會

分享。 

 

關注事項 2(科本) ﹕加強全校師生對資訊素養的認識  

目標 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2.1 提升教師的資訊素養 

  

舉辦教師工作坊及定期提供相關

資訊的閱讀材料 

 80%教師認為工作坊或閱讀材

料有助加深對資訊素養的認

識。 

校本問卷 全年 科主席及科任 

2.2 提升學生的資訊素養 善用 TEAMS 學習平台，學生於長

假期自學「資訊素養」內容 

 80%學生全年最少兩次登入

TEAMS 平台，自學資訊素養內

容。 

檢視教學內容 全年 科主席及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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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3(科本) ﹕加強全校學生對網上學習平台 TEAMS 的認識  

目標 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3.1 提升學生對網上學習平台

TEAMS 的認識 

 

規劃教授網上學習平台的課程 每級需於上學期利用一節教授使用

網上學習平台的課程。 

檢視教學內容 全年 科主席及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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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達紀念學校周年校務計劃 (21-22) 

 體育科 

 

關注事項 1 (校本) ﹕照顧學生個別差異 

 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1.1  提升尖子發展的

整全性 

 引入外間機構，發展體育項目，例如中

國武術、乒乓球、游泳、中國舞蹈及花

式跳繩。 

 成立不同的體育隊伍(例如舞蹈)，由老

師作專項培訓。 

 安排學生參與校外比賽，例如北區區運

會、北區水運會及北區各類學界比賽

等。 

80%教師認同引入外間

機構訓練、成立不同的

體育隊伍、安排校外比

賽，能提升尖子發展的

整全性。 

校本問卷 

 

 

統計比賽獲得

的獎項 

 

全年 科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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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1 (科本)﹕ 培養學生積極主動地做運動的習慣 

目標 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1.1培養學生積極主動

地做運動的習慣 
 
 
 
 
 

 安排課前體育訓練，如中國武術及舞蹈 

 舉辦聯校陸運會及水運會 

 

 

 安排小息展活力活動 

(安排在下學期開展，但需視乎當時的

疫情發展再作安排。) 

 於消閒站時段，安排足毽、跳繩、射籃

球、足球、手抓球活動 

(需視乎當時的疫情發展再作安排。) 

 配合「志達健力士」舉辦各級競技比賽 

不少於 75%的學生認為

透過體育科活動(例如陸

運會、水運會、課前體

育訓練、小息展活力活

動、「志達健力士」、消

閒站運動項目等)，能培

養學生積極主動地做運

動的習慣。 

校本問卷 

 

 

-全年 

 

 

科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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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達紀念學校周年校務計劃 (21-22) 

  普通話科 

 

關注事項(學校) ﹕照顧學生個別差異  

目標 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1. 提升尖子發展的整全性。 1.1 推薦高水平的學生參加全港性比賽。 

 

推薦不少於 10 名高水平

的學生參加全港性普通

話比賽。 

統計 全年 科主席 

2. 讓不同能力的學生均能

有所發展。 

2.1 持續有效的合作學習策略︰課堂中

 如有合適的課題，多讓學生作分組討

 論。 

2.2 提供網上自學資源，鼓勵學生根據自

 己的程度提升普通話能力。 

有 75%教師認為進行分

組討論及提供網上自學

資源能讓不同能力的學

生均能有所發展。 

訪談 全年 科主席 

 

 

關注事項(科本) ﹕提高學生口語表達的條理性及學習語音的興趣 

目標 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1. 提高學生口語表達的條

理及邏輯性。 

1.1 課堂上多進行口語表達的練習，教師

 即時點撥，讓學生修正問題，提升表

 達力。 

 

 

有 75%學生認為課堂上

進行口語表達時，教師

即時點撥，能提升我的

普通話表達的條理及邏

輯性。 

  

觀察、 

學生訪談、 

科會檢討 

全年 

 

 

 

科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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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多元和趣味性活動提

高學生學習語音知識

的興趣。 

 

2.1 設計多元的語音活動，以提高學生學習

語音知識的興趣。 

 

2.2 設計課堂表現獎賞，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課堂活動。 

有 75%學生認為趣味活

動及課堂表現奬賞，能

提升我的學習興趣。 

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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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達紀念學校周年校務計劃 (21-22) 

圖書科 

 

關注事項 1(學校) ﹕照顧學生個別差異  

目標 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1.1 持續有效的合

作學習策略 

小組分享圖書 

 讓同學於組內分享圖書，組長先

示範，後讓組員嘗試 

 

75%老師認為學生能就所學習之分享

技巧，於課堂上展示。 

 

 

 

科會檢討 

（年終） 

全年 

 

全體科任 

1.2 讓不同能力的

學生均能有所發揮 

 

課堂上分享圖書的機會 

 讓每位同學於課堂上，有至少一

次分享圖書的機會 

75%老師認為學生透過於課堂上分享

圖書，能讓不同能力的學生均能有所

發揮。 

 

 

全年 

 

全體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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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1(科本) ﹕在校內營造良好的閲讀氛圍       

目標 策略 / 工作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時間表 負責人 

1.1 讓學生增加閲

讀的機會，在

校內營造良好

的閲讀氛圍 

1. 增加學生於校內閲讀的時間 

 於圖書課內，讓學生有至少 20 分

鐘時間安靜閲讀圖書，期望學生

能因長時間接觸閱讀，而提升學

生對閲讀的興趣 

75%老師認為學生在校內多了閲讀圖

書的時間。 科會檢討 

（年終） 

 

全年 

 
全體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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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 /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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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達紀念學校 

負責人姓名： 李天倫   聯絡電話號碼： 26738581 
 

A.  校本津貼受惠學生人數(人頭)預計共 462 名(包括 A. 領取綜援人數：53 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296 及 C. 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數：

113 名)  B. 獲校本津貼資助/補足費用的各項活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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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獲資助合資格 

學生名額# 

 

預計開支 

($) 

合辦機構/服務供

應機構名稱 (如適

用) 
A B Ｃ 

旅行 

P.1-2 大埔海濱公園 

P.3 荔枝角公園  

P.4 粉嶺鶴藪水塘  

P.5-6 蝴蝶灣公園 

學生透過經歷及實踐多

元化的學習方式，從而

促進同學及師生之間的

感情， 學習與人相處及

合作的態度。 

超過 95%學生

參加本活動。 

級會檢討、 

統計參加人數 

2021 年 

11 月 4 日 

53 296 0 $10000  

學科活動 

(中、英、數、常及 

STEM 等範疇) 

(6 項) 

透過活動例如文化日和

外出參觀等，提升學生

對學科的興趣，並藉參

與寫作或科技比賽等豐

富學生的 

比賽經驗。 

超過 95%學生

參加本活動。 

科會檢討、 

統計參加人數 

2021-2022 53 296 113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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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科活動 

(音樂、體育及視藝等

範疇) 

(10 項) 

從參加對外比賽、參觀

和舉辦展覽中，令學生

累積不同的經驗和成功

感，在學科以外發展多

元潛能，  達致全人發

展。 

超過 95%學生

參加本活動。 

科會檢討、 

統計參加人數 

2021-2022 53 296 113 $50000  

校本全方位活動 

(5 項) 

學生透過參與學校舉辦

的另類活動如志達健力

士、軍團及志達領袖學

院等走出課室的經歷和

訓練，達 

到多元發展。 

超過 95%學生

參加本活動。 

檢討、 

統計參加人數 

2021-2022 53 296 113 $50000  

購買物資／器材 購買物資／器材提升學

習效能。 

 級會檢討 2021-2022 53 296 113 $10000  

活動 

項目總數： 25  

 ＠學生人次 
265 1,480 452  

**總學生 

人次 

2197 

備註: 

*活動類別如下：功課輔導、學習技巧訓練、語文訓練、參觀/戶外活動、文化藝術、體育活動、自信心訓練、義工服務、歷奇活動、領袖訓練及社交/溝通技巧訓

練 

@學生人次：上列參加各項活動的受惠學生人數的總和 

**總學生人次：指學生人次(A) + (B) + (C) 的總和 

# 合資格學生: 指(A)領取綜援、(B)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及(C)學校使用不超過 25%酌情權的清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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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學校交流計劃書 
2021 / 2022 學年 

 
學校名稱： 李志達紀念學校 

學校類別： 
*小學 / *中學 / *特殊學校  

(*請刪去不適用者) 
負責老師： 周鳳筠副校長 

 
擬於本學年與以下內地姊妹學校進行交流活動： 

1. 北京市翠微小學   

2.  

3.  

 
本校擬舉辦的姊妹學校活動所涵蓋層面及有關資料如下：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可選多項)及/或在「其他」欄填寫有關資料)  
 
甲. 管理層面（*擬舉辦 / *不擬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A1  探訪/考察 B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A2  校政研討會/學校管理分享 B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A3  會議/視像會議 B3  
交流良好管理經驗和心得/提升學校行

政及管理的能力 

A4  
與姊妹學校進行簽約儀式/商討交流

計劃 B4  擴闊學校網絡 

A5  其他(請註明) : B5  擴闊視野 
   B6  建立友誼/聯繫 
   B7  訂定交流計劃/活動詳情  
   B8  其他(請註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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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教師層面（*擬舉辦 / *不擬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D1  探訪/考察 E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D2  觀課/評課 E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D3  示範課/同題異構 E3  建立學習社群/推行教研 
D4  遠程教室/視像交流/電子教學交流 E4  促進專業發展 
D5  專題研討/工作坊/座談會 E5  提升教學成效 
D6  專業發展日 E6  擴闊視野 
D7  其他(請註明) :  E7  建立友誼/聯繫 

   E8  其他(請註明) : 
 

丙. 學生層面（*擬舉辦 / *不擬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G1  探訪/考察 H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G2  課堂體驗 H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G3  生活體驗 H3  擴闊視野 
G4  專題研習 H4  建立友誼 
G5  遠程教室/視像交流/電子學習交流 H5  促進文化交流 
G6  文化體藝交流 H6  增強語言/表達/溝通能力 
G7  書信交流 H7  提升自理能力/促進個人成長 
G8  其他(請註明) : 筆友計劃 H8  豐富學習經歷 

   H9  其他(請註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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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家長層面 （*擬舉辦 / *不擬舉辦）(*請刪去不適用者) 
 (註 :學校不可使用姊妹學校計劃津貼支付家長在交流活動的開支) 

交流項目 預期目標 
編號  描述 編號  描述 
J1  參觀學校 K1  增進對內地的認識和了解 
J2  家長座談會 K2  增加對國家的歸屬感/國民身份的認同 
J3  分享心得 K3  擴闊視野 
J4  其他(請註明) : K4  加強家校合作 
   K5  加強家長教育 
   K6  交流良好家校合作經驗和心得 
   K7  其他(請註明) : 

 
擬運用的監察/評估方法如下： 
編號  監察/評估方法 
M1  討論 
M2  分享 
M3  問卷調查 
M4  面談/訪問 
M5  會議 
M6  觀察 
M7  報告 
M8  其他(請註明) : 

 
津貼用途及預算開支： 
編號  交流項目 支出金額 
N1  到訪內地姊妹學校作交流的費用 / 
N2  在香港合辦姊妹學校交流活動的費用 / 
N3  姊妹學校活動行政助理的薪金 (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20%) HK$30,000 
N4  視像交流設備及其他電腦設備的費用 HK$60,000 
N5  交流物資費用(筆友計劃) HK$20,000 
N6  在香港進行交流活動時的茶點開支(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2%) / 
N7  老師的一次入出境簽證的費用(註:不可超過學年津貼額的 1%) / 
N8  其他(請註明) : 課堂互動教學物資 HK$10,000 
N9  學年預計總開支 HK$120,000 
N10  沒有任何開支 不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