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利中學
周年校務計劃（2018/19 至 2020/21）
關注事項: (一) 提升學習動機
目標

策略

成功準則

1.1.1 各科舉辦多元化的課外活動，讓學生了解各科 1.
於生活中的重要性與實用性

1.1 讓學生了解各科的重
要性與實用性(認知)


各科於課外時間安排與科目相關的學習活 2.
動如參加校內/外比賽、外出參觀、午間消
閒活動、學習營等讓學生了解各科於生活中
的重要性與實用性

按各科課程訂定不同的學與教策略，如根據
學生能力於相同的學習目標或課題內設置
不同程度的多元化課業或評估策略

1.2 透過照顧學習多樣性
及深化電子學習，提升
1.2.2 定期舉行電子教學交流會，提升教師對電子學 3.
學生學習興趣(態度)
習最新資訊的了解


各科於全年需舉辦不少 科務計劃書
於 2 次的課外活動
活動資料
成功於各學習週舉行不
檢討報告
同活動
學生問卷

負責人
科主任
任教老師

活動紀錄

於校曆內擬定不同的學習週，如中國文化
週、英文週、STEM Week 等，與不同科目
策劃多元化學習活動供學生參加

1.2.1 各科能甄別高、中、低學生，並配合學與教策 1.
略如多元化課業或評估策略等，根據學生能力
安排學習活動
2.
 各科甄別出高、中、低學生


評估方法

校內定期舉行電子教學交流會，分享最新資
訊或實踐成果

1

各科能交出高、中、低學 科務計劃書
科主任
生名單
甄別準則
各科於檢討報告中顯示
高中低學生名單
相關策略的資料及實施
檢討報告
情況
學生問卷
每學年舉辦不少於 2 次 教師問卷
電子教學交流會

學教組

1.2.3 各科擬訂電子教學策略，發展電子學習的教學 1.
模式，以多媒體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2.
 各科需制訂「學科電子學習發展計劃」並加
入程序手冊內、亦需要於進度表內顯示相關
策略，落實於日常教學中

學科電子學習發展計劃

1.2.4 各科設置電子資源庫，學生按自身能力選擇適 1.
合的學習資源，讓學生主動學習
2.
 加強培訓學生自學能力，教師運用合適的學
習資源，緊扣課程學習重點，以提升學習動
機

成功於建立電子資源庫



於校內由中一及中四(高中科目)開始試行建
立中央電子學習資源平台，讓學生更易獲取
相關延伸或鞏固學習資源或學習資訊

1.2.5 各科能使用資訊科技檢測學生學習進度，調適 1.
教學


老師利用電子平台或應用程式的即時檢測
功能，檢測學生學習果效，以評估促進學習
1.

1.2.6 推行一人一機計劃


改善學校軟/硬件設施，發展電子化校園



建立中央學習管理平台(LMS)



由中一開始，各科更新學與教策略，善用平 2.
板電腦教學
2

學 科 電 子 學 習 學教組
發展計劃
各老師於每班不少於 2
科主任
次 (18/19) 、 3 次 科務計劃書
任教老師
(19/20) 、4 次(20/21)的課
進度表
堂上按「學科電子學習發
展計劃」佈置具趣味性及 觀課紀錄
互動性學習任務(上述次 檢討報告
數以每週上課二節作計
學生問卷
算，各科請按比例計算實
際次數)
學 科 電 子 學 習 學教組
發展計劃
各科逐年將課後學習資
科主任
源放於平台上。初中級由 電子資源庫
任教老師
中一級開始，逐年遞增至
學生問卷
中三級；高中級由中四級
開始，逐年遞增至中六
級。

各科定時利用電子平台 學 科 電 子 學 習 科主任
或應用程式的即時檢測 發展計劃
任教老師
功能，檢測學生學習果效 科務計劃書
評估數據
學生問卷
檢討報告
70%家長安裝及使用 eClass eClass App 下載 學教組
App，初中老師每次佈置家 次數
圖書館
課均透過 eClass App 「家
課冊」功能通知家長及學生 eClass App 「家 IT 組
課冊」紀錄
由中一起建立學習管理平
科主任
LMS 紀錄
台 LMS
任教老師
進度表



推擴電子閱讀



加強學生資訊科技素養教育



提升教師運用平板電腦教學的能力



讓家長了解學校電子學習情況

3.

所有科目均能運用平板電 學生問卷
腦於日常教學上

4.

學生能於課外時利用電子
閱讀工具閱讀

5.

學生能了解如何使用合適
的電子學習工具學習，亦了
解使用時所需的規則與素
養

6.

初中任教老師參加不少於
一次與運用平板電腦教學
的專業發展活動

7.

每年舉辦不少於一次家長
電子學習工作坊，讓家長了
解學校電子學習情況

家長問卷

1.3.1 發展 STEM 教育，推展 STEM 活動，提昇學生 相關科目每年舉行至少一次 活動資料
探究創新精神
STEM 活動
學生成品
 學校設立 STEM 統籌組，協調各科 STEM
學生問卷
活動
檢討報告
 相關科目需以學生生活經歷為本，加入數理
1.3 推動跨學科學習，讓學
科學技術等元素作探究，提昇學生實作能力
生在生活中實踐所學
及探究創新精神
(行為)
1.3.2 推展跨學科活動，讓學生綜合知識，實踐所學 相關科目每年舉行至少一次 活動資料
跨學科活動
 各科需與其它科合作，透過檢視進度表，學
學生成品
習課題等交流，設計跨學科活動
學生問卷
檢討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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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統籌組

科主任
任教老師

科主任
任教老師

關注事項(二): 提升學生的抗逆能力及建立積極人生觀
目標
2.1

提 升 學 生 抗 逆 ，懂
得處理壓力

策略/措施

成功準則

2.1.1 安排預防性措施，幫助學生處理壓力


1.

安排週會、工作坊、培訓小組等，讓學生學
習情緒管理，認識精神健康的重要。
2.
3.

4.

2.1.2 加強辨識及照顧潛藏成長有需要的學生，給予 1.
適切支援及輔導。

2.

3.

2.1.3 加強教師培訓，提高對學生精神健康的認識及 1.
跟進技巧；透過講座或工作坊，加強家長對學 2.
生精神健康需要的關注。
2.2

營 造 正 面 及多元化
的校園生活，提升學
生的精神健康

2.2.1 提供多元化活動，安排機會讓學生發揮潛能， 1.
增加成就感，運用正面方法處理壓力，樂觀生
活。
4

每年成功推行不少於五
項不同形式的大型預防
性項目，推廣健康精神的
重要，協助學生減壓。
平均每項目逾 80%學生
參與。
逾 70%參與學生認為措
4. 施能 幫助 他們 處 理 壓
力。
在 APASO 調查中，負面
情感的副量表均有改善。
能成功引入專業方法及
工具，辨識及照顧潛藏成
長有需要的學生，作出適
當的轉介，加強輔導支援
及預防性活動。
逾 70%受助學生認為計
劃能幫助他們提升抗逆
力。
逾 70%受助學生認為能
有信心面對挑戰。
所有教師參與相關培訓。
.逾 70%參與家長認為自
己對學生精神健康的關
注有增加。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活動報告
檢討報告
APASO

學生發展委員
班主任

問卷調查
檢討報告

學生發展委員
副校長

問卷調查
活動出席統計

學生發展委員
副校長

全年安排不少於 20 項活 統計報告
動，讓不同能力及需要的 相片紀錄
學生有機會發揮潛能，享 APASO
受快樂校園生活。

學生發展委員
教學助理

2.

2.2.2 加 強 班 級 的 凝 聚 力 和 正 面 能 量 ，提升學生 1.
的社群關係及滿足感。


加強「 班 級 經 營 」，各組各班安排不同形
式的比賽或活動，加 強 班 級 的 凝 聚 力 和
2.
正面能量。



嘉許在「班級經營」計劃中表現理想的班別。
3.

4.

2.2.3 推 行 義 工 服 務 獎 勵 計 劃，鼓勵學生透過關顧 1.
弱勢社群，學習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並藉著
回饋社會，培養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精神。
2.


校方提供訓練，讓學生認識義工服務的意
義，學習回饋社會。
3.

5

在 APASO 調查中，負面
情感的副量表有改善，成
就感及機會的副量表均
有上升。
學生發展組全年安排不
少於 5 項加強「班級經
營」的活動給所有班別參
與。
除大食會外、各班每年自
行安排最少 2 項能加強
班凝聚力的班本活動或
比賽。
逾 70%學生認為班級能
給予支持和喜歡自己的
班級。
在 APASO 調查中，社群
關係及滿足感的副量表
均有上升。
有系統地規劃中一級至
中四級的服務學習活動。
發展「義工服務獎勵計
劃」，記錄個人服務時數
及服務內容，以獎勵方式
嘉許表現理想的同學，給
予獎勵。
逾 70%學生認為服務學
習是有意義的活動，自己
比之前更珍惜生命。

檢討報告
問卷調查
APASO

學生發展委員
班主任
教學助理

統計報告
檢討報告
問卷調查
APASO

學生發展委員
副校長
班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