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 

2021 至 2022 年度周年校務計劃 



1 

目錄 

1. 辦學宗旨和使命、青小信念及願景、本年度關注事項 ………………………………2 

2. 關注事項 1：放眼世界，情牽中華，平衡自我 ………………………………3-4 

3. 關注事項 2：中小幼銜接 ………………………………5-6 

特定撥款計劃

………………………………7 

………………………………8-9 

………………………………10

………………………………11-12 

………………………………13-14 

………………………………15 

………………………………16-17 

………………………………18-19 

………………………………20-21 

………………………………22-23 

………………………………24-25 

………………………………26-28 

………………………………29 

………………………………30-33 

………………………………34-35 

………………………………36 

………………………………37 

………………………………38-42 

………………………………43-46 

………………………………47-48 

………………………………49 

………………………………50

1. 學校發展津貼

2.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計劃、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計劃、普通話津貼計劃

3. 加強校本言語治療津貼計劃

4. 成長的天空計劃

5.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計劃

6. 學校及班級津貼、綜合傢俬校具及設備津貼、升降機保養津貼、空調

設備津貼等計劃

7.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計劃

8. 新來港學生支援計劃

9.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資助

10. 學習支援津貼

11. 改善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津貼計劃

12.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校本計劃

13.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區本計劃

14. 全方位學習津貼

15.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計劃

16. 資訊科技人員津貼計劃

17. 優質教育基金電子學習撥款計劃

18. 推廣閱讀津貼計劃

19.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及諮詢服務津貼計劃

20. 姊妹學校交流計劃

21. 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

22. 特定用途費運用計劃

23. 財務預算 ………………………………51 



2 

辦學宗旨和使命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小學於 2000 年創辦，為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直屬小學，與青年會中學是全港第一對一條龍學校。本校秉

承母會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基督精神，以耶穌基督的聖訓，施行「愛的教育」，啟導兒童：愛天

父、愛學校、愛家庭、愛鄰舍、愛社會、愛國家；以學生為本，致力「完人教育」，除培養學生良好品 德、高雅情操與豐富

學識外，更期望他們有健康的人生態度、正確的價值觀；效法基督，嚮往公義，追求真理，得着豐盛的生命。 

施行方針 

對外聯繫辦學團體內各單位，對內開放渠道賦權與能；為學生及教師開拓豐富多彩的視野，增加正向積極的經歷，提供嘗試

機會及愉快的全方位學與教平台，逐步建立服務社區為主、中小幼聯緊密連繫的青小特色。  

青小信念及願景 3Ls 

LOVE & CARE 施行「愛的教育」，在上主為我們準備的場所發光發熱，竭力追求卓越  

LEARNING GROUP 建立「學習型社群」，以開放態度彼此協作擔待，攜手並肩邁往專業感長  

LIFE EDUCATION 致力「健康生命教育」，培育孩子身、心、社、智、靈五方面正向積極發展 

2018/19-2021/22 年度關注事項 

1. 放眼世界，情牽中華，平衡自我

2. 中小幼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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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1：放眼世界，情牽中華，平衡自我 

目標 推行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組別 
所需資源/ 

財政預算 

1. 提升學

與教效能及

學生學習能

力，協助學

生肯定自

我，建立自

信心

1.1 各科整理課程，利用電子媒體及網

上平台配合面授不同教學活動，提升教學

效能（混合模式 Blended Learning/P4-6 

BYOD） 

1.2 提升學生使用資訊科技學習的能

力：小四至小六增設每週 1.5 節的資訊科

技課，提高編程及其他資訊科技等能力 

1.3 各科組強化學生閱讀策略及加入不

同閱讀相關活動，提升學生閱讀能力及興

趣 

全學年 1. 各科組恆常及有效使用電

子媒體及網上平台於日常

教學中

2. 85%學生於日常學習中能應

用電子媒體及網上平台進

行學習

3. 85%小四至小六學生能掌握

基本編程能力

4. 學生掌握相關閱讀技巧

5. 學生投入參與活動

1. 各組長列席各級會

議

2. 檢視各科共同備課

紀錄及教學安排

3. 教師課堂觀察及檢視學

生課業

4. 學生問卷調查

5. 組務會議檢討

6. 檢視學生課業表現

7. 教師觀察

課程主任

eTeam 組長 

各科科主席 

/ 

1.4 除設計分層學習內容及課業外，各

科能運用腦科學及小班教學策略優化課

堂，照顧學生多樣性 

1.5 語文科增設人手資源，照顧有學習

需要（小組教學）及高能力學生（增潤課

程/活動） 

1.6 科組與支援組合作，透過多元化評

估了解學生進度及學習需要 

1.7 除校外工作坊外，為配合學校需

要，組織校本教師發展工作坊、夥伴同行

（新舊）教師配對，組成學習圈，進行觀

課，分享教學策略及提問技巧 

全學年 1. 85%教師於課堂中使用腦科

學策略照顧學生多樣性

2. 小班教學學生學習表現有

所提升

3. 85%教師及參與夥伴同行的

教師認為學習圈可提升教

學專業，尤其照顧學生多

樣性

1. 透過觀課，觀察學

生參與課堂活動的

情

2. 檢視小組教學學生

成績

3. 透過科務及組務會

議作檢討

4. 教師問卷調查及分

享

課程主任 

語文科科任

（包括非華

語） 

支援組組長 

小班教學物資

$5,000 

教師發展 

$6,000 

1.6 與學生培育組合作，將學習歷程等

相關元素加入「Be a strong kid」小冊子 

1.7 透過「親子學習進程分享日」提升

學生對學習的擁有感及自信心 

1 月 1. 85%的教師同意學生在分享

學習進程時比去年更有信

心、懂得自我欣賞及反思

2. 85%的學生認同透過準備及

分享更了解自己的學習

1. 教師觀察

2. 老師及學生問卷調

查

副校長 

課程主任 

各班班主任 

印刷 BASK 小冊

子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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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推行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組別 

所需資源/ 

財政預算 

2. 建立

正向

校園

的氛

圍及

平衡

學習

生活

2.1 不同科目(中文科、常識科、體育科及 MI 綠

腳丫-跨學科等))合作，配合教學內容，將正向價值

融入活動，深化學習 

2.2 發展校本小一及小二聖經課，以基督教的價值

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及認識神 

全學年 1. 各科完成及執行相關課程

內容

2. 參與學生投入活動，並嘗

試把各元素融入生活當中

1. 檢視進度表及

課堂教案

2. 老師課堂觀察

3. 學生分享

學生培

育組 

科主席 

班主任 

2.3 以主題「我的家」為校本班級經營策略，增加

學生的歸屬感及加強正向校園的氣氛 

全學年 1. 85%班主任透過班級經營活

動建立師生及同儕關係

1. 老師觀察

2. 學生分享

學生培

育組 

班級經營 

$1,2000 

2.4 舉辦休整活動及生日會，讓學生及老師於平日

課堂以外的時間，透過休閒活動減低壓力，平衡自我  

全年 3

次生日

會 

1. 學生投入參與休整活動及

生日會活動

1. 老師觀察 學生培

育組 

班級經營 

$1,5000 

2. 學生

能認

識中

華文

化及

其他

文

化，

擴闊

眼界

3.1 各科組整理課程，加入認識中華文化的學習內容 

3.2 中文科優化中華文化單元，以「小專題」形式進

行探究活動；小一至小三加入唐詩小冊子，小四

至小六加入文言文增潤單元 

3.3 各科組舉辦/或參與最少 2次全校性學生參與的

校內/校外相關活動或比賽 

3.4 各科每年須安排部份學生參加最少 2次校外相關

活動/比賽 

全學年 1. 各科完成及執行相關課程

內容

2. 學生透過課堂、活動及比

賽對中華文化有更深入的

認識

1. 檢視各科教學

進度表

2. 檢視各科組檢

討會議記錄

3. 教師觀察及學

生課業

4. 檢視活動及比

賽記錄

課程組 

各科組

主席 

中華文化小

專題及經歷

學習活動物

資$7000 

3.5 引入多元化體藝專業導師到校授課，增加學生參

加課後活動的興趣 

- 富中國特色的活動（例：中國民間藝術、中國舞

及中國鼓）

- 世界文化（例：非洲鼓、K-POP Dance）

全學年 1. 85%參與的學生表示喜歡活

動及更了解相關文化

2. 85%學生表示活動及成果展

示能增強自信心

3. 85%的師生認同透過流活動

能讓他們認識更多中華及

其他地區文化

1. 教師／導師觀

察

2. 各檢討會議

3. 學生問卷調查

學生表

現組 

各科組 

表演物資 

$2,500 

3.6 師生能透過參與交流活動，增加與內地及外地師

生的溝通機會（例：參加比賽、表現等。如因疫

情不能參與相關活動，將安排視象交流）及展示

學習成果 

全學年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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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2：中小幼銜接

目標 推行策略/工作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組別 
所需資源/ 

財政預算 

1. 小一新

生能儘快適

應及了解校

園生活

1.1舉辦小一新生適應日協助小一新生認識

學校、學習模式、同學 

8 月下 1. 小一新生喜歡新環境，

並能熟習簡單的常規活

動

1. 觀察學生在小一新生

適應日的情況

2. 校務會議檢討

學校夥伴組 

小一班主任 

/ 

1.2各科須因應學生的能力靈活編排教學內

容和進度（例：能力檢測、適應及基礎

鞏固課程） 

1.3小一不設總結性評估，利用進展性評估

評核學生學習情況，培養良好的學習態

度 

全學年 1. 各科能在課程上重新

編排教學內容和進度

2. 85%的 P1 教師認同取

消總結性評有效減少

小一學生適應上的壓

力

1. 檢視各科教學計劃、

進度表及進展性評估

的準則

2. 科務及組務會議檢討

3. 老師問卷

課程組、小

一科任教師 

/ 

2. 建立有

效的家校溝

通渠道

2.1 為家長舉辦小一新生適應講座 

2.2 舉辦小一資訊日、小幼交流活動，讓準

小一家長認識學校 

8 月份 

全學年 

1. 小一家長能了解學與教

的最新安排

2. 能定時向家長發放學與

教的最新資訊

1. 觀察家長在小一新生

適應日及試前簡介會

的情況

2. 校務及組務會議檢討

學校夥伴組 

全體教師 

/ 

2.3 透過不同方式，如陽光電話、通告、校

網、家長會等發放學與教的最新資訊 

3. 協助學

生 順 利

過 渡 升

中

3.1 強化課程內中小銜接的內容：中英數常

科四科課程和評估中須加入中小幼銜接的元

素或重點：(中英數) 在中小課程中加入中

學課程初探及 AT 模式課程、  (常識科) 在

中小課程中加入中學課程初探 

3.2 透過課堂、多元智能課程、抽離面試班

等等為六年級學生準備升中面試和技巧訓練 

3.3 與青中合辦不同交流活動（例：英文活

動、試堂、參觀、青中舊生分享等），讓學

生更了解中學生活，提高學習動機 

全學年 1. 85%小六學生認同中小

銜接的學習入容及面試

技巧訓練能協助他們應

對升中的需要

2. 85%小六學生認同透過

參與交流活動，能增加

對中學生活的認識

1. 檢視各科教學計劃及

進度表

2. 學生問卷調查

3. 科務及組務會議檢討

課程組 

學校夥伴組 

六年級班主

任及相關科

任 

教師交流 

活動費用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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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舉辦兩場選校家長會，為家長提供選校

意見 

十月 

十二月 

3. 獲派首三志願的學生比

率達 90%

1. 紀錄及統計學生派位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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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預算

政府津貼 預算撥款 預算支出 預算盈餘/(超支)
EOEBG 非指定津貼
基線指標津貼 3,711,026.23        1,526,868.00        - 
其他收入津貼 22,191.42 - 
學校及班級津貼 (803,893.74)          1,141,381.00        
升降機保養津貼 (75,099.00) 65,000.00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17,981.07) 67,680.00 
培訓及發展津貼 (19,680.14) - 
綜合家具及設備-資產 (187,999.05)          305,939.00 
綜合家具及設備-維修 (168,691.81)          - 
小   計 2,459,872.84        1,526,868.00        1,580,000.00        2,406,740.84 

EOEBG 指定津貼(為特定用途而設)
修訂行政津貼 122,948.20 1,570,320.00        1,801,210.00        (107,941.80) 
學校發展津貼 13,732.96 785,878.00 1,645,197.00        (845,586.04)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02,420.63 591,498.00 710,118.00 183,800.63 
空調設備津貼 611,859.05 481,171.00 400,000.00 693,030.05 
新來港學童支援計劃津貼 98,749.25 - 48,000.00 50,749.25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310,936.80 373,340.00 476,152.00 208,124.80 
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津貼 182,195.00 143,356.00 143,356.00 182,195.00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24,416.44 - - 24,416.44 
統籌學校校本言語治療行政經常津貼 7,657.10 8,056.00 5,000.00 10,713.10 
校本言語治療行政經常津貼 3,486.00 8,056.00 5,000.00 6,542.00 
校本管理額外津貼 80,279.00 - - 80,279.00 
小   計 1,758,680.43        3,961,675.00        5,234,033.00        486,322.43 

營辦津貼以外
學習支援津貼收入 361,787.81 1,230,200.00        1,531,859.00        60,128.81 
靈活代課教師津貼 249,579.54 - - 249,579.54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251,203.80 159,600.00 281,308.00 129,495.80 
其他經常津貼 -差餉及租金 - 265,000.00 265,000.00 - 
額外支援非華語學生的津貼 87,193.87 800,000.00 672,776.63 214,417.24 
在校午膳津貼 - 186,760.00 186,760.00 - 
推動中國國歷史文化津貼 237.82 - - 237.82 
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 1,413.00 70,000.00 70,000.00 1,413.00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86,524.97 321,796.00 478,800.00 (70,479.03) 
社會工作服務津貼 - 642,000.00 642,000.00 - 
社工諮詢服務津貼 - 129,315.00 129,315.00 - 
姊妹學校計劃津貼 77,494.22 150,000.00 130,000.00 97,494.22 
學校閱讀推廣 3,365.82 41,609.00 44,000.00 974.82 
全方位學習津貼 153,095.55 937,988.00 1,074,600.00        16,483.55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21,285.00 77,350.00 76,800.00 21,835.00 
學校行政主任津貼 96,427.69 534,660.00 556,800.00 74,287.69 
一筆過特別支援津貼 5,371.29 - - 5,371.29 
一筆過校本言語治療設置津貼 8,768.70 - - 8,768.70 
關愛基金援助項目 (38,624.00) 450,000.00 450,000.00 (38,624.00) 
小   計 1,365,125.08        5,996,278.00        6,590,018.63        771,384.45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206,529.41)          193,200.00 936,292.00 (949,621.41) 
提升英語水平計劃 - - - - 
小   計 (206,529.41)          193,200.00 936,292.00 (949,621.41) 

2021-2022年
2020-2021年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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