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2018至 2019年度 

中文科周年計劃報告 

（一）宗旨 

1. 提高學生讀寫聽說的基本能力；發展創造性思維能力，注重高層次的思考訓練。 

2. 發展學生主動學習的能力，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 

3. 指導學生從學習中充實生活經驗，培養品德，加強對社群的責任感，體認中華文化。 

4. 照顧學習者多樣性，能有效地支援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協助學生建立自信，更能發揮潛能。 

（二） 現況分析 

1.有利條件： 

 去年度已開展培養學生高階思維的段旨教學，學生在閲讀理解的重整能力上略有提升。 

 去年度參與提升評估素養計劃，科任分析數據，找出學生的強弱項，並針對弱項設計教學，頗有成效。 

 學校已安排更多資源，支援中文科在寫作範疇進行改革。 

 

2.面對問題： 

 根據全港性系統評估的數據反映，各級學生的寫作能力有待提升。 

 學生的深層次思維能力可更加提升，尤以理解文章段落大意與中心思想範疇，影響閱讀的理解。 

 教師可進一步授予學生自主學習的策略，藉以提升他們的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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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年度關注事項：  

 

項目 關注事項 備註 

1 優化文章段落大意及主旨教學，使學生掌握閱讀策略及提升自主學習的能

力。 

配合學校發展之關注事項目

標1.3 

2 發展五年級校本寫作課程，提升學生記事及説明的能力。 配合學校發展之關注事項目

標1.3及1.4 3 發展三、四年級下學期校本寫作課程，部署記事能力縱向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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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推行策略：  
對應關

注事項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表現實況 /達標情況及原因  

1 1.1針對學生難點——理解文章段落大意及中心

思想，持續發展各級的課堂教學設計，在讀

文教學中發展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培養他

們主動學習的態度： 

 利用備課參考指引及科內提供的資料，支援教

師設計具多元化、自學策略、簡單易明及有趣

味性的課堂。 

 透過同級科任共同備課，針對學生難點， 

   配合適切的教學策略創新課堂內容設計，提  

   升學與教效能。 

 各級建議的閱讀理解的策略如下： 

年級 策略 

一至二年級 提問／四要素/關鍵字 

三至四年級 提問／關鍵字／分句法/刪除

法／歸納／主題句 

五至六年級 發現文章結構、高階思維十三

式及關鍵字／刪除／歸納／主

題句/分句法/重點句/文章主

旨方程式 

 各級分別於上、下學期完成一個課題的教學設

計。 

 

-80%教師認

同學生能

掌握教授

的閱讀理

解的策

略。 

(達標) 
-80%教師認

同學生能

提升自主

學習的能

力。 

(未能評估) 
-80%學生同

意學習閱

讀理解策

略，能幫

助他們歸

納段意/

主旨。 

(就該課堂
所見，大
致達標) 

1.各級進行情況:  

一年級(上):運用段落中的三要素及關鍵詞歸納文 

  章段意 

一年級(下):運用文章主題及關鍵詞找出段落大意 

二年級(上):運用起因、經過、結果的框架，歸納

內容大意;從故事中找出可應用於生活上的教訓

或道理，從而認識寫作的中心思想 

三年級(上):「找段落大意四步曲」，在記敘文文

體的段落中找出段落大意;運用刪除法歸納段落

大意 

四年級(下):運用摘取關鍵詞的方法從段落大意中

找中心思想;從生平事件分析成功因素及抗逆力 

六年級(上):運用「分析段意」及「歸納主旨」的

策略找出課文主旨 

2.因教科書刪訂關係，三至六年級全年做一/兩 

次，由級任決定；五年級因發展校本寫作課程關係， 

暫不參與此項教學設計。 

3.評估: 

-審視課堂設計及學習成效(各級教師觀察):  

一年級:教學設計有層次，先由教師引導學生找出

關鍵詞及四要素，再放手讓學生自行找出關鍵詞，

從而歸納段意。75%學生能歸納段意。(8組有6組達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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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關

注事項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表現實況 /達標情況及原因  

二年級:教學設計有層次，能逐步放手，讓學生展 

現成果。超過80%學生能找出寓言故事的道理句， 

從而歸納故事的寓意或主旨。 

三年級:90%以上學生能說出「找段落大意四步曲」 

的策略。80%以上學生能嘗試用「找段落大意四步 

曲」的策略找出文章的段落大意。 

四年級:教學設計由淺入深，教師先引導學生找出 

關鍵詞及，再讓學生自行找出關鍵詞，從而歸納段 

意。大部份組別都能歸納段意。 

六年級: (見1.2項計畫評估) 

總結: 

-綜觀各級教師觀察檢討，超過80%教師認同學生能

掌握教授的閱讀理解的策略。 

-唯因訂定計畫書時欠缺深入討論，沒有就自主學

習能力達標準則達成共識，故無法就學生能提升

自主學習的能力進行量性的評估。 

-學生問卷:沒有進行，以教師評估課堂成效及學生

學習成果審視代替學生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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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關

注事項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表現實況 /達標情況及原因  

1.2第二年參加「聯校評估素養計劃」： 

 本年推展至：六年級 

 統籌：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重點：運用評估數據的統計系統，分析評估數

據，回饋中文科閱讀範疇課程，針對學生的閱

讀弱項，以學習閲讀策略為核心內容設計教

學，提升學生理解的能力。 

實施計劃： 

 以第一次考試閱讀理解範疇成績為前測，分析

數據及教師觀察的發現，找出學生弱項。 

 兩周期的共同備課設計教學，進行觀課及評

課。 

 參與相關工作坊及往友校觀課。 

 共同擬定堂上評估及設計擬卷。 

 以第二次考試有關範疇成績作中期檢視。 

 以年終考試閱讀理解範疇成績為後測，分析學

生表現。 

-前、後測數

據比較，

反映學生

能透過校

本計劃的

教學提升

理解能

力。 

(達標) 
 

-100%教師

認同評估

數據統計

系統能優

化教學設

計，改善

學與教的

效能。 

(達標) 

-數據提供:見兩次考試的分析報告 

 

1.學生理解能力提升的情況(顯證): 

-根據評估分析報告，第一次考試與第三次考試，

比較學生閱讀理解能力(覆述及評鑑) 有穩定的表

現，能力有明顯的提升(約 20%) 

 

2.評估數據統計系統能優化教學設計，改善學與教

的效能(顯證): 

-根據評估分析報告，最初學生在段意主旨類題目

表現較弱。老師經過計畫的共同備課，教導學生以

分句、關鍵詞、主旨方程式等方法歸納段意主旨，

六年級教師均認為學生的歸納能力有所提升。 

 

3.計畫後的跟進:因老師並沒有掌握數據的分析方

法，不能獨立運用此數據系統以發展其他年級，故

來年不會繼續使用此數據分析系統。但有關教學設

計及評估設計的理念及精神，則會繼續請兩位科任

在科內分享並帶領同事實踐。下學期已經開展了默

書結合進展性評估的新設計，下年度將會成為各級

的參考。感謝六年級科任(麗、絲)盡心盡力參與此

計畫，並將所學與科任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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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關

注事項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表現實況 /達標情況及原因  

2 2.1發展校本寫作課程 

 重整五年級課程，分配學習範疇的時數，騰出

空間發展學生的寫作能力。 

 發展目標為記事及説明範疇，先記事，後説明。 

 開學即進行前測，以便掌握學生情況，與同級

科任一起分析學生表現，擬定高、中、低基綫

作為評估準則。 

 設計學習材料，透過範文以讀帶寫。 

 根據不同學習重點設計小練筆，作為進展性評

估 

 擬定總結性評估，分析數據，與前測進行比

較，從而決定下一階段的課程設計。 

 

- 前、後測

數據比

較，反映

學生能

透過校

本寫作

課程提

升其寫

作能力。 

(達標) 
- 同級科

任能掌

握課程

設計及

評估方

法。 

(大致達標) 

1.五年級發展記事文寫作課程狀況報告: 

本年度上學期五年級進行記事文活動類單元寫作;

下學期進行記事文事情類及説明文單元寫作,涵蓋

中文科課程綱要第二學習階段的寫作文體及能力

要求。 

2.檢視學生作品表現:學生記事能力大幅提升,大

部分同學由之前「內容空泛」提升至一般,少部分

可達優良表現(詳情請參閱五年級記事文活動類寫

作前後測數據分析報告)。 

3.觀課及備課會所見,教師能按一致的準則評估學

生作品,分清高低優劣。個別教師有能力運用相關

教材,進行有效能的課堂。唯未能掌握設計教材的

方向及要求,尚須培訓。 

4.教師對課程設計的意見: 

課程設計有系統且由淺入深，學習者能逐步掌握。

評估準則亦清晰，師生都能以同一準則評估寫作表

現。教材充足，指引明確，有足夠的範文可供教學

及參考，故教師易掌握及處理。 

5. 教師對學生學習/課堂教學的意見: 

學生有步驟、系統地進行學習，教材內容生活化，

使學生覺得有趣，投入於學習活動。透過自評互

評，提升學生寫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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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關

注事項 

策略/工作 成功準則 表現實況 /達標情況及原因  

2.2發展校本寫作課程 

 重整三、四年級下學期課程，分配學習範疇的

時數， 騰出空間發展學生的寫作能力。 

 發展目標為記事（活動類）範疇。 

 開始前進行前測，以便掌握學生情況，與同級

科任一起分析學生表現，擬定高、中、低基綫

作為評估準則。 

 修訂五上寫作學習材料，透過範文以讀帶寫。 

 根據不同學習重點設計小練筆，作為進展性評

估 

 擬定總結性評估，分析數據，與前測進行比

較，從而決定下一學年的課程設計。 

- 前、後測

數據比

較，反映

學生能

透過校

本寫作

課程提

升其寫

作能力。 

(達標) 
 

- 同級科

任能掌

握課程

設計及

評估方

法。 

(大致達標) 

1.三、四年級發展記事文寫作課程狀況報告: 

本年度下學期三、四年級同步進行記事文活動類單

元寫作,期望為來年縱向課程鋪排做好準備 。 

2.檢視學生作品表現:學生記事能力有明顯進步

(詳情請參閱三、四年級記事文活動類寫作前後測

數據分析報告)。 

3.觀課及備課會所見,教師能按一致的準則評估學

生作品,分清高低優劣。個別教師有能力運用相關

教材,進行有效能的課堂。唯未能掌握設計教材的

方向及要求,尚須培訓。 

4.教師審視課程設計的意見:  

-課程設計有層次且有系統，並能給予空間進行練

習，作自評互評，適時作回饋。範文分「簡單版」、

「豪華版」確能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三年級要於一學期內教授「活動類」、「事情類」，

課程較緊迫，來年須以整個學年進行規劃。 

5. 教師對學生學習/課堂教學的意見: 

-學生能透過小練筆、互評、反思，不斷自我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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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計劃行事曆： 

項目 工作摘要 推行日期 負責人 備註 

1 指定圖書閱讀報告 全年 中文科科任、圖書館主任  

2 校園電視台中文圖書分享 全年 中文科科任、圖書館主任  

3 聯校評估素養計劃（小六中文科） 全年 黎、娥及小六科任  

4 「自主學習計劃」全班式資優教育（四年

級）及優化校本觀課及評課系統 

全年 陳及小四科任  

5 中國文化活動 全年 中文科科任、常識科科任  

6 共唱詩詞賀中秋 9月 中文科科任  

7 猜燈謎 中國活動日 娥  

8 參加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10月 陳、中文科科任  

9 訓練校際朗誦節比賽事 9-12月 娥、陳  

10 檢視各班學生課業 11-12月，3-4月 娥  

11 科主任觀課 下學期 娥  

12 中文寫作比賽 2-5月  娥、陳、麗  

13 拔尖班 2-5月 娥  

14 中文科活動日 7月 4日 娥、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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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財政預算： 

 

編號 項目 金額 

1 活動禮物 $ 1500.00 

2 文具教材 $ 500.00 

 合計 $ 2000.00 

 

（七）小組成員： 

組長：何月娥     

副組長：黃麗雲、陳世儀 

組員：劉秀芬、李雪嬌、馮清嬌、吳穎雯、黎菁慧、鄧淑萍、楊艷鋒、吳柏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