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2018-2021 學校發展計劃(三年期)
強弱機危分析
強項
- 本校在原區已有一定聲望。
- 課程發展能配合課程改革，有計劃地發展校本課程，安排全方位學習活動，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
- 學校懂得運用不同的資源優化學習環境，校內設施完備，校外配套亦完善，有利學生學習。
- 學生學習及參與活動機會多，並積極參加校外活動，讓學生親身經歷體驗，有利發展學生潛能。
- 社會對學生語文能力要求愈見重視，有利學校發展學生的兩文三語。
- 師生關係良好，家校合作無間，學校氣氛和諧融洽。
- 本校教師均持有學位資格，教學經驗豐富，教學團隊穩定，融洽相處，凝聚力強。
弱項
- 須適應新社區環境，重新建立形象。
- 與同區校舍比較，仍屬舊校舍。
- 學生存在學習差異，部份學生學業表現及自主學習能力有待提升。
- 大部份學生來自基層家庭，家長對子女的管教及支援有待加強。
契機
- 本校積極運用教育局、辦學團體及其他教育機構所提供的資源，幫助教師推行優質教學，提升學生學習果效。
- 校舍空間擴大，學生活動空間增多，可推行更多元化活動。
- 毗鄰新屋苑落成，且交通更為便利，有助增加生源。
- 同校網只有本校為保良局屬校小學，吸引力大。

危機
- 搬往新校，可能會流失原有學生及其入讀小學之弟妹。
- 19-20年度入讀小一人數將驟降。
- 原有學生交通時間增多，恐降低參加課外活動意欲。
- 恐原區家長因交通問題，降低參與度。
- 與新社區聯繫需時。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2018-21 學校發展計劃 (三年期)
關注事項

1. 提升學與教
效能

目標

提升學生學習能力，加
強自我求進的動機

培養良好閱讀習慣，推
廣優質閱讀風氣

推動STEM教育，培養學
生的學習興趣，提升探
究精神及發掘知識的能
力

時間表
(請加上號)

策略大綱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與訓輔組合作，安排講座、工作坊或活動予各級學生，讓學生了解自
己的個性及學習模式，認識自主學習的重要性。
提供網上學習平台，安排課前準備、課後延伸及引發探究等自學活動。
善用課室環境，設立學生作品展示區，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
配合新校舍發展，選擇合適地方設置漂書角，讓學生互相分享圖書。
推行專題閱讀，培養學生愛閱讀的習慣，擴闊學生的閱讀層面。
組織家長閱讀大使(故事媽媽)及學生閱讀大使(英文)，協助帶領圖書
活動。
安排學生運用兩文三語，進行圖書角色扮演或演繹活動，增加學生的
閱讀興趣。
鼓勵學生參與「書伴我行」閱讀計劃，提高學生的自學能力。
配合 STEM 教育發展，優化常識科課程。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於各科中加入 STEM 教育元素(科學、科技、工
程及數學)。
於新校舍設置STEM教室，增繕教室的器材或設施，提供合適的學習活
動讓學生發展創新思維。
舉辦STEM教育活動(例如常識日)，以全方位學習模式，豐富學生的學
習歷程。
鼓勵學生參與不同機構舉辦的各類科學展覽、活動或比賽。
與圖書館合作，購買增進教師或學生對STEM教育相關知識的書籍或物
資。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2018-2021 學校發展計劃 (三年期)
關注事項

2.建立健康形象，
締造陽光校園
(學校層面)

目標

˙ 把校園佈置成充滿

時間表
(請加上號)

策略大綱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朝氣活力及正能量
的地方。

˙於學校正門/當眼處設置花圃及展示「開心農夫」的農作物，展現生命力，
予人生機勃勃之感。(與家教會協作)







˙於禮堂柱廊/牆壁張貼有關正向價值的名人金句或文學作品，宣揚堅毅、積極







˙於梯間張貼學生的視藝佳作，讓充滿童心．童趣的作品為校園添上繽紛的

向上的精神。(與中文科、英文科協作)

色彩。(與視藝科協作)

˙對外建立學校的



健康形象。





˙透過各類宣傳刊物，如校訊、學校概覽、校刊等向外宣傳學校的特色：
關愛校園(師生上下樂融融)、環保校園(綠色校園惜資源)、活力校園(課外活
動多姿彩)。



˙透過設計富特色的海報/橫額和紀念品，如環保袋、功課袋，推廣學校。



˙透過舉辦開放日，讓外界進一步認識學校，近距離感受本校師生親切有禮，
熱情好客的一面，從而建立良好的形象。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2018-2021 學校發展計劃 (三年期)
關注事項

2.建立健康形象，
締造陽光校園
(學生層面)

目標

˙ 培養學生注重儀容
整潔。

˙培養學生守規有禮

時間表
(請加上號)

策略大綱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透過午會時段進行檢查，讓學生關注自己的外表及儀容。







˙透過舉辦整潔之星活動，張貼得獎者相片，以作宣傳整潔儀容的模範。







˙透過正規課程、非正規課程，加強品德教育，培養學生守規有禮的良好品德。













。

˙透過巡查，了解學生守規有禮的情況。
˙透過舉辦秩序之星、禮貌之星等活動，張貼得獎者相片，以作宣傳守規有禮
的模範。

提升學生自我形象
˙ 給予學生上台表現
的機會，增強成功
感，亦為其他同學
樹立榜樣。

˙ 給予學生分享成果
的機會，從而提升
個人自信。







˙通過午間舞台，鼓勵學生進行才藝表演，增強成功感。





.

˙通過作品分享平台(梯間/走廊)，展示學生優秀作品，從而提升學生自信。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2018-2021 學校發展計劃 (三年期)
關注事項

目標

時間表
(請加上號)
第一年

2.建立健康形象，
締造陽光校園
(教職員層面)

˙ 提升教職員待人接

第二年

策略大綱

第三年



物技巧，推動專業
有禮文化。

˙製定指引，統一程序，令教職員能有所依循，有禮接待訪客及接聽電話。
˙舉辦教師講座/工作坊，提升教師與家長溝通的技巧。





˙ 增強教職員對身心
靈健康的認識，保
持正面思想，提高
抗逆能力。
2.建立健康形象，
締造陽光校園
(家長層面)

˙加強親職教育，以

˙舉辦教職員講座/工作坊/活動，提升對身心靈健康的認識，建立健康平衡的
生活。







增進父母管教子女
的知識和能力。

˙每年最少舉辦一次家長講座/小組訓練/工作坊，提升家長培育孩子的能力，
例如：父母的角色、管教技巧、品德教育等。著重「身教」
，父母以身作則，
教導孩子。







˙提供親子平台，全年舉辦兩次親子活動，使能提升親子關係及溝通，讓家長
與孩子從活動中學習，讓孩子建立正確的人生態度及價值觀。

˙ 家校攜手合作，宣







揚關愛訊息。

˙組織親子義工隊，每年最少舉辦一次活動，為區內有需要的社區人士提供
服務，擴闊區內網絡，宣揚關愛訊息。







˙招募家長義工，協助圖書館、校車、午膳及課外活動等工作，加強家長與
學校聯繫，提升對學校的歸屬感。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2018-2021 學校發展計劃 (三年期)
關注事項

2.建立健康形象，
締造陽光校園
(校友層面)

目標

時間表
(請加上號)

策略大綱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加強與校友的聯繫







˙每年七月邀請應屆畢業生加入校友會成為會員。

，加深校友對新校舍
的認識。







˙每年舉行會員大會及聯誼活動，保持與校友的聯繫及招募會員。







˙邀請校友會委員出席學校的特別/大型活動，如親子細運會、周年紀念活動、







˙運用校友資源，招募校友義工，協助學校的大型/特別活動，如親子細運會、

結業頒獎禮、董事會巡校等。

周年紀念活動、結業頒獎禮等。

˙凝聚校友，新校舍設專用校友室，並由校友設計及佈置校友室，增強歸屬感。



˙ 運用校友專業提升



學校形象





˙邀請校友到校擔任講座主講嘉賓/開辦工作坊/學習活動（對象：本校學生/
家長/校外人士）



˙邀請校友到校表演（特別/周年紀念活動）

保良局陳南昌夫人小學
2018-2021 學校發展計劃 (三年期)
關注事項

目標

時間表
(請加上號)
第一年

3. 立足新社區

第二年

策略大綱

第三年

1. 提 升 學生 對新 校 舍
的認識



2. 培 養 學生 對新 校 舍
的歸屬感







 舉辦不同的活動，如：清潔比賽、綠化校園、璧報板或課室報置比賽，培養
學生建立對新校舍的歸屬感。
 舉辦「服務大使」活動、親子活動等，培養學生關注和積極參與學校事務，
樂意服務他人，從而提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3. 提 升 學生 對新 校 舍
所在的社區有較深
入的認







 邀請區議員到校主講，介紹社區設施、城市規劃等。
 舉辦區內參觀活動，如：圖書館、體育館、鄰近中學等。
 舉辦不同的活動，如：社區遊踪活動、
「我眼中的社區」攝影活動等。加強學
生對新社區的認識。





 安排學生到區內學校、社區中心、商場等，參與表演或服務，增加區內人士
對本校認識的機會。
 向港鐵申請於黃大仙或鑽石山地鐵站擺放學生視藝作品。
 舉辦不同的活動，如：運動會、攤位遊戲日、校內匯演等，邀請區內人士到
校參與，從而提升區內人士對學校的瞭解。

4. 提 升 區內 人士 對 本
校的認識

 配合 40 周年校慶，舉辦不同活動，如：填色及繪畫比賽、標語設計比賽、
寫作比賽、校園遊踪活動等，加強學生對新校舍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