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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結報告 計劃編號: 2014/0639 

甲部

計劉名稱:一透過繪本結合基礎聖經課程促進幼兒「關愛」的 良好品格

機構J學校名稱: 基督教恩苗東九龍幼稚園

計劃進行時間:由一512017一一一_(ßI紛至 一 12/2017 仿/彷

乙部

填寫此部份報告前，請先詳閱讀「優質教育基金計劉總結報告填寫指引」。

請另頁(A4紙)書寫，就以下項目作出總是吉報告:
1. 達成目標
2. 計劃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及學校發展的影響
3. 自我評鑑計割的成本效益，需清楚列出有關指標及衡量準則
4. 成品及推廣模式，及外間對那些推廣活動的反應
5. 活動一覽表
6. 計劃實施時所遇到的困難及解決方法

計劃負責人姓名:

簽名:一

日期:

受款人姓名*

簽名

日期

年計數總結報告須經「網上計懿管理系統」提交。一經提交，報告將被視為已經由校監/機構主

管或代表機構簽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協議書的人士確詔。

此表格/指引可於優質教育基金總頁怖。://{fef.oy哩.hk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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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基金總結報告填寫指引

在填寫計劃評鑑時，請詳述以下各點。以下指引提供參考，讓計劃負責人/小組反思、計

劃的成效。

1.能 否達成目標
評鑑是否已達致計劉書內列明的各項目標時，須包括以下項目f有腳是神可皮拉你件均表一姆拉封，真以廚位æ
落形式書為 :

一目標陳述
一與目標相關的活動
一目標達成程度
一 目標達成的證據或指標
一如不能達成目標，須列出原因

2.計劃影響
按照証據為本的方法，從以下角度評鑑計劉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學校發展的影響:

一拓寬學生/教師的視野
一加強學生/教師的成功感
一促進學生發揮專長及潛能
一訓練學生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
一為教師提供更多培訓機會，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一改善學習氣氛
一促進學校團隊精神及提升學校整體形象
一引發與其他學校/專業團體的協作機會

3.自我評鑑計直到成本效益
受款人必須填寫本附件內表二的預算核對衰，與報告一併遞交。關於預算項目的分類辦法，請參照計創協議書
附件二。
講就以下各方面評鑑計倒的成本效益:

一 資源的運用(例如器材、申請學校/參與學校的人力資源等)
一 按直接受惠人士數目計算的單位成本
一 計創所建構的學習課程及資料的延續性
一 當其他學校重做計劉時，不須另外注資的開支項目(包括計創的開辦成本、備用成品等)
一 以較低成本建致相同效益的其他辦法

4.可推介的成果及推廣模式
在評鑑計割的成品及推廣價值時應包括以下項目。f痔fll!PJfSf可m平均γ并舟幸存:=�位�?!/ffJ) : 

一成品說明 (例如種類、名稱、皺起等)
一評鑑成品的質素及推廣價值
一已舉辦的推廣活動 (請列出日期、模式等) ，以及參加者/受眾對活動的反應。
一有關由優質教育基金加以推廣的成品的價值及其可行性，以及建議的推廣模式。

請同時扼要說明計凹的成功因素/經驗，以及延續計卸的可行性。

5.活動一覽表
請列出計劉進行期問舉辦的活動詳情，例如活動種類、內容、參加人數及參加者的反應f荷蘭是料可m拉你并舟
表白的格式，或以簡短段落形式書寫) 。

6.困難及解決方法
如質際推行的計叫(包括預算、時間表及過程等)與原來計間有出人，須在此部分解釋原因。

此表格/措引可於優質教育基金網頁hi悔://flef.or宣..hk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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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標達到

與目標相關
說明目標

的活動

目標一 l召開會議討論所需圖書
成立工作小組， 計劃

購買繪本圖書

目標一 1.運用朗讀和繪本教學技巧
舉辦教師培訓， 提昇 培訓|
老師進行繪本教學技 2. 分享繪本教學的困難

巧工作坊 3教學技巧的建議和改善
目標三 1.邀請為老師進行繪本培訓

導師觀課 的導師到圓
觀課， 並提供專業意見給老
師改善繪本教學的技巧。

目標四 1.了解如何幫助孩
舉辦家長講座 子在日常生活

中建立良好品格。
2.了解繪本學習技巧並鼓勵

家長在家中實踐。
目標五 1.周五品格活動

幫助幼兒養成正確償
值觀並擁有良好的品

格 2.敘利亞送暖行動
3奉獻禮

目標六 l老師於課堂內運用繪本故
透過繪本提昇幼兒良 事和朗讀方法

好品格 2.周五品格活動
3. 奉獻禮

目標仁 1.幼兒班學習成果日
提昇課程推行， 並讓
全校家長與學生受惠 2.周五品格活動

3.easyeasy好小事

達標程度

全部達到

全部達到

全部達到

全部達到

全部達到

全部達到

全部達到

此表格/指引可於噎質教育基金摺頁h加://Qef.or電.hk下載。

達到目標
未能 達到自

標
的證據或指標

的理由

〉 單據
� 繪本圖書
〉 聖經圖書教材

〉 培訓相片

〉 導師觀課後的評語

〉 家長問卷

〉 金句咕
〉 自製聖經故事教材

書
〉 制作過程相片
〉 相片
〉 自製聖經繪本教材 / 

書

〉 行動參與活動
〉 相片 / 

〉 會議記錄
〉 品格小書
〉 品格獎狀
〉 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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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計劃成效:

A. 幫助 幼見養成正確價值觀並擁有良好品格:

令 在二0一七年六月本校獲一教會邀請繪畫關懷慰問卡送往敘利亞的受戰影響的兒童。以及
於二0--1::年十月二十二 日由一基督教機 構舉辦的奉獻禮，邀請了少數基督徒家庭以買z際捐
款行動來賀踐「關愛」中一 愛他人的方向。

令 老師透過品格小蓄和金句卡來鼓勵家長帶動幼兒在家賞踐「關愛」的良好行 為。

令 在二0--1::年十二月十六 日舉辦家長講座，讓幼兒在父母的協助和校園生活中潛移默化。

B. 為教師提供更多培訓機會，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 經導師於二0一七年十月三十一 日和十一月一 日的視導後，反映老師成功在 日常課堂中推
行繪本教學法，透過圖像將「關愛」在「認知」和「情意」層面情境立體和生活化，並引發
幼兒的共鳴。 在實踐層面上，在十一月二十四 日舉行了幼兒班的成果 日。以「關愛」四大
方向的其中一方一愛自己，來展示探索人體奇妙和如何能以身體榮神 益人的成果。

c. 促進學校團隊精神:

� 校長、主任及教師共同參與計剖，由策劃活動、選購圖書、推行至檢討，一起構思、及檢視
計劃進展，促使教職員間有更多的溝通及合作機會 ，促進學校團隊精神。

D. 提昇家長培育子女有良子的品格，促進家校合作:

+ 家長是學校的重要的合作伙伴，更是幼兒的終身老師，若能得到家長配合培育幼兒發展良好
的品格成效更深遠。因此，在學期初的家長簡介會向家長介紹學校是推行聖經品格教育為校
本課程。 此 外，學校也舉辦周五活動，周五活動除了品格教育外，遇有介紹各行各業，邀
請不同行業的家長到校介紹自己的職業，讓孩子從小明白長大後對社會的貢獻，也藉此讓
家長參與學校活動，達至家校合作。

此表格/指引可於蜜質教育基金網頁httv://aef.or!!.hk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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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我評鑑計劃成本效益.

預算項目
(根護協議書附表立)

一般開支

器材

服務

A. 資源的運用:

核准預算
(甲)

20520 lC 

450051: 

3，1980 n 

變更
實際支出 [(乙)-(甲)] / (甲)

(乙) +/一%

2052051: 0% 

450051: 0% 

3，1980 51: 0% 

+ 學校購買了一批有關品格繪本圖書、聖經品格教材、教師參考書籍，存放於課室及教師資
源室 ，供學生閱讀及供教師取閱 ， 豐富了教學資源 。

令 購設了一部新的投影機 ，供日後投放自製教材作教學用途。

� 以低成本的資源(印刷品:包括品格小書、金句卡、講義)來推廣較高效益的成效。

B.計劃所建構的學習課程及資料的延續，性:

� 教師透過培訓進一步認識了繪本對幼兒學習的重要性和成效，延續於日後的教學 ， 令受惠
的幼兒不斷增加。

+ 通過家長講座、親子活動， 增加了家長培育子女有良好的品格的重要性，促進家校合作之
效能，亦讓家長運用此等方法教養孩童 走當行的道， 令受惠的兒童增加。

令 計劃中添置了一批新的品格繪本及聖經繪本圖書，可延續於日後的教學，令受惠的幼兒不斷
增加。

c. 直接受惠人士數目計算的單位成本:

+ 整項計劃總支出為$57，000

� 全校約83名學生，13名老師， 以及全校約166名家長(每家庭2位成人)

4. 可推介的成果及推廣模式:

項目詳情
成果的質素

舉辦的推廣活動
是否值得優質教育基金推介及可供推

(例如種類、名稱、 (例如模式、日 期勒
數量等)

及推廣價值評鑑
及反應

介的可行性?如值得，請建藍藍推廣模式

品格小書一愛的真 家長藉品格小書內 於2018年6月的周五 值得優質教育基金推介。
諦 容， 明白基督教教育 品格活動後派發給全 本校可提供品格小蓄的內容

如何培程孩子有良好 校家長，讓家長可以
品格和實踐方法。 參與回應。

此表格/指引可於實質教賣基金總頁"鈍。://ae{.o悶.hk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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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活動一覽表

活動，性質 概略說明

(例如慶談會、
(劉如白期、

主題、地點警告
表演動

敘利亞送曖行動 06/2017 

品格小書/金句卡 OS/2017-06/2018 

周五品格活動 10/2017 -06/2018 

老師培訓 12/10/2017 

導師!現課 31110/2017-1/111 
2017 

奉獻愷 22/10/2017 

幼兒班成果日 24/11/2017 

家長講座 16/12/2017 

參加人數

學校 教師 學生

11 83 

11 83 

11 83 

11 

11 83 

3 15 

11 33 

11 

此表格/指引可於實質教育基金網頁httv://aef.O/'(!. hk下載﹒

其他
參加者的回應

(請註明)

校長 活動中幼兒表達到關懷和慰問受
戰爭影響的兒章。

校長 活動中孩子對朗讀金句卡很雀
躍，家長參與到也很投人。

校長 幼兒喜歡閱讀老師自製的聖經繪
本國害。

校長/書 100%教師認為講座均能提昇她們
記 對繪本教學的技巧，且能在日常

課堂中應用。
校長 100%教師對觀課後，反映老師成

功在日常課堂中推行繪本教學法，
透過國像將「關愛」在「認知」
和「情意」層面情境立體和生活，
並引發幼兒的共鳴。

15個基 一個好好的「關愛」質踐行動
督教家庭
40個家 幼兒透過探索人體的主題，帶出
庭 「愛自己」、「愛他人」的「關愛」

方向，令到家長更明白孩子在校
所學到的品格教育。

50個家 講座內容強益良多，更加明白如
庭 何在家如何培養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