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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總結報告

甲部

計創名稱:好心情@學校

機構/學校名稱: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計劉進行時間:由 0812017至07/2018

乙部

M:FRlC 

計劃編號: 2016/0312 

填寫此部份報告爺，請先詳閱讀「優質教育基金計數總結報告填寫指引J。

請另頁(A4紙)書寫，就以下項目作出總結報告:
1. 達成目標
2. 計創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及 學校發展的影響
3. 自我評鑑計創的成本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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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劉實施時所遇到 的困難及 解決方法

計 創負責人姓名: 陳世德主任

簽署: f 

日期: 30/10/2018  

受款人姓名: 黃潔蓮校 長
五一4

簽署:、、 三- __ .. 一
- . � 

、有

日期: 30/1 0/20 18 

*吉十劉總結報告須經「網上計量w管理系統j提交。一經提交，報告將被模為己經由校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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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此衰格/指引可缺優質教育基金總頁/ttln:llnef.of[!.I，k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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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教育基金總結報告填寫指引

在填寫計到評鑑疇，請詳述以下各點。以下指引提供參考，讓計到負責人/小組反思計
部的成效。

1.能否達成目標

評鑑是否已遠致計制曹內列明的各項目標時，須包括以下項目f荷lIlfP/J!有T�拉你并pt]要一的位河，屁白鹿智lfl:
落形式書為:

- 目標陳述
-與目標相關的活動
- 目標達成程度
-目標速成的證據或指標
-如不能燼成目標，須列出原因

2.計倒影響

按照証據為本的方法，從以下角度評鑑計倒對學習成效/專業發展/學校發展的影響:
一拓寬學生/教師的視野
-加強學生/教師的成功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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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學習氣氛
一促進學校團隊精神及提升學校整體形象
-引發與其他學校/專業團體的協作機會

3.自我評鑑計翻成本殼益
受款人必須填寫本附件內衰二的預算核對衰，與報告一併遞交。關於預算項目的分類辦法，諂參照計創協議醫
附件二。
詞就以下各方面評鑑計創的成本致益:

- 資源的道用(例如器材、申請學校/參與學校的人力資源等)
- 按直接受惠人士數目計算的單位成本
一 計副所建槽的學習課程及資料的延續性
一 當其他學校重做計創時，不須另外注質的開支項目(包括計制的開辦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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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評錯計創的成品及推廣價值IJ寄應包括以下項目。f存IIfl算辦可按萃你并內容王即位��!JfÍJ) : 

一成品說明 (例如種類、名稱、數量等)
一評鑑成品的質索及推廣價值
一已舉辦的推廣活動(諾列出日期、模式等) ，以及參加者/受眾對活動的閱單﹒
-有關由優質教育基金加以推廣的成品的倒值及其可行性，以及建議的推廣模式﹒

請同時扼要說明計創的成功因素/經驗，以及延續計制的可行性。

5.活動一覽表
諾列出計倒進行期間舉辦的活動詳情，例如活動種類、內容、參加人數及參加者的反應f持海'Uj1$:1月TtJ講抑件內
表白的格式，或以筒短段落形式害為﹒

6.困難及解決方法
如實際推行的計創(包括預算、時間表及過程等)與原來計創有出入，須在此部分解釋原因。

拉表格/指引可於優質教育基金、調頁f1ttp.�你e{.or[!.f1/C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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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目標是否達到

說明目標
與目標相關

達標程度
的活動

1. 建立「正向課室」 活動一 全部達到
「正向尋寶之旅」

活動一 全部達到
教師培訓

活動二 全部達到

「 敬師日 」

活動四 全部達到
戚恩週

2. 提升學生的抗逆 活動一優化成長課 全部達到
力 程，加強正向教育

活動一 全部達到
家長講座
活動二 全部達到
親子歷奇體驗日

3. 營造學校的「分享 活動一校園電視台 全部達到
文 作為平台供師生分

1bJ 享 正面訊息

探訪老人院 全部達到

探訪兒童中心 全部達到

課室內外加設分享 全部達到
1閱

此表格/指引可於優質教育基金網頁"lIn://nef.OT!!.I!k下載﹒

達到目標 未能達到目標
的證據或指標 的理由

已經完成設 計一

套的張校本設計
的欣賞卡，每個學

生已經獲得一套
全校老師已完成3

節教師工作坊

全校學生於
8/9/2018敬師日向

校長及 全校老師

致送J心意卡及禮
物
全校學生參與盛
恩週活動
已經完成設計及

撰寫48節成長課

已完成2次全校性
的家長首詩座
已舉行一次親子

歷奇體驗日

每星期兩次師生
以校園電視台作
為平台供分享生
命

學校亦會透過午
間點唱，為學生及
老師提供平台役
此欣賞及彼此打
氣。

已舉辦一次探訪
老人院 的義工活
動

己舉辦一次探訪
幼兒園的義工活

動

已 於25個課室外

加設分享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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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創影響

計制報本校成功建立「正向課室J'透過專業人士到校指導及舉辦教師工作坊，為教師提供更
多培訓機會，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提升教師對「正向教育」的認識，並培養教師的正面情緒和
積極思維，藉以融人教學當中。全校100%老師認同工作坊能講他們認誡「正向教育」之理念，並
透過正面的教育環境來改變學童負面思想。 全校92%老師於平日課堂中會滲人不同的品德教育元
素 ，指導學生成為一個有良好品德素 餐的人。

計倒不但能配合學校的發展目標﹒提升學生的自信心，更能提升學生的抗逆力。教師透過經

使他的成長課程，增強學生的抗逆力。全校89%老師均認同計劉中的成長課及校本輔導活動能提

升同學之「抗逆力」 。家長亦避過講座及棍子活動體驗，了解正面思維的重要性，加強對精神健

康的認識，並在親子活動之中實踐欣賞及歐恩的正面價值觀。

師生均能透過不同活動營造學校的「分享文化J'例如透過校園電視台為師生提供一個平台，

讓彼此分享及欣賞。另外，師生透過佈置正向教育的環境，營造正向氣氛，增強校園的分享文化。

透過不同的探訪活動，如探訪老人院及兒童中心，學生能體驗協助弱小，實踐正面的價值觀與正

面行為，並強化所學，以積極樂觀的心態去看待生命中的不幸。
計翻亦 促 進學生的社交和情廠發展， 根據 2017-2018年度學生情意 及社交範時表現指標

(APASO)問卷， r稱哥哥」範鴨得分為2.嗨，較全港平均分(2.65)高;「獎勵」範鳴得分為2.峙，較全
港平均分ο.44)高;「堅毅」範喃得分為3凶，較全港平均分(3.02)高I r良好行為」範目窮得分為3.60 ' 

較全港平均分(3.44)高， r負面情戚」範疇得分為1.73'亦較活動前低。

3. 自我評鑑計倒成本效益

表二:預算核對表

變更
預算項目 核准預算 實際支出 [(乙)-(甲)J / (甲)

(根攘協議會如衰問 (甲) (乙) +/一%

一般開支 52，600.007C 45.782.50 j巳 -12. 96% 

服務 55，300.00 7c 53，880.00 7c -2.57% 

工程 24，000.007C 24， 960.00 :Të +4.00% 

資產運用計剖

類別 項 目/說明 數量 總值 調配計 倒

其他 課 室分享欄 26 24.960.005E 計創完結後將留

校供 師 生使用

j兌衰格/指引可於擾質教育基金網頁!ttID:II17e{.‘org.!tk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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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推介的成果及推廣模式

項目詳情

衰三:計ilï1]成果的推廣價值

成果的質索
及推廣價值評鑑

學與教資源 加人抗逆兀素的成長課資料已經被存檔，建立成 校本之學與教

(校本成長課48節) 資源 ， 供老師參考使用。計割完結後，計創活動及成長課正向
教育課將列為 恆常活動。

5. 活動一覽表

表四:活動一覽表

活動性質 概略說明 參加人數

學校 教師 學生
其他 參加者的回應
(請注
明)

「正向專寶之旅J 於 9月 至6月 期間， 老師透過校 l 50 822 根據問卷調查· 100%學
本的小證書鼓勵學生的好行 生喜愛獎勵圖卡，並且
為，班主任亦遞過不同的班本 能推動他們建立好行
獎勵計劉正向鼓勵學生。本校 為。另外 ，根據老師觀
於下學期以16種基本的好行 察.80%學生行為表現 在
為及正面想法作參考，設計了 下學期有所進步。
全新的獎勵j圓卡 。

教師培訓I 1 全體老師培訓於2018年1月211 50 。 根據問卷調查· 100 %老
日進行，由聖雅各褔群會的註 師認為工作坊能增加正
冊社工帶領，除了學習了正向 向教育(PERMA) 的認
的理論，講員更提及到學生的 誠，並且認識到不同的
需要及分享實踐正向的方法 品格強項。
在教學之中 。老師們亦透過遊
戲 及活動，也了 解到 正肉的重
要性。

教師培訓2 全體老師培訓於2018年4月411 50 。 根據問卷調查· 100%老
日進行，由聖雅各福群會的注 師認同 工作坊能增加認
冊社工帶領如何培養學生 正 織面對逆境的應有的心
向品格，並且戰勝逆境。當中 態。80%老師智、誠如何運

運用互動及影片混老師了 解 用 品 格強項去克服困
面對逆境的應有的心態及如 . 蹤。老師也表示有 品格
何運用品格卡。 卡 的配合，講學生更 能

掌盤。
教師培訓3 全體老師培訓於 2018 年6月l 50 / 根據問卷調查.97 %老師

29日進行，由聖雅各褔群會 工作坊學習 及實踐 自
邀請了 香港樹仁大學陳自強 我關懷的三個要素並且
博士分享如何應用自我關懷 懂得應用自我關慎於正
於正向教育當中，總老師可以 向教育當中。 老師 表示
掌握織別及支援高危學 生的 學習到如何教導學生 認
方法。 織自我，並能識別情緒。

此衰梅/揖哥!可於優質教育基金網頁f1t1/J://nef.orf!.1t k下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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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師日」 全校學生於2017年9 月7口l
親自編寫敬師卡贈送給老
師。另一方面， 我們亦邀請了

! 戶、 ‘ 一- F . J. 'I， “..- �‘SW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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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的高年級同學， 代表全校
學生為老師們送上敬師日禮
物。

戚恩週 本校將於2月尾舉行廠恩週各l
項活動，同學向家人 、 老師、
同學撰寫並送贈廠恩卡。當中
亦在 早會或者午膳時進行「鸝
恩時段J '同學可以分享鳳恩
故事。另外，圖書館進行了「戚
恩故事漫盤比賽J '同學可以
編制戚恩小故事，得且是作品亦
於校內圖替館展出。

成長課正向教育課 本校已按「資助學校採購程 l 
資源 序」選用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沙

田綜合服務中J心為學校設計
及撰寫共48節成長課正向教
育課資源， 全校師生均在成長
課使用有關資源。本校已推行
了 48節 課堂， 透過正向教材
套的活動、分組討論及影片以
灌輸正向的價值觀及方法，學
生也投人成長課之中， 當中亦
樂於實踐正肉的方法。

家長講座 1 本校已按「資助學校採購程 l 
序」選用r，屯二:一」提供家長
講座。「~-\J;JJ教育及心 理
顧問中心課程總監訝于清美女
士於20 18年1月26 日為家長
舉行 「孕育孩子戚恩的心 」正
向講座，給予家長正面思想和
快樂指數的方法，從而增 強孩
子的抗逆能力

家長講座2 本校已按「資助學校採購程 l 
序」選用「之.;'_�.:f提供家長
講座。r .:，_>�>__;教育及心 理
顧問中心 課程總監謝j賞美女
士於20 18年4月20日為家長
舉行「正念親子一他壓力為
動力」家長講座，與 家長一 同
從正向，心理學的角度認識促
進子女俱樂成長的因素。 L-

此表格/措哥!可於優質教育基金購頁IItto://aef.012.11 k下棋﹒

50 822 全校學生參與填寫敬師
卡並且送給老師。
10 0%老師欣賞同學的心
意。

50 822 根據觀察， 學生踴躍參
與戚恩、週各項活動。
根據問卷調查，90 %學生
表示感恩週能報自己更
關心戚謝身邊的事物。

50 822 90%老師滿意崇真會沙
田綜合服務中心為學校
設計的成長課正向教育
課資漲， 認為有助於成
長課認 識正面的 價 值
觀。

80 (家 共有80 位家長參加1次
長) 家長講座，其中 98 %家

長認同能夠 學習以 正面
情緒增 強 學童的 抗 逆
力。

60 (家 根據問卷調查，97%家長
長) 表示論座能幫助認識促

進子女快樂 成 長 的 因
素。
另外 ， 家長表示 學習到
如何轉化負面情緒，把
壓力變為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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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歷奇體驗日 本校已按「資助學校採購程 l 
序」選用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沙
回綜合服務中心為學校舉辦
親子歷奇體驗日 ，舉行日期 為
2018年3月3日 ，對象為20
對 小三家長及學生。

校園電視台分享 於9月至6月期間，師生共1301 1
次透過校園電視台於早會時

段分享生命 ，分享主題 為立
志、尊重、守規、信心、廠恩、
神愛等。師生於下學期2月 戚
恩週及其他時段遊過午間點
唱彼此欣賞及彼此打氣。

探訪老人院 安排五年級及六年級學生於1
2018年6月25日探訪基當教復
臨安息日會恆安老人中心，與
長者進行遊戲、唱詩及談天。

探訪兒童中心 安排五年級及六年級學生於 1 
2018年7月3 日探訪救世軍
禾輩幼兒學校，與幼兒學生 進
行遊!戲及簡介小學生活。

課室外加設分享欄 老師帶領全校25 班 學生一起l
在2017年9月 將目標及代樽事
項 寫在壁報板，並一同將文字
和相片等 生活點滴記載在課
室外的分享欄。

6.困難及解決方法

50 

50 

20 20(家 家長及小朋友對活動自
m畏) 容臨到都非常滿意，

長表示過往少參與親子
活動， 很享受今次在遊i
戲中的互動。根據問卷
調查100%家長認為活動
能提升親子抗逆力。

822 師生共 130次透過校園
電視台於早會時段分享
生命，同學及老師均樂
於透過校園電視台分享
及 彼此禱告。

20 根據觀察， 學生積極籌
備是次活動， 而且在活
動當日也用心與長者談
天。長者也表示很喜歡
當日活動， 能夠與 學生
分享生活趣事。

20 根據觀察，學生當日細
心為幼兒學生講解小學
生活，而且幼兒學生 也
積極發問問 題 。 另外，
幼兒園教師也表示活動
能聽幼見學生更 認織小
學校園生活。

822 100%老師表m加設分享
欄能營造正向氣氛，增
強學生的分享文化及對
學校的歸屬敵。根接老
師觀察，同學樂於將生
活點滴記於壁 報上分
可弓E已r。

由於學校於2017-2018年度由24 班擴 班至25 班， 課室外加設分享欄由24個增加至25個，男外亦
在 學生活動中心鬥外加設一個分草棚分享正向資訊，故此 工程項目實際支出比核准預算超出960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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