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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目標：  

1. 本校以「全校參與」的模式，關懷和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2. 善用學習資源及津貼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以提升其學習效能。 

3. 為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課前輔導及加強輔導計劃，亦為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提供學習支援。 

4. 介紹不同的教學策略給老師，以提升教師照顧學生個別差異的能力。  

 

(二)現況： 

強項： 

1. 本校推行小班教學及合作學習，有利照顧學生個別差異。 

2. 本校中、英、數、常四科都設分層工作紙，以切合學生的個別差異。 

3. 善用各方資源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4. 教師關愛學生，師生關係良好。  

 

弱項： 

1. 需要支援的學生增加，加重教師的教學負擔。  

2. 部分學生在學習上可獲得的家庭支援較少，影響學生的學習表現。  

 

(三)關注事項： 

1. 提升有學習需要學生的學習能力及自信心。 

2. 加強誇專業合作，以加強照顧學生個別差異。 

3. 建立共融及關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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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注事項：提升有學習需要學生的學習能力及自信心。 

活動 發展策略及目標 表現指標及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工作成效 反思及建議 

1.1 特殊學習

需要支援

小 組 ( 外

購小組) 

透過社區機構提供針對性

服務，利用小組形式，提升

學生的學習能力、社交、專

注力、情緒管理及自理能力

等。 

活動能幫助提升學生學習能

力、社交、專注力、情緒管

理等。觀察學生參與活動時

的表現。 

觀察學生參與活動時

的表現及向有關老師

跟進學生情況。 

透過小組訓練，加強學生情緒控

制、專注力訓練、社交技巧及學

習能力等。校方與外間機構合

作，舉辦了 26 個各類型小組，

給予全校有社交溝通困難、讀寫

障礙、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及

自閉症學生。為各特殊學習需要

學生提供不同種類的訓練，加強

學生的學習能力及改善行為。 

因停課關係，小

組都是以網上或

影片形式進行，

成效有限，建議

來年繼續運用社

區資源設計不同

的小組，儘量以

實體形式提供不

同的訓練，加強

及提升有特殊學

習需要的學生能

力、社交技巧及

學習能力。 

 

1.2 學習能力

提升班 

為減輕有特殊學習需要學

生家長處理子女功課上之

負擔，本校與社區機構合辦

「學習能力提升班」，導師

及學生比例為一比五，目的

是希望參加學生能於每天

放學後有更充裕之時間及

支援下完成功課。 

大部分參加學生能於每天放

學後完成功課。 

觀察學生參與活動時

的表現及向有關老師

跟進學生情況 

有關機構於每月撰寫報告予校

方參考，了解及反映學生於功課

班上之表現、完成之功課量、學

生在功課上常遇之困難；完成相

關聯絡後，機構統籌亦將有關報

告交予學校負責人，以作監察及

了解。 

唯本年度大部份都是停課關

係，故只能在 11 月至 3 月份進

行「學習能力提升班」。 

建議來年繼續與

社區機構合辦

「學習能力提升

班」，以減輕有特

殊學習需要學生

家長處理子女功

課上之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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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個別輔導 

由輔導助理會及社工不時

觀察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

生，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個

人輔導。輔導重點主要為行

為、情緒訓練及心理輔導。

輔導助理及社工亦會定期

與家長溝通以跟進學生的

情況。 

觀察學生平日學校的表現。 

不時與家長、老師檢討學生

平日的表現。 

行為觀察 

老師意見 

家長意見 

融合輔導助理及社工定期進行

跟進，家長、學生及老師表示學

生情況有改善。 

本年度處理較多

情緒問題及缺課

問題的個案，透

過個案面談、聯

絡家長及老師諮

詢等，個案的情

況有改善。如遇

到有需要的學生

或家庭時，社工

亦轉介其他社區

資源或服務，讓

個案有更全面的

支援。 

 

2. 關注事項：加強誇專業合作，以加強照顧學生個別差異。 

活動 發展策略及目標 表現指標及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工作成效 反思及建議 

2.1 校本言語

治療服務 

透過駐校言語治療師，為有

需要的學生提升言語說話

能力，並邀請學生家長及相

關老師出席訓練時間，以幫

助家長及老師在訓練以外

時間指導學生的說話能力。 

有 75%教師滿意本學年的言

語治療服務。 

有 75%家長滿意本學年的言

語治療服務。 

教師問卷 

家長問卷 

100%教師滿意本學年的言語治

療服務。91.4%家長滿意本學年

的言語治療服務。 

 

建議下年度可繼

續邀請學生家長

及相關老師出席

訓練時間，讓家

長及老師了解語

障學生的語言問

題及上課表現。 

故事爸媽伴讀工作坊 

透過言語治療師教授親子

伴讀技巧，提昇家長支援學

生閱讀能力，並訓練各家長

成為故事爸媽伴讀計劃中

的家長義工。 

有 75%家長認為工作坊能提

升他們與子女之間的伴讀技

巧。 

家長問卷 

因疫情關係，未能進行閱讀課，

故本年度故事爸媽伴讀工作坊 

及故事爸媽伴讀計劃取消。 

 

下年度推行故事

爸媽伴讀計劃時

會繼續以全年模

式以同一位故事

爸媽配對相同的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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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爸媽伴讀計劃 

在閱讀課時段於校內為有

言語需要或社交能力弱之

學生提供家長義工伴讀，以

提升有需要學生之言語能

力或社交能力。 

觀察學生參與活動時的表

現，有 80%家長義工認為滿

意此計劃。 

觀察學生的表現家長

義工問卷 

學生問卷 

 

 

2.2 校本教育

心理服務 

透過駐校教育心理學家，為

有行為、情緒或其他特殊教

育需要之學生進行評估、面

談或跟進服務，改善其學習

能力上或行為、情緒上之問

題。並為相關學生之家長或

老師提供支援及諮商服

務，以助學生不同方面均成

長。 

有 75%教師認為滿意本學年

的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教師問卷 

本年度教育心理學家一共訪校

19 日，分別為家長及老師提供諮

詢服務，以及為懷疑有特殊教育

需要之學生提供評估及跟進服

務、以及跟進已確診之有特殊教

育需要學生之情況。有 97.7%教

師滿意本學年的校本教育心理

服務。 

繼續以為家長及

老師提供諮商服

務，以及為懷疑

有特殊教育需要

之學生提供評估

及跟進服務、以

及跟進已確診之

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之情況的形

式提供服務。 

 

3. 關注事項：建立共融及關愛文化。 

活動 發展策略及目標 表現指標及成功指標 評估方法 工作成效 反思及建議 

3.1 共融活動 

-Care 

Café   

 

全年舉行一次「Care Café」。

學生可憑「關愛券」換取小食

或參與遊戲。在班中獲選為關

愛大使的二至六年級學生會

擔任工作人員。為加入推廣共

融文化的元素，有特殊學習需

要之學生亦會被邀請擔任工

作人員。 

有 80%學生出席。 

有 80%教師同意 Care Café

能帶動學生關愛的氣氛，培

養學生主動關心別人的精

神。 

出席人數 

教師問卷 

因疫情關係，未能進行 Care 

Café，以班本及級本共融活動代

替以達至共融文化。所有學生均

有出席活動，有 72.7%教師同意

共融活動能帶動學生關愛的氣

氛，培養學生關心別人的精神。 

由於級本共融活

動以 ZOOM形式

進行，故部分學

生未有投入參與

活動。建議以班

本形式進行，能

帶動學生氣氛， 

3.2 學生講座 於週會時段舉辦特殊教育 有 70%老師認為活動能增加 老師問卷 有 100%教師同意認識讀寫障礙 來年繼續於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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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主題講座；藉此提升學

生對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

的認識。 

學生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的認識。 

觀察學生週會時的表現。 

即時問答 講座能增加學生對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的認識。有老師表示

學生很投入參與，整體氣氛不

錯。 

時段舉辦有關特

殊教育需要主題

講座，藉此提升

學生對有特殊教

育需要學生的認

識。 

3.3 家長講座 

透過本校之言語治療師或

教育心理學家提供家長工

作坊或講座，籍此提高家長

對特殊學習需要之認識，從

而達至共融文化，以及為有

特殊學習需要學生之家長

提供支援服務及建議。 

有 75%家長認為活動增加其

對相關課題的認識，以及有

助其對幫助子女的成長。 

家長問卷 

出席人數 

本年度教育心理學家、特殊教育

需要統籌主任及特殊教育支援

老師為小一及小二家長提供三

節學習技巧家長講座，講座主題

分別為：做個小「專」家、語文

同樂學中文及學習 Eng 數有辦

法，三次講座總參加人數約三十

人，有 100%家長認為活動增加

其對相關課題的認識，以及有助

其對幫助子女的成長。 

來年繼續透過校

本言語治療師或

教育心理學家提

供家長工作坊或

講座，籍此為有

特殊教育需要學

生之家長提供支

援服務及建議。 

3.4 生命導師

計劃 

優化「生命導師計劃」的計

劃，透過計劃使 SEN 學生

得到適切的關懷和照顧。透

過輔導組老師與個別特殊

學習需要之學生定期會

面，進行交談、共同午膳等

不同類型的接觸，以關懷特

殊學習需要之學生。 

有 75%教師認為滿意本學年

的生命導師計劃。 
教師問卷 

由於停課關係，輔導組老師與學

生見面較少，故成效有限，但從

生命導師計劃小冊子中觀察到

老師對學生的關懷。100%輔導組

老師都滿意本學年的生命導師

計劃。 

建議來年優化生

命導師計劃，班

主任一同參與生

命導師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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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支援津貼財政報告(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事項  支出   收入  

2019-2020 盈餘  $ 284,014 

2020-21 學習支援津貼撥款(第一期)  $ 859,273 

2020-21 學習支援津貼撥款(第二期) 
 

$370,927 

增聘全職教師 $257,591.45 
 

全職駐校融合輔導助理薪金及強積金(全年計) $ 812,321.9  

外購專業服務(全年計) $195,444  

購置學習資源及器材-物資(教具、用具) $18,962  

共融文化活動及家校合作支援活動 $50,100  

減：總支出 $1,334,419,6 
 

盈餘 $179,794 
 

餘款佔本年度應得撥款的百分比($179,794/$1,230,200)*100%= 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