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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堯天主教小學 
08-09 關注事項 

1. 關注事項：推動課堂研習，優化學與教的策略。     
(配合 08-11 年度學校發展重點內容---管理與組織項3及學與教項1) 

發展策略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組別 
籌辦教師專業發展活動，提升教師

的教學技巧。 
    

- 為中、英、數三科引進專業支援，並

將成功經驗擴展開去，提升教師的課

堂教學技巧。 

 

8/08-6/09

 

- 中、英、數三科因應本科發展重

點，進行課堂研習，並推廣成功

經驗。 

- 參與的教師認同有關支援有助提

升其教學技巧。 

- 於上、下學期發問卷收集

教師意見。 

- 學生表現：成績/作品/課

堂表現。 

 

校務組 

教務組 

中英數科 

- 籌辦校本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及教師工

作坊。 

 

 

- 因應學校發展重點，籌辦校本教

師專業發展活動及教師工作坊，

並將所學應用於課堂上。 

- 參與的老師認同有關支援有助提

升其教學技巧。 

- 發問卷收集教師意見。 

 

校務組 

教務組 

- 統籌各科的科本專業發展活動及教師

工作坊。 

 

 

- 因應科本發展重點，籌辦專業發

展活動及教師工作坊，並作試行

及推廣。 

- 參與的教師認同有關支援有助提

升其教學技巧。 

 

- 於上/下學期發問卷收集教

師意見。 

- 學生成績/作品/課堂表

現。 

教務組 

各科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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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略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組別 
統籌及協調「課堂研習」，優化教

學素質。 

  

- 協調中、英、數三科課堂研習計劃之

推行： 
 中文科(四年級)：讀寫結合 

 英文科(三、四年級)：小學校

本課程及支援服務—Grammar 

Teaching 

 數學科(三、四年級)：小學校

本課程及支援服務—提問與回

饋 

8/08-6/09

 

- 學生更有效地掌握教師所教的知

識和技能。 

- 參與的教師認同課堂研究計劃有

助提升教學素質。 

 

- 於上/下學期發問卷收集教

師及學生的意見。 

- 參考有關專業支援的評估

報告。 

- 審視學生成績/作品/課堂

表現。 

 

 

教務組 

校務組 

中英數科 

 

 

- 透過各科課研、教學交流活動，增強

教師協作及專業自主文化，完善課堂

教學。 

 

8/08-6/09

 

 

- 教師透過課研、教學交流活動，

在課堂中實踐有關的教學設計，

並能應用相關的教學技巧。 

- 教師對有關政策持正面的意見。 

- 透過教學交流活動，評估

教師的教學技巧。 

- 發問卷收集教師對有關政

策的意見。 

教務組 

各科組 

透過課研、觀課、同儕交流活動及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優化學與教的素

質。 

    

- 四年級於寫作範疇進行「課堂學習研

究」，善用讀寫結合，提升寫作能

力。 

- 透過觀課，促進教師的教學經驗交

流。 

- 舉辦同儕交流活動及教師專業發展活

動，優化學與教的素質。 

08-09 - 老師於寫作課中善用讀寫結合策

略，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 能提出改善建議，有效地深化老

師的教學技巧和策略。 

- 70%中文科老師同意有關的活動能

優化學與教的素質。 

- 課堂觀察或錄影。 

- 檢視學生前後測的成績/學

生作品/課堂表現。 

- 檢視同儕觀課教學計劃及

反思報告。 

- 老師的問卷調查。 

中文科 
教務組 
校務組 

- 安排教師參與工作坊、講座及研討

會。 
 - 70%中文科老師出席有關的工作

坊、講座或研討會 

- 檢視教師進修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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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略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組別 
The enhanc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in 
learning by using the mean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and 
development. 

    

-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entor 
System (SBCDP/ NET/ AT)： 

 Curriculum plann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 Co-plan Time and Professional 

Studies. 
 

08-09 - The reflections from teachers 
with the policy and it can help 
the effectiveness to enhance 
teachers’ professionalism. 

 

- Fill in the questionnaire 
and ask feedback from 
teachers 

 

English 
Panels 
English 
teachers 
PSMCD 
NET 
SBCDP  
AT 

推動課堂研習，透過教師專業發展

優化學與教的質素。 

    

- 小三及小四老師在教育局學校夥伴支

援計劃下利用課研按科本特色發展焦

點式觀課—提問與回饋。 
 

08-09 

 

- 參與老師認同有關的支援有助其

提升教學技巧。 

- 參與支援計劃的老師能將成功經

驗於其他級別推廣及試行。 

 

- 教師問卷（教務組）。 
- 審視學生課堂表現。 
 

數學科 

教務組 

 

- 透過課研、教學交流活動，增強老師

協作及專業自主的文化，並完善課堂

教學。 
 

 - 本科組全年最少為老師安排一次

工作坊。 

- 科任並將有關知識應用於課堂教

學上。 

 

- 統計本科組為老師籌辦校

內工作坊的次數。 

- 透過教學交流，評估老師

的教學技巧。 

 

數學科 

課程組 

 

- 鼓勵及安排教師按興趣及需要參與校

外工作坊或出席校外講座及研討會。

 

 - 75%科任出席有關的工作坊、講座

或研討會。 

 

 

 

- 檢視教師進修紀錄。 

 
數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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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略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組別 
- 安排數學科資訊科技輔助教學分享

會。 
 

12/08 - 科任能透過分享會，互相交流使

用資訊科技輔助教學的心得。 

- 科任表示能利用資訊科技進行互

動教學。 

- 收集老師對於分享會的意

見 

- 教師問卷 

 

數學科 
資訊科技組 

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深化教學策

略，進而提升教學素質，以臻完

美。 

    

- 透過科本形式的同儕觀課，探討有效

的教學理念或策略，評估教學效能。

 

08-09 

 

- 各級能在全年內進行一次同儕觀

課，並反思教學效能。 

- 教師認為觀課有助提升教與學的

效能。 

- 審視觀課反思紀錄表。 

 

常識科 
 

- 舉辦教師工作坊，為他們提供實用的

教學支援。 
 

8/08-11/08

 

- 教師能應用有關教學策略於課堂

中。 

- 收集老師對於工作坊的意

見。 

常識科 
教務組 

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深化音樂創

作的教學策略，進而提升教學素

質，以臻完美。 

    

- 科任老師進行同儕聯課，提升教師創

作教學的技巧。 

08-09 - 高、中、低年級科任各能在全年

內進行一次創作教學同儕聯課，

並反思教學效能。 

- 科任老師認為同儕聯課有助提升

其創作教學的技巧。 

- 觀察學生創作成果。 

- 檢視觀課反思紀錄表 

 

音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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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注事項：因應學生不同的學習能力，提升他們的學業成就，強化他們的兩文三語。 
(配合 08-11 年度學校發展重點內容---學與教項23) 

發展策略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組別 
因應學生不同的學習能力，提升他

們的學業成就，強化他們的兩文三

語。 

    

- 因應學生不同的學習能力，在中、

英、數三科的學習上，調適課程及有

關的教學策略。(與有關科主席、副

主席進行定期會議，以協調有關科組

制定跟進措施及檢討成效) 

8/08-6/09

 

- 學生中、英、數科的學習表現得

以提升。 

- 有關科任老師認同跟進措施能提

升學生的學業成就感。 

- 參考教務及課程組及有關

科組的會議紀錄。 

- 於上/下學期發問卷收集老

師/學生對有關政策的意

見。 

教務組 

課程組 

中英數科 

- 增加學生運用兩文三語的機會： 

 二年級推行普通話教中文 

 加強英文課堂口語能力訓練 

 - 於英文及普通話課，學生能應用

課堂所學的知識、能力及策略。 

 

 

- 於上/下學期發問卷給老師

及抽樣收集學生對有關安

排之意見。 

- 參考課程組及有關科組的

會議記錄。 

課程組 

中文科 

英文科 

普通話科 

- 擴展英文及普通話科語境教學及活

動。 

 

 

 - 豐富英文及普通話科之活動及環

境佈置，以推動學生學習。 

- 學生和教師能應用相關的語言溝

通。 

- 於上/下學期發問卷給老師

及抽樣收集學生對有關安

排之意見。 

- 觀察學生於活動中之表

現。 

課程組 

英文科 

普通話科 

透過課程設計，運用不同的教學策

略，改善學生的語文能力及照顧學

生的個別差異。 

    

- 以試點形式，在二年級開展用普語教

中文，選取部分單元以普語授課。 
08-09 - 80%老師及 70%學生認同用普通話

教中文有助改善同學的語文能

力。 

- 老師及學生的問卷調查。 
 

中文科 

普通話科 

 
- 利用課研調適課程內容，以及透過不

同的教學策略提升學生的語文能力。

 

 - 不同的教學策略能運用得宜。 
 

- 檢視教學計劃及各級的課

程檢討報告。 
 

中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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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略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組別 
- 繼續發展及完善四年級單元主題的課

程設計。 

 

08-09 - 80%老師對校本單元課程的成效持

正面的評價。 
 

- 檢視校本課程。 
 

中文科 

- 校本核心課程擴展至四年級，以照顧

學生的個別差異。 

 

 - 能力較弱的學生在課堂上表現積

極投入。 

 

- 觀察學生的課堂表現及考

查學生進度。 

 

 

通過不同的閱讀、寫作及聽說活

動，加強學生閱讀、寫作及聽說能

力，以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就。 

    

- 與生活教育組、圖書組合作，為學生

舉行有關「關愛」或「誠信」的主題

閱讀活動。 

08-09 - 80%老師及 70%學生認同左列活動

能強化同學的閱讀、寫作及聽說

能力。 

- 老師及學生的問卷調查。 中文科 
生活教育組

圖書組 
- 三至六年級學生全年須作書面閱書報

告一次。 

    

- 繼續推行「小作家」計劃。學生作品

除上載於科網及用作投稿外，還會定

期作出陳展。 

 - 作品的陳展及閱書分享，能增加

學生的成功感及提升他們的自信

心。 

- 觀察學生表現。 
 

中文科 
 

- 三至六年級各班派出代表在午膳時間

透過中央廣播分享宗教人物的生平事

跡。 

   中文科 
宗教科 

To enhanc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strengthen their 
biliterate and trilingual abilities. 

    

Teachers specify the learning 
weaknesses and the needs of pupils. 
They are able to implement the 
appropriate teaching strategies to 
enhance pupils’ learning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08-09 - Teachers are able to locate the 
learning weaknesses and the 
needs of pupils with the 
reference of previous test/ exam 
evaluation. 

 

- Teacher’s professional 
reflections. 

 

English 
Panels 
English 
teachers 
PSMCD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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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略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組別 
  - Teachers are able to plan 

appropriate teaching plans and 

implement relevant teaching 

strategies. 

-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est/ 

exam, there is positive progress 

on pupils’ academic 

performance. 

- The quality of pupils’ works. 

- By observing the 

performance of pupils and 

the qualities of their 

works. 

-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school tests and 

examinations results. 
- Test/ Exam Evaluation 

Reports. 
 

English 
Panels 
English 
teachers 
PSMCD 
NET 

 

- English Language Enrichment 

Programme. 
 Curriculum  
 Activities 

 Language-rich environment 
 
 
 
 
 

08-09 - Teachers spend time for pupils 

to use English to communicate in 

class. 

- Pupils enjoy the activities of the 

programme. 

- Teachers agree that the 

programme facilitates the 

abilities of pupils in mastering 

English language. 

- Observation and feedback 

from teachers. 

- By observing the 

performance of pupils in 

learning English. 

English 
Panels 
English 
teachers 
PSMCD 
NET 
Religious 
Group 

透過多元化的課內外活動提高學生

學習數學的成就。 

    

- 教師在課研時段商討教學策略及設計

合適的學習活動。 

08-09 

 
- 教師表示能透過適切的教學策略

提高學生的數學成就。 

- 從校本課程反思表中收集

老師的意見。 
 

 

 

 

數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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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略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組別 
- 舉辦富有趣味性的全校性數學活動

（例如：數學遊戲日、數學遊蹤

等）。 

 

1/09 

 
- 學 生 於 活 動 中 表 現 認 真 、 投

入。 

- 80%的受訪學生表示數學活動能提

高他們學習數學的能力。 

- 觀察學生於活動中的 
表現。 

- 向學生抽樣進行訪談。 
 

數學科 

- 利用進展性評估回饋學與教。 

 
08-09 

 
- 各級均能利用進展性評估回饋學

與教。 

- 檢視各級進展性評估報告

表。 
 

- 於有蓋操場定期舉辦有獎數學問答比

賽，並向學生展示有關的解題過程。

10/08-5/09

 
- 70%的受訪學生表示問答比賽能提

升其學習數學的能力。 

- 向學生抽樣進行訪談。 
 

 

- 與校外專業團體合辦奧數培訓班。 10/08-6/09 - 60%參加的學生表示課程能提高他

們學習數學的能力。 

 

- 學生問卷。 
 

數學科 

校外奧數培

訓團體 

豐富普通話的語言環境，強化學生

運用普語的技巧，增強學生運用普

語的自信心。 

   

- 於小一至小六推行普通話語境教學：

 課程 

 語境佈置 

 活動 

 獎勵計劃 

08-09 - 小一至小六普通話之課程、語境

佈置及活動能豐富語境，促進學

生學習普通話。 

- 統計「普通話語境教學」

小冊子得獎學生人數。 

- 觀察學生運用普通話的積

極性。 

- 利用訪談或問卷收集家

長、學生及教師的回饋。 

普通話科 

宗教科 

- 各級別因應教學內容舉辦有關訓練學

生共通能力的跨班聯課活動，以訓練

學生的共通能力。 

 

 

 

 

 

 - 70% 學生樂於參與跨班活動。 

- 學生能應用課堂所學的技能。 

- 觀察學生在跨班活動的表

現。 

- 利用問卷或訪談收集學生

對活動的意見。 

- 從分科會議中收集教師的

回饋。 

普通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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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略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組別 
- 以普通話話劇課外活動小組來加強學

生學習普語的興趣，學生運用普語進

行活動，有效提升他們運用普語的自

信心。 

08-09 - 學生投入地參與話劇培訓活動。 

- 學生能自信地及投入地演出劇

目。 

- 學生能演出一齣精彩而流暢的話

劇。 

- 觀察學生進行活動時的表

現。 

- 利用訪談或問卷收集教

師、組員的回饋。 

普通話科 

 

- 舉行跨科活動： 

 聖誕卡拉 OK 

 

12/08 - 學生樂於參與跨科活動。 

- 學生有信心地運用普通話與他人

溝通及進行活動。 

- 觀察學生進行活動時的表

現。 

- 利用問卷收集教師及學生

的回饋。 

普通話科 

英文科 

宗教科 

 

增強學生聆聽、拼讀及譯寫等語言

能力。 

  

- 完善普通話科課程： 

 利用進展性評估優化普通話科

課程 

(小一至小二：說話及朗讀) 

(小四至小五：譯寫) 

 完善校本漢語拼音課程 

(小一及小四) 

08-09 - 學生能增加語音的認識。 

- 學生能打好學習語音的基礎。 

- 審視進展性評估及總結性

評估的成績。 

- 觀察學生在課堂的表現。 

普通話科 

 

善用及擴充現有的館藏項目，讓同

學多接觸英、普的書籍，配合語境

教學的推展。 

  

- 調撥資源購置附有漢語拼音的書籍，

支援普通話科教學的需要，並與普通

話科科任老師合作，指定或鼓勵同學

借用這類的書籍。 

08-09 - 學年內能夠添置附有漢語拼音而

又符合同學程度的書籍，而新置

書籍期內至少錄得二百本次的借

用量。 

- 購書紀錄。 

- 借閱統計。 

 

圖書組 

普通話科 

- 透過不同的場合及途徑，向同學推薦

英文書籍，提高同學借閱英文書的意

欲。 

 - 在全年總借書量當中，借用英文

書籍的比率較去年有所提升。 

- 借閱統計。 圖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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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注事項：培養學生自學、自主的學習態度，並強調他們的自律精神。  
(配合 08-11 年度學校發展重點內容---學與教項4及校風及學生支援項13 )                                                                                                   

發展策略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組別 
配合各科需要，透過資訊科技的支

援，提升學生自學、自主的能力。

  

- 完善電腦科課程，提升學生資訊科技

的能力和素養，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08-09 - 學生掌握資訊科技的基本操作、

概念和資訊素養。 

- 評估學生作品。 資訊科技 

組 

- 支援各科網站增加互動學習元素，提

倡網上學習。 

 - 各科網站每兩個月需更新網頁內

容一次。 

- 學生經常使用科網站進行自學。

 

- 透過問卷收集教師對科網

站的意見。 

- 統計學生使用科網站的次

數。 

資訊科技 

組 

各科組 

 

- 於小息及課餘時間開放電腦室，鼓勵

學生運用數碼資源及電子學習平台進

行自學。 

 - 學生能夠在自學時段利用網上資

源自學。 

- 學生於活動中表現認真和投入。

- 透過問卷收集學生使用電

子學習平台的意見。 

- 觀察學生於活動中的表

現。 

資訊科技 

組 

 

- 推展獎勵計劃，鼓勵學生自主學習。

 

 - 學生積極地利用數碼資源自學。

 

- 統計學生使用數碼資源的

次數。 
 

舉辦多元化的學與教活動，提升學

生的共通能力，並強化學生自學、

自主的學習技能及態度。 

    

- 各科課程加入相應的自學元素及活

動，提升學生自學的技巧及態度。 

 

 

8/08-6/09 - 各科組加入自學元素的課程，培

養學生相關的技巧及態度。 

- 學生能應用相關的自學技巧於學

習上。 

 

- 審視各科課程及課業內的

自學元素。 

- 參考課程組及有關科組的

會議紀錄。 

- 觀察學生在課堂及活動中

的表現。 

- 於上/下學期，發問卷給老

師及抽樣收集學生對課程

的意見。 

課程組 

各科組 



11 

發展策略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組別 
- 籌辦切合學生需要的專題研習活動，

提供適切的學習平台，讓學生發展各

種共通能力。 

8/08-6/09 - 專題活動能提升學生的共通能

力。 

 

- 以問卷或訪談收集學生的

回饋。 

- 觀察學生在研習時的表

現。 

- 發問卷給老師及家長，收

集老師及家長對有關政策

的意見。 

課程組 

有關科組 

培養學生自律自理的學養，使他們

成為依法守規，自我管理的好孩

子。 

   

 

- 推行以自律自理為題材的全校性活

動，透過不同的主題滲入有關「自律

自理」的教育元素。 

08-09 - 學生較活動前更能自律守規，其

自我管理能力亦有所提升。 

 

- 觀察學生在自律自理方面

的行為表現。 

- 收集教師及學生的回饋。 

訓輔組 

生活教育組 

- 推行以自律自理為題材的班級經營活

動，提倡讚賞文化。 

 

 - 學生對班的歸屬感增加，亦能遵

守班規。 

- 學生經常獲得教師讚賞而變得更

主動守規，積極改善自己。 

- 比較活動前後學生對自己

班別的歸屬感及各班別的

內聚力的轉變。 

- 收集教師及學生的回饋。 

- 參考持分者問卷數據。 

訓輔組 

 

- 為有行為偏差問題及社交技巧困難的

學生推行【結伴同航】計劃。 

 

 - 參與學生同意是項計劃能提升他

們的自律能力。 

 

- 比較學生參與計劃前後的

表現。 

- 活動後收集參與者的意

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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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略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組別 
支援教師的專業發展，透過教師培

訓，提升教師在培養學生自理自律

能力的技巧。 

   

 

- 舉辦教師專業培訓工作坊，題材包

括： 

 如何運用正面讚賞技巧培養學

生 
 如何從紀律中教出好學生 

9/08 

1/09 

- 教師能積極運用正面讚賞技巧教

育學生。 

- 教師能將所學技巧應用在培養學

生紀律的工作上。 

 

- 透過問卷調查收集教師的

意見。 

 

訓輔組 

- 配合以「自律自理」為題材的全校性

主題活動內容，定期向教師提供訓練

指引。 

08-09 - 有關訓練指引能提高教師時刻關

注學生自律自理表現的意識。 

 

- 收集教師對有關措施的意

見。 

 

訓輔組 

生活教育組 

為家長提供適當支援及有系統的培

育，提升他們教育子女的技巧及承

擔感，與學校建立良好的夥伴關

係。 

   

 

- 定期出版【家訓輔】通訊，為家長提

供培養子女自理自律能力方面的資

訊。 

11/08 

2/09 

5/09 

- 家長認同有關通訊內容實用，能

為他們提供培養子女自理自律能

力方面的合用資訊。 

- 收集家長及學生對有關通

訊的意見。 

 

訓輔組 

學生支援組 

生活教育組 

- 舉辦「五常法」家長講座。 11/08 - 家長認同講座能提高他們對「五

常法」的認識，並有應用於管教

子女的工作上。 

- 收集家長參與講座後的意

見。 

 

訓輔組 

- 鼓勵家長參與配合以「自律自理」為

題材的全校性主題活動的延展活動。

 

08-09 - 家長能成為學校的合作伙伴，積

極協助校方指導子女在家中實踐

有關活動。 

- 學生在延展活動中態度積極，其

自律自理表現亦見改善。 

- 審視互動工作紙，並進行

分析。 

- 收集教師、家長及學生的

回饋。 

 

訓輔組 

生活教育組 

- 舉辦有關言語治療學習策略的家長

講座。 

11/08 - 出席的家長表示有關講座能達到

預期目標。 

- 收集家長對有關講座的意

見。 

 

學生支援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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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略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組別 
- 成立家長義工隊伍，培訓家長義

工，並引入家長義工參與學校工

作。 

 

 

11/08-6/09 - 家長義工隊伍核心成員之間能建

立良好的關係。 

- 有關培訓計劃能提升家長義工的

質素。 

- 家長義工能有效地在學校內擔任

義工工作，增加校內人力資源。 

- 透過座談會收集義工成員

對家長義工隊伍的意見。 

- 觀察及比較家長義工在培

訓前後的轉變。 

- 檢視家長義工在學校內的

工作表現。 

訓輔組 

宗教組 

 

因應學生的特殊教育需要，提供

適切的支援服務，以提升他們的

學習能力，並促使他們養成自學

的習慣。 

    

- 為有學習困難的學生舉辦學習小組。 08-09 - 參與的學生認為此計劃能幫助他

們改善學習。 

- 派發問卷給學生，並進行

分析。 

學生支援組 

-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IRTP)設立

「自學園地」及 獎勵計劃。 

 - 學生積極借用自學園地的學具。 

 

- 統計借用園地學具人數。 

- 觀察學生的投入程度。 

- 統計得獎人數。 

 

- 舉辦言語治療課程。 

 

 

 - 70%學生的言語障礙問題有改善。

- 學生認為他們在語言學習方面的

問題得以改善。 

- 派發問卷給學生，並進行

分析。 

- 與學生面談。 

 

- 為全體學生舉辦有關言語治療講座

(暫定：與語障學生的溝通方法)。 

 

待定 - 有關講座能讓學生認識更多與語

障學生的溝通方法。 

 

- 觀察學生參與講座時的表

現。 

- 收集師生對有關講座的意

見。 

 

- 舉辦資優課程。 

 

下學期 - 參與者認同有關課程能讓他們發

揮自己的天賦才能。 

 

- 派發問卷給學生，並進行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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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略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組別 
鼓勵學生積極參與校內及校外各

項活動，培養學生各方面的興趣

及自學態度，盡展潛能，提升其

自信及自律精神。 

    

- 藉「一人一體藝計劃」，鼓勵學生積

極參與體藝活動，發展潛能，並能自

訂目標，藉此培養自學態度，提升自

律精神。 

 

08-09 - 獲獎的學生佔參加人數 15%或以

上。 

- 學生認同計劃的目標。 

- 學生的自學態度及自律精神得以

提升。 

- 統計得獎的學生人數。 

- 抽樣調查學生對有關計劃

的意見。 

全方位學習

組 

學生事務組 

中英文科 

音樂科 

體育科 

視藝科 

普通話科 

- 藉「一師一培訓計劃」，培養學生各

方面的興趣，並由負責訓練的老師訂

定目標，藉此培養自學態度，提升自

律精神。每位老師最少帶領學生參與

一項校際比賽，並進行訓練。 

 

 

 

- 學生認同參與訓練和比賽，能培

養他們各方面的興趣及自學態

度，提升自律精神。 

 

- 檢視「校外比賽後老師及

學生報告及心聲」。 
- 檢視各科校外參賽成績。 

全方位學習

組 

學生事務組 

各科組 

- 舉行「才藝匯演 2009」，發展學生潛

能，並提升學生自信。 

 

4/09 - 學生的自信心得以提升。 

- 學生能發展潛能。 

- 觀察學生的表現。 

- 檢視「才藝匯演 2009 學生

及家長心聲」。 

 

運用資訊科技及透過不同的學習策略及

活動，促進互動學習及培養學生的自學

態度。 

    

- 透過自學角，如攤位遊戲、問答比

賽，加強學生的語文知識，促進學生

自學。 

08-09 - 80%老師及 70%學生對左列的自學

途徑給予正面的評價。 

 

- 老師及學生的問卷調查。 

 
中文科 
 

- 指導學生查字典的方法，並善用筆記

簿，讓四至六年級學生進行課前預

習，以及在課堂中摘錄筆記及學習要

點。 

 - 學生能掌握查字典的方法及養成

摘錄筆記的習慣。 
 

- 定期檢視學生的筆記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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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略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組別 
- 配合電腦科的獎勵計劃，指導學生透

過資訊科技，參加網上閱讀獎勵計

劃，促進自學。 

08-09 - 70%學生積極參與有關的閱讀獎勵

計劃。 
- 觀察學生表現，統計學生

參與人數及檢視獎勵計劃

的成效。 

中文科 
電腦科 
資訊科技組 

- 購買網上自學軟件，加強本科的自學

元素。 

    

Provide a balanced and diverse 
English education to foster pupils’
attitudes on self-study and self-
autonomy. 

    

- To underpin pupils’ learning habits, 
abilities and attitudes that form the 
essential foundation for lifelong 
learning： 

 Word Bank 
 Use dictionary as a self-

learning tool 
 Pre-lesson preparation 

08-09 - Teachers agree that pupils are 
able to apply self-study skills and 
attitudes of self-autonomy in 
their learning. 

- Pupils apply these tools are a 
good way to foster their learning 
habits, abilities and attitudes. 

- By collecting feedback 
from teachers and pupils.

- Pupils’ performance in 
Word Bank. 

English 
Panels 
English 
teachers 

- Encourage pupils and teachers to 
use internet resources as an 
effective tool to develop pupils’ 
attitudes on self-study and self-
autonomy： 

    

 Web-based learning platforms 
(i-longman, e-learning 
platform, hkedcity & subject 
website) 

 BCA web-based assessment 
tools 

 
 
 

08-09 - According to the assigned 
learning targets by teachers, 
pupils use related English 
websites for self-study once in a 
month. 

- By collecting feedback from 
pupils and teachers. 

- The records of the usage 
on the web-based learning 
platforms which are 
promoted by English and 
Computer Studies Groups. 

English 
Panels 
English 
teachers 
Computer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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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略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組別 
透過多元化途徑加強學生自學數學

的能力。 

    

- 在四、五年級課室設置數學自學角，

並加入不同元素，例如：學具及益智

的數學遊戲等。 

10/08-5/09

 

- 各班能豐富自學角資源。 

- 70%的學生表示該途徑能提升其自

學數學的能力。 

 

- 學生問卷。 
- 向學生抽樣進行訪談。 

數學組 

- 利用獎勵計劃鼓勵四至六年級學生在

課堂中利用堂課簿摘錄筆記及學習要

點。 

08-09 

 

- 學生能自律地摘錄筆記。 
 

- 老師課堂觀察。 
- 檢視堂課簿。 

 

- 利用閱讀獎勵計劃鼓勵四至六年級學

生積極閱讀數學書籍。 

10/08-5/09

 

- 70%的學生表示該計劃能增加其自

學數學的興趣。 

- 能於每學期安排四至六年級學生

閱讀數學書籍乙次。 

- 學生問卷。 
- 統計各班同學共同閱讀數

學書籍的次數。 

數學組 

圖書組 

- 鼓勵及安排學生多利用資訊科技加強

自學數學的能力。 

 

 
- 學生表示能透過資訊科技進行自

學。 
- 學生問卷。 
- 向學生抽樣進行訪談。 

數學組 

電腦組 

善用課本以外的資源，培養學生對

周遭事物的敏銳觸覺及自我主導學

習的技能，讓他們親自發掘知識。

    

- 統整常識科網站內容，建立自學平

台，鼓勵學生運用資訊科技進行互動

學習活動。 

08-09 - 學生能運用常識科網站的資源完

成自學活動或延展課業。 

- 審視相關的課業。 

- 收集老師及學生的回饋，

檢討活動的成效。 

常識科 

電腦科 

資訊科技組 

- 定期推行「時事新聞眼」活動，鼓勵

學生養成主動閱報的習慣。 

10/08-6/09

 

- 活動能加強學生對社會/祖國時事

的觸覺和關注，並提高他們分析

及評論時事的能力。 

- 收集參與者對此活動的意

見。 

常識科 

圖書組 

- 舉辦「科技學習日」，培養學生的科

技素養。 

1/09-2/09 - 活動能學生引發對科學的熱誠，

自發進行科學探究。 

 

 

 

- 收集參與者的回饋，檢討

活動的成效。 

常識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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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略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組別 
- 推行綠化校園活動，培養學生解決、

管理及改善環境素質的意願，建立愛

護自然文化:  

 澆花活動(P.1-6) 

 園藝組(P.3-6) 

10/08-6/09

 

- 活動能加強學生對健康綠色校園

的概念。 

- 校園環境能得以美化。 

- 收集老師及學生的回饋，

檢討活動的成效。 

常識科 

- 圖書活動與課堂活動作緊密的結合，

藉此將閱讀元素滲透正規課程中。 

 

 - 學生能透過圖書館內的資源，順

利完成相關的延伸課業及自學活

動。 

- 觀察學生進行活動時的表

現。 

- 收集老師的回饋。 

常識科 

圖書組 
 

- 透過「常識學會」會員參加的服務計

劃及校外比賽，拓寬學生接觸不同生

活層面的學習機會。 

 - 學生能參加校外活動和於校內協

助推廣本科活動。 

- 活動能誘發學生對學習本科的興

趣及成功感。 

- 收集老師及學生的回饋，

檢討活動的成效。 

 

常識科 

 

透過不同的自學活動，培養學生在

視覺藝術學習上的自學態度。 

    

- 進行創作學習前，安排學生預先搜集

相關的資料。 
 

08-09 - 各級於每學年中至少一個課題，

讓學生預先搜集有關的資料。 

- 學生能主動搜集資料，並能在構

圖及創作過程中加以運用。。 

- 審視各級教學計劃。 
- 收集老師的回饋，檢視活

動的成效。 

視藝科 
圖書科 
 

- 透過本科網站，讓學生進行自學的活

動。 

 - 10%學生曾瀏覽本科網站，並進行

自學的活動。 

- 學生認同透過網站能培養他們的

自學態度。 

- 統計學生人數。 
- 抽樣學生進行訪問。 

視藝科 
 

鼓勵學生參加樂器班及提升學生的

樂器演奏技巧，培養學生自學、自

主的學習態度。 

   

- 鼓勵學生參加小提琴、中提琴、大提

琴、長笛班、口風琴、非洲鼓班及手

鐘班，通過校內/外表演，提升學生的

樂器演奏技巧。 

 

08-09 - 學生的樂器演奏技巧被提升，並

能培養其自主學習的態度。 

- 觀察學生練習及表演時的

表現。 

- 檢視各樂器班評估表。 

音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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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略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組別 
- 安排學生參與「才藝匯演 2009」。 4/09-5/09 - 參加者認為活動能增加其樂器演

奏的演出經驗，並能培養其自主

學習的態度。 

- 觀察學生參與演出時的表

現。 

- 檢視「才藝匯演 2009 學生

及家長心聲」 

音樂科 

 

建立積極活躍的生活方式，培養學

生的自學精神。 

  

- 於各休息時段，為學生提供體育用具

(如毽子和繩)，方便他們進行自學。

08-09 - 40%的學生曾於各休息時段進行一

次或以上的自學活動。 

- 統計活動人次。 

- 統計每次借出用具的數

量。 

體育科 

- 在全方位小冊子中的「體育教育」，

增加「體育圖書閱讀」的項目。 

 - 30%的小四至小六學生達到有關簽

章要求。 

- 學生透過閱讀有關書藉，豐富了

他們對體育運動的知識。 

- 統計全方位小冊子的簽章

人數。 

- 統計借閱人數。 

- 與學生面談。 

體育科 

全方位學習

組 

圖書組 

- 設置「體育資訊板」，為學生提供一

些校外團體(如康樂及文化事務署和香

港羽毛球總會) 舉辦課程的資訊，供

學生自行報名。 

 - 每月更新體育資訊板一次。 - 統計更新資訊板次數。 

- 調查學生閱覽該資訊板及

報名參加相關課程的情

況。 

體育科 

強化學生在普通話方面自學、自主

的學習態度。 

  

- 善用多媒體語言學習室於小息時介紹

有關語音的遊戲及進行自學。 

08-09 - 教師及學生認為有關活動有助學

生認識學習普通話的不同途徑。 

- 利用問卷收集教師及學生

意見。 

普通話科 

資訊科技組 

- 配合全方位獎章計劃進行自學活動。  - 70% 小四至小六學生曾參與普通

話自學活動。 

- 統計透過全方位獎章計劃

進行自學的人數。 

普通話科 
全方位學習組 

- 於二年級普通話課程中加入自學活

動：  

 教師指導學生為家居設備製作

普語拼音字卡，並鼓勵學生自

行製作。 

 學生定期在課堂中展示所製作

的字卡，教師可給予鼓勵。 

 - 學生投入參與活動。 

- 70%學生曾自發性製作字卡。 

 

- 統計學生製作字卡的數

目。 

- 利用問卷收集教師及學生

意見。 

普通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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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略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組別 
- 與圖書組合作，鼓勵學生多看有普語

拼音的課外書 

08-09 - 學生各學期至少借閱有關的圖書

一次。 

- 活動能提升學生在普語拼音方面

的認知程度。 

- 參考圖書科借閱統計表。 

- 科任老師觀察學生對普語

拼音的認知程度。 

普通話科 

圖書組 

提供不同形式的自學活動，讓學生

體驗自行尋找宗教知識的樂趣。 

  

- 定期透過宗教科壁報介紹有關課題的

宗教知識，並著學生完成工作紙。

(一、二年級) 

10/08-6/09

 

- 學生樂於參與有關活動。 

- 學生能完成工作紙。 

- 工作紙表現情況。 

- 觀察學生於活動之表現。 

- 問卷(老師及學生)。 

 

宗教科 

- 讓學生進行網上學習並完成課業，以

促進學生的自學能力。(三、四年級)

 - 學生能完成指定課業。 

- 學生表現投入。 

- 收集學生課業或作品。 

- 觀察學生於活動之表現。 

- 問卷(老師及學生)。 

 

 

- 讓學生按特定主題搜集有關資料自行

探討。(五、六年級) 

 - 學生能於不同的途徑取得資料完

成課業。 

- 收集學生課業或作品。 

- 收集學生的回饋。 

 

利用資訊科技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和自主學習能力。 

  

- 發展學生的資訊科技能力和素養。 

 

08-09 - 學生能掌握資訊科技的基本操作

技能和概念，並能提升自己的資

訊素養。 

- 最少 90%的同學能夠於課堂上完成

習作。 

- 觀察學生的課堂表現和評

估學生的作品。 

電腦科 
資訊科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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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略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組別 
- 鼓勵學生參與校內及校外的活動和比

賽： 

 十月(英文輸入法比賽；小三及

小四) 

 十一月(中文輸入法比賽；小四

至小六) 

 三月(賀卡/敬師卡設計比賽；

小一至小六) 

 五月(網頁設計比賽；小六) 
 全年(支援各科活動如主題學

習、專題研習、跨科活動等) 

08-09 - 學生有興趣參與有關活動。 
- 學生作品質素良好。 

- 觀察學生於活動中的表

現。 

- 評估學生作品。 

 

電腦科 
資訊科技組 

- 鼓勵學生利用互動教學軟件及網上數

碼資源自主學習。 
 - 學生能夠在自學時段利用互動教

學軟件或網上數碼資源自主學

習。 
- 學生於活動中表現認真、投入。 

- 檢視學生自學的情況。  
- 收集教師對學生自學的意

見。 
 

 

- 持續組織及培訓「IT 特工隊」組員，

使他們有能力指導同學使用校內資訊

科技設備，協助推廣使用資訊科技的

正確訊息。 

 - 組員認同透過有系統的培訓能提

高他們的資訊科技能力。 
- 學生樂於協助與資訊科技有關的

活動。 

- 觀察學生參與活動時的表

現。 
- 問卷調查及抽樣進行學生

訪談。 

 

有計劃地誘使同學多閱讀知識性

書籍，促進其自學的意識及奠定

自學的能力。           

  

- 繼續推行「圖書借閱雙月之星」活

動，亦增設「自我挑戰」閱讀獎勵計

劃，藉此提高同學借閱知識性圖書的

意欲，確保他們有相當的機會從閱讀

中學習。 

08-09 - 在「自我挑戰」閱讀獎勵計劃

中，全校至少五成同學獲得「銅

獎」或以上級別的獎狀。 

- 在全年總借書量當中，借用非故

事類圖書的比率較去年有所提

升。 

 

 

- 閱讀獎勵計劃的紀錄冊及

獲獎紀錄。 

- 借閱統計。 

圖書組 



21 

發展策略 時間表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組別 
- 持續與各科組合作，推行主題閱讀並

實行下列措施予以配合： 

 修訂圖書課課次，盡早教授與

「搜尋技能」及「閱讀策略」

相關的課題，讓同學有更多的

時間和機會實踐所學。 

 除恒常為各科組添置圖書外，

今年會重點按常識科課題的特

有需要，有計劃地擴充館藏項

目。 

 

08-09 - 同學獲提供相應的讀物自行完成

科組指定的研習活動或課業，並

認同提供的書籍有助他們學習相

關的課題。 

- 同學能把從圖書課學到的技能/策

略，實際應用在主題閱讀活動之

中，提高研習的效率。 

- 成功按常識科各級的課題編擬出

一套圖書館能供使用的書目清

單，找出與實際課題需求的差

距，為擴充館藏提供參考。 

- 以訪談方式，收集同學的

反應。 

- 科組老師觀察同學在主題

閱讀期間的表現及投入程

度。 

- 檢視自學技能應用表（附

設在「自我挑戰閱讀獎勵

計劃」紀錄冊內）。 

- 常識科（課題）的書目清

單檔案。 

圖書組 

各科組 

為高年級同學提供讀後思考及表達

意見的機會，使同學慣於作閱後的

思考，並且有組織地把個人體會與

人分享。 

  

- 按程度選輯閱讀冊，為小四至小六同

學提供獨立思考的訓練。   

08-09 - 整學年每級（小四至小六）至少

閱讀六篇選定的文章。 

- 同學大致明白文章的中心思想，

並能就附設的問題寫出個人的意

見。 

- 檢視各級閱讀冊同學的表

現。 

 

圖書組 

 

- 繼續參與由香港閱讀城主理的網上閱

讀活動，推動不同班級的同學作閱後

交流。 

 

 - 同學比去年更多使用「網上讀書

會」的討論區作交流。 

- 檢視「網上讀書會」討論

區的紀錄。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http://www.color.org)
  /PDFXTrapped /Unknown

  /Description <<
    /FRA <FEFF004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7000650072006d0065007400740061006e0074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7400e900730020006400270075006e00650020007200e90073006f006c007500740069006f006e002000e9006c0065007600e90065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61006d00e9006c0069006f007200e90065002e00200049006c002000650073007400200070006f0073007300690062006c0065002000640027006f0075007600720069007200200063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c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20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75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PDF documents with higher image resolution for improved printing quality. The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Reader 5.0 and later.)
    /JPN <FEFF3053306e8a2d5b9a306f30019ad889e350cf5ea6753b50cf3092542b3080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924f5c62103059308b3068304d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537052376642306e753b8cea3092670059279650306b4fdd3064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7305f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8868793a3067304d307e30593002>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650069006e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65006e002000420069006c0064006100750066006c00f600730075006e0067002c00200075006d002000650069006e0065002000760065007200620065007300730065007200740065002000420069006c0064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400740020007a0075002000650072007a00690065006c0065006e002e002000440069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d00690074002000640065006d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5006e0064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6f006d00200075006d00610020007200650073006f006c007500e700e3006f00200064006500200069006d006100670065006d0020007300750070006500720069006f0072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f006200740065007200200075006d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000640065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e3006f0020006d0065006c0068006f0072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300750070006500720069006f0072002e>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8006a006500720065002000620069006c006c00650064006f0070006c00f8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66006f00720020006100740020006600e50020006200650064007200650020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73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d0065006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7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NLD <FEFF004700650062007200750069006b002000640065007a00650020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20006f006d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7400650020006d0061006b0065006e0020006d00650074002000650065006e00200068006f0067006500720065002000610066006200650065006c00640069006e00670073007200650073006f006c007500740069006500200076006f006f0072002000650065006e0020006200650074006500720065002000610066006400720075006b006b00770061006c00690074006500690074002e0020004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6b0075006e006e0065006e00200077006f007200640065006e002000670065006f00700065006e00640020006d0065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e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e00200068006f006700650072002e>
    /ESP <FEFF0055007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730020006f0070006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6f006e0020006d00610079006f00720020007200650073006f006c00750063006900f3006e00200064006500200069006d006100670065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10075006d0065006e0074006100720020006c0061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00061006c00200069006d007000720069006d00690072002e0020004c006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7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9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SUO <FEFF004e00e4006900640065006e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7300740065006e0020006100760075006c006c0061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c0075006f006400610020005000440046002d0061007300690061006b00690072006a006f006a0061002c0020006a006f006900640065006e002000740075006c006f0073007400750073006c00610061007400750020006f006e0020006b006f0072006b006500610020006a00610020006b007500760061006e0020007400610072006b006b007500750073002000730075007500720069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1007300690061006b00690072006a0061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d0020006a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2d006f0068006a0065006c006d0061006c006c00610020007400610069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1006c006c0061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c006c0061002e>
    /ITA <FEFF00550073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6f006e00200075006e00610020007200690073006f006c0075007a0069006f006e00650020006d0061006700670069006f00720065002000700065007200200075006e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0006400690020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d00690067006c0069006f00720065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80079006500720065002000620069006c00640065006f00700070006c00f8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66006f00720020006200650064007200650020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73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d0065006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7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e00e40072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720065002000620069006c0064007500700070006c00f60073006e0069006e00670020006f006300680020006400e40072006d006500640020006600e50020006200e400740074007200650020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73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d0065006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KOR <FEFFd5a5c0c1b41c0020c778c1c40020d488c9c8c7440020c5bbae300020c704d5740020ace0d574c0c1b3c4c7580020c774bbf8c9c0b97c0020c0acc6a9d558c5e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b9ccb4e4b824ba74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2edc2dcc624002e0020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9ccb4e0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7f6e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ff0c5c065305542b66f49ad8768456fe50cf52068fa87387ff0c4ee563d09ad8625353708d2891cf30028be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4ee54f7f75280020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4e0e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548c66f49ad87248672c62535f00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5b9a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05542b8f039ad876845f7150cf89e367905ea6ff0c4fbf65bc63d066075217537054c18cea3002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53ca66f465b07248672c4f86958b555f3002>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