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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锣等弱觞咳斜嬲绍 9巨不得衔蝶域勤觐省 9翻￡卩畴必须葫明出瘥 °



夤素抨核 日期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 日 、十二 日及十四 日

回孽校通遇夤素郎核

□擘校不通遇夤素抨核

孽校的表睨

1,擘校的持獯蛩展

11 瓣孽檄耩踟注蜃校癸展 9除 敲有尊责委具舍 ,通 妲定期阴舍 、謇圃

校畏的擘校冁告和共同商封荸校事移 9有 效盂察孽校的厘作外 ,在

财政上也一直铪予掌校支援 9配 合癸展需要舄孽校添置教擘寮源 9

矍富兜童的荸罾 °覃校能善用社匾夤源 ,借用鄱近小擘埸地毽行孽

留活勤 9及安排兄童参甑匾内商黼 9置 涠他们的鹱腧 °擘校觥於兄

童洗手固隙菖 ,前 定年度莳副 ,在 家畏和友校支持下 9成 功镬取外

固黄源 9割 建兄童 「塾衍洗手固 J9有 效改善孳校瑕境 。孽校得到

瓣肇檄耩的支持 ,又 能横桠寻找及善用外固夤源来配合孽校蛩展需

要 °

12 Γ加强家校合作 」是擘校上年度另一项嗣注事填 9孽校能因瞧家畏

的事畏和典趣 9安耕不同烦型的家畏羲鸦工作 9如 在擘期初和教肺

一起搦助幼兄通虑校圜生活 、参舆舰子表演和临助校 内活勤的敲莳

等 9增 强家畏懿馘兜童在校活勤情况 °家晨封渲些服移工作投人 ,

舄家校合作奠下基踺 °荸校可考虑成立如羲工小徂 的家畏支援辋

络 9毽 一步菝挥他们的力量 ,舆 校方共同策割推行校 内活勤 ,成 舄

孽校的合作夥伴 ,一 起培育兄童 °

2.擎舆教

21 擘校参考教材套敲静锞程 9以 主题综合各荸召簸嚅内容 ,能 涵壹六

大主要覃罾箭嚅 °另外 ,孽 校舄高班兄童安排 Γ敲莳活勤 J,攘 他

们徙多元化活勤 中建耩知谶 °兄童投人参舆活勤 ,表琨事注 ,惟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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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可再多禳兜童就佃人典趣和能力封孽翟作毽一步探研 。本年度睾

校以 Γ加强活勤内容舆幼兄覃罾抨估的骺蘩 」舄踟注事埂 9管 理蜃

已带领教腼改善裸程内容 9有 效深化主题荸罾 9业 莳劐提升教肺封

颧察兜童的敏臧度 9嗣 逋活勤安排 ,增 加教擘效能 。舄建至上逛 目

膘 9管 理屠可毽一步加强带领教肺固的荨蒹封揄 ,以 能更客颧地抨

儇兄童的孽召 9壶 利用兄童表睨束榆祝教荸成效 °

孽校已跟毽上一次笪素抨核的建羲 ,加 强 日程的均衡性 9攘 兄童有

更多檄舍参舆腭能和 自遴活勤 °惟部分催能活勤的 目的儡重主题内

容的重温 9敲 静蛟舄静悲 9兄 童的逼勤量不足 °荸校宜改善腭能活

勤 的敲卦 9瀑 兜童每天有足狗檄鲁毽行大肌 肉活勤 9促 毽身腭菝

展 。孽校已把英静荸翟融人小徂活勤中 ,以 故事和唱逛等有趣的途

径 ,禳 兜童在蛭鬏的缳境下接髑第二韶言 9安排理想 °孽校亦可莛

一步把宗教和普通静孳留融人小徂活勤 屮 9增 加 日程安排的霾活

性 ,舄 兄童提供均衡的孽召檄窨 °

覃校的缳境布置理想 9校 圜内虎虚可旯兕童作品 ,有 助兄童彼此的

分享和交流 °教狮敲卦多檬化的肇召角 ,放置充足的教具和物料 ,

裸室的圊善笪量佳 ,能 吸引不少兄童锆伴圃擅 ;部 分孽召角的活勤

舆主题相朋 ,能 提供檄舍攘兄童通妲颧察和操弄物料 ,作 毽一步探

索 °高班兜童更有檄舍参舆布置家庭角 `自 裂教具和物料 ,他 们於

角 内毽行角色扮演 9在 教腼的悉心安排下 9兜 童在典趣角的活勤

内 9能 接躅和瞧用不同擘召箭嚅的知谶 9业 菝展满通能力 。教抑鼓

黝兜童葩掾和莳副所参舆的角落活勤 9有 助培震他 ll3自 我管理的能

力 。兄童熟悉人角常规 ,封 活勤感典趣 °惟在逛行 自逞活勤峙 9教

抑主要辅缚兄童做功锞舆圊工 9他 们宜加强颧察舆引鳟莛行其他活

勤的兄童 ,促 毽擘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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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孽校 因虑各镢兄童的能力 ,舄 兜童安拼通量的裸桨 9有 助罩 固擘

罾 °孽校又敲卦舰子工作舐 ,壶 舄家畏提供指引束辅醇兄童 9有 助

促毽舰子满通 ,及攘兄童能在家中延展孽留的典趣 °在静文裸桨的

敲卦上 ,除 抄舄以外 9教 酾也窨安排兕童通妲善信往遗等有趣的型

式束加深封韶文的韶谶 9教 肺可籀獯增加不同颊型的裸桨 9攘兜童

有更多檄舍瘊用文字 ,使 覃罾更生活化和富趣味性 。

孽校已建立裸程管理楷制 °管理屠通妲颧锞 `批 圃教案舆教孽反

思 9盂 察课程的推行 9能 提供具艘改善教孽的建蓠 °惟教鲕的反思

以描逃教单流程舄多 9管 理眉宜带镆教狮先舄孽召活勤打定具鳢清

晰的教孽 目稞 ,亚 针封 目膘束榆祝教孽成效 9徙 而提出跟毽建蓠 °

睬程主任琨兼任多戳 9觐有空固莛一步支援教酾和带领事桨分享 °

孽校宜榆祝工作编配 ,禳 主任可腾出更多畴固和空固 9便 能更癸瘴

其领蕖舆盖察的角色 9带镇教鲕利用髁程桧封黄料回镬裸程敲静 °

教肺教孽 辈侑充足 ,耩 解清晰 9能 利用合逋的教具和富物辅助教

擎 9攘兜重通妲咸官孽召 ,掌 握知谶 ,教 孳流程顺蜴 °教狮悲度温

婉 ,具 良好耩故事技巧 9又 能耐心聆骢兄童的分享 9能 以正面的悲

度回瞧兜童 9建 立 良好肺生嬲像 °颧察所旯 ,教 酾在毽行主题教孽

畴 9蛟 多主撑孽召活勤 ,教 孳茚奏亦稍舄急龌 °教酾宜多安排兜童

作小徂分享 9引 尊他 llg癸 表生活旯圊及咸受 ,促毽兜童的人除互勤 :

兄童主勤孽召 9守 规有稽 9具 良好的韶言表连能力 9绊 於舆人满通 :

他 lll熟 爱参舆艘能和塾衍活勤 ,投 入美挚割作 9喜歆唱歌舆律勤 9

表睨精力充沛 °兄童遵守秩序 9自 理能力颇佳 ,能 有傺理地 自行孰

拾教具和摺叠被捕等 °非莘韶兜童普遍能以粤韶舆本地 记童交敲 9

踊曜参舆孽罾活勤 9友 僭固融洽相馄 ,彼 此接钠 9常 鲁锆伴毽行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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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荸 校以棺案形式配锊兄童的孽罾表琨 ,储 存兄童的主题抨估 `相 爿

分析和兜童作品等 ,能 反映兜童各靳嚅的擘留毽展 °除揉用 日常觏

察抨估外 9覃 校於指定畸段以工作舐形式部估兄童静文 `裁数和常

谶方面的表琨 ,抨 估非在 自然的孽召缳境下毽行 9靴以有效反映兄

童的荸召 。荸校宜以了解兜童侗别化表琨舄 目的 9摒 粟以工作舐形

式毽行的抨估 ,箍 獯覃徼推行 日常持镇翻察抨估和葩镣 9更 奉碓地

了解和掌握兜童的擘罾毽程 °

3.促 毽擘校 自我完善的建羸

31擘 校能舄教孳圜陈安排 自抨的培剖 9惟 未有足狗檄鲁禳他们参舆全

校各乾嚅的抨估 °孳校在榆封的妲程 中 9雎 能舄孳校工作提出改善

建翥 9惜未有将建蓠作全面整合柬莳定蘩展葑割 9本 年度朋注事项

的 目棵也欠清晰 °舄了提升 自抨的效能 ,管 理屑宜带领仝催员工共

同封揄孽校的整瞪表现 9聚 焦榆祝各踟注事项的推行和成效 9将 所

提出的具蹬建莪加以综合和分析 9按 侵次打定束年工作静割 9一 起

推勤孽校癸展 。

32孽 校宜毽—步落寅 「策劐一推行一抨估 J的 循擐 ,将 自部文化引人

日常工作 中 9徙 有效的抨估带勤未束的策劐 °如孽校舄教肺安排培

剖|和 舄家畏翠瓣活勤 ,宜 在事後收集参加者的意旯 9榆 封活勤推行

的成效 9以 规割 日後的工作方向 °而教鲕毽行教擘反思 ,也 瞧多加

抨估兄童的孽罾成效 9以 回臆裸程和活勤的敲卦 9提升教覃效能 。

同畴 9孽 校也须榆祝工作儡配 ,避 免戳能重叠 ,提 升管理屠的督尊

效能 °孽校已跟毽上一次笪素抨核的建篱 9逐 步改善工作的耙镣系

毓 ,但 尚须收集合逋的夤料和数艨 9以 促逛孽校能獯菝展相睇事

项 9壶 作舄 日後的参考和跟毽 °

抨核具 :潘玉章女士 、票晓玲女士



附 傲

擘校回臆

孽校封贸素抨核冁告初稿没有提出意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