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葵涌蘇浙公學 

 《組別/科務工作計劃》          繳交日期：__10/9/2013_                                      頁 1 

 

組別/科目名稱： 歷史科歷史科歷史科歷史科     年份： 2012012012013333----2012012012014444 

1. 本學年工作目標 

(a)配合全校性方向目標  

1. 加強學與教的效果, 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2.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自學能力 

3. 關注師生的身心健康, 減少負面情緒, 提升快樂指數 

4. 提升學生的自信心、自尊感和欣賞能力 

5. 關注畢業生的多元出路, 協助實現其升學及就業的抱負 

(b)科組發展重點  

1. 按同學能力及情況設定班本的教學活動及課業, 以加強學與教的效果, 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2. 鼓勵學生作課前預習, 及於課後利用各種資源作延伸學習, 目的是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自學能力 

3. 關愛學生, 留意學生的表現, 使課堂在和諧氣氛中進行, 以減少彼此的負面情緒, 提升快樂指數 

4. 多讚賞及表揚積極學習的學生, 鼓勵學生互相欣賞,以提升學生的自信心、自尊感和欣賞能力 

5. 藉課程擴闊學生視野, 令學生多思考 日後出路, 並及早作準備, 實現其升學及就業的抱負 

 高年級方面, 分別為基礎較弱及能力較強的學生提供個別指導, 助他們為畢業後出路作準備 

 

 

(c)優化恆常工作  

1)  訓練學生掌握研習歷史之技巧，例如分析歷史資料，解難能力、表達技巧及掌握課程之重點。 訓練高年級學生掌握寫作與 

 答題技巧，以應付公開考試。 

2)  本科將幫助學生了解近代世界, 祖國及本土歷史發展的重點, 使學生明白現代社會、日常生活與歷史的關連, 了解轉變 與承 

 傳的關係, 並從而擴闊視野。 

3)  配合校方的英語延展計劃，本年度中二級及中三級將會設計及運用一些含英語的教材作教學 (約佔全年課程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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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2. 重點目標重點目標重點目標重點目標、、、、執行計劃及策略執行計劃及策略執行計劃及策略執行計劃及策略    

 策略/措施 施行日期 成功指標/準則 評估方法 所需支援 負責同工 EMB 指標* 
1 按同學能力及情況設定班本的教學活動及課業, 

以加強學與教的效果, 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透過恰當的透過恰當的透過恰當的透過恰當的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提升學與教效果提升學與教效果提升學與教效果提升學與教效果    
運用不同的課堂活動提升同學的學習興趣及課堂參與,
包括分組討論及滙報, 角色扮演, 歷史短劇及概念圖設
計等 
 
在課業安排及學習過程方面, 照顧學習差異的同學: 
* * * * 因應同學能力及進度因應同學能力及進度因應同學能力及進度因應同學能力及進度安排課業安排課業安排課業安排課業::::    
為照顧學習差異，對每班的課業要求有所不同。 把較
艱深的課業列為堂課, 以加強對能力較差的同學的課
堂指導；而較容易的課業則會當作家課。 
* * * * 學習過程學習過程學習過程學習過程::::    
分組策略方面, 安排不同能力的學生組成一組, 使能力
較佳者領導組員參與分組活動, 而老師安排不同能力
的組員展示活動成果, 使能力稍遜者亦投入活動。 
* * * * 評核安排評核安排評核安排評核安排::::    

校內的小測/統測及考試, 包含不同難度/層次的題目, 
使能力較弱的學生, 亦可在要求較簡單的題目方面取
分。 而能力較強的學生, 則可挑戰需求高階思維的題
目。 

全年 師生在課堂上作出交流及學
生上課時表現投入; 
學生理解教學內容及有能力
完成課業; 
測驗和考試的成績達至合理
水平。 
使學習能力較差的同學對歷
史科產生興趣和改善成績。 

學生課業; 
課堂表現; 
本科的評
核。 
學生按老師
的指示, 完
成課業及盡
力完成校內
評核。 
 
 

 CS 2.3 

2 * 鼓勵學生作課前預習, 以恰當的方法作評核, 例
如要求同學完成課前預習工作紙, 或在課堂上以
小測或問書的形式, 甚至讓同學擔當小導師, 以評
核同學的預習情況 
* 聯絡本校圖書館, 舉辦歷史科專題書展, 推動同學
的學習氣氛及提升自學能力。 
* 配合學校閱讀計劃, 鼓勵同學充分運用圖書館書籍, 
電子書, 網上及博物館資源等作延伸學習, 目的是提
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自學能力 
 

全年 
 
書展 (下
學期四/ 
五月) 

學生完成課前預習及能展示
學習成果, 例如完成有關工
作紙或其他課業; 
初中學生最少完成一份有關
歷史科的閱書報告; 高年級
學生則最少完成二本歷史書
籍; 
到訪本校圖書館了解本科資
源或參觀博物館, 作自學活
動 

課前預習及
成果展示; 
歷史科的閱
書報告; 
歷史科專題
書展;  
 
 

與圖書館
的配合; 
 
 

CS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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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措施 施行日期 成功指標/準則 評估方法 所需支援 負責同工 EMB指標* 
3 * 舉辦誇科協作活動—大澳漁村生趣之旅, 讓

同學透過其他學習經歷鞏固書本知識, 把書本
知識與生活連繫及提升學習興趣  

2013 年 9月
30 日 

同學參與活動及完成課業 活動課業  與中史科, 

經濟科, 地

理科及經濟

科配合 

CS 3.2  

4 * 提升高中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自學能力 

老師參考課程發展議會的指引，設計校本評核

的方法 (SBA)，根據考評局的指引，在新高中

推行。 

全年 準時提交考生校本評核評
分表； 
考生在這個過程中培養自
學能力, 自行搜集及分析
資料, 最後完成研究報
告。 

指導學生在
中六完成校
本評核學習
報告 
 

 CS 2.5 

5 * 教師在課堂上及課業上給予學生正面的回
饋; 
* 留意學生的表現, 使課堂在和諧氣氛中進行, 
以減少彼此的負面情緒,以達關愛學生,提升快
樂指數 

全年 學生喜愛本科; 

師生關係和諧 

學生在學科
問卷上對本
科的意見 

 CS 3.8 

6 教師多讚賞及表揚積極學習的學生, 鼓勵學生
互相欣賞,以提升學生的自信心、自尊感和欣賞
能力 
* 表揚方法包括: 提名學生為每月之星; 口頭
讚揚; 在課堂上/ 課業上的正面回饋 
* 同學之間透過互助學習 (教師識別班中能力
較強的學生, 邀請他們擔任組長, 編排他們協
助能力較弱的學生, 完成課堂作業及溫習功
課。) 使他們建立自信及在互相欣賞的環境下
學習 

全年 學生在課業上 / 課堂上

的表現 

學生能完成
課業; 
學生盡力回
答測驗及考
試題目 

 CS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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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措施 施行日期 成功指標/準則 評估方法 所需支援 負責同工 EMB指標* 

 

填報同工： CS    日期：10/9/2013 

7 * 藉課程擴闊學生視野, 令學生多思考日

後出路, 並及早作準備, 實現其升學及就

業的抱負 
* 高年級方面, 分別為基礎較弱及能力較
強的學生提供個別指導, 助他們為畢業後
出路作準備 

全年 同學的回饋; 

同學在中學文憑試

的表現 

每名高年級學生均與老師
作個別下面談 或作 小組
指導, 助他們完成校本課
業及處理學業困難; 
同學認真及盡力地預備中
學文憑試 

 CS 3.2 

8 * 協助中六級同學更充分掌握文憑試要

求及配合新高中課程及評估檢討中文憑

試歷史科的變化： 

透過講解不同類型的試題及作答技巧, 協

助同學掌握研習歷史的技巧, 例如如何整

合史料及表達個人意見、比較、選取及分

析史料的能力、評估、評價、判別謬誤、

討論及解難能力  

* 老師加強輔導中六級同學，使同學能掌

握新高中課程及評估檢討中文憑試歷史

科的變化。 

 

全年 學生習作； 

課堂表現 

分析學生習作；課堂表
現，學生自評。 
透過在課堂上的討論，了
解學生能否建立世界史觀
及掌握歷史的發展。 
另外，會安排戶外考察以
增加學生的興趣，從而提
升他們其他的學習經歷。 

利用考評

局及坊間

例子解

說，好讓

同學參與

文憑試前

有充足練

習。 

CS 2.6 

10 老師積極參加教育局 / 課程發展處的教

師培訓，密切留意考評局有關本科文憑試

及校本評核的指引，協助同學了解評核安

排及掌握最新資訊。  

加強考評及試題的分析，以幫助學生掌握

評分要求，改進成績。 

全年 同學的回饋; 

同學在中學文憑試

的表現 

教師參加教育局的教師培

訓; 

分析公開試試題及有關的

評分準則。 

增加有關試題作答技巧的

訓練。 

校內作彈

性課堂安

排(調堂)

以配合教

師進修 

CS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