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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我們的學校 
 

(一)  辦學團體 

本校所屬辦學團體為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香港靈糧堂，同時，香港靈糧堂亦辦有

靈糧堂怡文中學，本校與中學位置毗連，並結成一條龍學校系統。 

 

(二)  辦學宗旨 

1. 按照聖經真理提供優質全人教育； 

2. 藉著傳揚福音及教導真理，使學生活出基督的樣式，以服侍上帝及服務社群； 

3. 與一條龍中學攜手為整個基礎教育作出全盤策劃，提供富連貫性和全面的學習經

歷。 

 

(三) 校訓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哥林多前書：13章7-8 節) 

 

(四) 願景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22章6節) 

 

(五) 學校簡介 

本校位於東涌，乃「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香港靈糧堂」第一間以「中、小學一

條龍模式」開辦的全日制小學，中、小學兩校舍毗鄰而立，本校六年級畢業的學

生可直升怡文中學。小學於二零零零年九月一日正式開校，怡文中學亦於二零

零二年九月一日投入運作。 

 

(六) 學校設施 

本校連停車場總面積達十七萬平方呎，除擁有大型停車場外，校內的設備亦非常

完善，包括：標準課室 30 間、禮堂、有蓋操場、籃球場、舞蹈室、音樂室、

電腦室、視覺藝術室、圖書館、STEM Room、英語活動室、祈禱室、社工室及小

組學習室等。此外，本校尚設有：秀德園圃、藝墟表演台等不同的學習地點供學

生學習、觀賞及休憩之用。 

 
(七) 學校管理 

本校因應《2004 年教育（修訂）條例》的實施，於 2008 年 8 月 30 日成立法團校

董會， 進一步落實校本管理。法團校董會成員包括辦學團體代表、校長、教師、

家長、校友及獨立人士。法團校董會每年召開三次會議，共同釐訂學校的發展項

目，審批財政預算、人事安排及檢討工作成效，透過各主要持份者參與決策，提高

學校管理的透明度及問責性，以促進學校的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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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學生資料 

1. 班級結構及學生人數：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 計 

班數 5 5 5 5 5 5 30 

人數 122 126 125 127 121 127 748 

 

2. 學生出席率：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出席率 97.8% 97.4% 97.3% 98.1% 97.5% 90.7% 

 

(九) 教師人數 

編制內 編制以外 

校長 主任 教師 外籍英語教師 圖書館主任 教師 支援教師 外籍英語教師 

1 9 40 1 1 10 4 1 

 

(十) 教師資歷 

1. 持有最高的學歷 

 教育文憑 大學學位 碩士學位或以上 

百分比 100 100 46% 

2. 教學經驗 

 0-4 年 5-9 年 10 年或以上 

百分比 36.5% 23.1% 40.4%  

3. 教師語文能力要求（佔科任教師人數%） 

 英文 普通話 

百分比 100 100  

 

(十一) 教師專業發展 

• 本年度全校教師參加校內專業發展講座及培訓工作坊共6次，包括課程與教學、調

解技巧、抗疫等主題。本校教師亦積極參與教育局及其他機構舉辦的工作坊，全年

參與的工作坊項目共107項。 

• 在科目的工作坊方面，為配合電子學習的發展，本校於2019年9月及10月分別進行

了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及常識科的電子教學工作坊，向老師介紹了在教學方面

可使用的流動應用程式及提供機會讓老師試用，以提高老師對電子教學的認識。 

• 在退修日方面，本校在2019年8月23日進行了中、小學教師退修日。退修日以「合

神心意的團隊·與同工同心同行」為主題，當天上午由陸幸泉牧師作培靈分享，下

午由怡文中學負責老師帶領老師進行建立團隊精神的活動，並透過「同心同行加油

站」，進行不同的小組活動，如球類活動及手工藝製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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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師發展日方面，本校在2019年10月2日進行了第一次教師發展日，當天上午邀

請了聯合調解專線辦事處的嘉賓為老師進行「調解技巧工作坊」，讓老師了解怎樣

進行調解，並透過角色扮演及匯報，認識如何運用調解技巧處理在學校常見的衝

突；下午由循道衛理優質生命教育中心的嘉賓進行以「失敗教育」為題材的工作

坊，向老師介紹體驗失敗及從失敗中學習對學生個人成長及發展的重要性，並為學

校提供「失敗教育」的活動方案。 

• 原定於2020年3月20日進行的靈糧堂聯校教師發展日及4月3日的第三次教師發展日

因疫情而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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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重點發展項目一：持續推展生命教育的體驗活動及生活實踐，建立學生正面積極的態度及

正確的價值觀 

1. 推行教師專業活動及家長講座，增加家長參與校內生命教育的活動。 

1.1 成就： 

⚫ 原定本學年與外間機構合作舉行教師工作坊，讓老師更認識推行生命教育的意義和背

後的理念，幫助老師掌握進行體驗活動時的方法和技巧。由於停課關係，本學年的有

關工作坊未能進行。除了教師工作坊外，原定的生命教育家長講座也在疫情下取消。 

1.2 反思： 

⚫ 下年度如情況許可，會再舉辨生命教育的家長講座，期望來年能與社工及家教會合

作，能讓家長更了解學校對生命教育的理念及推行情況，也能向家長灌輸生命素質的

意義，令在學校和家裏也能更有效地提升學生的生命素質。 

⚫ 本學年因疫情而未有時間安排老師參與有關生命教育的講座。明年會按情況恢復舉辦

教師工作坊，讓老師掌握如何透過進行體驗活動，培養學生具備生命素質。 
 

2. 優化體驗活動內容，讓學生從活動中得著「欣賞」、「愛人如己」、「感恩」、「服

事」、「堅毅」及「熱愛生命」的果子。 

2.1 成就： 

⚫ 今年試行的「成長札記」，讓學生在生命教育課時段學習並實踐一些自我照顧的技

能，讓學生能盡快適應小學的生活，並從而建立自信心，學會欣賞自己。根據負責老

師的回饋，他們認為此活動可以對焦地加強學生對某一個課題的認識，而且可以有機

會讓家長參與觀察和回饋。 

․ 因停課關係，一、二年級的體驗活動取消；三年級「感恩存摺」進行了四次；四年級

的學生在為低年級學生籌備生日會的體驗活動中只能參與籌備生日會的過程，但未有

機會實行。根據班主任的回饋，學生表現積極投入，樂意按各人的長處及興趣而分

工；五年級原定的體驗活動，包括生活營及行苦路也因疫情而取消；六年級學生只完

成了開學初的「夢想啟航」，但未能完成「生命定位 GPS」，亦未能完成體驗活動

（成長營及傳光禮）。 

․ 由於疫情影響了體驗活動的進行，因此本科於 Google Classroom 發放與各級其他主

題有關的教材，供學生在停課時段進行自學活動，如有關成長及愛人如己主題的短片

或繪本。老師與學生會就相關的課題進行網上討論。 

2.2 反思： 

⚫ 一年級推行「成長札記」方面，老師建議加入高年級學生拍片教洗手和執書包或可以

加入英文解說，令小一學生更能投入。建議給班主任即堂回饋及家長回饋的機會，以

評估學生在家是否能做到某些目標或任務。每個課題可以設定當週在家或在校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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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往生命教育科的發展一直只著眼於實體的課程，往往出現課時不足的問題。而本年

接連的停課是一個很大的提醒。生命教育的教材一直都只在課堂上與學生分享，若學

生缺席便會錯失了當天的學習內容。而在停課期間，我們也嘗試將部份由坊間機構製

作的動畫或影片放在 Google Classroom，學生的反應及觀看人次比預期理想。有見及

此，生命教育科也應善用資料科技的平台，除了把課堂內容放在學習平台外，也可與

學生分享有意義的影片，安排預習或延伸的學習活動，讓老師在課堂上有更多時間讓

學生分享感受或進行其他互動的課堂活動。 

 

重點發展項目二：持續透過TARGET的教學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共通能力，鼓勵他

們主動學習 

1. 教師參考「TARGET」理論，設計課堂的教學內容，刻意營造有利學生以「學習為目標」

的學習環境，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從而促進他們主動學習。 

1.1 成就： 

T（Task）: 

⚫ 本年度在課業方面主要透過配合學生的學習能力、加強與日常生活的聯繫及提高課業

的趣味性，以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 在配合學生的學習能力及與日常生活的聯繫方面，中文科和英文科在寫作方面為不同

能力的學生提高程度不同的寫作任務或寫作工作紙。老師會給予能力較高的學生較複

雜的寫作任務，如進行寫作前的預習、搜詞及運用思維圖象建構寫作內容；能力稍遜

的學生需完成基本的寫作任務，如詞語搜集、填寫老師已給予的寫作架構等，運用分

層設計的模式讓學生掌握學習內容，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 據查簿所見，能力較高的學生能在寫作任務中搜集不同的資料，寫出內容豐富的思維

圖象，部份學生更能從互聯網搜尋相關的資料，具備較強的學習動機；能力較弱的學

生能回答基礎層次的問題，完成內容較簡單的思維圖象，部份學生能搜集較多詞語。 

⚫ 數學科透過設計校本課業的工作紙，以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本年度一至六年級

的校本課業在其中兩個課題加入了挑戰題，而且強化了數學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 

⚫ 常識科在各級工作紙的設計上具備不少於兩次的分層課業，運用深淺程度不同的題目

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另外，本年度推行了一至三年級的校本 STEM 課程，增加了課

業的趣味性，讓學生透過動手動腦的活動，增加課堂的參與程度。 

A (Authority): 

⚫ 一、二年級進行了中文科的繪本教學，除了老師提供的圖書之外，學生可以自由借閱

配合主題的圖書，以體現自主性。在中、英文科的寫作方面，學生可以就寫作題目自

由搜集資料及建構寫作內容。數學科方面，四至六年級學生在「數學日記」裏能自由

記錄學習重點及學習感受。常識科方面，學生能在閱報分享中選擇自己喜歡的閱讀題

材，在課堂中與老師和同學分享。 

⚫ 據老師的意見及檢視學生的課業表現，大部份學生樂於完成具有自主性的課業，學習

動機也較強。另外，高年級學生的課業表現較為理想，能透過自主性較強的課業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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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多資料或記錄較多內容，體現較佳的自學精神。 

R (Recognition)： 

⚫ 本年度各主科繼續在課室壁報上張貼獎勵榜，以公開表揚在科任老師制定的獎勵計劃

下表現優秀的學生。另外，本年度回應了上年度老師表達的意見，把派發禮物的次數

由上、下學期各一次增加至兩次，使更多學生獲得嘉許的機會。本年度亦繼續把獲獎

的學生名單上載於學校網頁，增加公開表揚獲獎學生的機會。 

G (Grouping)： 

⚫ 各科科任在進行課堂活動時，大多採用異質分組增加學生的課堂參與度。 

⚫ 本年度只進行了新入職老師觀課，根據觀課所見，部份老師能透過鼓勵學生進行同儕

協作，帶動學習能力及動機較弱的學生，從而建立學生的歸屬感及自信心。 

E (Evaluation): 

⚫ 本年度中英文科在三至六年級寫作前的練習引入 evaluation 的概念，科任老師針對

學生在寫作初稿的表現，給予一些描述性的評語，學生在正式寫作前利用這些評語改

善自己的作品。數學科於本年度採用了不同的評估模式，例如一至三年級進行了兩次

實作評量、二及三年級完成了一次專題課業；常識科在四至六年級的專題研習裏先由

老師在完成報告的中段時期給予改善的意見，學生利用老師的評語改良組別的產品設

計。一至三年級的專題報告裏也引入了多角度評估，除了老師的評估外，本年度也引

入了學生互評及家長評估兩部份，透過多角度的評估讓學生檢視自己的學習成效。 

⚫ 根據查簿所見，部份高年級的學生能利用老師給予的回饋改善自己的學習，例如在正

式寫作時參考老師的評語豐富文章的內容、改善寫作結構及加入不同的寫作技巧。數

學科老師透過課堂的觀察，能了解學生在紙筆以外對課題內容的掌握程度。常識科在

進行專題研習的中段時間給予評語，有助學生改良自己的作品。 

T (Time)： 

⚫ 中文科在文學教學方面給予學生不同的自習時間，學生可按照自己的能力分配學習時

間；英文科讓能力較高的學生利用課後時間作延伸閱讀，增加學習機會。數學科在四

至六年級推行「雙週挑戰」，學生可按照自己的能力運用不同的時間進行延伸學習。 

⚫ 據老師的觀察所見，給予學生不同的學習時間，能較有效地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使

能力高的學生有延伸學習的機會，能力稍遜的學生有更充裕的時間掌握基本的學習內

容，有助建立學習的自信心。 

1.2 反思： 

T (Task)： 

⚫ 中、英文科在寫作題目方面，仍然較偏重於傳統的寫作題目，較少引入可發揮學生思

考的創意寫作題目。建議可多引入一些能發揮創意思考的題目，或改變固有的寫作模

式，在教授寫作技巧時引入一些能與日常生活題材聯繫的寫作活動，以提高課業的趣

味性及學生的寫作興趣。 

⚫ 數學科除了在校本課業工作紙加入挑戰題外，也可以在不同年級的其他課業加入一些

思考題或鼓勵學生利用生活經驗設計數學題，鼓勵並創造機會讓學生在日常生活中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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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數學，令他們能應用所學的知識。 

⚫ 在常識科方面，本年度繼續進行「時事知多啲」活動，在下學期亦開始了「開心大發

現」的短片播放，建議在其他課業方面也可以加強與日常生活的聯繫，例如多利用

Google Classroom 上載學習資料，鼓勵學生進行預習及延伸學習、利用報章雜誌、增

加學生與同學進行閱報分享次數等。 

A (Authority)： 

⚫ 在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方面，各科在下年度需要在課堂上教導學生自習的技巧，例如

如何運用筆記簿、搜集及整理資料的方法、如何選取課堂重點記下等。 

⚫ 下年度課程發展組將推行多元化學習策略計劃，訂立各項能提高學生學習能力的策

略，例如運用 Google Classroom 培養學生預習及延伸學習的習慣、在不同年級推行

不同的學習策略，如建立詞彙、搜尋資料技巧、摘錄筆記等，培養學生更主動學習的

態度，並提高學習能力。 

⚫ 課程發展組將制定摘錄筆記的指引，列出摘錄筆記的目的、推行方法、摘錄筆記時的

注意事項，並建議各科摘錄筆記的方向。各科科主任需以此為藍本，並按照科目的發

展方向，為各級訂立摘錄筆記的重點，讓學生循序漸進地掌握摘錄筆記的技巧。 

R (Recognition)： 

⚫ 課程發展組在下年度會繼續增加表揚學生的次數，讓更多能力不同的學生獲得被公開

表揚的機會。 

⚫ 現時各科的獎勵準則由科任老師制定，建議來年配合科目的周年工作計劃，選取其中

的發展項目與獎勵榜連繫，協助推行有關的科務計劃，讓獎勵榜發揮更大的成效。 

G (Grouping)： 

⚫ 小組討論及學生透過同儕協作的模式需要再深化，亦需要提高老師帶領學生進行小組

活動的能力，例如透過同儕觀摩、科會分享等。 

⚫ 下年度將由課程發展組制定小組活動的指引，並在部份年級試行。指引包括進行小組

活動時組員的角色分配，如記錄員、匯報員及聲量控制員等，讓學生清楚明白自己在

小組內的角色，加強投入感及參與程度。 

⚫ 下年度的考績觀課裏將會重點檢視學生進行小組活動的情況及成效。 

E (Evaluation)： 

⚫ 中、英文老師給予的作文評語仍有可改進的空間，部份評語未能針對學生作品的特

點，以致只能從整體內容及結構方面給予評語，欠缺針對性。建議除學期末的科會出

示優良評語讓科任老師參考外，在下學年初的科會裏，由科主任再向科任老師清楚講

述撰寫評語的要求，例如評語需清楚寫出學生在不同段落內可改善的方向，同時亦需

具備鼓勵性，以維持學生的寫作動機。另外，科主任可把優秀評語的示例存檔於

public科目的文件夾內，以供科任老師參考。 

⚫ 在加強回饋方面，除了紙筆的回饋外，科任老師宜加強在課堂內的口頭回饋，例如就

學生的答案再加以提問，讓學生作深層次的思考。 

⚫ 在進評的回饋方面，在下年度宜加強透過進評後的回饋，讓學生了解自己的改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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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各科宜改善進評的設計，在開首宜列出清晰的評估目標，並建議加入學生自我反

思的部份，讓學生了解在學習方面的不足之處，以通達學習的概念為目標。 

⚫ 在評估的模式方面，部份科目在本年度已加入了紙筆以外的評估模式，但由於疫情關

係，以致部份實作評估未及進行。建議來年繼續引入多元化的評估，如體驗活動、課

堂活動、實作評估等，讓評估更緊密地連繫課堂內容。 

T (Time)： 

⚫ 由於老師及學生已初步掌握利用 Google Classroom 進行教學活動，因此各科在明年

需訂立運用 Google Classroom 進行預習及延伸學習資料的準則，讓不同能力的學生

按自己的需要進行自習，培養自習的態度及習慣。 

 

2. 加強圖書館與不同科目的協作，發展跨課程閱讀，培養學生閱讀不同類型圖書的習

慣，提升學生主動閱讀的能力。 

2.1 成就： 

⚫ 本年度由於受疫情停課影響，圖書館只在五年級「走進名人的故事世界」主題與英文

科及音樂科進行協作。四年級跨課程閱讀活動將會延期至下年度再進行。 

⚫ 透過跨課程閱讀，根據五年級音樂科任的觀察，認為學生有興趣閱讀音樂家資料，而

音樂家堅毅的性格及生平事跡亦能感動學生。英文科任老師在 11 月及 12 月安排學生在 KIP

課堂到圖書館閱讀世界名人傳記，擴闊閱讀面。 

⚫ 圖書館主任透過公共圖書館外借圖書服務，在圖書館展示歷史名人的英文圖書。外籍

老師認為學生異質分組，英語能力強的學生能幫助能力較弱的學生，能自由選擇圖書

閱讀及分享。此外，圖書館提供不同種類的人物圖書，包括西方及中國、不同年代、

不同背景的著名人物，能引起學生閱讀名人圖書的興趣，能擴闊學生的閱讀層面。 

⚫ 透過學生問卷調查，96%學生喜歡是次協作活動及閱讀有關名人傳記的書籍。另外，

有些學生更表示以前從沒有閱讀英文名人傳記，認為是次活動能提升他們延伸閱讀其

他名人傳記的興趣。 

⚫ 圖書館配合數學科從閱讀中學習的主題推廣閱讀。圖書館主任於 10 月及 11 月圖書課

向三年級學生介紹有關數學科的書籍。由於受疫情停課影響，活動只進行一半，在復

課後的圖書課，已安排學生每人借閱一本數學科圖書。透過學生問卷調查，88%學生

喜歡閱讀有關數學科的圖書，認為能增加閱讀數學科圖書的興趣。 

⚫ 圖書科與中文科任協作在 P5-P6 發展班級讀書會，讓學生認識兒童文學作家及其著

作。五年級及六年級學生分別在 10 月至 1 月份進行了兩次及一次讀書會活動，認識

了香港兒童文學作家何紫的生平及其著作。中文科任老師均認為此活動能提升學生閱

讀有關文學作品的興趣，幫助學生把閱讀連繫生活經驗及學習經歷，培養積極正向的

價值觀。學生問卷調查顯示，100%學生表示喜歡全班分為兩個小組，認為透過討論能

了解文章的主題思想，提升閱讀有關文學作品的興趣。 

⚫ 圖書館與常識科、電腦科協作發展校本的資訊素養課程，讓學生認識網上資料使用、

資料的搜尋、分類及整理、尊重私隱及知識產權等知識，並提高學生的資訊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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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反思： 

⚫ 由於受疫情停課影響，圖書館只能與部份科目繼續進行協作。明年可優化五年級「走

進名人的故事世界」主題，加入介紹家體育科及數學科著名人物，以配合該科發展需

要，加強在早會或圖書館展板佈置等作宣傳。 

⚫ 此外，與科主任商議後，明年圖書館宜配合四年級新課程，發展跨課程閱讀，將主題

改為「我愛香港」，以連繫不同領域的學科內容。 

⚫ 五年級跨課程閱讀已推行兩年，大部分參與老師認為跨課程閱讀能提升學生閱讀興

趣，擴闊學生的閱讀面。在規劃跨課程閱讀的過程中，促成學科教師之間的合作，展

現教師的專業能力，期望明年能在學期末能展示學生學習成果。此外，透過閱讀名人

傳記，大部分學生表示可以找到效法、模仿的成功典範，體會追求夢想的重要。 

⚫ 學科主題圖書介紹已推行了三年，期望明年可按學科課程發展需要，繼續主題圖書展

覽，加強學生對學科知識興趣，提升自學能力。 

 

 

3. 推展電子學習，發展電子教材，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促進主動學習。 

3.1 成就： 

⚫ 在電子閱讀方面，圖書館推行香港教育城 e 悅讀學校計劃，提供電子學習資源，鼓勵

學生利用平板電腦，進行自主學習及各學科延伸閱讀。一至四年級學生於圖書課認識

此計劃及閲讀電子圖書，而五、六年級學生於早讀(課室)及小息時段到圖書館閲讀電

子圖書。 

⚫ 從數據顯示，80%學生曾參與此計劃及進行網上閱讀電子圖書。全校共 185 位學生完

成閱讀 15 本或以上電子圖書，獲積極參與獎。學生問卷調查顯示，74%學生表示「e

悅讀學校計劃」能夠培養他們閱讀不同主題的圖書。老師問卷亦顯示，93%老師認為

此計劃能讓學生閱讀不同類型的電子圖書，提升主動閱讀的能力。 

⚫ 在電子班的推行方面，本年度在四年級安排了一班能力較強的班別為電子班，中、

英、數、常各科安排兩位科任推動電子學習，其中一位為電子班科任，另一位在普通

班任教。在電子班的科任主力推動電子學習課程設計，另一位科任則協助電子學習的

課程設計及嘗試在普通班推行微調的教學設計。 

⚫ 在推行電子教學方面，學校為電子班的學生提供合適的器材，並提供適當的使用指

引，協助學生養成使用電子平台學習的習慣。 

⚫ 在數學科及常識科方面，科任老師每星期最少一次安排使用配合課題的應用程或使用

不同的網上平台進行電子學習課堂。有關課堂多安排在科目的連堂中進行，常用的網

上平台有 Google Classroom、Nearpod、Mentimeter等。 

⚫ 數常科把預習或課後延伸的教材放到 Google Classroom 等平台，安排學生在家中進

行自學；而在課堂上，則會使用 Nearpod 或 Mentimeter 等進行互動課堂，也會在當

中加入挑戰或評估題目，讓學生透過遊戲形式進行，老師能檢視及跟進學生的學習之

餘，也提升了學生對相關課題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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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表示大部份學生對使用有關學習平台或應用程式感到更有興趣，學生能投入使用

電子學習工具，而 Nearpod 課堂的設計能讓學生感到學習具趣味，其功能也能使課堂

的互動性提升。 

3.2 反思 

⚫ 建議各科可延續使用有關網上平台作學生預習及延伸學習的平台。常識科可在每課或

每單元後加入 Google 表格設計的小評估；而數學科則建議使用 STAR 平台作為學習評

估的工具。 

⚫ 有關平台能讓老師有效地檢視學生所學，老師也能透過數據分析，找出學生的難點加

以協助。 

⚫ 上學期學生及家長仍未養成在課堂以外透過網上平台討論及分享的習慣性。 

⚫ 停課以後，學生逐漸掌握使用 Google Classroom 平台進行學習及繳交習作，但討論

及分享等學習模式仍然有待加強。老師亦可多運用不同的網上評估系統，設計具趣味

及挑戰性的評估課業。 
 

 

4. 透過專業發展提升教師運用電子教學工具的能力，以提高教學成效。 

4.1 成就： 

⚫ 停課的契機，讓不只常識科，而是所有科目在短時間能建立網上學習平台，而所有老

師亦大致掌握 Google Classroom的使用。 

⚫ 資訊科技組在停課期間，透過網上教學在短時間內為全校老師提供 Google Classroom

及相關網上教材製作軟件的即時網上教學及重温，並協助老師處理在使用平台及製作

教材時遇到的問題，讓老師初步掌握如何在 Google Classroom 上載教材、製作課業

及與學生進行互動活動。 

4.2 反思： 

⚫ 藉着停課的契機，師生已開始習慣使用網上學習模式，在復課後及以後的學年，各科

可就科目的特性，設計及安排恆常地安排課前預習、延伸課業、假期習作等。 

⚫ 資訊科技組於本學年曾多次透過內聯網向老師推薦停課期間舉行的網上分享會或工作

坊，建議不同的科目在應用平台上應配合科目的特色及需要。就着科目發展需要，資

訊科技組及課程發展組會在來年繼續鼓勵科主任及科任參加校外舉行的工作坊及分享

會，以配合校本需要推動電子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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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我們的學與教 
 

本年度課程發展的目標為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並以「TARGET」理論模式為依據。在課程組

織及教學方法方面，各主要科目發展重點如下： 

(1)  中文科  

1.1 在提升學生對寫作的興趣方面，學生透過完成預習課業，藉以提高寫作效能，培養主

動學習的習慣，提升對寫作的興趣。本年度的三至六年級的學生在每次單元寫作課前

利用筆記簿完成預習課業，如：搜詞、創作概念圖、繪畫寫作內容等，使學生在寫前

對教學內容有所認識，更易投入寫作課題。 

1.2 在電子學習方面，透過網上學習平台，培養學生自學能力和學習動機。四年級及五年

級在上學期運用了 Nearpod 進行教學），停課期間，各級科任於每星期均有利用

Google Classroom佈置網上學習活動及課業，供學生停課時在家學習。 

1.3 開展一年級圖書教學，提高學生閱讀圖書的興趣，加強學習動機。一年級於本年度參

加了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計劃的圖書教學，老師透過共同備課，設計切合學生興趣

的圖書教學活動。透過圖書教學，老師教授了不同的閱讀策略，如猜測、引領思維，

品德情意等，提高學生閱讀的興趣。 

1.4 透過校本非華語教學支援，進行小班教學模式(四至六年級全抽離；三年級寫作抽

離)，提升非華語學生的學習動機，增加非華語學生在課堂的參與度和互動性，從而提

升學生對學習中文的信心、能力和興趣。 

1.5 在培養學生具備正確的價值觀及態度方面，一、二年級進行閱讀課和課外閱讀計劃，

學生於課堂上和課外閱讀品德教育元素的圖書；三至六年級在預習及延伸課業加入有

關品德情意的元素，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 

(2) English  

In the academic year of 2019-2020, there are two major concerns in the English 

department.  

 

The first one is enhancing students’ learning incentives through different strategies. 

We have used the TARGET model during the lesson planning and teaching, and we found 

that the strategies are effective. 

2.1 In terms of Tasks (T of TARGET), tasks with different levels to suit students’ 

needs and   abilities are set. Tasks are related to students’ daily life, which 

also helps to increase students’ learning incentive. For example, In Primary 3, 

students learn and practice the grammar items, sentence structure and vocabulary 

through activities including planning the price list of their own shop and role play. 

In Primary 4, students consolidated their learning of grammar items and sentences 

structures through designing their own restaurant and the menu as well as role play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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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In the learning tasks, authority is often given for students to have their own 

choice in their learning task. For example, in Primary 4, students are allowed to 

pick their own topics when writing riddles and to design their own restaurants. In 

Primary 6 group project ‘About Jobs’, students can pick a kind of job that they 

are interested in and do research on it.  

2.3 Recognition is given to students in different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tasks. 

Students published their work and are shown in the classroom. Constructive feedback 

is given to students by teachers and their peers. 

2.4 Different modes and means of evaluation are used. This year, gallery walk has been 

introduced in English department and it is found to be effective to cultivat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enhance students’ communication skills.  

2.5 More time is given to facilitate less-able students in finishing the learning tasks. 

More capable students are given extensive tasks to work on.  

2.6 Besides TARGET model, e-learning tools are used to increas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This year the online platform Nearpod is introduced and widely used in different 

grades. It is found to be useful to increase satisfaction among students, boosted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enhanced class efficiency. 

2.7 Due to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google classroom and Google hangout meet are 

also used to distribute online learning materials including Self-learning schedule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homework and conducting online tutorials. A online learning 

database has been development and it is a good opportunity to develop self-directed 

learning in the future.  

 

The second major concern is implementing value education to cultivate students’attitude 

and values. 

2.8 Value education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the English reading lessons in 

different grades. 

2.9 Primary 1 students learned about sharing and caring for family in a module. 

Primary 3 teachers also shared their experience teaching a unit about accepting 

and respecting different opinions in group work in the second English panel 

meeting. For senior students, teachers discussed different moral values with 

students in the lessons. For example, Primary 5 teachers discussed with students 

good manners to be kept in public places in reading and writing lessons.  

2.10 The literature reading programme in Primary 6 was conducted through online 

learning. The book, Caring for the Planet, was chosen for students to learn more 

abou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mporta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ssages were 

included in the teaching videos, which were uploaded to Google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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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數學科 

本年度數學科的關注事項為：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培養自學數學的能力。 

3.1 為了提升學生的信心及成功感，本年度優化三至六年級的校本應用題課業，部分題目

加入中文解釋，並加入解題策略及思考區，增加學生對解題的信心及成功感。 

3.2 本年度透過電子學習，運用 Geogebra, Google classroom, Kahoot,Nearpod 及出版社

所提供的 APP 等進行教學，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動機，學生很喜歡使用電子學習工

具進行學習，而電子工具亦能夠幫助同學理解抽象的數學概念。 

3.3 在校本 Moodle 平台上建立「自學區」，加入電視教育影片、速算練習及「雙週挑

戰」，鼓勵學生進行預習及延伸學習，培養學生自學數學的能力。四至六年級的「雙

週挑戰」由科任擬題，更切合學生的進度。 

3.4 因疫情關係，下學期開展 google classroom 自學平台，讓學生自行安排時間進行學

習，學生亦可因應自己的能力和進度，重看教學影片和資料以鞏固知識。 

3.5 設立「Maths Star 獎勵計劃」，根據學生課堂表現、課業表現、網上自學表現及評估

表現等，在獎勵榜上記錄或蓋印，令不同能力的學生都得到鼓勵。 

3.6 安排學生進行分組學習，給予學生與人合作、溝通及交流的機會，藉以建立接納和欣

賞的環境及歸屬感，從而增強學生學習動機及提升學習效能。 

3.7 為幫助學生反思自己的學習，本年度在四至六年級進展性評估列出學習重點，老師對

每個學習重點作評分，讓學生了解自己的強弱，並作出反思，改善學習。 

 

(4) 常識科 

4.1 本年度常識科繼續以「TARGET」的教學策略及電子學習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促進學

生自主學習。老師在共同備課會議中討論如何在課堂活動或課業的設計上配合

「TARGET」的元素，從而有效地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興趣。 

4.2 在電子學習方面，四年級電子班的老師表示已利用 Nearpod、 Mentimeter、Quizizz 

等工具來設計兩個電子教學計劃，亦利用 Google Classroom 上載影片供學生於家中作

自主學習。從老師的課堂觀察和 Google Classroom 的統計數據可見，電子學習有助增

加學習趣味性及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另一方面，常識科在 Google Classroom 進行「開

心大發現」影片選舉，藉以提升學生對身邊事物的學習興趣。 

4.3 由於停課關係，學生在下學期開始進行網上學習。根據網上學習平台  Google 

Classroom 的統計數據顯示，整體學生於網上平台完成作業和其他學習活動的比率超

過八成，反映學生熱衷於網上學習，對運用網上平台進行學習較有興趣。根據本年度

的觀察所見，下學年的電子學習模式宜以預習、鞏固或課後延伸為主，藉此培養學生

的自學習慣。 

4.4 在價值觀教育方面，各級老師在教學過程中，均有透過情境討論、角色扮演及經驗分

享等活動，帶出正面的價值觀。在課業方面，三、五和六年級老師已設計一次「價值

觀教育」的剪報工作紙，主題圍繞對地球的責任與承擔。根據老師的觀察，學生能掌

握主題，部份學生亦能就主題作深度反思，展現相關責任感和願意承擔的精神。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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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教育的發展方面，建議下學年規劃校本的「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並安排體驗式

的學習歷程，如小小拍賣會、模擬購物等，讓學生從做中學，將相關的價值態度實踐

出來。 

4.5 為培養學生關心社會的精神，本年度繼續在地下飯堂設立「時事知多 D」展板，定時舉

行頒獎以鼓勵不同年級的學生積極參與時事活動，從而讓學生加強對時事的認識。 

 

(5)  STEM 發展方面 

5.1 在 STEM 校本課程方面，一、二年級以「磁力推動船」及「風力車」為主題，加入科學

原理，除了讓學生動手體驗磁鐵的特性外，一年級學生要選擇環保物料去設計小船，

加入磁鐵的特性使之在水面推動。二年級學生要發揮創意，運用常見物料來設計及製

作出不一樣的玩具。大部分學生表現認真，積極投入課堂活動，對學習 STEM 具備濃厚

的興趣。 

5.2 在 STEM 專題研習方面，本年度透過探究的教學方法，提高學生對學習科學的興趣，如

三年級學生透過設計雞蛋保護裝置，認識空氣阻力的原理；四年級學生能以探究過程

來了解濾水器的原理，並製作濾水器來進行過濾測試。此外，本年度優化了五年級的

專題研習，改為以奔馳法的思維方式去設計研習小冊子，同時加入 STEM 元素的概念；

六年級學生需運用摩擦力的原理，結合從電腦科所學習的 microbit 技巧，製作防滑

用品。根據常識科老師的觀察所得，學生能透過「動手做」的活動，培養探究精神及

學習興趣，建議下學年在教導相關的科學原理後，可以繼續讓學生透過製作產品以實

踐所學。 
 

(6) 培養閱讀習慣及學生的閱讀表現 

6.1 為加強學生閱讀動機，學生每星期進行兩天早讀。此外，在早讀時段推行「學生分享

圖書計劃」，能培養閱讀興趣及加強分享文化。 

6.2 本年度繼續參與香港教育城的「e 悅讀學校計劃」，鼓勵學生閱讀電子圖書。老師在

停課期間繼續鼓勵學生積極閱讀，根據資料顯示，在 2 月至 5 月閲讀電子圖書的數量

比 10 月至 1 月增加，特別是一、二年級學生。當中 185 位學生完成閱讀 15 本或以上

電子圖書，獲積極參與獎；10 位學生全年閱讀書籍數量多於 100 本，獲傑出表現

獎。學生問卷顯示，74%學生表示「e 悅讀學校計劃」能夠培養他們閱讀不同主題的

圖書。 

6.3 為鼓勵親子閱讀，一年級學生每星期獲發中英文圖書回家進行閱讀。受疫情停課影

響，二至六年級學生借閱圖書量為 2003 本。此外，圖書館與英文、數學及音樂等科

目協作，善用社區資源，與東涌公共圖書館進行圖書外借服務，就不同主題外借相關

主題圖書，提高學生閱讀的廣度及深度。 

6.4 早讀時段閱讀分享計劃方面，受停課影響，上學期只完成了一至六年級班主任分享圖

書。學生問卷顯示 81%學生喜歡老師於早晨閱讀時段在課室分享圖書。班主任問卷亦

顯示認同老師在早讀時段分享圖書能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此外，學生問卷調查顯示

86%學生表示喜歡兩位外籍英語老師輪流到三至六年級分享有關價值觀教育的閲讀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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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6.5 本年度共有 10 位高年級閱讀特工於星期二的 SMILE 時段與一年級學生閱讀生命教育

繪本。於 10 月至 1 月，全年共進行 6 次伴讀。學生問卷調查顯示，88%參與伴讀的一

年級學生喜歡聽閱讀特工說故事，認為能提升學生對閱讀圖畫書的興趣。此外，學生

表示透過閱讀圖畫書，能明白圖畫書背後的道理，培養良好品德及積極正向的人生

觀。 

第四章：我們對學生的成長支援 
 

(1) 訓輔工作 

1.1 為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及態度，本年度於各級推動與「欣賞」、「愛人如己」、

「感恩」、「服事」、「堅毅」及「熱愛生命」相關的訊息。 

1.2 因疫情緣故，本學年的「摘星計劃」只能按上學期表現蓋印，但為了正面鼓勵及嘉許

學生參與此計劃，每位參與計劃的學生均計算為「能摘取第一級星」，可獲得第一級

獎章。而小冊子內的其他部份，則由班主任安排與學生共同完成，包括「我的小檔

案」、「老師有話兒」、「家長有話兒」等。 

1.3 為訓練學生面對逆境的能力，本學年原本繼續為五年級的學生舉辦三日兩夜的「生活

營」，但因疫情緣故而取消。明天會視乎疫情的情況，再決定是否舉辦生活營，或改

以其他的活動取代。 

1.4 為培養學生互相欣賞的精神及表揚學生具備良好的品格，本年度優化「秀德之星」選

舉，每月以不同的良好品格為題，於班中選出「秀德之星」，於早會頒獎，讓獲選學

生有機會分享感想和使命。唯因疫情關係，本學年的「秀德之星」只完成了上學期的

項目，包括「禮貌之星」、「守規之星」及「整潔之星」。根據老師意見，由學生選

出的「秀德之星」較能得到同學的認同，亦較能達到「欣賞」的果效，因此下學年會

增加由學生投票選出「秀德之星」的項目，並在下學年把得獎學生名單、相片上載於

校網或於校園範圍設龍虎榜，讓「秀德之星」得到更多人的欣賞和認同。 

1.5 本年度期望透過「服務學習」、「謝飯文化」、「敬師活動」、「優秀領袖生/服務

生」選舉及四至六年級「一人一職」等活動，培養學生具備責任感、懂得服務他人及

學會懂得欣賞自己，但由於疫情緣故，本學年有關「服務學習」的活動只完成了上學

期服務時段的內容。 

1.6 為加強學生對所屬班別的歸屬感，本學年繼續透過各班班主任與學生自訂班歌、班訓

及班規，同時透過「欣賞大會」的活動，培養彼此欣賞的精神及加強班中的凝聚力。

根據老師的意見顯示，班級經營活動能展現各班的獨特性，有效加強學生的歸屬感。

學生重視在欣賞大會的表演，亦能於排練過程中增加學生的互相了解、讓他們展現強

項、增強自信心及成就感。唯因疫情緣故，本學年只進行了五、六年級的「欣賞大

會」。下學年需再因應上課的情況，再決定是否繼續進行各年級的「欣賞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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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習支援工作 

2.1 本年度的重點： 

․ 本校致力建立共融文化，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或成績稍遜的學

生。設學生支援小組，透過資源調配，安排教師或教學助理，以協作教學模式在課堂

上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或成績稍遜的學生。學生支援組與課程發展組及教務組合作，

為有特別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功課調適、評估調適、入班支援、抽離小組、輔導課等

補足學生在學習上的困難。 

․ 駐校教育心理學家為在學習和行為上出現困難的學生提供評估和支援服務。為個別有

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進行「個別學習計劃」會議，與家長及教師共同商討支援孩子的

措施，使他們按個人學習成長訂定計劃；此外，為有需要的學生進行學習評估，及早

識別有學習困難的學生，並提供專業的支援。 

․ 透過「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識別有學習困難的學生，並按學

生的需要給予適切的學習支援，或轉介駐校教育心理學家跟進。 

․ 與明愛合辦「讀默寫小組」，為學生提供讀寫訓練，鞏固中文的讀寫能力。 

․ 推行「校本言語治療計劃」由「香港言語及吞嚥治療中心」提供服務，言語治療師為

懷疑有言語障礙的學生進行評估，並為有需要的學生進行個別或小組言語治療，使語

障學生得到適當的跟進服務。 

․ 為小一及小二非華語學生進行「中文輔導課」，提升學生基本的中文知識及聽說能

力。為三年級非華語學生提供抽離中文作文課，針對非華語學生能力設計寫作調適工

作紙；為四至六年級非華語學生提供抽離中文課，設計合適的校本中文課程，提升他

們學習中文的興趣及能力。 

․ 設立非華語學生「中文科積極學習獎」，以鼓勵及表揚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成果，

加強他們的學習動機及建立成功感。 

․ 本年度邀請了「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協助申請「區本計劃」，為接受全額書簿津貼及

領取綜合援助之學生提供課後功課輔導服務，指導學生完成家課及培養做家課的常

規。 

․ 「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校本津貼」方面，本校本年度共收撥款 $114,000，共運

用了$24,000 資助本校的清貧學生（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及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

或半額津貼），參加視藝之星活動，以擴闊學生視野，建立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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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推行「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的政策、資源及支援措施 

政策 

․ 本校致力建立共融文化，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透過資源調配，為學生提供適切和多元化的支援服務，以提升

學生的學習效能及協助他們融入校園生活 

․ 學校重視家校合作，建立恆常溝通機制，透過不同渠道，與家長一起

商議有關支援學生的策略 

資源 
․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本校獲教育局增撥的額外

資源包括：學校發展津貼、學習支援津貼及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支援措施及資

源運用方式 

本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下列支援措施- 

․ 成立學習支援組，特殊教育統籌主任作統籌，成員包括課程發展主任

/學務主任、訓輔教師、班主任、社工、教育心理學家和各學科教師

等 

․ 增聘 4名支援教師與全校教師以「全校參與」模式照顧個別差異 

․ 安排抽離/課後輔導班，為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小一至三中文、

小二至四英文及小四至小六數學的加強輔導教學 

․ 購買「言語治療服務」，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提供每週一次的小組/

個別言語治療/訓練 

․ 安排支援老師，以協作教學模式在課堂上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 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學習、家課和測考調適，透過課堂觀察，記錄學

生的學習成果，在適當時候，與家長分享並共同探討幫助學生成長的

方法 

․ 參與「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教導自閉症學生的有效教學及輔導

策略之小組訓練 

․ 設立抽離訓練課程，利用「想法解讀」、「社交故事」、「執行技巧

訓」等教材套，提升學生的表達及社交技巧，幫助學生融入校園生活

及建立良好的社交活動 

․ 外聘臨床心理學家駐校，為有情緒及行為需要的學生提供輔導服務，

幫助學生融入校園生活 

․ 提供家長教育，包括講座及工作坊，讓家長了解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的學習特性，從而配合學校的措施 

․ 邀請校本教育心理學家，為教師提供培訓，包括以「全校參與」模式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教導患有自閉症的學生的策略、啟發潛

能的新教學理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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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學生表現 
 

(1) 課外活動的參與 

本校舉辦的課外活動種類多元化，為學生提供了課堂以外的不同學習經歷。其中包括： 

1.1 星期五的課外活動課：小一及小二參加基督少年軍制服團隊，小三至小六則安排不

同的固定及非固定組別。由於疫情關係，全年只進行了 10 次課外活動課。 

1.2 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平台表演，增加自信心，如秀德達人秀、才藝晚會、樂在秀德晚

會，唯本年度因疫情取消了部份表演，如才藝晚會及樂在秀德晚會。 

1.3 本年度因疫情關係，部份大型的活動均未能進行，如海外交流活動、陸運會及水運

會。來年需檢視疫情的情況，再決定是否舉辧有關活動。 
 

 

(2) 校際比賽得獎表現 

本年度因疫情關係，不少校外活動及比賽也取消。以下是學生參加本年度校際活動所得獎項： 

科目 主辦機構 活動項目 獎項 

數學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 

(香港賽區)初賽 

二等獎6名 

三等獎20名 

奧冠教育中心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0 

(香港賽區) 

銀獎2名 

銅獎12名 

奧冠教育中心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2020 

(大灣賽區) 

一等獎1名 

二等獎5名 

三等獎18名 

香港資優教育學會 2020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二等獎2名 

三等獎7名 

優異獎7名 

朗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獨誦) 

季軍 1名 

優良 13名 

良好 15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獨誦) 
優良5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基督教經文朗誦) 

優良1名 

良好1名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First 1名 

Second 1名 

Third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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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it 27名 

視藝 明愛胡振中中學 全港小學第一屆「家庭」填色比賽 季軍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男子組 

季軍 

傑出運動員一

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離島區青少年小型足球比賽 
男子組 季軍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全港小學排球冠軍挑戰賽 
男子組 季軍 

青衣何澤芸小學 

校慶盃排球邀請賽 
女子組 季軍 

馬鞍山靈糧堂小學 

排球邀請賽 
女子組 

季軍 

最有價值球員

一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大嶼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團體冠軍 

男子乙組 團體季軍 

男子丙組 團體冠軍 

 



21 
 

 

第六章：回饋與跟進 
 

 學校未來發展計劃的關注事項 

本年度為三年周期學校發展計劃的第三年，所關注的發展事項部份受疫情的影響未能進

行，而在上學期已進行的項目大致能達到預期的成效，亦在第一及第二年推行計劃的基礎上

再作優化。我們將會繼續秉承靈糧堂的辦學宗旨，按照聖經真理提供優質全人教育，關顧每一

個學生身心靈的健康和成長，以回應社會對青少年的期望。我們期望學生能奠立良好的語文基

礎及掌握共通能力，以應付中學的學習生活和挑戰；又透過多元的學習經歷和活動，培育學生

正確的價值觀；良好的待人接物態度及應變和抗逆能力等，以抗衡社會扭曲的觀念及價值觀。 

新年度本校將會開展新的三年周期學校發展計劃（2020-2023）的第一年，學校將總結在

過去三年的發展，並持續發展及完善校內各範疇的工作。下列為明年度的關注項目重點： 

 

關注事項（一）：提升學習動機及效能，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 

在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及效能方面，我們將會繼續落實推行「TARGET」提高學生學習動

機的模式，透過安排不同的課堂活動及多元化的課業，增加學習的趣味性，使學生樂於投入

及參與學習活動。在來年我們亦會深化老師對「TARGET」理論的認識，透過科務會議中的分

享，讓老師互相觀摩如何在課堂中實踐「TARGET」策略。我們會為老師提供更多的指引，如

課業設計、安排小組活動及評估與回饋等，並將繼續落實進行多元化及多角度的評估，以更

全面的方法為學生的學習提供適切的回饋。 

為培養學生具備良好的學習習慣，課堂將由「課前預習」、「課堂學習」及「課後延

習」三部份組成，各科將有系統地教授各項學習策略，如建立詞彙、搜集資料、摘錄筆記及

資料整理等，鼓勵學生善用筆記本作温習之用。另外，為鼓勵學生進行課後的延伸學習，各

科將繼續於Google Classroom上載與課堂連繫的延伸學習資源，培養學生自學的良好態度及

習慣。 

 

關注事項（二）：培育生命素養，成為「快樂秀德人」。 

我們將以生命果子為基礎，發展不同的生命素養，以聖經的真理為本，啟發學生對於生

命的體悟，並且實踐在日常生活中。透過不同學科進行多元化的體驗活動，讓學生能認識基

督教的信仰，得著豐盛的生命。學生不但能培養學習興趣、學會積極面對人生、更能活出自

信、仁愛、尊重、忍耐、樂觀等生命素養，對己對人謙虛真誠，並勇於承擔責任，成為「快

樂秀德人」。 

此外，我們會繼續推行教師專業活動及家長講座，讓老師及家長增加對不同生命素養的

認識。學校會透過優化不同的計劃，如「關愛之星」選舉、「敬師服務」、「優秀領袖生」

選舉等活動，營造積極正面的校園氣氛，並藉此發掘學生的潛能，激勵學生在不同範疇中發

揮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