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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校 

 
 

(一) 辦學宗旨 

按照聖經真理提供優質全人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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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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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我們的校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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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8 節 

 

(三)  我們的願景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22： 6  

 

(四)  學校簡介 

本校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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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東涌。中、小學兩校舍毗鄰而立，連停車場總面積達十七萬平方

呎。小學於二零零零年九月一日正式開校，而中學亦於二零零二年九月一日投入運作。 

本校除擁有大型停車場外，校內的設備亦非常完善，其中包括：標準課室 30 間、禮

堂、飯堂、籃球場、舞蹈室、音樂室、電腦室、視覺藝術室、圖書館、常識活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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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農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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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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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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我們的學生 

A. 學生人數：本年度學生共有 684 人。 

 

B. 本年度各級學生就讀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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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113 114 113 118 116 684 

 

C. 學生出席率：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97.3% 95.2% 97% 94.8% 97.6% 97.1% 

 

(七)  我們的教職員 

A. 教師人數：2020-2021年度全校編制教師有 52 人，其中包括校長、主任、教師、外

籍英語敎師及圖書館主任；編制外有教師 8人，另加支援老師 3人，外籍

英語敎師 1 人，駐校社工 2 人。 

 

B. 職員人數：行政主任 1 人，助理文書主任 1人，文書助理 2 人，校務助理 1 人，教學

助理 4人，全職工友 7人，資訊科技支援人員 及資訊科技助理2人。 

 

C. 編制內的教師資歷： 

1. 持有最高的學歷 

 大學學位 

 教育文憑 大學學位 碩士學位或以上 

百分比 100% 100% 34.4% 

 

2. 教學經驗： 

 0-4 年 5-9 年 10 年或以上 

百分比 41% 23%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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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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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提升學習動機及效能，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 

1.  促進教學多元化，加強照顧學生多樣性，持續提升學習動機及效能 

⚫ 一二年級中文新課程運用圖書教學，根據教師及學生問卷數據所得，93%的一至二年

級的學生表示喜愛課堂活動及課業有趣，能投入學習。 

⚫ 三至六年級中文科設計了不少趣味課業，例如：三年級設計橋樑書單元、四年級運用

電子軟件(CoSpaces Edu)進行步移法教學、五年級的變臉設計、六年級《西遊記新編》

漫畫小冊子。另外，四至六年級同學需在課堂學習文學單元、假期完成閱讀任務。根

據教師觀察，學生在這些單元及課題表現投入，課堂互動性高。超過90%教師同意學

生投入相關課堂，積極完成課業。而根據學生問卷，76%的學生認為文學單元的課業

及課堂活動能提高學習興趣。 

⚫ 一至三年級學生在英文科課堂中運用布偶(puppets)學習英語，三年級學生還會進行角

色扮演。從課堂觀察所見，同學生在課堂中使用布偶時，學習興趣有所提升。90%學

生都表示喜愛製作自己的布偶，87.9%學生表示這個學習模式令他們會更積極投入課

堂，79.3%學生同意自己在課堂會多說英語及 83.7%學生表示對英語學習有信心。 

⚫ 五、六年級進行英文文學教學，80%科任老師表示有助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圖書的

內容及課堂活動的設計亦能培養學生的高階思維及創造力。而且利用圖書進行不同的

討論活動，能增加課堂互動，令學生更投人課堂學習。同樣，超過70%五年級學生表

示透過閱讀文學，令他們更喜愛英語課。 

⚫ 數學科於一年級進行探究式學習，讓學生從遊戲中學習，例如利用數卡、骰子鞏固數

學根基。全部一年級科任老師表示學生喜歡參與探究式的課堂活動。學生問卷顯示

97%學生同意課堂活動有趣，使他們能投入參與其中。 

⚫ 因網課緣故，數學科任科老師嘗試運用不同的電子軟件（如 classkick、現代出版社的

互動工具）進行電子教學。86%學生喜歡使用電子學習工具進行學習，老師亦同意學

生積極參與使用電子學習工具進行學習。在網課時加入電子工具能夠協助老師更有效

講解難點和評估學生的學習進度，課堂活動變得更有趣。 

⚫ 為配合網上課堂，一年級數學科專題改為學生在家收集立體及製作立體圖形玩具，二

年級設計社區設施的地圖。三、四及六年級專題也開展了，77%學生表示專題課業與

日常生活有關，感到有趣，也樂於學習。全體老師也同意學生喜歡並認真完成專題課

業，認為內容緊扣生活，並讓老師能夠評估學生對該課題的掌握。 

⚫ 常識科三年級參加了教育局「校本課程支援計劃」，老師與局方支援人員透過備課會

設計不同的學習活動，共同擬定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及評估，掌握價值教育的方法，培

育學生的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例如：《秀德綠超人》，除文字記錄及繪圖外，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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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學生親身經歷並上載照片作紀錄，學生自己、同儕和家長三方均參與其中。根據小

三老師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九成老師認同利用此多元化和多角度的評估來照顧不

同學習需要的學生及提高學習興趣和成效。 

反思： 

⚫ 由於學生反應良好，建議下學年讓學生親自製作布偶，並增加在英文課堂使用布偶的

機會，令學習興趣能夠保持下去。 

⚫ 由於教學時間不足夠，影響了英文科文學教學的安排，部分課堂活動要刪減或以網上

形式處理，建議下學年把重要及有趣的課堂活動盡量安排在學校進行，其他活動可以

合併，另預備合適的材料上載學習平台給學生進行自學，以節省教學時間。 

⚫ 數學科下學年將會重點在二、三年級進行探究式學習，而四至六年級也會嘗試加入於

課堂活動中，以學習經驗建構新知識和鞏固數學根基。四年級多嘗試在課堂運用電子

白板軟件進行活動，加強師生和生生互動，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 基於本年度學生和教師問卷結果，下學年會繼續發展各級專題課業，幫助學生體驗數

學是緊扣生活，並加入家長評語、同儕互評等。 

⚫ 由於電腦室、視藝室不開放，加上網課及面授課時不足，資訊科技科及視藝科暫停了

編程教學及陶藝課程，新學年視乎實際情況再繼續進行。 

⚫ 因疫情緣故，本學年學生不能外出實地考察，建議下學年常識科安排其他體驗式的學

習歷程，以深化價值觀教育。 

 

1.2  透過佈置適當的課業，教授學生各種學習策略，包括：預習、圈出重點、找出關鍵詞

句、摘錄筆記、運用思維圖象、搜尋資料等技巧 

現況及成就： 

⚫ 在筆記運用方面，各科本學年主要教授學生摘錄筆記的技巧。從科務會議中筆記分享

環節顯示，中年級及高年級的學生大致能掌握摘錄筆記的技巧，包括運用思維圖像、

選擇課堂重點摘錄、運用表格、點列式等方法，以整理筆記的內容；部份佳作顯示學

生能透過筆記作課堂重點摘錄，並能按學習內容作延伸學習，如搜集資料、課文內容

分析及造句等，有助建立自學能力。 

⚫ 在教師專業分享活動方面，中英數常科主任邀請部份科任老師分享如何指導學生摘錄

筆記，並透過Gallery Walk的活動，讓科任老師了解不同級別的學生摘錄筆記的方法

及成效，有助促進同儕交流。 

反思： 

⚫ 本學年為首年進行學習策略推行計劃，加上疫情導致網上課時較多，部份班別教授學

習策略及摘錄筆記的成效未見顯著。 

⚫ 新學年建議統一摘錄筆記的方法及進度，課程發展組會編定學習策略計劃的指引文件，

列出各項學生需掌握的學習策略，包括摘錄筆記技巧、預習及延伸學習、運用思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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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及搜集資料技巧等。科主任會在第一次科務會議裏向科任老師講解科本的學習策略

架構及要求，以及如何利用課時有系統地教授相關技巧。 

 

1.3  運用「TARGET」理論，以「做中學學中思思中行」為主題 

A. 優化課業設計及課堂活動 T(Task)/A(Authority)/T(Time)： 

⚫ 在電子課業方面，各科在Google Classroom佈置了預習及延伸學習的資料。據學生

問卷的意見顯示，約86％的學生認為學習平台的資料能讓他們按自己的需要學習，增

強學習動機，成效較一般課業為佳；約80%的學生表示樂於完成網上學習平台的課業，

也會利用學習平台的資料進行預習及延伸學習。 

⚫ 在紙筆課業方面，各科加入趣味性較高的課業設計，如中文科的寫作任務、英文科低

年級的puppet設計、高年級的文學單元創作、數學科的專題報告及常識科動手動腦的

體驗學習等，題材與日常生活聯繫，使學生樂於學習。 

B. 加強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 R(Recognition)： 

⚫ 全學年共進行了三次課堂獎勵計劃，設優異獎及進步獎，讓能力不同的學生均獲得嘉

許的機會。 

⚫ 下學期舉行了一次學生作品展，展出作品的科目包括中、英、數、常、視藝及資訊科

技科。93%老師在問卷中認同透過學生作品展，能高度展示學生的作品，有助建立學

生的學習自信心。90%學生表示學生作品展能提升學習的自信心，他們亦會因自己的

作品能公開展示而感到高興。 

C. 發展多元化的評估方法及善用評估回饋E(Evaluation)： 

⚫ 各科選取了部份課業加入多角度的評估，如：中英文科寫作、數學科及常識科的專題

報告等，透過自評、同儕互評、老師評估及家長評估，讓學生全面了解自己的學習表

現。 

⚫ 在多元化評估方面，各科引入了不同的評估方法，如：一年級各科在上學期透過課堂

觀察及體驗活動，評估學生對學習內容的掌握程度；二至六年級透過學習任務(中文科

寫作)、學生演示(英文科puppet show)和專題報告(數學科及常識科)，評估學生的學

習表現。 

反思： 

T(Task): 

⚫ 部份科目的課業設計仍然偏重於完成工作紙的形式。因此，建議新學年的科務會議邀

請更多老師分享有趣的課業設計，增加彼此交流及學習的機會。 

⚫ 建議假期課業引入有趣、自學、具挑戰性的學習內容，如拍攝片段、從生活中學習語

文、利用Google Classroom發放多媒體資訊等，提高學習動機。 

A(Authority)/T(Time): 

⚫ 超過八成的學生認同網上學習平台有助提高學習動機，但部份高年級學生認為各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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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需完成的電子課業過多，建議新學年各科要商討合理的電子課業數量。 

⚫ 問卷中約20%學生認為老師未有給予足夠的時間引導他們反思自己的學習表現，以了

解自己應如何改善學習。因此，新學年會在評估後預留時間給學生反思不足之處，讓

學生能明白改善的方向。 

 

1.4  推展電子學習，優化網上學習資源，增加自學的機會，照顧學習差異 

現況及成就： 

• 所有科目在 Google Classroom 已建構了具持續性的網上學習平台，科任老師定期更

新各級的課程資源，讓學生能在課堂以外進行預習及延伸學習，照顧學習差異。 

• 疫情期間，教師進行網上教學，對使用電子學習及網課配套教學模式的能力大大提高，

有助於電子學習的推行。 

反思： 

• 建 議 繼 續 善 用 及 持 續 建 構 網 上 學 習 平 台 ， 以 完 善 建 立 教 材 庫 。 透 過 Google 

Classroom 為學生提供預習、延伸及翻轉教室等學習內容及材料，拓闊學習的空間，

打破時空的規範。 

• 為配合新學年電子白板的使用，建議四年級科任老師在可行的課題試行電子學習的模

式及教學方法，並進行同儕觀課，在將來合適時機推行電子學習班。 

• 繼續有系統地安排各科主任及科任參加校外及教育局舉辦與校本發展相關的電子教學

課程、工作坊及講座交流經驗，提升教學能力。 

 

1.5  為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課堂及課後的支援，提升課堂學習的動機及效能 

現況及成就： 

• 安排支援老師於小五及小六英文課堂入班支援，協助能力較弱的學生進行課堂活動，

提升參與課堂的動機。英文寫作抽離的學生中，35%學生的英文成績有進步，其中進

步最多的學生英文科成績提高了 45%。 

• 安排教學助理及支援老師於小一至小三中文課堂入班支援，每星期兩節，鞏固有特殊

教育需要學生語文知識，照顧個別差異。根據學生年終檢討表，約有 60%的學生課堂

學習表現有進步。 

• 為相關的小一至小五學生提供中文讀寫課後訓練，以提升讀寫及識字能力。根據學生

問卷調查反映 85%以上學生認為參與小組能增加他們對中文字型結構的認識，有助提

升他們的中文書寫能力。 

• 由於疫情關係，開辦小一至小三非華語學生網上課後功課輔導班，幫助學生温習功課

及指導作業，對學生課堂上未能掌握的知識，即時提供協助，提升中文能力，共有 51

名非華語學生參加。 

• 為三年級非華語學生提供抽離中文作文課，每星期一次，每次兩節。科任老師針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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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學生能力設計寫作調適工作紙，提升寫作能力。同時，為小四至小六非華語學生

提供校本調適中文課程，提升他們的學習中文的動機及效能。 

•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舉辦了「童行戲劇」計劃，加強他們的多元發展，培養正向思

維及自信。計劃以網上形式進行，參與的學生與大細路劇團合演話劇，透過戲劇創作、

訓練及在 youtube 直播演出，全校師生及家長一同欣賞。 

• 與「全邁進心理服務」合作，為有情緒行為問題的學生提供以網上形式進行的「遊戲

輔導」，透過個別/小組輔導、家庭及學校支援，協助他們用言語表達感受，幫助學生

面對困難及建立自信心，加強學生應付情緒或焦慮的能力，改善他們的情緒及行為問

題。大部分組員均表示自己在參與小組後，能以較積極的方式面對負面情緒。 

反思： 

• 但由於停課及網課的關係，直接影響了非華語學生在抽離課堂的學習效能。課後輔導

課以網上形式進行，學生的參與度較低，建議新學年盡量以面授形式進行及增加節數。

四至六年級非華語學生中文閱讀卷的成績未如理想，建議新學年中文科檢討校本課程

的內容及教材，以提升非華語學生的中文能力。 

• 由於上學年停課及網課影響學生的學習表現，建議新學年各科增設輔導課，鞏固學生

的學習基礎。 

• 中文讀寫小組以網上形式進行，影響課堂效能，建議改以面授形式進行。 

 

 

2.  增加學生的學習經歷及拓闊思維空間，增強學會學習的能力 

2.1  加強校園閱讀氛圍，增強閱讀分享的文化，促進從閱讀中學習 

現況及成就： 

• 從一月開始，班主任安排學生在網上或實體班主任課時段自由選擇圖書分享，78%學

生喜歡同學分享圖書，認為同學選擇的圖書富趣味性。兩位英語外籍老師亦輪流到三

至六年級分享圖書。90%學生表示喜歡英語外籍老師於分享圖書，能提升閱讀興趣。 

• 設立學生圖書分享最佳表現獎，共兩期，由班主任選出分享圖書最佳的學生，獲獎學

生名單上載於學校網頁，以示欣賞及鼓勵。 

• 透過鼓勵學生參與多元化閱讀獎勵計劃，提升學生閱讀動機及興趣： 

a.  P3-P6：我的閱讀檔案歷程 

✓ P3-P6 年級有 268 人(70% )學生參與「我的閱讀檔案歷程」。其中 98 位學生獲

得學士獎，60 位學生獲得碩士獎，110 位學生獲得博士獎，獲獎學生名單已上

載於學校網頁。 

✓ 71%學生認為此計劃能讓學生自行定立目標及選擇自己喜愛閱讀的圖書。 

b.  P1-P2：愛閱讀家庭獎勵計劃 

✓ P3-P6 年級有 139 人(67%)學生參與「愛閱讀家庭獎勵計劃」，並獲得愛閱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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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獎證書，獲獎學生名單已上載於學校網頁。 

c.  學生閱讀KOL： 

✓ 鼓勵學生在新年假期以手機自拍短片參與好書分享，挑選 14 位學生優秀短片上

傳至「秀德 Channel 快樂足印」平台，供本校學生及家長觀賞。 

✓ 82%學生認為同學優秀短片中推介的圖書很吸引，能增加他們的閱讀興趣。 

d. ｅ悅讀學校計劃： 

✓ 從數據顯示，73%學生曾參與此計劃進行網上閱讀電子圖書： 

年級 參與學生人數 已閱電子讀書籍數目 

一年級 70/115人 2219本 

二年級 96/121人 3230本 

三年級 82/122人 2282本 

四年級 96/118人 2128本 

五年級 107/120人 1910本 

六年級 62/114人 888本 

✓ 全校有 267 位學生完成閱讀 15 本或以上電子圖書，獲積極參與獎。其中有 126

人完成閱讀 40 本或以上電子圖書，獲優秀表現獎；16 位學生全年閱讀書籍數量

多於 100 本，獲傑出表現獎，而獲獎學生名單已上載於學校網頁。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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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主動閱讀的能力。 

✓ 由於疫情影響，四月尾才開始安排 10 位家長到校為初小學生講故事，全部參與

家長認為透過講述圖畫書，能培養學生生命素質及閱讀興趣。91%學生喜歡家

長到校講故事。 

✓ 四月中舉辦「故事爸媽」的培訓，安排新家長參與工作坊。全部參與家長均認

為是次培訓能讓家長認識講故事的技巧及了解講述圖畫書的要點，明白親子閱

讀的意義和重要，讓孩子從小建立良好的閱讀習慣。 

反思： 

⚫ 本學年已購買一些題材富趣味的圖書及 Stem 主題的圖書，但由於疫情關係，取消了圖

書館設立主題圖書區。下學年如情況許可，開放圖書館或利用網上形式，透過學科主

題圖書介紹，吸引學生主動閱讀及加強對學科知識的自學能力，以配合跨課程閱讀發

展。 

⚫ 本學年已為小一至小三年級購買課室圖書，種類包括：生命成長果子主題的圖畫書、

常識及數學科的趣味圖書。因為疫情關係，課室閱讀智慧角沒有啟用，下學年如情況

許可，課室會擺放圖書供學生閱讀。 

⚫ 建議下學年度安排老師在學校網頁或早讀時段推介圖書，校園閱讀大使定期拍攝短片

介紹圖書，營造校園閱讀的文化。 

⚫ 由於受疫情影響，學生閲讀網上電子圖書的數量比去年增加，尤以 P1-P4 年級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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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數量較多，建議下年度加強ｅ悅讀學校計劃的宣傳及鼓勵高年級學生閱讀電子書

籍。 

 

2.2  推動校本 STEM 課程，各科滲入高階思維的教學活動 

現況及成就： 

• 因疫情關係，上學期取消資訊科技科課堂；復課後，由於課時有限，小五的專題活動

未有足夠的課時進行設計循環，讓學生在設計中手腦並用，通過反覆改良、測試，最

後作出總結，從而鼓勵學生多角度思考，以不同的方法解決問題。 

• 小六的STEM活動是製作意粉塔，設計中加入了圖形元素，例如：柱體及錐體的不同

建築物設計圖案。老師在課堂觀察所見，超過九成學生都能利用柱體及錐體的不同特

性，用意粉併砌高塔，使之穩固。從學生的作品能看出設計當中運用數學科所學的抽

象概念。研習冊的設計亦安排學生透過反思及觀察他人的設計改善自己的設計，最後

大部份學生也成功地改良設計，較第一次的塔設計建得更高。 

• 中文科亦結合STEM元素，在慶祝中秋節及農曆新年節日中，舉辦水中燈籠、自製紙

炮及紙板炮仗的活動。除了介紹節日的由來及內容，講解活動的科學原理外，更讓學

生有動手做實驗的機會，提升學生對學習STEM的興趣。從常識科老師的觀察結果得

知，學生對節日的STEM活動非常感興趣，建議新學年可以進行其他應節活動。 

• 六年級常識科推行「發電健身單車計劃」，常識科任老師教授能量轉換的課題後，安

排學生到STEM室參觀及試玩發電健身單車。學生可以利用軟件協助製作統計圖，即

時用數據比較所產生的電量。從老師的提問中，全部同學都明白發電健身單車的能量

轉換原理。另外，老師在全方位活動時段向四年級同學介紹，從課堂觀察可以見到，

大部分學生對發電健身單車頗感興趣，亦明白能量轉換的基本概念。 

• 因疫情關係，STEM資優課程訓練班改為網上進行，學生定期收到實驗材料包在家自

行完成實驗，但小組式的實驗未能進行。從學生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全部學生認為

導師在課堂上的講解清晰、有條理，而導師提供的材料(包括實驗用品)亦很有用，能

幫助他們完成實驗。絕大部分學生都指出教學內容能讓他們學習更多STEM相關的知

識，提升對STEM的興趣、邏輯推理和解難能力。 

反思： 

⚫ 建議試後進行STEM活動，可以有較多空間讓學生自行探索，進行實驗循環。此外活

動應於一天內完成，學生就可以完整進行探究和改良，學習效能會更理想。 

⚫ 建議小一至小三的專題活動彈性處理加入數學元素，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為先。 

⚫ 小四至小六數學科及常識科老師宜商討如何分配教學內容及教學時間，在數學堂教授

知識技能，在常識堂進行專題活動中運用出來，避免重覆教授內容，節省課時。 

⚫ 專題活動方面，建議小五學生利用簡報匯報，自主設計有關水火箭的研習題目，及利

用3D立體打印自主設計機身配件，例如：機翼。小六學生可利用Tinkercad預先草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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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塔的建構藍本，方便之後的製作。 

⚫ 六年級的意粉塔專題可加入前期的預習活動，讓學生先對不同形狀的結構的穩固性進

行探究，利用幾何條圖形活動，動手做出不同的平面圖形。 

⚫ 因STEM資優課程訓練班於在網上進行，科學實驗的內容較為簡單，建議新學年有面

授課堂的話，要進行更多小組形式的合作實驗，以提升學生對科學科技的興趣、邏輯

推理和解難能力外，更可培養學生團體合作的精神。 

 

2.3   透過跨學科活動及全方位學習，讓學生從體驗中學習，擴闊視野，促進均衡發展 

現況、成就 

⚫ 星期五設有全方位學習時段，以科目理念融入活動當中，學生能從不同的活動中學會

不同的知識或技能，發現趣味。例如：一、二年級學生參加基督少年軍制服團隊，三

至六年級學生分別安排參與五個類別的活動，包括：創意大合奏、武術、和諧粉彩、

粵劇查篤撐、家電小博士、小小物理學家、啦啦隊等。學生問卷獲得的數據顯示

87.4%學生表示喜歡參與全方位學習活動。 

⚫ 本學年多以網課形式，學生留在家中學習，很多學校活動需要取消，試後活動期間亦

未有安排特別的學習活動。七月中旬及八月上旬只能為視藝之星及排球校隊安排參觀

及訓練營活動，學生均表現積極，並表示日後會熱心參與同類型活動。 

反思： 

⚫ 如果下學年疫情緩和，可按照實際情況及教育局的指引而增加舉辦不同的全方位學習

活動，使學生能走出課室，從做中學，豐富學習經驗。 

 

 

關注事項（二）：培育生命素養，成為「快樂秀德人」 

1.  持續推動生命教育，營造校園正向氛圍  

現況及成就： 

⚫ 本學年的早會改用網上舉行，每月以「生命素養」為主題，老師在網上Google 

Classroom平台帶領網上早會，以神的話語和詩歌去敬拜神，約有80名同學恆常參與。

透過問卷調查，全校有超過80%學生能辨認出十二個生命素養，超過75%老師認為各

項計劃有助學生認識生命素養。 

⚫ 聖經科修訂有關「生命果子」的十二個素養的課堂內容，並協助推展生命教育和建構

學生正確的人生觀。根據學生問卷調查，大部分學生及教師都贊同研習十二素養的金

句和聖經人物，能更認識及掌握生命素養的內涵。 

⚫ 聖經科向學生介紹各級的生命素養，並舉行「主題金句填色比賽」，以生命果子經文

及素養圖片為題，選出同學作品用作佈置及分享之用。 

⚫ 各級舉辦週會加深學生認識生命素養及當中的行為表現。70%老師認為週會能讓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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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正向的價值觀及不同的生命素養。各級80%以上的學生認同自己透過週會的訊息

能培養正面的價值觀 。 

⚫ 由於疫情關係，一年級「我是快樂秀德人成長禮」取消了，改以「快樂秀德人成長印

記」， 100%學生都能寫出自己在本學年做得好得事情，並說出自己的快樂回憶。

88%老師認同學生投入生命成長課堂的學習及活動，在「歷程印記」的反思均十分正

面，能列舉個人自我欣賞的事。 

⚫ 二年級生命成長科進行「愛心網誌」，學生將關心他人的行動記錄在「愛心網誌」內，

學習多留意別人的需要及多觀察被自己關愛對象的反應，從而體會當實踐「仁愛」和

「尊重」時，自己和他人也一樣感到喜悅。90.1%學生認同能學習到愛人如己， 並會

努力實踐承諾和得到滿足感。 

⚫ 由於疫情關係 , 二年級「奉茶禮」取消了，改以「同理心 同您心」繪本教學，

93.7%%學生認同自己能透過這活動學會尊重及關愛別人。 

⚫ 三年級進行「感恩操練」，為每位學生開設「秀德感恩存摺」，讓學生知道自己能擁

有獨特的才能及優點是值得感恩的事，所以要善用自己的才能，盡力去完成自己的責

任，實踐「盡責」的生命素養。76.6%學生認同在生命成長課堂內更認識自己及要懂

得「感恩」, 94%同學認同自己透過「感恩存摺」能夠對自己及身邊的人心存感恩，並

樂意表達這份感恩的心 。  

⚫ 五年級學生利用「堅毅攻略」小冊子記錄整年所參與過的活動及進行反思。學生每完

成一個活動，可獲得一項「屬靈小精兵」裝備。完成全年的活動後，便可以獲得上帝

的全副軍裝。80.5%學生表示明白在逆境中堅毅不屈的重要性，並願意嘗試以「樂觀」

及「忍耐」的心態來面對困境或問題。 

⚫ 「傳光禮」讓小六學生給小五學生送上心意卡及燃點燭光，象徵著「薪火相傳」，明

白自己的身份和責任，讓準備畢業的學生帶着這十二個生命素養來應對在未知世界中

各種的挑戰。87.4%學生表示願意在「傳光禮」的過程中將「熱愛生命」、「勇 敢」

及「主動積極」的精神和態度承傳給學弟學妹。83.3% 學生認同自己經過這六年小學

生活，認識了生命教育的六個果子的意義。 

⚫ 本學年各科的課程裏配合各級的生命素養，以建立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及態度。中文科

及英文科透過閱讀篇章的教學、數學科透過推介圖書，老師與學生在課堂上就品德價

值作討論，從而帶出正確的價值觀及態度。常識科在日常教學中透過課本裏的情境教

導正確的價值觀及態度，三年級常識科參與了教育局的校本支援計劃，以價值觀為主

題，透過課堂討論及體驗活動，讓學生從生活實踐過學習，在價值觀上作深入探討。 

⚫ 在跨課程閱讀方面，五年級的學生透過閱讀有關名人傳記的作品，學習正確的價值觀。 

⚫ 根據學生在問卷裏反映的意見，88%三至六年級的學生認同各科的學習內容能讓他們

學習不同的生命素養，而老師與他們的討論亦能令他們反思生命素養的重要，有助培

養他們的品德及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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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 基於疫情關係，大部分週會均以網上形式進行，雖不及現場舉行般得到即時的反應，

同學的參與度及反饋都相當理想。家長亦能同時參與網上週會，一起完成親子活動工

作紙，如「復活者聯盟」(生死教育)，高達90%家長完成親子活動工作紙，並給予正

面的評價，反映出家長十分關心子女在校進行週會的情況。這種情況令老師及主辦機

構都十分鼓舞及欣賞。因此，建議新學年的週會形式應更多元化，讓學生及家長可以

一起參與，把週會的主題及訊息更清晰地傳達出去。 

⚫ 由於本學年部分生命成長科的課程內容刪減了，下學年宜集中推展「知己 知彼」主

題下「仁愛」及「尊重」的兩個生命素養。情況許可的話，下學年的體驗活動應以實

體及網課活動並行，減少學生因疫情的關係而有所缺失。 

⚫ 價值觀及態度對學生來説是較為抽象的概念，如老師單憑課本內容的教授或透過情境

引起討論，學生或會流於純粹判斷事件的正確與錯誤，沒有親身經歷的感受。因此，

要讓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建議在課時內安排學生親身參與有關的體驗活動，或設

立有關的場景，讓學生透過實踐去進行探索，從體會中感悟正確的價值觀及態度。 

⚫ 建議生命成長科除了使用教科書外，在教材上可選取較近期的生活事件，引起學生討

論的興趣，增加投入感，幫助學生理解在生活中可能出現的難題及解決方法。 

⚫ 在老師培訓方面，教育局會定期舉辦價值教育學習圈的分享活動，建議老師多參與有

關的活動，透過分享會或觀課，多了解其他學校如何推行價值教育。 

 

2. 透過多元化的學習經歷，讓學生展現潛能，增強自信心 

現況及成就 

⚫ 運用學生活動支援津貼於下學期開辦了八個津貼性及四個學生自費網上興趣班，家長

對於網上進行的自費興趣班不太支持。如下學年繼續以網上形式進行，要預先收集意

見及數據，以便可安排較為適切的活動給予學生報名參與。 

⚫ 「 才 藝 晚 會 」 及 「 樂 在 秀 德 晚 會 」 等 表 演 活 動 取 消 ， 但 新 增 DVC(daily video 

challenge)表演平台，以網上「秀德達人秀」的形式進行，學生在家中自行拍攝，然

後上載於 youtube「秀德快樂足印」公開發放短片，讓擁有各項專長的學生均有展現

成果的機會，增強自信，自我肯定。同學之間亦能互相欣賞及觀摩學習，用正面的眼

光去看待和接納別人，給予肯定和鼓勵。 

⚫ 「秀德快樂足印」全年共有八期，共發放了三十二段表演片段，超過 75%所遞交的片

段獲安排網上播放。學生表演類型多元化，包括：唱歌、跳舞、樂器獨奏魔術等。 

反思： 

⚫ 由於疫情關係，小息活動、體育及藝術活動、試後活動及遊學團等活動都取消了。建

議下學年情況許可下恢復多元智能課時段，進行增潤課程及專項訓練，舉辦更多元化

的興趣班，令具潛質的學生有機會參與訓練及課外活動，展現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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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正面鼓勵及推動學生積極參與「摘星計劃」，建議新學年以Apps版本進行，讓老

師能隨時獎勵學生，對學生作即時的回饋，亦方便學生和家長可隨時檢視「摘星」表

現。而小冊子的其他部份，則會繼續以實體形式完成，包括「我的小檔案」、「老師

有話兒」、「家長有話兒」等。 

 

3. 建立關愛和諧的校園，發展學生良好的溝通能力和人際關係 

現況及成就： 

⚫ 因疫情關係，各級回校進行面授課的時間不多，學生較難彼此認識及欣賞班中的同學，

因此暫停了「欣賞你……」的活動，班主任亦沒有時間帶領同學進行「I 活動」及「代

禱分享」。 

⚫ 本學年早會、週會均取消，「禮貌運動」活動宣傳工作受阻，因此未有進行。 

⚫ 下學期進行了兩次「班中之最」選舉，科任老師和同班同學選出得獎同學。由宣傳到

投票的過程，大部份學生均能投入參與，表現踴躍。 

⚫ 「成長的天空」計劃的輔助小組以網上形式進行，日營等活動則改為半天校內活動。

大部份參加的學生均表示自尊感和效能感皆有提升。 

⚫ 一年級班主任們以不同的主題為課室佈置，提升歡樂學習氣氛，學生亦順利完成「快

樂秀德人」的銜接計劃，使他們更容易適應小學生活。 

反思： 

⚫ 由於疫情關係，班級經營活動被迫取消，令師生接觸交流及互相認識的機會減少，難

以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如下學年能進行面授課，「I 活動」將於九月上旬推行，學

生於新學年之始訂立改善目標，於學期結束前作目標回顧及評估。 

⚫ 由於學生大多留在家中學習，影響了社交生活，建議下學年加強教導學生情緒管理及

與人相處的方式，提升社交能力。 

⚫ 根據 APASO 資料顯示，多於一成學生對於禮貌待人的認同感不足。建議下學年推行

「禮貌運動」，於早會、週會及班主任課宣傳，讓學生明白禮貌待人的重要性。 

⚫ 根據 APASO 資料顯示，多於兩成學生期望在遇到困難時，老師能幫助他。建議下學

年班主任於班主任課時(每週最少一次)與學生進行「代禱分享」時間，讓學生能有機

會向老師表達和分享，以促進師生關係。 

⚫ 根據 APASO 資料顯示，超過六成半學生表示重視同輩的稱讚。建議下學年落實推行

「欣賞你……」活動，各級可按班級需要，自訂每月的「欣賞項目」，以建立學生之

間互相欣賞的文化。 

⚫ 建議下學年每月的「班中之最」選舉項目及指標，由同級班主任商討自訂，以切合各

級學生的校內表現和需要。 

⚫ 下學年會加強與負責「成長的天空」計劃的機構社工溝通和合作，及早跟進未能跟上

計劃內容的學生，幫助他們與人建立和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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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學年加強校園的佈置，在不同位置張貼有關生命素養及正向思維的訊息，令同學在

校園內能經常看到，加深印象。 

⚫ 建議下學年繼續在一年級課室以不同的主題進行佈置，營歡樂學習氣氛，並透過同級

討論，提出更多不同的課室設計和規劃，增強學生對學校的適應和歸屬感。 

 

4. 透過服務學習，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學習感恩、分享和奉獻 

現況及成就： 

⚫ 由於疫情關係，學生大部分時留在家中參與網課。進行面授課堂時，在防疫限制之下，

學生要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學校盡量避免同學之間有太多接觸。故此，本學年學生

沒有在校內擔任服務崗位及參與社會服務，失去與校內同學分享服事經驗的機會。 

⚫ 生命成長科的「大哥哥大姐姐」計劃亦取消了，四年級學生未能以「大哥哥大姐姐」

的身份照顧低年級學生，但改以「心意卡」去關心一年級學弟學妹。當中88.7% 學生

表示願意將愛、祝福和鼓勵透過 「心意卡」送給一年級的同學；79.2%學生認同自己

在生命成長課的課堂中明白了服事的重要，並嘗試以奉獻及團結合作的精神去服事人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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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學生的成長支援 

 

一、學習支援工作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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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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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支援組與學教組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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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共有 16 位有自閉症徵狀的學生參加協康會喜伴同行計劃，透過社交故事、小組遊戲、

比賽等多元化的活動，提升社交能力及情緒管理技巧。 

⚫ 共有 46 名學生接受「校本言語治療計劃」的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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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家長教育方面： 

⚫ 為支援家長協助子女成長，舉辦多元化的家長講座、工作坊、家長學堂等，強化家長

的管教方法，讓家長互相分享，幫助家長與子女之間建立健康而和諧的家庭生活。 

⚫ 本年度舉辦學科工作坊，由科主任介紹本科的重點及如何促進學生學習。全年舉行了

七次網上家長講座或工作坊，一次實體家長講座，包括數學科於下學期舉行的初小家

長講座，介紹一些遊戲及方法讓家長在家幫助學生學好數學，讓家長加深認識學校課

程發展方向，了解各科目功課及考試要求及懂得如何有效地協助子女學習。 

⚫ 九月初，社工袁姑娘及張先生為小一新生家長舉辦小一適應家長講座，並派發小一適

應手册給家長，幫助家長了解學校運作，並能協助學生適應小學生活。 

⚫ 教會與學校合辦畢業生主日，邀請六年級學生及家長出席，由荔枝角靈糧堂主任牧師

劉志良牧師蒞臨分享福音信息，主日聚會完畢後，為家長設有專題短講及答問，短講

主題為「教養少年子女難題解答」，讓家長有機會聽到福音。 

⚫ 與家教會合作舉辦不同的家校活動，建立學校與家長的良好關係，例如：親子聖誕咭

設計比賽，以「聖誕節的真正意義---人仁愛聖誕」作為主題，一方面可以增進親子關

係，另一方面讓家長和學生一起思考及認識聖誕節的真正意義。 

⚫ 拓展家長的資源，使家長成為學校的伙伴，組織家長義工隊，邀請家長義工協助學校

處理不同的工作及活動，例如：五年級理財活動、故事姨姨/叔叔，凝聚家長力量，積

極建立家校合作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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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一、校際比賽得獎表現 

本年度在校外活動及比賽方面，學生的參加率不俗，所獲的成績亦理想。以下是學生參加

校際活動所得獎項： 

類別 主辦機構 活動項目 獎項 

中文 

夢想閱讀計劃 《孩子的夢》結局創作大賽 
優異獎1名 

入圍獎1名 

香港鑪峯青年獅子會 「童」你講 · 香港小學生創意講故事比賽 Facebook 至多like大獎 

肅博士文化工作室 全港中小學香港飲食書寫比賽 優異獎1名 

數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 

會紅磡信義學校 
第六屆小學數學菁英大賽 優異獎9名 

奧冠教育中心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拔賽 2021 
二等獎 4名 

三等獎 4名 

奧冠教育中心 TIMO 初賽 2020-2021 銅獎 3名 

奧冠教育中心 HKIMO 初賽 2020-2021 

金獎1名 

銀獎7名 

銅獎4名 

奧冠教育中心 HKIMO 晉級賽 2020-2021 

金獎1名 

銅獎1名 

優異獎1名 

香港天主教教區 

學校聯會(中學組) 
第七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優異獎1名 

STEM 

世界科技工程 

數理協會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初賽) 

金獎2名 

銀獎2名 

銅獎7名 

世界科技工程 

數理協會 
第二屆世界STEM暨常識公開賽(複賽) 

金獎1名 

銀獎1名 

銅獎5名 

香港教育城 常識百搭STEM探究比賽 嘉許獎11名 

音樂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獨奏) 

冠軍1名 

季軍2名 

銀獎9名 

銅獎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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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獨唱) 銀獎2名 

視藝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傑出作品獎1名 

金獎29名 

銀獎2名 

銅獎2名 

東涌安全健康城市 
「東涌安全健康城市X 新興運動 

(三葉球、匹克球)」填色比賽(初小組) 

季軍 

東安健網絡人氣大獎 

初小組最具創意獎 

優異獎4名 

東涌安全健康城市 
「東涌安全健康城市X 新興運動 

(三葉球、匹克球)」填色比賽(高小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獎3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包山嘉年華2021小學組學童填色比賽 

(初小組) 

冠軍 

殿軍 

優異獎1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包山嘉年華2021小學組學童填色比賽 

(高小組) 
優異獎2名 

香港電台 
《大自然逐樣講》生態紀錄電視節目封

面設計比賽 

季軍 

優異獎1名 

傑出青年協會 「口罩救地球」口罩設計比賽(高小組) 季軍 

Love Encore, 

Pantone C 

Workshop 

創意小畫家填色及繪畫比賽 亞軍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 

社會服務部 
愛祖孫兩代情 填色及藝術創作比賽 

季軍 

優異獎1名 

玫瑰崗中學 環保聖誕花環設計比賽 優異獎1名 

LCM Mask LCM中小學口罩設計比賽 入圍獎2名 

教育局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2020/21 嘉許獎2名 

香港樂活協會 海洋樂悠油填色比賽 優異獎4名 

和富WORFU 「我的爸爸媽媽」繪畫創作比賽(兒童組) 優異獎1名 

演講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第九屆校際聖經故事演講比賽:-高小組 
季軍1名 

嘉許狀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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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獨誦) 

冠軍 2名 

優良13名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獨誦) 

優良9名 

良好1名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72n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First (1名) 

Merit–Second(1名) 

Merit (20名) 

Proficiency (1名) 

漢語聖經協會 第二十七屆聖經朗誦比賽(粵語獨誦) 

亞軍1名 

季軍1名 

嘉許狀14名 

漢語聖經協會 第二十七屆聖經朗誦比賽(普通話獨誦) 嘉許狀4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