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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按聖經真理提供全人教育，讓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和靈命上，得到全面優質栽培，以致學能得以提高，個人潛質

得以確立和發揮，並且認識真神，明白真道，建立優良品格，樹立律己精神，得以在信、望、愛中成長，長大後能立身處世，

熱愛國家，關心社會，榮神益人。 
 

辦學目標 
 提供優質教育 

 培育全人發展 

 栽植道德觀念 

 增強學習能力 

 培訓語文能力 

 建立人際關係 

 提供課外活動 

 參與社區活動 

 激發創新能力 

 提升抗逆能力 

 
校訓 
明道律己、忠主善群。 
 

教育理念 
  我們深信每個孩子都有恩賜，都有才能，都可以教育，都可以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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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願景 
我們致力培育學生在「德、智、體、群、美和靈命」各方面發展。我們以基督的愛為本，建立「互愛、

互助、互勵、互諒」的校園文化，深願每一位學生在基督教教育中愉快成長，榮神益人。 
 
 
 

我們的使命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 
 

 
 
我們的精神 
  樂於凡事感恩，善於以愛待人，勇於面對挑戰，敢於經歷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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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期學校發展成效 
關注事項 達標程度 跟進方法 

1. 基督化專業團隊 部份達標 
發展專業領導團隊 

持續優化教師啟導計劃 

2. 優質的學與教 部份達標 
提升教學人員在課程設計的專業能力 

校本整體課程發展從點和線的層面，邁向面和體的發展。 

3. 關愛的校園氣氛 部份達標 
持續優化政策、環境、校風和學生支援四個領域，建立

「健康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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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學校整體表現 
指標範圍 主要優點 尚需改善的地方 

1. 學校管理 
2. 專業領導 

1. 配合學校的優勢和需要，訂定適切的發展重點。 
2. 行政組織，資源運用，科組監察……配合學校的重點

發展。 
3. 有系統管理日常事務，亦能有效處理突發事件。 
4. 學校有效推行自評機制，運用資料、數據和佐證，檢

視和制定政策與工作計劃。 
5. 領導層因應學生需要訂定校本發展策略和措施。有效

促進學校整體的發展。 
6. 領導層和中層管理人員共同訂定具體的科組計劃，並

能夠監察計劃落實。 
7. 善用校內和校外資源，加強教師專業發展。 

1. 工作計劃的成功準則和評估方法，仍須優化質性的量

度和指標。 
2. 優化科組的協作（例：各學習領域共同發展學生的共

通能力，校風領域在不同的範圍培育學生的發展）。 
3. 設計更完整的日常事務和危機處理的實務指引。 
4. 發展中層管理人員的領導能力。 

3. 課程和評估 
4. 學生學習和教學 

1. 制定具體的課程計劃。 
2. 適當調撥人力資源，為教師創造空間，支援課程發展。 
3. 各學習領域制定具體的評估政策，並落實執行。 
4. 適當執行課程監察。 
5. 學生對學習感興趣，依照教師指示參與學習活動。 
6. 教師佈罝適合的學習環境，考慮不同能力學生的需要。 
7. 教師編排的學習活動，配合教學目標和學生能力，選

用適當的學習材料，幫助學生學習。 
8. 各學習領域發展不同方式的評估，多方面評量學生不

同的能力。 

1. 各學習領域課程的評鑑。 
2. 在不同學習領域課程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 
3. 在不同學習領域評估學生的態度和能力的表現。 
4. 教師編選學習內容，設計教學策略……引發學生主動

學習。 
5. 教師設計和安排延續課堂學習的機會和活動。 
6. 優化教師的教學效能。 
7. 校本整體課程在面和體的發展。 

5. 學生支援 

1. 運用不同評估工具，識別學生在成長支援的需要。 
2. 為不同需要的學生（行為、情緒、特殊教育……）提

供適合的支援服務。 
3. 結合宗教、訓育和輔導，發展「校本宗教生命教育課

程」，全方位培育學生正確的生命觀、價值觀、積極的

態度、關愛和尊重他人，有責任感和承精神。 
4. 發展多元化的服務團隊和聯課活動，培訓學生領袖。 

1. 建設系統化的支援計劃和服務（例：學生支援資料

庫）。 
2. 設立具挑戰性的服務崗位，培養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3. 結合政策、環境和校風，優化學生成長支援。 



 第7頁／共12頁 

 

指標範圍 主要優點 尚需改善的地方 

6. 學校夥伴 

1. 學校重視家校合作，建立多元化的渠道與家長保持聯

繫，並透過不同的途徑回應及跟進家長的意見；家長

教師會能夠發揮家長與學校溝通的橋樑和諮詢功能。 
2. 學校組織不同的家長教育課程，家校活動，提升家長

教育子女的知識和技巧，增強家長對學校的歸屬感。 
3. 學校與外間機構及社區保持緊密的聯繫，支援學校不

同的發展。 
4. 學校有計劃地與校外機構及社區合辦的全方位學習及

交流活動，擴闊學生的視野和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 
5. 校友會支持學校的發展。 

1. 加強家長參與學與教的支援，例：推廣閱讀、帶領多

元智能活動…… 
2. 發展有系統的家長教育課程。 
3. 與幼稚園合作，優化小幼銜接。 
4. 與中學合作，發展中小銜接。 
5. 增加校友會參與學校活動和支援。 

7. 態度和行為 
1. 以「校本宗教及生命教育課程」為主線，培育學生的

品德、態度、行為、群性發展、自我管理和健康生活。 
2. 學生遵守規則，關愛別人。 
3. 學生對學習有興趣，肯努力。 

1. 加強學生自主學習的積極態度。 
2. 從家校合作培養學生良好的健康生活習慣。 
3. 提供更多的機會培養和發展學生的領導才能。 

8. 參與和成就 
1. 學生在校內評估（中文和數學）有持續進步。 
2. 學生積極參加聯課活動、社會服務和社區活動，成績

優良。 

1. 提升學生在校內評估和校外評估的達標率。 
2. 家校協作從健康飲食和健康生活切入，幫助學生維持

適合的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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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弱、機、危」分析 
 
強項： 
 學校的行政組織和措施，對應重點發展。 
 各學習領域的課程發展，在點和線的層面持續優化。 
 以校本宗教及生命教育課程，有系統發展校風及學生支援。 
 家校合作良好，獲得家長信任和支持。 
 
弱項： 
 中層管理人員的策劃、統籌和領導能力需要提升。 
 學生解難求知和自我挑戰的積極態度需要提升。 
 家庭教育較輕視健康生活的培養。 
 
契機： 
 持續參與不同的課程發展計劃，有利優化校本課程的發展，教學團隊學與教的專業能量。 
 參加「香港健康學校獎勵計劃」，更有系統和整合「政策、環境、校風和學生支援」的發展。 
 基層家庭的學生比例較大，更需要優化學生支援的發展。 
 
危機： 
 校舍空間狹小，學校的多元化發展（學與教、學生支援）局限較大。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觀塘區公營小學為九零年或二千年以後興建的校舍，影響本校收生的競爭力。 
 
 
關注事項： 
1. 專業領導 
2. 學與教 
3. 健康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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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計劃（二零一二／一三 至 二零一四／一五年度） 
推行時間 

關注事項 目標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策略大綱 

1. 專業領導      

a. 強化和善用考績 1. 提升教職人員的工作表現    

1. 加強學與教的考績評鑑。 
2. 強化科組協作的監察和考績。 
3. 編輯完備的實務指引。 
4. 優化教師啟導計劃。 

b. 中層管理人員的

專業知識 

1. 中層管理人員在相關的領域，具備

足夠的專業知識，持續推動學校的

進步。 
   

1. 提供和支援中層管理人員持續專業發展。 
2. 廓清不同的中層管理人員的職責。 
3. 強化中層管理人員策劃及統籌的職能。 
4. 提高中層管理人員監察的質素要求。 

c. 培養中層和領導

層的梯隊 1. 為領導層的接班作好準備。    
1. 中層人員分擔學校的領導職能。 
2. 甄選適合和有承擔精神的教師，參與中層管

理工作，培訓領導層的接班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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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計劃（二零一二／一三 至 二零一四／一五年度） 
推行時間 

關注事項 目標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策略大綱 

2. 學與教      
a. 教學人員在課程

設計的專業能力 
1. 教學人員具備足夠的專業能力，設

計和優化校本課程。 
   1. 全部教師參與共同備課和課程設計。 

2. 安排和組織課程設計的專業發展。 

b. 教學人員在學與

教的專業技能 

1. 教學人員具備良好的本科知識和

靈活運用教學策略，促進學生有效

的學習。 
   

1. 運用教師啟導計劃，支援在不同學習領域的

新入職教師，掌握和提升專業技能。 
2. 強化觀課、評課的專業發展。 

c. 在面和體重點發

展校本整體課程 

1. 在第一學習階段，建構中文科、英

文科和數學科縱向的校本課程架

構和單元設計。 
   

1. 為教學人員創造空間。 
2. 在 2012-2015 年，逐年發展一年級、二年級

和三年級的中文科、英文科和數學科縱向的

校本課程架構和單元設計。 
d. 發展小幼銜接校

本課程 
1. 設計小幼銜接的校本課程    1. 依照《小班教學（2011-2015）中期發展計

劃》，設計小幼銜接校本課程。 

e. 藝術教育的發展 1. 在音樂和視覺藝術，發展校本特色

的課程。 
   

1. 音樂科發展適合本校學生的初小音樂增潤

課程，原創器樂課程與歌集。 
2. 在視覺藝術科發展學習歷程檔案、社區藝術

計劃和藝術評賞。 

f. 戲劇教育的發展 
1. 在中文科和英文科課堂，有效運用

戲劇教育促進學與教。 
2. 建構各年級戲劇教育的學習架構。 

   

1. 運用校外資源支援教師在戲劇教育的專業。 
2. 在中文科和英文科的課程設計和共同備

課，適當地融入戲劇教育的活動。 
3. 總結教學實踐的體驗，逐步建構各年級戲劇

教育的學習架構。 

g. 閱讀學習的發展 
1. 在不同學習領域和校風範疇，幫助

學生掌握有系統的閱讀策略和培

養品德情意。 
   

1. 配搭各年級的專題研習，發展不同年級學生

不同層次的閱讀策略。 
2. 配搭基督教及生命教育校本課程，從閱讀活

動培育學生的品德情意。 

h. 電子學習的發展 1. 在適合的學習領域起動電子學習。    
1. 探討本校發展電子學習的有利條件和局限。 
2. 設計發展電子學習的策略，從小步子試點持

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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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計劃（二零一二／一三 至 二零一四／一五年度） 
推行時間 

關注事項 目標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策略大綱 

3. 健康學校      

a. 政策 1. 制定適時和適合的健康學校政策。 
2. 有效監察政策的實施。 

   

1. 2012 年制定政策。 
2. 透過不同和有效的途徑，讓家長和不同的持

份者知道有關內容。 
3. 每年向家長和不同的持份者諮詢及收集意

見，檢討政策內容，適當修訂。 
4. 監察政策的落實執行。 

b. 環境 

1. 建立安全的校園環境。 
2. 促進校園衞生環境。 
3. 為學生和教師提供理想的學與教

的環境。 
4. 提供健康飲食環境，促進健康飲食

在校園。 
5. 推動環境保護。 

   

1. 經常檢查校舍、設備、器材……的安全，制

定危機應變的機制，定期安排危機演練。 
2. 為教職人員及學生提供衞生的校園環境，促

進學生的個人健康，鼓勵學生美化校園促進

校園的清潔和衞生。 
3. 確保學習環境的通風和照明設施適當，注意

噪音的滋擾，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合的學

習環境。提供足夠的活動空間，讓學生休憩

和活動。 
4. 推行「健康飲食在校園運動」。 
5. 在常識電腦科推行環保教育，培養學生「可

持續發展」的認知和態度。 

c. 校風 

1. 培養學生的生命素質，正確的價值

觀、關愛和尊重他人、自律、忠心

盡責、勤奮和承擔 
2. 培養學生正確的情意態度（自我觀

感、學習態度、品德、處理情緒和

壓力、社交技巧、人際關係）。 
3. 發揮學生的潛能和培訓領袖學生。 
 

   

1. 設計和推行「基督教及生命教育校本課

程」，培育學生的生命素質，正確的價值觀、

關愛和尊重他人、自律、忠心盡責、勤奮和

承擔。 
2. 結合「基督教及生命教育」，推行全校參與

的全方位學生輔導，培養學生正確的情意態

度（自我觀感、學習態度、品德、處理情緒

和壓力、社交技巧、人際關係）。 
3. 發展多元化的聯課活動、多元智能活動、服

務團隊……發揮學生的潛能和培訓領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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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計劃（二零一二／一三 至 二零一四／一五年度） 
推行時間 

關注事項 目標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策略大綱 

3. 健康學校      

d. 學生支援 

1. 聯繫家教會、校友會、教會及社區

團體，成為學校的支援伙伴。 
2. 為不同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學

習支援。 
3. 提供保健和健康促進服務。 

   

1. 推動家長參與各類學校活動。 
2. 家長參與學與教的支援。 
3. 安排學生參加社區活動。 
4. 邀請社區團體參與學校活動。 
5. 與幼稚園合作推動「小幼銜接」活動，與中

學合作推動「中小銜接」活動。 
6. 促進校友會和教會參與和支援學校的活動。 
7.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制訂有系統和適

切的支援措施，使他們獲得均等的學習機

會。 
8. 為學習落後的學生，提供適切的補償學習，

幫助他們克服困難。 
9. 在常識電腦科推行「健康教育課程」。 

10. 設計和推行多元化的活動，使學生認識和掌

握健康生活技能。 
11. 為學生提供基本的保健服務。 
12. 提供適合和足夠的急救服務。 
13. 建立完整的系統，處理學生的健康狀況記錄

和健康服務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