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學校發展計劃
二 零 一 五 /一 六 至 二 零 一 七 /一 八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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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辦學宗旨
本機構秉承世界各地龍岡宗親（劉、關、張、趙四
姓）宏願，在香港興學育材，發揚文教，造福人群，
有教無類，不分姓氏、宗教、鄉籍軫域，純以培育青
少年身心正常發展為目的。
依循香港教育政策指引，因應時代社會發展趨
勢，作均衡有效的施教，德育陶冶。以忠、義、仁、
勇為校訓，尤重慎思，明辨，篤行，達致完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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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情檢視
上周期學校發展計劃成效
關注事項：
1.運用多元化策略，優化學與教，發展學生自學能力。
達成程度：
跟進方法：
1 . 完全達標 1 . 恆常開展
預期成果／目標
2 . 部份達標 2 . 繼續為關注事項
3 . 未達標
3 . 其他
1.1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加強教 部份達標
 繼續為關注事項
師對各學習領域發展方向
的認識。

1.2 優化校本課程

部份達標

 繼續為關注事項

1.3 提升課堂質素

部份達標

 繼續為關注事項

備註
 透過參與教育局或不同院校提供的分享會，並於科務會議中互相分享，
老師有機會認識最新的教育議題，並能提高教學成效，建議教師多參加
教育局開辦的培訓課程。
 透過課研及行動研究（課堂追蹤）的三個觀課重點(一題多問、課堂參與
及自學) 老師有機會互相觀摩，能更有效地檢視自己的課堂設計，教學質
素得以提升。從觀課報告可見，大部分老師能於課堂中能做到一題多問，
惟部份教師在啟發性思維提問不足，建議老師多參與專業培訓。
 透過教師發展日及共同備課會議，能讓教師對各科課程指引有更深入認
識，建議下一周期繼續推行。
 繼續推行共同備課，讓老師共同設計教材並定期檢視自己的教學策略。
 參與教育局的校本支援服務，透過專家帶領備課會議，有效讓老師嘗試
不同的教學法，擴寬老師的視野，提高學與教的效能，建議下一周期推
展至其他科目。
 由於中、英文科均推行廣泛閱讀計劃，由中、英文科老師安排下學生均
有相當借書量，唯學生未能經常主動到圖書館借閱圖書，建議下一週期
多宣傳，舉辦更多閱讀獎勵計劃以提升學生的閱讀量。
 利用手機通訊程式分享課堂教材及教具，讓老師可以互相分享及學習，
成效顯著，建議下一周期繼續推行。
 透過課堂追蹤的三個觀課重點(一題多問、課堂參與及自學) 老師有機會
互相觀摩，更能有效地檢視自己的課堂設計，教學質素得以提升，建議
下一週期繼續推行課堂追蹤。

 老師透過課研及行動研究（課堂追蹤）的三個觀課重點(一題多問、課堂
參與及自學)，定期檢視自己的課堂設計、內容及活動的安排。全部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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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果／目標

達成程度：
1 . 完全達標
2 . 部份達標
3 . 未達標

跟進方法：
1 . 恆常開展
2 . 繼續為關注事項
3 . 其他

備註




1.4 學生能建立良好的學習習 部分達標
慣，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繼續為關注事項





1.5 教師掌握有效策略，善用評
估作為工具，以促進學習

完全達標

 恆常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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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表示透過課堂追蹤能反思自己的教學，提升學與教的效能，成效顯著，
建議下一週期繼續推行。
各科透過校園大電視和展板等展示學生課堂活動片段及學習成果，但未
能有效營造校園學習氣氛，建議繼續推行。
老師運用合作學習和小班教學的策略，讓學生在高參與的課堂內主動和
積極參與課堂活動，做到從經歷中學習，但部份課堂仍未能做到堂課、
課堂活動及家課與學習目標相配合，建議下一週期繼續推行合作學習和
小班教學。
大部份學生已經建立寫筆記的習慣。但從查簿可見，部份學生繪畫腦圖
凌亂，建議下一週期加強教授寫筆記的技巧。
中文及英文科老師為學生設計預習課業及工作紙，學生已逐步建立查字
典及預習的習慣，建議來年繼續於中英數科推行。
只有七成學生曾利用內聯網內的默書系統進行溫習，建議來年加強宣
傳，進一步鼓勵學生利用默書系統溫習默書。中文及英文科老師來年可
嘗試擺脫傳統的默書模式，以默書系統代替由老師朗讀，讓學生習慣使
用內聯網內的默書系統。
TSA 網上激答比賽能有效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建議下一週期繼續推行。
大部份教師表示曾按不同需要為考試合格率低於 50%班別作出跟進，方
法包括對能力較弱的學生作個別指導、為成績較遜的學生設計相關工作
紙以及會見個別學生及家長，了解他們的學習困難。
全校教師均認為透過考試檢討能有效指出學生的強弱表現，以便作出跟
進及調整教學策略。
根據教師問卷調查，全校教師均有設計多方參與的評估，惟評估次數較
少，建議來年各科增加多方參與的評估。

2：全面推行品德情意教育，培養學生的優良品格，加強學生於不同範疇中的身分認同
達成程度：
跟進方法：
1 . 完全達標 1 . 恆常開展
預期成果／目標
備註
2 . 部份達標 2 . 繼續為關注事項
3 . 未達標
3 . 其他
2.1. 循序漸進地發展德育及公
部份達標  除「教師專業發展」  利用德育及國民教育基金 53 萬，2012-2013 年度開始增聘教師和助理以騰
民教育科
外，其他工作均達
出人力資源發展校本德育及公民教育科課程。2013-2014 年度已完成「德育
標，可轉交課程跟
及公民教育科」課程框架，並於 2014-2015 年度全面推行。
進。
 「德育及公民教育科」課程比重為：國民教育課(中國文化、國情等)20%；
德育課 40%；成長課 40%。就以上比重由德公科核心成員編寫教學計劃， 教
學計劃分上下學期，由班主任按計劃完成。各級教學計劃於年終檢討及優
化後在來年繼續推行。
 為鼓勵更多同工參加教師專業發展，建議由上而下按課程發展主任及學校
發展的要求，指派老師出席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或研討會。
 每週五設一節「德育及公民教育」課，每級有特定主題進行教學。另輔導
組每年均舉辦多個相關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講座」，以建立學生不同的正
面價值觀及讓學生認識個人於家庭、學校、社會、國家以致世界的身份與
責任。
2.2. 加強學生加強學生對國家
的認識，促進公民身分的認
同

完全達標

 各項活動可按實際需  「國內交流或參觀活動」成為五年級學生指定體驗活動，既能加強學生對
要作恆常開展
祖國的認識及促進公民身分的認同，又可培養學生溝通及自理能力，活動
頗受家長和同學歡迎，建議來年繼續舉辦。
 透過舉辦多項多元化及跨科活動，加深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例如
「中國書法」、「華服日」、「中華文化日」及「弟子規」，相關活動值
得繼續推廣。
 本校連續兩年與國內姐妹學校聯合舉辦的英語營，活動既能提昇學生運用
英語知識的能力，也可提供不同的學習機會，以加深學生對國家的認識。
相關活動值得繼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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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果／目標
2.3. 推行積極正面的校園文
化，關愛校園

達成程度：
1 . 完全達標
2 . 部份達標
3 . 未達標
部份達標

跟進方法：
1 . 恆常開展
2 . 繼續為關注事項
3 . 其他
 除家長較少參與學校 
或家教會舉辦的活動
外，其他工作均達 
標，建議加强這方面
的工作。


備註
輔導組連續兩年舉行不同主題的家長講座，目的增加學校與家長的溝通，
讓家長明白學生不同的成長需要。
由於家長較少參與學校或家教會舉辦的活動，建議與校外知名機構合辦一
些有關「學生成長路」或「如何教養孩童」等工作坊，以增加家長參與學
校或家教會活動的吸引力。
輔導組每年均為同學舉辦不同主題的活動，推行積極正面的校園文化。例
如以關愛為主題的「成長課」、「關愛共融活動」等，學生反應積極正面，
相關活動值得繼續推廣。
學生支援組連續三年推行了 2 個全年計劃：「大手牽小手」計劃和「大哥
哥大姐姐」計劃。計劃受低年級學生歡迎，不但提升小一學生自理能力，
亦同時建立學生之間良好的關係，及互助互愛的精神。建議來年繼續推行。
本年度課程發展組於校本教師發展日舉辦工作坊，能提升團隊精神，值得
繼續舉辦。
學校組織了 5 個的服務團體在各方面為同學服務，包括：風紀、幼童軍及
童軍、電腦小先鋒、圖書館管理員和公益少年團。
德公組連續三年透過公益少年團參與區內義工服務， 例如「探訪老友記」、
「環保為公益」籌款活動，提升學生個人價值及服務他人的精神，相關活
動值得繼續推廣。
輔導組連續三年利用社區資源與 NGO 或其他院校合作，為各級學生開辦各
類與正面價值觀相關的活動，包括工作坊、講座或成長小組，以建立學生
多方面的正確價值觀。
學生能在集體遊戲中感受關愛及共融的重要性。另外，學生在服務學習如
何照顧自己及他人，提升個人自尊感及對人的關愛。相關活動值得繼續推
廣。
輔導組連續三年帶領公益少年團成員參加了區內義工服務，包括「屯門區
防火安全同樂日」之攤位遊戲、「新春年宵嘉年華」之攤位遊戲、「探訪
老友記」等。
學生服務社群，既能提升表達及溝通能力，又可提升對其他人關愛之心，
投入社區義務工作。學生可以透過「付出」來得到「快樂」的回報，增加
義工服務的投入感。相關活動值得繼續推廣。







2.4. 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

完全達標

 各項活動可按實際需 
要作恆常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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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程度：
1 . 完全達標
預期成果／目標
2 . 部份達標
3 . 未達標
2.5. 學生能認識大自然與人的 完全達標
關係，懂得愛護及珍惜地
球上的資源

跟進方法：
1 . 恆常開展
備註
2 . 繼續為關注事項
3 . 其他
 各項活動可按實際需  常識科連續三年舉辦多項「認識大自然」及「保護環境」活動，例如有：
要作恆常開展
「生態魚池進行觀賞活動」、「親子田園種植」、「植物大追踪」、「環
保標語創作比賽」、「班際環保分類活動」、「常識講座」、「環保攤位
設計比賽」、「專題書展」等。透過以上活動，使學生能認識大自然與人
的關係，懂得愛護及珍惜地球上的資源。相關活動值得繼續推廣。
 2014-15 年度輔導組舉辦多項綠色活動，例如：「每天淋花愛校園」和「綠
色大使」，以提升學生的責任感、增加學生對校園的歸屬感及綠化環境的
意識。相關活動值得繼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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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情檢視
指標範圍
1. 學校管理

2. 專業領導

3.

.課程和評估

檢討學校整體表現
主要優點
 本校的法團校董會具透明度及問責性，同心協力為學校解決困難，並且有效地監 
察學校的運作。

 校董會近年積極任教育專業人士為法團校董會校董，為學校管理提供專業意見。
 學校一直致力推行「以學生為本」的文化，學校政策均以學生的學習為首要目標。

尚需改善的地方
中層管理人員工作的主動性有待改善；
加強中層管理的監察職能對決策的跟進工
作；
有策略地培訓第二梯隊，安排基層教師參與
部門工作
 校長知人善任，信任員工，提供足夠正式與非正式途徑，讓員工參與決策，有效  學校因班數不多，故中層管理人員亦相對較
地領導員工，配合目標發展學校。
少，部份有潛質教師須暫時分擔行政職務，
 校長具豐富專業知識及經驗，對社會和教育的轉變有敏銳觸覺，樂於引入新教學 令部分行政角色的果效未能完全發揮。
元素。
 學校尚需關注中層人員的專業發展，加強專
 校監及部份校董教育專業人士，能為學校工作提供支援；
業培訓，例如大專院校的培訓課程。
 學校能配合發展需要制訂校本教師專業發展計劃，舉辦校本培訓工作坊；定期舉
辦交流活動。各教師亦願意對教學工作作出更大的承擔，樂於配合學校的發展，
為專科專教的政策不斷提升其專業水準。
 學校制定清晰的課程監察機制，如觀課、抽查簿本等，以了解課程發展的成效，
回饋課程規劃和學與教策略。
 學校有明確的政策，要求老師每一節課必須有清晰的「學習目標」，課堂活動及 
家課必須配合「學習目標」。
 學校為教師安排共同備課教節，善用教與學討論和觀摩的機會，有效增加教師協 
作交流機會，提升學與教的質素。
 學校採用多方參與的評估方式及制訂具體評分標準，全面評估學生學習進展和成 
果。
 各科教師能配合課堂學習目標，採用適合的教材及教具，並運用小班教學的策
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照顧學習差異：為有多樣需要的學生製作彩虹課業以支援他們學習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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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過於著重補底，以致未能照顧能力較佳
的學生。
宜加強寫筆記的技巧訓練，以培養學生的自
學能力。
課程宜引入電子學習活動，加強學生自主學
習的能力和態度。
宜推行更多的圖書閱讀獎勵計劃，以提升學
生的閱讀量。

4.

指標範圍
主要優點
學 生 學習 和 教  全校採用小班教學的學習模式，學生透過老師設計的教材及教具，從經歷中學 
學
習，提升學習效能。
 師生關係良好，營造關愛校園及愉快學習的氣氛，普遍學生愛上學，自信心強。
教師能適切地獎勵學生，強化學生的良好行為。
 老師教學認真，用心備課，能夠根據學生的學習基礎和已有知識，設計學習重點。
 老師善於照顧個別差異及有多樣需要的學生。
 教師善用教學策略，能運用教學資源輔助教學，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5. 學生支援

 學校已成立有完善架構的學生支援組，組員與校本教育心理學家及言語治療師合 
作，及早識別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為他們提供切合的支援。例如言語治療服
務及校本心理服務，使他們融入校園生活，發揮潛能。
 學校有明確的考試調適政策，例如放大考試卷及考試加時等，以照顧有特殊學習
需要的學生。此外，學校亦有明確考試卷重做政策，讓考試低於 50 分的學生在 
科任老師指導下，重做考試卷。
 學校能建立朋輩之間良好的人際關係，彼此接納，各展所長。例如高年級的同學
在導修課或延展時段協助有學習困難的低年級同學完成家課或溫習默書，學校能 
營造積極愉快的學校氣氛，建立歸屬感。
 為有學習困難的學生提供大手牽小手計劃、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專注力小組、社
交小組、數之樂除法課程、讀寫小組等活動，支援他們學習的困難。
 本校學生已具良好的公民意識，能對師長及同學有禮貌，並對國民身份有認同感。

尚需改善的地方
學生學習較被動，家庭支援較弱，未能主動
學習。
能力較高的學生未能得到適切的照顧，建議
多舉辦拔尖課程。
宜積極發展電子學習，以支援學生進行創新
的學習模式。

由於校內有嚴重學障的學生人數較多，他們
很多時會影響其他學生上課。因此來年將聘
請老師，讓這些學生以小學加強輔導小組的
形式上課。
本校教師在學生支援方面的培訓不足，曾受
特殊教育訓的教師人數仍未達標。因此，來
年將安排老師參加院校舉辦的相關培訓。
學校太著重補底的支援，忽略了對能力較佳
學生的訓練。因此可加強在拔尖方面培訓的
計劃，協助他們在學對及技能上有更佳的發
展
家長對學校的支援政策不太了解，因此需加
強溝通。例如多舉辦家長講座及會見。
 由於大部份學生來自基層家庭，他們的自我
形象較低，與外界的接觸也較少。因此學校
可利用津貼資助基層學生進行遊學及多元
智能活動等，亦可在學校
 播放英語旅遊節目，讓學生增廣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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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範圍
6. 學校夥伴














7.態度和行為






主要優點
本校與家長的關係良好，獲家長信賴和認同，有多種渠道與家長溝通，家長義工 
積極參與協助學校推展各項活動，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
家長教師會組織完善，有效充當家長與學校之間的

溝通橋樑，家長義工能協助學校活動的進行，亦能充當監察角色。
本校與社福機構進行多次合作，例如與非政府機構
「基督教基恩會屯門堂」成為區本計劃的合作伙伴，合作舉辦學生課後學習及不 
同類型的活動，讓學生獲得更多學習機會。
此外，本校已成立校友會，與校友保持良好、密切
的關係，爭取他們回饋母校，獲取更多校外資源
及外間的聯繫。
另外，本校與姊妹學校-東方英文書院港人子弟學校關係良好，舉辦辦交流活動，
例如合辦英語營。透過交流、探訪，以助學校發展。
學校利用社區資源「親切」及「信義會生命天使教育中心」機構，於下學期舉行
各級關愛活動，以關愛共融及珍惜生命為主題，目的是明白助已助人的優點，並
且愛惜自己及關懷他人。
此外，本校與「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家庭健康教育及輔導中心」舉行「培養
好孩子」家長講座，增加學校與家長的溝通，明白學生不同的成長需要，提升家
長管教技巧及情緒管理技巧。
根據持分者問卷，92.7%家長表示子女喜愛學校，學生之間相處融洽，老師關愛 
學生，家長對學校充滿信心，樂意讓子女在學校就讀。
學生積極參與學校活動，表現愉快投入，高年級學生更能擔當領導角色，策劃活
動及服務同學。

根據 APASO 資料顯示，三至六年級學生「對學校態度」上平均數接近全港常模
水平。
本校透過不同的平台及計劃建立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如成長課、雙月會，並配合
校本個人成長課程，藉以提升學生在堅毅、尊重別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和
承擔精神的五種價值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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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需改善的地方
由於跨境的學生數目增加，需提升跨境學生
的家長對學校事務的參與與配合。
雖已成立校友會，但校友參與有關活動的參
與率較低。因此需增加宣傳，鼓勵校友多參
與校友會之活動。
與「基督教基恩會屯門堂」合作的區本計劃
活動種類多元化，但由於學校所舉辦的課後
多元智能活動亦很多，因此需在時間安排上
作協調。

部份學生自主性不足，學習態度較被動，教
師須多採用不同的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生的
學習興趣及投入感。
學生一向備受家庭保護，學生的責任感不
足，學校宜多舉辦活動，藉以培養學生的責
任感。

指標範圍
8.參與和成就

主要優點
 學校積極舉辦多元化的課程、活動及比賽，學生學業以外的體驗及服務機會增 
加，表現較以往自信。
 本校設有童軍及公益少年團，積極參與校內及社區服務，培養克己、守規、合作、
團結的團隊精神。
 學校鼓勵學生跳出校園，多參與校外活動及比賽。近年在體育、舞蹈等公開比賽
中的成績均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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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需改善的地方
學生的校內評估成績有進步，學校宜發展拔
尖課程，以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學校可創設機會，讓更多學生參與校外活動
或比賽，以拓闊他們的眼界及汲取經驗。

我們的現況

強項
 校監了解教育趨勢和熟悉學校情況，明白學校在發展過程中面對的困難，讓領導層有充分的發揮空間，亦予以關心和支持；
 辦學團體近年為學校引入具教育專業人士為校董，能為校發展提供專業意見；
 校長經驗豐富，人際網絡良好，對本港教育及發展的認知深且廣，並且能善用校外資源，有助提升學校質素；
 校長認同課改方向，理念清晰；
 大部份教師教學態度認真，對學生親切友善，師生關係良好，校風純樸；
 學校善用校外專業支援，近年成功申請多項協作計畫，提升教師的專業能量，有助學校的發展；
 學校能善用社區資源，適當地為學生提供多樣化的學習經歷；
 學校累積了一定發展「校本課程」及製作校本課業的經驗；
 學校設施齊備，資源充足，有助教師進行教學前的準備工作和多元化的教與學活動，改善教學質素；
 學校在「小班教學」上的運作，具豐富經驗，效果良好；
弱點
 近年屯門區適齡學童人口下降，學校開班數下調，影響學校人力資源調配；
 區內人士對學校認知不多，部份有負面印象；
 部份家長對學生期望不高，家長對學生的支援亦相對較低；
 部份教師頗為被動，缺乏前瞻性視野，對挑戰或變動未有積極策略；
 部份中層領導缺乏行政經驗，工作態度缺乏主動性；
 學生的學習差異大，需要提供頗多資源來幫助學生克服不同的學習障礙；
 學生自我形象偏低，欠缺動機及視野；
 部分家長的教育水平不高，未能為子女解決功課困難；
契機
 近年屯門區學生人數回升，班數增加，人力資源漸見增加；
 學校新聘老師相繼加入，可引入多元化的教學法及其他學校之經驗，從而提升本校之教學質素。
 有新升級主任及教師到職，對學校的行政及教學工作引入新動力；
 學校提倡師生關愛精神、學生自律學習；
 學校中層管理及學習文化正在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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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研文化正在形成中，老師亦有自我增值的風氣；
 推行多元化的活動，增強學生對學校的學習動機及歸屬感；
 設立網上支援系統，協助家長替子女溫習，希望學生成績有所提昇；
 樂意協助學校的家長正在增加，協助學校發展；
 由屯門基恩會及童軍總會向本校租用場地，為本校帶來額外資源；
危機
 部份家長對學校不信任；
 部份學生為「跨境生」，增加學校在關顧上的困難及整體工作量；
 部份老師處事方式過於保守，欠缺創意，對教育改革項目亦不會主動參與；
 人力資源不足及工作繁重，教師進修空間不足；
 新界西區及北區於2018年後因跨境生人數驟降，區內學校可能面對另一輪縮班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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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一六至二零一七/一八年度關注事項
（按優先次序排列）
1.
2.

優化學與教，推動學生自主學習，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學習效能。
建立積極人生、發揮個人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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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計劃（二零一五/一六至二零一七/一八年度關注事項）
關注事項
(按優次排列)
1.

預期成果/目標

策略

優化學與教，推動 1.1 利用電子輔助工具  優化學校網站，整合網上資源，加入超連結轉駁站，鼓勵學生
學生自主學習，提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
使用內聯網內的學習資源。
升學生的自信心
趣
 透過觀課加強監察校本電子輔助教學的推展情況，教師有計劃
及學習效能。
地著學生參與課堂、課前預習及課後自學。
 成立「電子學習發展小組」，負責搜集、篩選及整理不同的學
習應用軟件及網站，進行試用，並定期於科會召開電子教學分
享會。

時間表(請加上號)
15/16
16/17
17/18


























































 舉行電子學習家長工作坊，教導家長運用平板電腦，提升學生
的家庭支援。
 鼓勵教師參與教育局或不同學校提供的電子學習課程，強化教
師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1.2 運用多元化策略，
 中文科於課後開辦拔尖寫作課程，以培育能力較高的學生。
配合「拔尖」政策，
有系統地栽培能力
 英文科透過不同活動培育英語能力較高的學生。
較高的學生
 數學科透過數學精英培訓班、奧數班訓練學生的思維及解難能
力。
 積極培訓學生參加校外比賽，提升學生的自信心。
1.3 圖書科推動學生有
良好的閱讀習慣，  圖書科擬訂多樣化的閱讀獎勵計劃，提升學生的閱讀量。
提升學生的自學能
 有系統地製定閱讀策略，讓學生懂得閱讀不同範疇的圖書，擴
力
闊知識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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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按優次排列)

預期成果/目標

策略

1.4 引入校本支援，優
 各科透過參加教育局的校本支援計劃，優化校本課程。
化校本課程，照顧
學生的多樣性
 英文科課程加入拔尖元素（Enhancement Learning Program），
以照顧學習能力較高的學生。
 優化英文科進展性評估，加入「一般/較高」程度的進展性評估，
為能力較高的學生設計進階評估。
 善用數據憑證，調整教學策略，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1.5 推行「經歷為本」  以小班教學的核心為原則，實施「經歷為本」的教學政策，提
的課堂，提升學生
升課堂質素。
的參與度
 教學計劃加入配合學習目標的堂課及家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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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表(請加上號)
15/16
16/17
17/18



























關注事項
(按優次排列)
2.

預期成果/目標

策略

時間表(請加上號)
15-16
16-17
17-18

建 立 積 極 人 生 、 2.1. 建立正面價值觀、  透過校本的「德育及公民教育科課程」，建立學生正面的價值觀。
發揮個人所長
提昇品德素養
每年年終檢討，優化後持續推行。







 利用校本或引入社區資源，設計多元化的活動，幫助學生建立正
面價值觀、提昇品德素養。







 透過不同途徑，如集會、跨學科活動及其他隱蔽課程與活動，加
强德育及公民教育的學習，尤其重點培養校本核心價值如(忠、
義、仁、勇等)。







 舉辦跨境交流及參觀活動，加強學生對國家在各方面發展(包括教
育、文化、科技等)的認識。













2.2. 提昇公民意識

2.3. 提昇自理、自律能  藉系統性的獎勵及學生支援計劃，逐年聚焦地培養學生自理、自
力及培養自愛的態
律能力及培養自愛的態度。
度
 提供家長教育，教導家長在家中配合，幫助學生建立良好的學習
態度和習慣。



 與 NGO 合作舉辦不同類型的講座或工作坊，提昇學生自理、自律
的能力及培養學生自愛的態度。
2.4. 發揮特質、盡顯潛
 透過多元化的課外活動，讓學生訂立目標，發揮個人所長。
能








 為學生提供更多參加校外比賽的機會，以增強自信心及擴闊視野。







2.5. 推行服務學習，體  舉辦不同的服務學習活動，培養學生關懷和積極參與社區事務的
會互助精神
熱誠，為其他同學作良好公民的好榜樣。







 加強服務團隊的訓練；與各方合作為學生提供更多的服務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