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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抱負和使命 

(a) 抱負 

 本校秉持。本校按以下三方面為辦學的導向： 

 ⚫  為本區孩子提供優質的教育。  

 ⚫  發掘學生多方面潛能，培養能獨立思考、處事認真、待人真誠的學生，達致

全人發展。 

 ⚫  培養學生成為才德兼備，樂於貢獻的人，為香港未來培育人才。 

(b) 使命 

 ⚫  舒緩學額不足問題，確保本區適齡學童能在本區接受優質的教育服務。 

 ⚫  以「以人為本，人人皆可成功」為信念，致力令學生及校內各持份者盡展所

能，發揮所長。 

 ⚫  在教育中灌注基督的愛，培養學生的正向價值觀，擁有自愛、自重、自省、

自律的精神。 

 ⚫  培養學生樂於學習，勇於創新，以及使他們具備終身學習的能力，以應對未

來社會的挑戰。 

 ⚫  連結社區，達致社區學校化，學校社區化的方向。 

 

2. 辦學目標  

新界婦孺福利會基督教銘恩小學本着「人人皆可成功」的教育原則，秉承新界婦孺福利會「以家為

本，省德立人」的宗旨和抱負辦學，為適齡學童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 

3. 校 訓 

信、望、愛 

 4. 教育信念 

強調愉快的學習方式有助學童獲取知識，以及致力釋放學童空間的辦學信念，建立健康積極的人生

觀，令學生在身、心、靈得到均衡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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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強、弱、機、危」分析 

 對達成目標有幫助的 對達成目標有害的 

內部(組織) 優勢 劣勢 

 ⚫ 法團校董會的成員由不同領域上的專業人士組成，有豐富

經驗，能協助學校發展。 

⚫ 小一統一派位成績理想，在家長對學校的信任基礎下，校

政推行會更易取得成效。 

⚫ 教學團隊有熱誠，士氣良好，而且願意嘗試新事物。 

⚫ 師生關係好，家長對學校信任，絕大部份學生喜歡上學。 

⚫ 教師具專業能力及態度，對教學充滿熱誠，勇於作出新嘗

試，積極承擔教育學生的工作。 

⚫ 學校推行專科專教，教師能專注發展專門學科教學技能。 

⚫ 學校沒有歷史包袱，課程發展空間及自由度大，能不斷發

展多元化/校本學習活動，確立學校的特色課程及文化。 

⚫ 學校進入穩定期，可集中精力進一步完善各範疇工作。 

⚫ 學校致力為學生創設空間，培養他們探究知識的能力。 

⚫ 學校屬舊式校舍，空間不足，對學校發展頗為不利。 

⚫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比例偏多，在支援工作上頗為吃

力。 

⚫ 學生的學習能力及學習動機差異大，現行的分層課業、分

班或策略未能有效照顧個別學習需要。 

⚫ 電腦的硬件及軟件支援不足，以及未有發展電子教學平

台。 

⚫ 部份教師的教學經驗尚淺，需要優化教學效能。 

⚫ 基層家庭對學生的學習與成長支援不足。 

⚫ 學校停收小一，家長讓子女入讀本校有更大顧慮。 

 

外部(環境) 機會 威脅 

 ⚫ 不同的外間資源樂意協助學校發展（例如：教會、中學、

惜食堂等）。 

⚫ 社區人士對學校的辦學方針及學生的表現表示認同。 

⚫ 社會上與本校辦學方針的友校愈來愈多，能促成更多交流

互訪的機會。 

⚫ 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開設校園電視台，為學生提供更多元

的學習體驗。 

⚫ 連續多年成功申請教育局各項支援，教師教學能力得以提

升。 

 

⚫ 混合模式教學普及，部分學生因長時間使用電子產品，導

致過份沉迷，影響學習，以致日常生活。 

⚫ 移民潮導致學生及教師的流失。 

⚫ 因疫情暫停了面授課及限制學習活動，擴大學生學習差異

及影響學習情緒，亦阻礙科組發展。 

⚫ 本區將有 36 班的新校舍落成，構成潛在的威脅。 

⚫ 教育局隨著社會的變化，推出新的教育政策及課程指引，

學校需要調整適應。 

⚫ 社會趨向兩極化，對學校授課及推行政策都會帶來一定限

制。 

  



 

 

Tai Yuen Estate, Tai Po, NT 

Tel: 2668 6112      Fax: 2668 6512       Email: info@taipocrgps.edu.hk 

 

4 

 
新界婦孺福利會基督教銘恩小學 

N.T.W.J.W.A. Christian Remembrance of Grace Primary School 

 

上一週期學校關注事項成果 

關注事項 達標程度 跟進方法 

1. 發展自主學習能力、照顧學習的多樣性 

⚫ 教師能善用自主學習及照顧學習差異的專業能力的技巧，如課前預

習、摘錄筆記等，培養學生成為自主學習者。 

⚫ 大部份學生在持份者問卷中表示能運用不同學習方法協助自己學

習，已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意識， 激發學生的內在學習動機， 提

升效能感。 

⚫ 在持份者問卷中，大部份持份者皆同意學校能為學生營造一個輕鬆

愉快的學習環境，讓他們能更為喜愛學校。 

⚫ 在各科課業中加入不同策略，引導學生進行自我反思及反饋，有效

地提升學習成效。 

大部分達標 於下周期繼續列為關注事項，深化發展。 

2. 連結學校夥伴，促進對外聯繫，建設社區化學校，支援學生成長 

⚫ 家長樂於參與學校舉辦的活動，如親子同樂、親子假期任務等，以

實體及視像家長會和每月家長通訊，多元化的溝通渠道，增加學校

的透明度，家長及社會各界亦可透過社交媒體了解學校近況及學生

正在進行的學習活動，保持了密切的聯繫。 

⚫ 與教會合作，引入不同類型社區義務學活動，如惜食堂學校飯堂計

劃，善用社區資源，與社區團體互動、連結；同時學校舉行

DREAMSTARTER 課程，鼓勵學生主動關心社區議題，落實知識與生

學活的結合，提升學校在社區的效能並培養學生成為能運用知識回

饋社會的良好公民。 

大部份達標 於下周期列為恆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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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拓學生的環球視野，豐富學習經歷。 

 

 

2021 – 2024 年度學校發展計劃 

三年期的主題：「作鹽作光」 

 

是次主題的意念，取材自主耶穌對我們的教導：「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你們

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

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 5:13-16）。我們是世上的鹽、世上的光，也希望在銘恩的快樂學習環境中，讓學生找到方

向「做鹽做光」。 

 

鹽的作用包括防腐、調和和潔淨，像是學生自身的能力。我們希望 

◼ 推展閱讀教學，提升老師的教學效能，深化學生自主學習及閱讀能力，幫助學生增長知識、明辨是非，裝備自己成為未來的領袖； 

◼ 發展學生良好的溝通能力和人際關係，教導他們學會情緒管理，提升他們的社交能力及同儕間的調解技巧，建立和諧及關愛的校園； 

◼ 鼓勵學生發掘本身的價值，也不要少看自己的能力，以積極發揮影響力，使世界變得不一樣。 

 

而光的特質的功用包括不能隱藏、指引方向和照亮他人，像是每個人應有的正向價值。我們亦希望 

◼ 培養學生有良好品格（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和節制）及行為，以好行為榮耀神； 

◼ 學生學會自我管理、服務他人； 

◼ 各人發揮所長，運用所學回饋家庭、學校和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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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孩子都是珍貴且具有獨特的天賦，學校盼望學生的才能被發掘和接納，像鹽一樣寶貴；像光一樣發揮自身的亮點和能力，繼而有機會恰到好處

地燃點火花發揮作用，並於學習及/或課外活動表現自己，併發光芒，照亮四周。 

 

三年期的關注事項 

 

關注事項一：發展學生閱讀能力，深化自主學習效能 

發展取向一：強調多元化的閱讀及跨課程閱讀計劃，打破指導閱讀只是語文教師職責的迷思。 

發展取向二：培養學校各持份者包括學生、教師細讀文本的能力，使之成為深度閱讀者，推動學生自主閱讀。 

第一年主要發展：擴闊學生的閱讀層面，認識不同文類的特點。 

第二年主要發展：認識並運用合適的閱讀策略，挖掘閱讀的深度。 

第三年主要發展：養成優質的閱讀素養 

 

 

關注事項二：引導學生建立正向人生觀，成就閃亮人生 

發展取向一：令學生確認自我價值，培養良好品格。 

發展取向二：令學生學會自我管理，主動積極，認真選擇。 

發展取向三：令學生建立關愛校園，關愛社群，服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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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一.  發展學生閱讀能力，深化自主學習效能 

 

關注事項 目標 
時間表 

策略大綱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擴闊學生的閱讀層

面、挖掘閱讀的深

度，養成優質的閱讀

素養，從而提升學生

從閱讀中學習，深化

自主學習能力。 

 

第一年擴闊閱讀層面 

第二年挖掘閱讀深度 

第三年養成優質的閱

讀素養 

設計多元化優質閱讀活動 

設計多元化且優質的閱讀

活動，誘發學生廣泛閱讀

不同類型的閱讀材料，並

在生活中主動閱讀、持續

閱讀及大量閱讀 

✓ ✓ ✓ 

⚫ 各科設計多元化閱讀活動，讓不同閱讀能力的學

生都能透過合適的閱讀活動，閱讀不同範疇，不

同類型的文本，體會閱讀的樂趣，發現閱讀與自

身的關係。 

⚫ 各科購入配合學科發展的圖書或文本，如藝術欣

賞、科學及社會探究等書籍，擴闊學生的閱讀領

域，引發學生對生活事物的探究能力及思考。 

⚫ 善用校內環境，創設更多閱讀經歷，將學生的閱

讀與學校環境連結，引發學生的閱讀興趣。 

⚫ 聯繫外間機構或團體，合辦具有特色的閱讀活

動，如實地考察、繪本製作，讓學生從不同面向

認識閱讀。 

⚫ 舉辦定期性的閱讀活動，如早讀、讀書會、閱讀

獎勵計劃，培養學生固定的閱讀習慣。 

⚫ 舉辦家長閱讀活動，如親子共讀講座、家長讀書

會、故事爸媽，強化家庭在推動閱讀的角色，共

同建立學生日常的閱讀習慣。 

⚫ 圖書館購入能配合各級課程的圖書，並向學生推

廣，激發學生多方面獲取知識，增強從不同面向

了解事物的能力，養成自主學習的良好基礎。 

⚫ 除一般紙本閱讀，同時向學生推介電子書閱讀及

有聲書閱讀，擴闊學生的閱讀媒介，讓他們有更

多機會接觸不同類型的閱讀材料。 

優化閱讀教學 ✓ ✓  ⚫ 檢視現行的閱讀情況，整體規劃一至六年級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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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課堂設計及教授閱讀

策略，讓學生能認識及運

用不同閱讀策略完成不同

的閱讀目的。 

策略教學架構，有效按學生年齡發展縱向閱讀策

略；教師能全面了解學生閱讀能力發展，安排合

適的閱讀活動。 

⚫ 優化一至六年級以閱讀統整各學科課程，並運用不同類型

的閱讀材料，提供機會讓學生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完成

不同的學習任務，以鞏固所學的閱讀策略。 

細讀文本 

培養學校各持份者包括學

生、教師與文本的互動與

省思，推動深度閱讀 

 ✓ ✓ 

⚫ 舉辦閱讀工作坊及講座等培訓活動，提供方法引

導教師細讀文本，從主題、喻意、技巧、隱藏訊

息、代入作者、圖文互配等方向進行深度閱讀，

發掘文本的不同面向。 

⚫ 購置參考書籍，如閱讀教學相關、圖像閱讀相

關、各類導讀，為教師提供不同途徑及方法給教

師處理細讀文本。 

⚫ 定期舉辦教師、家長、學生讀書會，透過分享共

讀、深度聊書，互相交流細讀文本的心得，共同

建構深層的閱讀。 

⚫ 透過多元化的閱讀課業設計，有鋪排的提問設

計，引發學生多角度思考，發現文本的內在含

意，抒發的情感，與文本進行有深度的交流。 

跨課程閱讀 

推動跨課程閱讀，各科相

互配合，進行跨學科的閱

讀指導，教導學生如何閱

讀，進而從閱讀中學習。 

 ✓ ✓ 

⚫ 透過跨學科的主題閱讀教學，教師以閱讀為媒

介，串連各學習領域，創設與生活連結的解難活

動，讓學生在學習上有廣闊的延伸。 

⚫ 邀請校外專家協助規劃校本跨課程閱讀課程，建

立學生以閱讀為學習手段，打破以單一學科為學

習重點的固有框架。 

豐富閱讀體驗 

讓學生能從閱讀中獲得情

感成果，包括喜愛閱讀、

 ✓ ✓ 

⚫ 設計多採用具思考性、應用性和開放性的課堂閱

讀活動及課業。增加學生自己理解、分析或搜集

不同類型閱讀材料的機會。從實踐中促進學生靈

活運用知識和策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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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閱讀興趣和懂得評估

自己的閱讀表現。 

⚫ 舉辦閱讀活動鼓勵學生深入了解書中角色，感受

書中人物的情感，投入閱讀所帶來的愉悅。 

⚫ 引導學生將閱讀與自己的生活連結，以產生情感

上的關連，以至更能深刻體會作者想表達的情

感。 

⚫ 促進不同學科、圖書館和家長的合作，以課外閱

讀鞏固和延伸課堂所學，並建立恆常的閱讀習

慣。 

⚫ 設計閱讀筆記，讓學生紀錄自己的閱讀歷程笸閱

讀感受，並適時檢視自己的閱讀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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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引導學生建立正向人生觀，成就閃亮人生 

關注事項 目標 
時間表 

策略大綱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引導學生認識自我，

協助他們建立正向人

生觀，鼓勵運用所學

來照亮他人，成就閃

亮人生 

發展取向一：令學生

確認自我價值，培養

良好品格。 

發展取向二：令學生

學會自我管理，主動

積極，認真選擇。 

發展取向三：令學生

建立關愛校園，關愛

社群，服務他人。 

生命教育課 

透過生命教育課設計，令

學生確認自我價值，培養

良好品格 

✓ ✓ ✓ 

⚫ 利用生命教育課繪本分享，引導學生分析故事角

色的性格強項，及他的性格對他行事的影響，並

探討角色的成長為他帶來的轉變，培養出成長型

思維。 

⚫ 在生命教育課中加入聖經金句及詩歌，讓學生在

神的話語中認識自我，確認自我價值，養成良好

的品格。 

成長的天空 

透過系統的輔導活動，提

升個別學生的抗逆力，以

積極的態度面對成長的困

擾。透過活動，令學生學

會自我管理，主動積極，

認真選擇 

 ✓ ✓ 

⚫ 透過系統的輔導活動，讓學生感受、經歷困境，

以正面及積極 的態度面對問題，尋找不同的解

決問題的方法，提升個別學生 的抗逆力及效能

感。 

⚫ 透過家長工作坊，讓參與活動學生的家長，掌握

有關內容及技 巧協助子女成長。 

領袖生 

突顯學生的領導角色，讓

學生有機會從服務身邊群

體開始，養成服務他人的

承擔精神。 

✓ ✓ ✓ 

⚫ 設立不同類型領袖生團隊，讓不同能力及興趣的

學生都有機會透過服務確認自我價值。 

⚫ 學生在校園進行服務時，能勇於面對各種挑戰，

積極解決問題，關愛不同年級的同學，建立樂於

服務他人的品格。 

班級經營 

透過班級經營活動，建立

正向價值群體，讓學生可

以互相支持，正向成長 

✓ ✓ ✓ 

⚫ 設立固定的班級時段，以多元化班級經營活動，

協助學生組成一個互相支持，互相體諒的團體。 

⚫ 舉辦各類型班際比賽及活動，讓學生在團體生活

中建立互信，具正向價值下共同成長。 

多樣化義工活動 ✓ ✓ ✓ 
⚫ 與外間機構，如銘恩中心、惜食堂合作舉辦不同

義工活動，鼓勵學生利用所學知識關心及照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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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學生建立關愛校園，關

愛社群，服務他人 

區中有需要的社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