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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們的學校

一、 學校簡介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創立於 1982 年 2 月 2 日，是由香港路德會管理之一所全日制津
貼小學。本校一直秉承路德會辦學宗旨，以基督的愛心關懷學生，以「仁愛、喜樂、和
平」為校訓。本校與相同屬會的呂祥光中學及呂祥光幼稚園為本區學童提供優質的教育
服務。
二、 使命
提供優質教學，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孕育屬靈生命。
三、 辦學宗旨
按照香港路德會的辦學宗旨，以聖經真理為學生提供優質的全人教育；藉著傳揚
福音及教導真理，使學生活出基督的樣式，進而服侍上帝和服務社群。
四、 學校管理
本校於 2007 年 8 月 30 日成立法團校董會，成員共 1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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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校設施
本校位於屯門安定邨。校舍樓高六層，提供學習及活動的場地有：課室 31 間、音
樂室、電腦教學室、未來教室(STEM 學習室)、學生輔導室、玩具圖書館、閱讀長廊、
圖書館、視藝室、英語學習室、護理室、禮堂、微電影製作室及電影院暨會議中心。其
他設施有：籃球場、有蓋操場、內操場、空中花園、宗教室、心理學家室、教員室及教
員休息室等。
六、各級班數及人數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總數

班數

5

5

5

5

6

5

31

人數

150

132

128

125

149

123

807

七、2017-2018 年度實際上課天數： 190 天

第二章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1. 關注事項：深化學生自主學習
目標

策略

發展多元學習策略， 優化同儕備課會的模式
提升學生學習能力
優化同儕備課會的模式，全級科任集運用校本
教學範式的元素，共同設計優質的教學流程，
包括有效益的預習、滲入多元學習策略及富趣
味的學習活動，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自學
能力。

成就
透過審視教案和會議記錄，證實各科組能在
備課會內運用具校本教學範式的元素，設計
滲入多元學習策略及富趣味的教學活動，提
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

檢討及反思
教師已能運用校本教學範式的元素，共同設計優質的教學流
程，包括有效益的預習、滲入多元學習策略及富趣味的學習
活動，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自學能力，建議來年繼續深
化。

本年度嘗試統整一些較常用及有效的閱讀策略，融入課堂教
根據教師問卷調查結果：
多元中文閲讀策略
1.由科組長根據去年所訂立之閲讀策略框架， 1. 100%科任認為學生能運用不同的閱讀策 學，讓學生掌握各種閱讀策略，提升閱讀能力。而科任於同儕
備課中，亦能選取一些合適的閱讀策略設計教學流程，並通過
統整幾種較常用的閲讀策略
略理解文章
2.科任進行同儕備課時，根據科組選定之閲讀 2. 100%科任認為學生能透過口頭回答不同 重複教授所選的策略，讓學生逐步掌握。建議來年的閱讀小測
策略，從中選取合適的設計教學流程
層次的提問、完成課堂活動或相關工作 及閱讀測考卷所擬的題目，與所學的閱讀策略掛鈎，讓學生於
3.通過教師重複及集中教授科組選定的閲讀策
紙，掌握所學的閲讀策略
評估中應用所學的策略，以進一步做到「學—教—評」一致。
略，讓學生逐步掌握相關策略
建議下年度於預習課業中加入富趣味性或與生活相關的任務，
根據學生問卷調查結果：
約87%學生表示自己能運用老師所教的閲讀策 以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
略理解文章內容。
增進學生預習數學能力
1. 預習可讓學生更容易掌握數學概念，對 利用不同的方法進行預習(如預習工作紙、觀看 ETV 或資料搜
集)確能培養學生自主學習，故建議下學年繼續推行預習數
新課題有初步認識，並能提升課堂效
1. 老師繼續鼓勵學生在家中主動預習。
學。
能。
2. 老師教導學生預習(例：預覽課文初步理
解課文的基礎知識、收集資料、觀看 ETV 2. 預習工作紙能讓老師更容易發現學生不
明白之處
等)。
3. 老師設計或優化預習工作紙，讓學生回家 3. 預習可提升學生備課能力
4. 整體學生表現理想，在課堂的活動和預
完成預習，提升學生自學能力。
習工作紙表 現也不錯，能力較弱的同學
4. 老師在課堂與學生進行討論或匯報，了解
也有成功感和滿足感，亦有加入挑戰題
學生預習的情況。
目去照顧能力較強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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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發展多元學習策略，提 透過同儕觀課在常識課堂加入討論元素，深學
升學生學習能力。
生對多元思考法的掌握
1. 透過在課堂加入討論活動，提供更多機會
讓學生在課堂上發言及討論，引發學生思
考，提高組織及分析能力。
2. 同級老師於共備時，設計及商討如何在課
堂加入課堂討論元素。透過同儕觀課，檢
視成效。

成就
透過審視同儕備課教案及觀課紀錄大部份老
師都能把討論元素加入課堂，形式包括全
班、小組、和二人討論。大部份老師認為討
論能給學生機會應用多元思維法並認同討論
能令學生更投入課堂，提升學習興趣。
大部份老師能配以提問、追問、轉問，引導
學生思考。

檢討及反思
本科認為計劃能達到目標，成效不俗，宜繼續實行。檢討
後，科任老師回饋認為需增加課堂討論時間，多讓學生匯報
和展示學生的討論結果。
建議下年度同儕觀課繼續以討論為主題，為延伸閱報工作紙
設計課堂，並預留課時，令每學期學生能上八節討論課(延伸
閱報工作紙一至八)。

透過查閱學生閱報工作紙反映大部分學生能
使用相應程度的多元思維法分析時事。
從閱讀中學習視藝科
1.
透過簡單的閱讀記錄，讓學生分享視藝知識或
2.
技巧的得著。

75%學生每學期最少閱讀一本視藝書
1.
籍，並完成閱讀記錄。
85%學生同意透過閱讀視藝書籍，擴闊 2.
學生美術知識。
3.

此計劃果效顯著，學生對閱讀手工類的書籍特別感興
趣。
學生樂意完成閱讀報告，並能嘗試運用從書本學到的美
術知識和技能。
建議來年度把這計劃與圖書館的「學生閱讀獎勵計劃」
合併，使計劃更具效能。
聖經科二維碼學習計劃
百分之七十八學生能透過觀看二維碼連結與 根據老師課堂觀察與提問及學生問卷，老師和學生都同意透
目的︰
教學有關的短片、詩歌、圖片等，幫助自己 過觀看二維碼連結與教學有關的短片、詩歌、圖片等，幫助
以二維碼連結與教學有關的短片、詩歌、圖片 學習相關的課題。
自己學習相關的課題。
等，讓學生先在家中觀看，幫助學生學習相關
課題。
下年度期望學生能自行上網搜尋資料，每學期最少一次。
策略︰
先由科組長提供每學期最少三課與教學有關的
資料，建議科任可自行搜集更多有關本科的教
學資源，以鼓勵學生透過不同的方法搜集資料
並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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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就

發展多元學習策略，提 做個創評音樂家
1.
升學生學習能力。
1. 透用電子學習軟件(Kid Music Free,
GarageBand(以樂器創作), Piano Life
Pro, Little Musician, aXylophone,
Notation Pad 和小小作曲家等)進行音 2.
樂創作活動，使創作更為方便。同時也
會配合各年級不同的學習能力和課程進
行音樂創作。
2. 安排學生欣賞校內、校外的音樂會，增加
聆聽優美悠揚音樂的機會，並利用音樂會
報告提升學生對評賞音樂的能力和聽音
3.
樂會時應有的禮儀。
3. 提供教師培訓工作坊，以及安排參加培訓
後回校分享來提升教師運用電子學習策
略的能力。
4. 設計音樂會報告，並提供撰寫感想的參
考，協助學生如何用專門的詞語去表達
欣賞音樂會後的感受。
強化學生的普通話聽說能力
1.
學生以不同的語音重點進行聽說活動，並完成
2.
相關內容的工作紙

檢討及反思

科任於同儕觀課中嘗試運用電子學習軟 1. 除了小小作曲家，可引入其他多些軟件讓同事嘗試
件教學，同學能循序漸進地運用軟件創
作，大大增加了同學對創作的興趣
為學生安排了兩場校內音樂會（ P.1-3 2. 來年會繼續舉辦校內及校外音樂會 並會將計劃推展至五
木管樂五重奏及 P.4-6 銅管樂五重奏）
年級 讓五年級能出外參加音樂會
，
並兩場校外音樂會（ P.6 歌劇百年盛宴
及一鋪清唱）， 同學反應熱烈，並能在
音樂會報告中用專門詞語去表達欣賞音
樂會後的感受
已邀請朗文出版社來校培訓老師關於電
子學習教學策略，以增加老師電子學習
教學的能力

3. 來年會鼓勵老師參與外面的電子教學教師培訓

已完成製作三至六年級校本聽說活動工 1.
作紙，各級各 5 張，共 20 張工作紙
根據科務檢討，科任認為聽說活動工作紙 2.
能有效提升學生的語音知識，以及提高
學生學習語音知識的興趣。而就教師觀
察，學生普遍積極參與活動，故能鞏固 3.
該課題的語音知識。
3. 超過 80% 學生認為「一分鐘聽說活動」
能提升自己的語音知識，並有約 75%學 4.
生表示對「一分鐘聽說活動」的詩歌及
短文感興趣，且敢於用普通話與老師及 5.
同學溝通
4. 超過 80% 學生認為自己能獨立完成說話
工作紙的預習部分
5. 約 75% 學生認為自己能利用説話工作
紙的內容進行小組討論及個人報告

科任對校本聽說活動教材的設計意見正面，下年度將繼
續沿用並進行優化
為照顧約 20%認為未能透過此活動提升語音知識的學
生，科任可在考慮加深工作紙題目難度或加入在題目旁
加上小提示，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為照顧約 25% 對詩歌及短文不大感興趣的學生，下年度
可著學生自行蒐集相關教材進行活動，以提升和學習動
機及興趣
為幫助約 20% 未能獨立完成說話工作紙的學生，科任可
在先作講解或著學生分組搜集資料
為照顧約 25% 未能利用說話工作紙於課堂上作個人報
告或小組討論的學生，科任宜多加鼓勵，並且重點講解說
話練習的句子，並多給予學生詞彙及例句，以充實學生說
話的內容及自信心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2017-2018 年度學校周年報告

目標

策略

成就

百分之七十學生認同透過討論及分享，能更 1.
發展多元學習策略，提 校內大型團契活動
升學生學習能力。
於午息時段分級舉辦大型團契活動，讓學生透 容易將聖經的教訓應用在生活中。
2.
過分享、唱詩、默想和祈禱，學會時刻讚美滿
有大能的創造主，和上帝建立更深的關係。

檢討及反思
根據老師觀察及問卷的結果顯示學生樂於分享，惟課堂
時間有限。
下年度期望學生可以在小息時與同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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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參與中文大學 QSIP 服務
讓學生主動學習。
本年度參與中大 QSIP 服務，引入中文、英
文、數學、常識有關自主學習的培訓，讓老師
學習如何設計多元的學習活動，引起學生學習
動機，讓學生主動學習。

成就

檢討及反思

教師能通過同儕備課、 同儕觀課、科組長觀 計劃有助學校發展校本中文科課程，建議將來繼續參與。
課、考績觀課、教師專業交流會議等業交
流，檢討、反思、優化及分享，提升課堂設
計素質。

設計有趣的中文科預習及延伸學習活動/課業 根據教師問卷調查結果：
預習方面，本年度從以往的「預習三部曲」及按單元重點/難點
科任於同儕備課會中，共同設計一些有趣的預 1. 100%科任認為所設計的預習活動/課業， 設計的預習工作紙，改為嘗試安排科任於同儕備課會中，共同
能引發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
設計一些切合學生程度/具應用性/與生活經驗相關的預習活
習及延伸學習活動(如切合學生程度/具應用性
2. 100%科任認為所設計的延伸活動/課業， 動/課業，以引發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從課堂觀察(包括同儕
/與生活經驗相關等)
能引發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
觀課/科組長觀課記錄)可見，科任設計的預習活動形式較以前
多元化，學生上課時表現亦較投入和感興趣。
根據學生問卷調查結果：
延伸學習方面，只有接近八成學生認為教師安排的活動/課業
1. 約85%學生認為老師安排的預習活動能引 能引起自己的學習興趣。建議來年教師於安排延伸課業後，獎
發自己的學習興趣。
勵能主動完成相關課業的學生，提升他們主動學習的動機。
2. 約78%學生認為老師安排的延伸學習活動
能引發自己的學習興趣。
朗讀韻母口訣
學生於每節課開首分組做出動作和背誦口訣

1.

2.
3.
4.

發展視藝科電子教學
1.
利用 NGAkids 軟件加強學生對學習美術知識或
技巧的興趣。
2.

3.

科任認為普遍學生對朗讀普通話韻母口
訣感興趣，亦樂於做出相關動作，課堂
上參與率很高
科任亦認為「朗讀口訣策略」有助學生
記憶韻母，對提升學生學習興趣有幫助
超過 90% 學生表示學習韻母時，喜歡
朗讀口訣及做動作
超過 85% 學生認為朗讀韻母口訣能幫
助自己牢記各個韻母，而且敢於用普通
話與老師和同學
90%學生認為相關軟件能加強他們對學
習美術知識或技巧的興趣。
配合五年級下學期單元主題《夢幻仙
境》運用電子影像處理程式 Photoshop
Mix
聯繫藝術學習和未來科技應用

1.

2.

1.
2.
3.

一至二年級科任於課間有積極鼓勵學生利用「朗讀口訣
策略」，於一至二年級科組長觀課的觀察所得，學生朗
讀口訣的興趣很大。
學生對於朗讀韻母口訣及動作的反應正面，下學年繼續
沿用此活動作課堂引入

90%學生對電子學習感興趣。
85%學生認為透過 Photoshop Mix 學習軟件能有效地體
驗學習重點中的「時空轉移」效果。
部分學生對軟件操作不太熟悉，故影響其作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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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1.
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1. Reading skills exercises:
Reading skills worksheet(New):
讓學生主動學習。
--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all students can master
the skill of comprehending the questions, explicit
teaching of the steps by teachers is needed. As the 2.
same time, students need to show their steps
explicitly.
--Teachers take turns setting the reading skills
3.
worksheet based on the reading text in New Magic
Book.

成就
Most students can master the skill of
comprehending the questions and finding the
evidences step by step.
Most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the questions by
underlying the key words in the questions
explicitly.

1.

With the help of reading skills worksheet teaching
students the answering techniques step by step
explicitly, students are mor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the questions and the
given options.

2.

Students tend to circle the question words and
underline the key words when they answer reading
questions. They know how to scan the paragraph or
lines related to the question asked. Students can
find evidences in the text to support their answers.

3.

However, students are still weak in answering
inferencing questions as the hints and evidences
cannot be found directly.

Most students can find the evidences in the text
by themselves to support the answers they have
chosen.

--Besides, teachers also need to design a reading
skill worksheet using other reading text in panel
lesson observation.
--For NRE (P.1-3) and GEE(P.4-6) reading
exercises, A-stream class will still take them as
preparation. Other classes will take them as
homework.
P.4 Elite class story writing competition
1.
1. The P. 4A students will attend a writing
workshop in January from Kids4Kids for 4
hours. This workshop will guide students on
how to write a story and learn the key story
writing elements.
2.
2. After students have participated this workshop,
they will have an in-class writing competition.
The English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eam 3.
will work collaboratively with the English
panel chairs in selecting the most creative 3
writings.

檢討及反思

As teachers have demonstrated how to do self1.
editing and peer-editing to students explicitly,
students are more aware of checking grammatical
mistakes in their writing.

From the observation of students’ writing, more
students can underline the verbs and correct them in
their writing. For example, most students remember
to use past tense when writing past events.

Most students have more confidence in writing
and they have more motivation to write.

2.

Some students can even correct spelling mistakes
and punctuation mistakes when they have found and
corrected the tense mistakes.

3.

However, some very weak students are still not able
to write grammatical sentences. Therefore, they
proof-reading skills may not help them a lot.

4.

For more able students, they should set higher goals
to refine their writing instead of merely correct the
grammatical mistakes. They should try using
different sentence patterns and vocabulary in their
writing.

Students’ writing skills have been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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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就

P.2 English Enhancement Programme Vocabulary 1.
Learning Booklet (Multiple subjects)
1. Students will learn some target words from
different subjects every two months such as
2.
Maths, General Studies, Music, Visual Arts,
Computer Studies, Library and Bible Studies.
2. Subject teachers of each subject will teach their
students how to read and use the words.
3. To extend students’ learning, students will be
asked to complete some exercise every two
3.
month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English
teachers. The format of the questions will mainly
be fill in the blanks, colouring, matching and
surfing the Internet.
4. The tutorial class teachers will assess th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based on a vocabulary
Powerpoint. The whole class will need to read
aloud the words.
5. “I Challenge You” Corner is set up for students
to write down the words that they are interested
in.
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教師培訓及專業交流
讓學生主動學習。
1.優代現有預習模式，應以能引起學生興趣為重
點，並帶動課堂教學。預習設計能以更多元化
的方法進行，例如觀看短片、日常觀察和搜集
資料，讓學生對課題產生好奇，並有動機學
習。

Most students have a general idea of different
part of speech as teachers ask students to mark
the part of speech beside the words.

2.

Students tried to write down as many new words 3.
as they can under the same topic. Some students
share the new words with their classmates in
class.

Lots of students get used to record the newwords
they have learnt in the word bank.
However, some of them still do not make gooduse
of it.
Students have recorded the meaning ofthe words
but not many of them can use they new words in
their writing as the words are not recorded
systematically.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find the
words they want to use easily.

Students have more motivation to record the
vocabulary they have learnt.

老師認為相關的培訓能提升本科的專業發展，有助 計劃具成效，將轉為恆常工作。
設計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為本的課業和課堂。
學生於課堂上的學習動機以往有所提升，更能投入
課堂的學習。

學生在預習工作紙上的表現有所提升，對課題更有
2.透過科組長觀課，檢視老師能以多元化的預習 興趣。
設計，令學生有動機學習，積極參與課堂。
3.在二年級將新增預習資料冊，學生可在課堂寫
筆記、貼預習和畫概念圖等。讓學生有空間建
構學習心得，互相分享。

檢討及反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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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就

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校園體育精英
1. 校隊成員踴躍參與長期訓練的出席率理想，
讓學生主動學習。
除個別學生病假外，無人缺席。
透過設立校隊，挑選有潛質的學生，作長期的訓
2. 比賽成績和以往相約，未有顯著提升。
練，並參加相關的公開比賽項目。
已為學生設計了每級上下學期各一張的自學工
從音樂故事出發
1. 先讓學生閱讀音樂故事，然後回家搜尋與故事 作紙，學生閱讀音樂故事後能自行回家搜尋與
相關的歌曲，再於課堂上匯報，以不同版本作 故事相關的歌曲，並完成工作紙
出比較，說出感受
2. 計設自學工作紙，引導學生指出與所找樂曲中
包含的音樂知識，以鞏固及運用所學
陸運競賽
學生能主動及積極參與陸運會的比賽項目，根
調節課程進度，於陸運競賽前教授田徑的容，以配 據統計，全體學生每人在陸運會中最少參加了
合陸運競賽的推行，促進學生主動學習的效果
一個項目。
電腦科「翻轉教室」
全體學生均能完成科任教師給予的任務，在電
透過「翻轉教室」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科任教師 腦科任教師教授 Scratch 編程前，學生能先到教
於課前為學生準備材料，讓學生先在家中觀看或試 師提供的網上平台在家中自學，並嘗試編程，
令學習更具效率。
用，到學校時，學生和教師一起完成練習。
惜食香港運動：校園零廚餘
全年活動成功，並獲多間傳媒到校採訪，有效
透過《有衣食學生》計劃、惜食講座等活動。
提高了學生提珍惜食物及有機耕種的興趣與認
識。
「學習智叻星」讀寫訓練小組
1. 言語治療師在駐校日，利用午息時間舉
行，全年共舉行 32 次。12 位學生分為 4
利用午膳小息時間舉行讀寫訓練小組：
組，每組 3 人，故每位學生參加小組約共
a) 提升學生對字詞的認識(認識部首與偏旁、字型
8 次。
結構:拆字法、筆順法)
2. 言語治療師為寫作能力較弱的小二及小三
b) 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看圖寫作訓練)
學生進行小組活動，以提升學生看圖寫作
訓練。

檢討及反思
本年度獲得體育獎項的學生人數與上年度相約，建議
下年度繼續強化校隊訓練。
有些學生在家中不能上網，於是不能以二維碼遞交功
課，建議開放電腦室協助這些同學

計劃有助學生培養對運動的興趣，陸運會將轉為恆常
工作。
學生透過在網上平台觀摩及練習，培養出對編程的興
趣，也令課堂更具效率，建議把本計劃推展到其他年
級進行。
效果良好，明年繼續參與。

每位學生約 2 星期參加 1 次小組，學習成較不錯。故
下年度可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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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注事項：建立學生和諧人際關係
目標

策略

建立學生良好的禮儀，【呂小紳士淑女】計劃
學會尊重他人。
1. 訂定作為小紳士、小淑女應有的禮儀指標，具體
地讓學生知道應待人相處應有的禮儀
2. 利用全校參與獎勵計劃鼓勵學生多做以上指
標，並製作小冊子及貼紙，儲滿指定數量的貼紙
可換領禮物一份，藉此讓學生反思及檢討做得
和有待改善的地方
3. 製作短片，以生動有趣的片段，引導學生思考如
何提升社交技巧

成就
1.
2.
3.
4.

檢討及反思

超過 80% 學生不同意 APASO 人際關係 計劃具成效，明年將再優化及繼續進行。
(不恰當自表行為)﹔
超過 80% 學生同意價值觀(操行第 7-8
題)及尊重他人量表份
學生能做到小冊子內行為指標
超過 80%學生成功換取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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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

成就

檢討及反思

計劃具成效，明年將繼續優化，並以全新主題繼續。
培養學生學懂欣賞自 真心欣賞你活動
1. 從觀察見到學生欣賞自己和欣賞別人的態度
己，欣賞他人的態度。1. 利用非教學時段進行德育課程(如早會、 2. 超過 80% 學生不同意 APASO 人際關係(不恰當
繪本教學和專題講座)，教導學生如何欣
自表行為)量表部份
3. 欣賞卡內能寫出自己和別人值得欣賞的地方
賞自己，進而欣賞他人
2. 以上課程須配合撰寫欣賞卡﹕首先每位
學生先寫出自己的長處，同時隨機挑選
一位同學作為追蹤對象，然後找出他/她
的優點。最後把自己欣賞自己和別人欣
賞自己的部份合而為一，便知道別人眼
中和自己欣賞的地方有何異同，藉此讓
學生體認欣賞自己和欣賞他人的美好
3. 安排講座，教導學生欣賞自己，及邀請
嘉賓分享自身經歷，就算身體上有殘缺，
也可有值得人欣賞的地方
學生能發掘其他同學的優點，並加以學習，而非只數 計劃具成效，明年將繼續進行。
讚美小天使
於教育營、制服團隊訓練和球隊訓練時， 算別人的缺點。
鼓勵和提示學生學習欣賞自己與欣賞他人
的優點。引導學生發現及欣賞自己的優點
讚美小貼(記錄他人的優點)
學生能於週會及聖經課時段能反思及分享如何將聖經 計劃具成效，明年將繼續進行。
宗教生活實踐計劃
透過理解及分析生活小故事(五個主題)， 的話語應用在生活中。
由基督徒老師於週會時段講解(教材由宗教
組提供)，再由聖經科老師負責跟進。
經定期檢視，老師有定期在課室張貼學生作品。學生 計劃具成效，明年將繼續進行。
高展示學生作品
本年度每班增設兩塊壁報板，以增加展示 也有利用星星貼紙讚賞其他同學用心完成家課的態
學生作品的科目和數量，並按時更換。另 度。
外，每班分發星星貼紙供學生評賞同學的
作品。
本年度由科任挑選一篇學生佳作，然後由教師引導學生
中文作文評賞表
根據教師問卷調查結果：
一至三年級科任挑選一篇學生佳作，引導學 100%科任認為學生能透過作文評賞，養成欣賞他人的 討論/由學生分組討論同學值得欣賞或學習之處，以培養
學生欣賞他人的態度。從完成的作文評賞表可見，學生
生討論同學值得欣賞或學習之處，並由科任 態度。
一般能指出同學佳作值得欣賞或學習之處，建議下年度
記錄及張貼於壁報板；四至六年級由科任把
佳作張貼於壁報，讓學生分組於課餘時間填 85%學生認為作文評賞活動有助自己養成欣賞他人的 繼續推行，並將次數由全年一次增加為每學期兩次。
寫作文評賞表，再由科任於課堂上展示同學 態度。
的評語

第三章
1

我們的學與教

學與教的策略
1.1 本校極為重視學生的學業成績及個人品格，在香港路德會的辦學理念和教育局的指
引下，本校教師共同努力，培育出成績優秀的學生，並為學生建立穩固的求學與做
人的基礎，讓他們邁步走向更高的教育階段。
1.2 本校根據教育局所提出的四個學習關鍵項目，以學生為本，結合實際校情，再交由
各部門主任和教師擬定及落實了兩大關注事項的策略和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2 學與教的特色
2.1 四個關鍵項目
2.1.1 由學會閱讀進而從閱讀中學習
全校一至六年級均設清晨閱讀課，學生閱讀中、英、數、常閱讀卡或圖書，以增進課
外知識。本校運用了「提升小學英語水平津貼計劃」(EEG)撥款的其中十多萬元，用
作推行英語 PROJECT X 閱讀計劃，使學生有更多機會閱讀英文圖書。同時也在小息時
段和放學後開放圖書館，更增加一樓所羅門閱讀長廊，讓學生有更多閱讀的機會，提
升整體學校閱讀氛圍。
2.1.2 德育及公民教育
本校老師就不同品德情意範疇，於每個週二及週四於早會集隊時段以短講形式教育全
體學生，也隔周設有德育成長課。此外，每週亦設有週會，藉此培養學生有良好的品
行。
2.1.3 運用資訊科技互動學習
本校的電腦科採用校本自擬教材，除教授各項運用電腦設備的基礎能力外，課程還包
括了各項科技新知，讓學生掌握最新的科技趨勢，四至六年級的學生更會學習如何編
寫編程。此外，為繼續推動電子教學，校方本年度已開展了「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
略 - 加強學校的無線網絡基礎設施」計劃，在四年級數學科中實施電子教學。
2.1.4 從專題研習發展學習的能力和興趣
從專題研習發展學習的能力和興趣本校於一至六年級班次配合課題的專題習作或研
習。學生通過不同的學習活動，例如實地考察、資料搜習和進行實驗，建立共通能
力、提昇學習的興趣，從而學會如何自主學習。
2.2 提升學生兩文三語能力
2.2.1 英語培養方面
A. 外籍老師在小一至小三英文課堂內進行讀寫教學
B. 本校老師帶領學生前赴澳洲及美國進行學習交流，師生均感獲益良多。
C. 美籍宣教隊到訪本校，並與學生進行多樣英語活動，藉此提升學生英語的聽說能
力。
D. 本校曾成功取得三十多萬元撥款推行 READ WRITE INC 計劃，教導小一至小三年級
學生拼音技巧，裝備學生自學英語策略。
E. Super V-power 計劃可強化學生英語聽說能力，並選拔優秀學生，拍攝短片，製作
校本英語計劃。
F. 學校自資外聘（ELTA）外籍英語老師，與四至六年級學生進行英語學習活動，讓學
生多聽多說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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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普通話培養方面
A. 本校推行普通話教中文課程，並研發出「創意聯想學拼音」的校本課程，以圖像聯
想學拼音的方法，提配合微電影教學，提升學生自學普通話的能力。
B. 中文科亦積極推行「賞文識詞」活動，讓學生汲取更多語文知識，並提升普通話的
說話能力。
2.3 全方位學習
學生除可通過與澳洲學生進行學術交流及生活體驗活動外，還可以透過學校旅行、專題戶外
學習、開放圖書館、常識科的 STREAM 學習日、國際文化日活動及數學科聯課活動，增加學
生跑出課室的機會，進行全方位學習，多角度吸收知識，以擴闊視野。
2.4 多元化評估
為促進學習，提升教學效能，除了紙筆考試外，各科亦通過專題研習、課堂表現及小測等方
式評核學生表現，取得回饋，作出總結，找出學生強弱項，作出跟進，優化教學。
2.5 照顧學習差異
本校設有加強輔導班、輔導教學及課後輔導班，以提升學生的學業成績。新里程計劃則特別
為新移民學生進行課餘輔導，讓他們盡早適應香港課程。
2.6 教學相長 促進專業發展
為培育出優秀的學生，本校教師團隊堅持不斷提升專業水平：
A. 同儕備課會，讓老師同儕間可以有一個平台，互相交流教學意見，以促進老師間的專業
交流。
B. 校方也參與了由香港大學所主辦的「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支援五
年級常識科教學。及後更被香港大學邀請，前往蘭州參與第九屆全球華人探究學習創新
應用大會，並獲得二等獎。
另外，學校同時也參加了 QSIP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無論在改進整體學校自評及發展自主學
習，及英文科學教評的專業發展上，也得到不同的支援，讓教師能在專業上有成長，使學生
學習效能不斷地被強化。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2017-2018 年度學校周年報告

第四章

學生表現

一、過去三年學生出席率：
99.5%
99.0%
98.5%
2015

98.0%

2016
2017

97.5%
97.0%
96.5%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二、 2017-2018 年度中學派位結果
A) 小六學生統一派位統計
獲派中學志願統計
5%

2%

6%

12%
58%

17%

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

第四志願

第五志願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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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小六學生獲派中學統計

校

名

合計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39

屯門官立中學

4

南屯門官立中學

4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4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2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2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2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1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黃大仙區)

1

屯門天主教中學

1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4

浸信會永隆中學

1

宣道中學

1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1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2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3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2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1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11

青松侯寶垣中學

4

深培中學

11

其他

21
合

計

12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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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年度校外活動比賽獲獎記錄表
類別

主辦機構及比賽名稱

中文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小三、四男普

冠軍 1 名

散文獨誦 小三、四男普

亞軍 1 名

詩詞獨誦 小一、二女普

亞軍 1 名

詩詞獨誦 小五、六女普

季軍 1 名

詩詞獨誦 小五女粵

季軍 1 名

散文獨誦 小一、二女普

優良 1 名

散文獨誦 小三、四男普

優良 2 名

散文獨誦 小五、六女普

優良 2 名

散文獨誦 小五、六男普

優良 1 名

詩詞獨誦 小一、二女普

優良 6 名

詩詞獨誦 小一、二男普

優良 1 名

詩詞獨誦 小三、四女普

優良 5 名

詩詞獨誦 小三、四男普

優良 1 名

詩詞獨誦 小三女粵

優良 4 名

詩詞獨誦 小三男粵

優良 1 名

詩詞獨誦 小五、六女普

優良 3 名

詩詞獨誦 小五女粵

優良 3 名

詩詞獨誦 小四女粵

優良 2 名

詩詞集誦 小三、四男、女子合誦

成績

良好

詩詞獨誦 小二男粵

良好 1 名

詩詞獨誦 小五、六女普

良好 2 名

詩詞獨誦 小五女粵

良好 5 名

詩詞獨誦 小五男粵

良好 1 名

詩詞獨誦 小四女粵

良好 2 名

詩詞獨誦 小四男粵

良好 1 名

第七屆「屯門區小學創意故事續寫大賽」

優異獎 1 名
推薦獎 2 名

英文

69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P.2 Boys

1st Prize

Solo Verse Speaking P.3 Girls

1st Prize

Solo Verse Speaking P.5 Girls

2nd Prize

Choral Speaking P.1-3 Girls

3rd Prize

Solo Verse Speaking P.2 Boys

3rd Prize

Solo Verse Speaking P.5 Boys

3rd Prize

Solo Verse Speaking P.2 Boys

4 Merit(s)

Solo Verse Speaking P.2 Girls

3 Mer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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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主辦機構及比賽名稱
Solo Verse Speaking P.3 Boys

3 Merit(s)

Solo Verse Speaking P.3 Girls

3 Merit(s)

Solo Verse Speaking P.4 Girls

2 Merit(s)

Solo Verse Speaking P.5 Boys

1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P.5 Girls

2 Merit(s)

Solo Verse Speaking P.6 Boys

2 Merit(s)

Solo Verse Speaking P.6 Girls

2 Merit(s)

Solo Verse Speaking P.3 Girls

4 Proficiency(s)

International Drama Competition
數學

成績

Final stage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香港賽區)初賽
小一組

二等獎 1 名
三等獎 2 名

小二組

二等獎 3 名
三等獎 9 名

小三組

一等獎 1 名
三等獎 2 名
二等獎 1 名
三等獎 9 名
一等獎 1 名
二等獎 3 名
三等獎 2 名
一等獎 2 名
二等獎 8 名
三等獎 15 名
一等獎 1 名
三等獎 3 名

小四組
小五組

小六組

2018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常識

視藝

「情繫光輝二十載」
盛事問題比賽
盛事選舉活動
珍寶冷氣 - 「至匹配時裝設計大賽 2018」

傑出表現獎
優勝獎
公開組優異獎

推廣基本法填色及繪畫比賽
初小組

優異獎 2 名
嘉許獎 5 名

高小組

冠軍
嘉許獎 6 名

體育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小學分會主辦 - 屯門區小學校際九人足球比賽

冠軍

屯門體育會有限公司主辦 - 「國慶盃」小學七人足球賽

亞軍

東華三院邱子田中學主辦 - 「邱子田盃」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

殿軍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第三十六屆陸運會暨中、小學聯校陸運會
男子 60 米

冠軍
亞軍

女子 60 米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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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體育

主辦機構及比賽名稱
男子 100 米

成績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女子 100 米

亞軍
季軍

男子接力對抗賽

冠軍
季軍

女子接力對抗賽

季軍
殿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7-2018 年度屯門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4X100 米接力

第三名

男子甲組

200 米

第一名

男小甲組

跳遠

第三名

男子甲組 60 米

第一名

第 61 屆體育節第 22 屆學界足毽邀請賽
女子雙人賽(小學組)
個人控毽賽(小學女子高級組)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7-2018

優異獎
最具潛質運動員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7-2018 年度屯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乙組

100 米自由泳

女子乙組
50 米背泳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Ballroom Dancing
in 25th IDTA CUPHK Open Championships Juvenile & Youth
Solo Rumba

第三名
第三名

2 First Place
1 Second Place

Solo Cha Cha Cha

2 First Place
1 Third Place

Solo Paso

1 Second Place

Cha Cha Cha

1 First Place

2017 第三屆帝王杯香港國際公開賽
10 歲以下新星單項 R 拉丁舞

三等獎

10 歲以下新星單項 C 拉丁舞

三等獎

2017 年度校際體育舞蹈邀請賽
7 歲以下(倫巴)

優異

10 歲以下(牛仔)

優異

“一帶一路” 2017 中國名牌青少年體育舞蹈公開賽 (寶安站)
暨”寶體杯”體育舞蹈公開賽 L 8 歲以下組拉丁舞
2017 慶祝國慶 傳統功夫，太極拳金獎大賽 - 少林拳
第十四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第二名
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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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體育

訓輔

主辦機構及比賽名稱

成績

小學男女混合組 7 歲或以下倫巴舞(總決賽)

冠軍

小學男女混合組 7 歲或以下鬥牛舞(總決賽)

冠軍

小學男女混合組 7 歲或以下查查舞(總決賽)

冠軍

小學男女混合組 7 歲或以下森巴舞(總決賽)

冠軍

小學男女混合組 7 歲或以下牛仔舞(總決賽)

亞軍

小學男女混合組 7 歲或以下牛仔舞(新界西校際分區賽)

冠軍

小學男女混合組 7 歲或以下森巴舞(新界西校際分區賽)

冠軍

小學男女混合組 7 歲或以下倫巴舞(新界西校際分區賽)

冠軍

小學男女混合組 7 歲或以下鬥牛舞(新界西校際分區賽)

冠軍

小學男女混合組 7 歲或以下查查舞(總決賽)

亞軍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待人有禮好少年」
屯門區公教育暨倡廉親子故事比賽 2017 小學初級組(一、二年級)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2017 第三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屯門區委員會
2017-2018 年度尊師重道好少年獎

獲獎 2 名
冠軍
優異獎 3 名
獲獎 2 名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

音樂

口號創作比賽

優異獎 5 名

填色比賽

優異獎 37 名

第七香港夢兒童音樂節 2017
鋼琴組 五級
兒童 C 組

第一名
優異獎 2 名

2017 第四屆香港青少年鋼琴比賽
二級組

第四名

香港青少年鋼琴比賽 2018
兒童組

銀獎 2 名
銅獎 3 名

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 2017 中樂彈撥 C 兒童組

優異獎 2 名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W101 鋼琴一級

冠軍

W105 鋼琴二級

冠軍

W100 鋼琴一級

亞軍

W108 鋼琴三級

亞軍

W118 鋼琴五級

季軍

W101 鋼琴一級

優良 4 名

W106 鋼琴二級

優良 1 名

W109 鋼琴三級

優良 2 名

W117 鋼琴五級

優良 1 名

Church Music-Foreign Language -Age 9 or under – Primary School

良好 1 名

N210 小提琴一級

良好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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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主辦機構及比賽名稱

成績

N212 小提琴三級

良好 1 名

N502 箏獨奏中級

良好 1 名

N503 箏獨奏初級

良好 1 名

N547 笛獨奏初級

良好 6 名

W100 鋼琴一級

良好 2 名

W101 鋼琴一級

良好 2 名

W102 鋼琴一級

良好 2 名

W104 鋼琴二級

良好 1 名

W105 鋼琴二級

良好 1 名

W106 鋼琴二級

良好 1 名

W109 鋼琴三級

良好 2 名

W110 鋼琴三級

良好 2 名

W114 鋼琴四級

良好 1 名

W21 獨唱 10 歲以下

良好 1 名

The 6

th

Asia Pacific Outstanding Youth Piano Competition

Piano Grade 2

第三名

國際音樂藝術大賽中樂團 少兒 B 組

金獎

天后中英文幼稚園「紅寶石光輝 40 載」填詞創作比賽 - 中級組

冠軍
季軍
優異獎 1 名

電腦

亞太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中國區選拔賽(小學組)
Microsoft 一小時編程
香港青少年機械工程協會全港學界機械人相撲賽 2017-2018
全港機械人海洋保育運動 (小學組—挑戰賽)

一等獎
最踴躍參與機構
金獎
金獎 2 個
銀獎 1 個

聖經

漢語聖經協會 2018 第 24 屆聖經朗誦節
小五組廣東話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第十六屆兒童聖經金句及培靈福音賽

季軍 83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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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財務報告
A. 擴大營辦開支整單津貼
編號

16-17 年度 b/f 及
2017-18 總支出($)
17-18 年度撥款

津貼項目

剩餘/透支($)

A.1

修訂行政津貼

4,747,389.39

3,566,899.82

1,180,489.57

A.2

學校發展津貼

1,332,394.10

664,255.36

668,138.74

A.3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750,951.66

523,863.20

227,088.46

A.4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278,333.90

172,500.00

105,833.90

A.5

空調設備津貼 (17-18 年度前之消減噪音津貼)

534,744.35

274,886.12

259,858.23

A.6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津貼(額外津貼)

355,045.66

87,862.00

267,183.66

A.7

成長的天空(小學)計劃

153,649.00

108,150.00

45,499.00

A.8

新來港學童校本支援計劃

18,266.02

9,496.00

8,770.02

A.9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9,136.00

302.00

8,834.00

8,179,910.08

5,408,214.50

2,771,695.58

(A)Sub-Total:
B.基本撥款額和平均每班津貼額
編號

16-17 年度 b/f 及
2017-18 總支出($)
17-18 年度撥款

津貼項目

剩餘/透支($)

B.1

增聘文書助理的行政津貼

B.2

學校及班級津貼

199,248.30

140,018.79

59,229.51

1,874,489.01

950,374.21

924,114.80

B.3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 2016-17 校本推行

8,500.00

-

8,500.00

B.4

英文廣泛閱讀計劃, 2016-17 校本推行

8,500.00

-

8,500.00

B.5

普通話

3,148.90

-

B.6

推行學校本位輔導及訓育計劃

29,797.90

B.7

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

27,678.60

6,073.30

21,605.30

B.8

增補津貼

8,264.00

45,400.00

(37,136.00)

(623,732.50)

107,759.45

(731,491.95)

68,022.00

58,190.00

9,832.00

54,000.00

162,070.58
10,773.00

3,148.90
629.90

29,168.00

B.9

升降機保養津貼-電費

B.10

升降機保養津貼-維修保養

B.11

補充津貼

216,070.58

B.12

培訓津貼

15,623.00

4,850.00

B.13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62,614.90

45,978.29

16,636.61

B.14

綜合家具及設備津貼

180,681.38

806,067.30

(625,385.92)

(B) Sub-Total:

2,078,906.07
2,219,341.24
-140,435.17
* The deficit transferred to EOEBG :

C. 薪金津貼
編號

16-17 年度 b/f 及
2017-18 總支出($)
17-18 年度撥款

津貼項目

剩餘/透支($)

C.1

教師薪金津貼

28,017,930.54

27,962,083.97

55,846.57

C.2

文員薪金津貼

558,087.12

566,239.96

(8,152.84)

C.3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凍結教師編制)

112,566.02

16,695.00

95,871.02

C.4

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少於 30 日)

416,257.00

172,035.50

244,221.50

C.5

日薪代課教師津貼: (多於 30 日)

106,355.00

254,637.00

(148,282.00)

C.6

日薪代課教師津貼: (TSA)
(C) Sub-Total:

7,605.00

9,560.00

(1,955.00)

29,218,800.68

28,981,251.43

237,549.25

* The deficit transferred to EOEB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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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其他
編號

16-17 年度 b/f 及
2017-18 總支出($)
17-18 年度撥款

津貼項目

剩餘/透支($)

D.1

其他經常津貼：校舍租金

12.00

12.00

D.2

校舍差餉

304,500.00

304,500.00

-

D.3

僱主為文員校工向公積金及强積金計劃供款

146,748.60

125,003.05

21,745.55

D.4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

15,372.00

10,372.00

5,000.00

D.5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特別津貼(3/2016-8/2017)

-

5,000.00

(5,000.00)

D.6

額外津貼予外籍教師

14,648.36

14,648.36

D.7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340,167.00

-

340,167.00

D.8

為低收入家庭的小學生提供在校免費午膳

660,905.00

693,484.50

(32,579.50)

D.9

基督教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津貼

210,921.00

70,000.00

140,921.00

D.10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126,676.00

40,876.00

85,800.00

D.11

提升網上學校行政及管理系統(2014/15)

-

-

D.12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流動電腦裝置)(2015/16)

D.13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無線網絡設施)(2015/18)

D.14

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津貼(3/2016-8/2018)

D.15

在小學推動 STEM 教育的一筆過津貼(2015/18)

D.16

轉帳往儲蓄存款戶口(CurrentLiabilities)

D.17

核數師費(2015-16SundryCreditors)

282.00

-

-

282.00

258,150.00 82,294.00

175,856.00

92,215.45

72,839.52

3,955.00

2,475.00

379,460.00

-

19,375.93
1,480.00
379,460.00

(16,950.00)

16,600.00

(33,550.00)

(D) Sub-Total:

2,537,062.41

1,438,104.43

1,098,957.98

(A)+(B)+(C)+(D) TOTAL:

42,014,679.24

38,046,911.60

E.學校津貼
編號

-

3,967,767.64
1) *D.7:$340167*Excessive surplus to be clawed back
$270000
2) D.3+D.8 +
D.12
Total:
16-17 年度 b/f 及
2017-18 總支出($)
17-18 年度撥款

津貼項目

472,291.16

E.1

特定用途收費

E.2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轉自 D.10)

E.3

愛心教育基金

108,336.00

E.4

學術交流

805,546.43

780,645.12

24,901.31

E.5

呂明才教育基金

100,000.00

54,788.40

45,211.60

E.6

校內籌募經費

322.70

-

322.70

1,527,372.29

926,051.92

601,320.37

40,876.00

(E) Total:

49,742.40

剩餘/透支($)

40,876.00
-

422,548.76
108,3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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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回饋與跟進
一、我們的成就
本年度開展了新的周期，主題是「多元學習求新知，互敬互賞重禮儀」，我們希望能深
化上周期主題「主動學習顯卓越，自律守禮成優才」，透過訓練學生自主學習的技巧，讓學
生養成主動學習的態度，並配合德育的培訓，成就出學業與品格兼備的優秀學生。
為了達到目標，本校安排全體教師接受相關的培訓，並在課程規劃或教學安排上作出了
優化及調整。我們本年度的目標是讓學生學會預習的技巧，並能在課前主動預習，當學生培
養出預習的習慣後，來年我們將會深化學生自主學習的技巧，包括透過更多資料搜集及翻轉
課堂來協助學生有效地學習。
本校致力推動電子學習及國際校園文化，我們重視發展電子學習及 STEM 跨學科課
程，並分別開辦了 STEAM 四年級課程及 STREAM 全校課程。此外，我們同時重視學生的
國際視野及英語能力，故此，我們在本學年裏舉辦了多個英語學習活動，不論是澳洲學術交
流計劃、美國交流體驗計劃或是得美籍宣教士協助舉辦的「國際文化日」、「健康英式早
餐」、「假日英語日營」、「暑期英語聖經班」、「V-Power Scheme」及「Super V-Power
Scheme」等計劃，全都能有效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另一方面，我們推行了「賞文識詞」
計劃，以及舉辦了台北及南京學術交流計劃，讓學生們能提升普通話的聽說能加，並有機會
多接觸其他地區的文化。
在課程發展方面，我們集中在各學科的校本課程研發之上，我們的老師團隊運用專業的
知識及豐富的教學經驗，在各科中發展出適合本校師生的校本教材，以促進教學效能。
除了一般的課堂學習外，我們也鼓勵學生透過閱讀課外書及瀏覽網上資源自學。我們為
鼓勵閱讀而設的「中午網上閱讀」、「課後開放圖書館」及「清晨閱讀時段」也同樣受學生歡
迎。
我們除了重視校園建設及教學質素外，同時也強調品德的教育。我們透過「呂小規」向
學生灌輸正確的品德及價值觀念外，又推動服務學習，以增加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二、我們的檢討
我們不斷積極地尋找可發展或優化的地方，來年將繼續承接過去數年的發展成果，持續
深化培育學生自主學習的計劃，並培育學生養成欣賞自己，尊重他人的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