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7-18/19 School Development Plan

救世軍韋理夫人紀念學校
1. 辦學宗旨：
‧ 學校透過分享耶穌基督的愛和真理，讓學生在知識及個人成長上有所增長。
‧ 提供多元化的優質教育，發展學生潛能。
‧ 透過德、智、體、群、美、靈的培育，使學生成為良好的公民。
‧ 提供完善的學習環境，讓學生愉快地學習。
2. 辦學目標：
‧
‧
‧
‧
‧
‧
3. 校

為基督教信仰的價值觀樹立榜樣，幫助學生建立品格及作出有意義的人生抉擇。
提供全人教育以協助所有學生發掘潛能，除學術知識外，亦包括情緒、社交、靈命及體能上的發展。
提供正面及協作的環境，以培養學生的自律精神、學習熱誠及獨立能力。
個別關注有特別需要的學生。
透過持續的個人及專業發展，提供優質教育，以支持及鼓勵同事成為領袖。
讓父母在教育過程中成為合作伙伴，並在養育過程上提供支援和培訓。
訓：誠、信、愛、勤

4. 教育信念：
‧ 我們重視救世軍的使命及本軍學校或學前教育服務的使命：意即我們尊重及支持本軍的基督教使命，並合力提供優質的照顧及教育服務。
‧ 我們重視每個孩子都是上帝賜予的珍貴禮物：意即每一個受我們照顧的孩子，我們都會把他們的全面發展放在首位，包括身體、心智及靈
性。
‧ 我們重視在工作上的責任感：意即我們保證會努力不懈、追求卓越、創新、講求協作和問責性。
‧ 在相互關係中，我們重視關愛與照顧：意即我們顯示出互相了解及尊重、鼓勵、信任、正直、公平及公開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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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強、弱、機、危」分析
強項
‧ 經自評檢視及建議後，學校發展
得到明確的方向
‧ 課堂教學框架漸見規模，有助提
升學與教效能
‧ 小班教學模式在小一至小六的課
堂施行暢順
‧ 普教中已推展至小六，推行暢順
‧ 教職員均熱心教育，且具豐富經
驗
‧ 教師願意配合學校發展，持續進
修，了解教育新趨勢
‧ 大部份家長關注子女的學習進，
願意協助子女在各方發展
‧ 校方重視學與教及學生的訓輔工
作
‧ 家長教師會及教會與學校能建立
良好夥伴關係，並願意支持學校
發展
‧ 學生品性純良，願意為校服務
‧ 學生多才多藝
‧ 學生愛閱讀，有良好的閱讀風氣

‧
‧
‧
‧

弱點
契機
危機
學生倚賴性強，自律性較弱
‧ 來年各主科均有不同形式的支 ‧ 為推行不少教育政策及計劃，令
學生學習態度未夠積極
援，為提升學與教效能注入了強
教師工作量大增
學生表達時的自信心可再加強
大的動力
‧ 學生能力的差距，影響學習進度
學生在中高年級出現較大的學習 ‧ 政府及社會提供的資源有助改善 ‧ 家庭問題日趨嚴重，其中有少數
差異
推行各類學習活動
家庭疏於教導，影響學生的品德
‧ 全球均強調資訊科技的運用，能
及學習成效
培養學生自學的習慣
‧ 家長較重視子女的學業多於其身
‧ 逐步建立自評文化，推動學校自
心的發展
我完善
‧ 發展資優教育，開展抽離式校本
資優課程
‧ 政府的新支助模式計劃，有助有
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學習
‧ 透過老師的分享及同儕備課，提
升學與教的效能

(二) 二零一六/一七至二零一八/一九年度關注事項(按優先次序排列)
1. 自主學習  積極參與
2. 推行價值教育  建立正向人生
2

16/17-18/19 School Development Plan

學校發展計劃(二零一六/一七至二零一八/一九年度)
關注事項一: 自主學習  積極參與
關注事項

目標

策略大綱

1 自主學習，積極參與
1.加強教師對自主學習的專業  配合發展重點，引入外界不同形式的支援，安
（持續完善課程，推動學生自
培訓，發展教師成為自主學 排協作計劃和教師專業發展活動，例如：透
主學習，提升學與教效能）
習的促進者
過有系統之教師培訓及 課研活動：
 讓老師對自主學習理念有所了解。
 下年度教師專業發展重點：
「STEM」與「自
主學習」在學與教中的連繫。
 優化共同備課，在課堂中滲入自學元素，促進
專業成長。加強課後檢討，優化教學計畫。
 透過校外學習圈分享，推動自主學習的經驗，
促進專業交流。
 推動重點式觀課交流活動。
2.發展學生的自學能力，促進  完善上一周期的課程規劃，在「三多一高」的
學生主動學習
課堂框架上，加入自主學習的學與教元素，推
展「自學四要素」
：預習、展示、反思、延伸，
透過預習提升參與課堂學習的機會。
 優化「活學活用評估」計劃。
 按科本課程需要，添置自學設置。
 配合學科重點，推行「主題閱讀」，擴闊學生
知識領域。
 提供創造自學空間，提高自學動機。
 配合 wifi 900 電子計劃，透過電子學習平台，
設計預習和延伸的自學活動，並加強課堂上的
增潤及即時回饋。
 沿用校本獎勵機制
 加強校園自學氛圍 (自學材料佈置)
 提升學生自學策略 (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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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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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表
第二年
17/18

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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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一: 自主學習



積極參與
時間表

關注事項
1. 自主學習，積極參與

目標

策略大綱

3. 透過不同形式的課外活動， 舉辦不同類別的校隊，讓學生參與訓練
讓學生積極參與，提高學生 鼓勵學生參加不同的校外比賽
不同的學習經驗和自學動機 鼓勵學生參加學校服務團隊
為學生開設不同的課外活動，如星期五課外活
動課小組、課餘興趣班
推行 sportact 獎勵計劃
舉辦滙演及運動會等大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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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
16/17

第二年
17/18

第三年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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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 推行價值教育，建立正向人生
關注事項

目 標

策略大綱

2. 推行價值教育，建立正向人  首年培養學生的「勤學」的態  協助學生自我評估及監控自己的學習歷
生
度
程，幫助他們加深對學習的了解及找出完善
 次年培養學生的「誠信、堅毅」 自己的方法，從而發展學生自學的能力及對
的態度
自己學習負責。

第一年
16/17

時間表
第二年
17/18

第三年
18/19







 透過圖書課，加入「誠信、堅毅」之元素
於課堂教學之內。(初小作試點)

 以「勤學」為主題
 以「誠信．堅毅」為主題

 鼓勵學生追求進步、堅毅不屈
 保留學科獎及進步獎 2 名
 進步獎為各班第二、三次考試總分進步最
大的學生，獲獎學生將獲頒發獎狀及獎學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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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 推行價值教育



建立正向人生
時間表

關注事項

目 標

策略大綱

2. 推行價值教育， 1. 提升教師對價值教育的認識 安排教師參加有關價值教育的講座、工作坊或課程，提升教
師推行價值教的技巧
建立正向人生
2. 透過多樣化的訓輔活動，培養 營造環境:佈置學校學習環境，營造正向人生的氛圍，於樓
學生積極、正向的價值觀。 層及走廊牆壁張貼聖經金句或名人雋語，鼓勵學生建立正確
的價值觀。
周訓主題以正面、積極的題材作為主講題目。
在教師講座、家長分享會、周會、早會及周訓分享中輸入
價值教育的元素。
透過小義工、公益少年團等服務團隊活動，培訓學生堅毅、
守規、願意承擔的精神。
三年校本價值教育主題：
第一年：守規、勤學
第二年：堅毅、誠信
第三年：責任感、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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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
16/17

第二年 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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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 推行價值教育
關注事項



建立正向人生
目標

策略大綱

時間表
16-17

推行每月之星班際比賽，如「自律守規之星」
、
「誠實之星」等
活動培養學生良好品格。
優化好孩子獎勵計，建立學生正確價值觀。
推行生命教育，讓學生重視生命，並建立積極的人生觀。
推行品德教育，讓學認識建立良好品格的重要。
推行班級經營，善用班主任課，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
5. 培養學生誠堅毅不屈 善用現行課程及活動，如護苗車、生活教育課等，加入價值教
育元素。
的良好品格
6. 培養學生成為誠信可 深化生活教育課，加入視訊教材，灌輸學生良好品格。
整合生活教育課內容及相關價值教育教材，編訂完整的課程。
靠的人
繼續推行班級經營----如自我挑戰計劃、同路人計劃，強化學
生正面價值觀。
透過本校服務團隊，包括：童軍、風紀、升旗隊、學生大使、
公益少年團、關愛大使等，在校內校外服務，以實踐正確觀念。
7. 培養學生成為有責任 有系統地安排晨讀、早會、周訓及班主任課，向學生灌輸正確
觀念。
感的人
8. 培養學生有勇於承擔 與圖書科合作，以繪本方式，向學生灌輸正確價值觀。
與中文科合作，繼續深化德育小故事，灌輸正確價值觀。
的精神
與常識科合作，加強情意價值教育，以建立學生良好品格。
舉辦全校體驗日，透過經歷，強化正確價值觀。
以生活事件或議題，讓學生學習批判思考以建立正面價值思
維。
透過活動或比賽，創設機會，讓學生體驗及實踐正面價值觀。
9. 透過活動，培養學生守 舉辦不同類別的校隊，讓學生參與訓練，積極學習。
規、勤學的良好品格
10. 透過服務他人，培養 透過團隊活動，讓學生有機會參與社區活動，服務他人。
學生的正向價值觀

2. 推行價值教育， 3. 培養學生勤學自學的
良好品格
建立正向人生
4. 培養學生自律守規的
良好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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