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召會康樂中學 

2017-2018年度 學校報告 

關注事項 1：提昇學生學習能力 

1.1 提升教學效能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結果 

A. 鼓勵同工改進堂上提問技

巧，以促進學生高階思維的

學習 

 老師的提問技巧較

2016-2017年度有進步 

 觀課表內的提問項整體老

師的平均分比去年提高 (去

年提問項平均分為 2.45) 

 

 

 

 觀課表內的提問項獲一分

的人數比去年少(2016-2017

年度有 5人) 

 根 據 校 長 觀 課 評 分 ，

2017-2018 年度的分數比

2016-2017年度高，達標。 

學年 
觀課 

平均分 

提問技巧 

平均分 

16/17 32.1 2.45 

17/18 33.9 2.6 

 2017-2018 年度沒有老師的

提問是 1分，故達標。 

 

B. 鼓勵同儕觀課並作專業交流  各教學部部長及各科主任

均能完成組內成員的觀課

活動並作出回饋。 

 所有老師全年至少有一次

校長觀課及一次科主任觀

課(有評核)，並一次同儕觀

課 (同一學部)並作交流 

 校長能全年向所有老師觀

課一次，達標。 

 所有學部及學科均已進行

科主任觀課或按學務部安

排觀課。部分同儕觀課更是

電子教學課開放課堂，供多

位同工同時觀課及交流。 

 



C. 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活動  老師參加專業發展活動  全年每位老師平均不少於

20小時，其中包括至少一次

(或 3 小時)與任何一科本科

教學有關的專業培訓活動 

 以 60 位老師計，全年有

3267.4 小時的專業進修小

時，平均每位 54.5小時，達

標。 

 大部分科任老師均完成包

括至少一次(或 3 小時)與本

科教學有關的專業培訓活

動。惟部分學科有非主科的

兼教老師，未必能兼顧報讀

EDB提供的有關課程。 

 

 

反思及建議： 

1. 透過校長及教學部長或科主任觀課，繼續鼓勵同工關注運用不同層次的提問技巧。 

2 .  建議學校發展日可安排有關的不同層次的提問技巧相關的培訓或教學分享。 

3 .  就教師的專業發展方面，按原指標平均每人 20 小時的要求較低，單以校本的培訓已超過此數字，宜可更進取。副校長或科主任不

時向同工推介適合的進修課程，鼓勵同工參與，提升同工對未來教育發展的觸覺及優化本科教學質素的關注。 

4 .  收集教師專業發展的資料時，宜再仔細瞭解是否屬本科培訓及是否最少有三小時。非本科的兼教老師宜仍需在三年内參加至少一次
不少於三小時的本科培訓，以加強對本科教學的認識。 

5. 除了在量的控制外，宜考慮觀課或專業培訓後的專業交流機會，例如在同一學部或學校教師發展日分享，以促進建立不同的學習社
群。 

 

1.2 加強學生學習技巧，提升學習效能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結果 

A. 加強中一至中五級腦圖

／圖像組織的技巧運用 

 學生應用腦圖作學習，

比去年有進步 

 

 問卷調查學生應用腦圖

於學習上的情況。 

 

 根據學務部學生問卷調查結果，約

50%學生會在課堂上或課後建構圖

像化組織，惜仍有接近 50%學生表



 

 

 全學年一次收集各科各

班以腦圖／圖像組織作

為學習的記錄。 

示極少運用圖像化組織，情況與去

年相約，故未達標。 

 大部份學科已完成掃描及上載各級

的腦圖樣本。 

 部分學科有個别班别或屬於術科，

未能提供學生的腦圖記錄。 

 

B. 培養中一至中五級學生

寫筆記的習慣 

學生有應用筆記於其學習

上，比去年有進步 

 

 問卷調查學生應用筆記

於學習上的情況。 

 

 全學年一次收集各科各

班以筆記作為學習的記

錄。 

 超過 8 成的學生由間中至經常在堂

上或課後寫筆記，情況與去年相

約，未有進步，故未達標。 

 大部份學科已完成掃描及上載各級

的優秀筆記樣本。 

  因部分學科或屬於術科的特性，未

能提供學生的筆記記錄。 

 

C. 鼓勵學生準時交齊功課  「螢火蟲獎勵計劃」對

學生或班別有鼓勵作用 

 欠交功課學生有下降趨

勢 

 

 訂立課業策略 

 

 

 

 

 

 

 

 

 

 

 學務組在科主任會議曾提醒科主任

要定立課業政策，而校長亦提出學

校的課業政策為「學生倘能按老師

指示完成課業，學校應確保學生在

DSE考試中獲得合格成績。」 

 全部學科皆有訂立課業策略，包括

課業數量及形式，並按計劃完成。 

 科主任已透過查簿記錄及科内會議

對本科課業設計作出檢討。個別班

別會因應學生的學習進度及表現而

有所調整及修訂。 



 定期發放課業並於網上

登記功課記錄 

 初中級設「螢火蟲獎勵計

劃」獎勵每月準時交齊功

課達九成以上的班別。 

 

 每月統計各班欠交功課

記錄，按訓導組計劃記過

或彩虹計劃改進。 

 校方已委任專人負責此項目，故能

順利完成，達標。 

 成功在初中推行「螢火蟲獎勵計

劃」，每月初中各級均有獲獎班別，

而他們交功課率最低也有 98%，達

標。 

 初中上學期欠交功課總人次為 2206

次；下學期欠交功課總人次為，1265

次，下學期比上學期少 941 人次。

訓導組透過計劃及老師觀察，於上

學期及早識別有需要同學加以輔導

及要求留校完成家課，同學欠交功

課情況有改善。 

 

 

反思及建議： 

1. 腦圖及筆記的學習技巧已呈未能再推進的現象，雖使用筆記的人有約 80%，惟使用腦圖的人數仍只有 50%，表示腦圖仍有發展空

間，需要探索新的出路，又或引入其他學習技巧； 

2. 【螢火蟲獎勵計劃】有助學生準時交齊功課及推動同學一起建立班內的學習氣氛，再配合訓導組彩虹計劃，有效提升學生完成功

課的動機及責任感。惟對學生在課業的質素及提高對課業的興趣則暫時仍未有果效。故建議各科主任在課業的設計上需顧及學生

的興趣，增加課業設計多元化以提升學生對課業的興趣及質素。 

 

1.3 調適課程，加強促進學習的評估和自主學習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結果 

A. 中一至中三級課程規劃為

核心及延展部分。在強組

 初中課程按規劃完成教

授。延展部分能增進強

 各學科評估反映 

 

 各學科初中課程皆有核心及延展部

分規劃，並在強組教授延展部分。 



推行自主學習，以持續評

估模式考核和回饋學生就

延展部分的認知 

組的知識及促進學生學

習思維。 

 

 持分者(學生)問卷相關項

目的數據比2016/17有上

調的趨勢 

 

 然而，部分學科受課時所限，未能

在強組完成教授延展部分，但卻在

核心部分，採用探究及啟發方式，

促進學生學習思維。 

 從學生獨立學習能力的檢視中，初

中學術檢視由 16/17年的-0.15再下

降至 17/18 年的-0.45，看似未有進

步，而高中則由兩年皆為 0.48，未

有改變； 

 在學生跨年度 APASO「我能自動自

覺地學習」中，16/17及 17/18均為

3.4分，但標準差由 0.9降至 0.8，表

示有上調的趨勢，算是達標。 

 

B. 中一至中三級考卷只考核

核心課程，以「易合格，

難高分」的設計，鼓勵能

力稍遜學生，並兼顧刺激

能力較強學生 

 「易合格，難高分」的

測考策略使初中各科學

生的學習表現有所提升 

 

 問卷調查分析各科考評

成績表現，從而反映試題

達到「易合格，難高分」

的設計 

 持分者(學生)問卷相關項

目的數據比2016/17有上

調的趨勢 

 從學務組的分析顯示，大部份科目

在第一學期尚未適應這政策，一般

而言，試卷都較深，但情況在下學

期有所改善； 

 從學生 APASO 問卷中顯示，16/17

及 17/18 年「我對學習有自信」的

評分均為 3.3，而標準差亦同是 1.0，

故未能顯示學生對學習的自信有提

高。 

 至於學習表現，未能因合格率而有

啟示，因深度及參加考核的學生均

改變了，可比性有限。 



 

C. 利用iLearner網上學習英語

平台，促進各科英語增潤

及學生自主學習 

 學生對學習英文的興趣

及能力比去年有上升 

 

 LAC委員會報告檢視 

 

 全校學生共獲 3352張嘉許狀，學校

亦獲 Top i-Learner Award 2018，表

示老師用了一定努力來鼓勵學生完

成有關任務； 

 至於 APASO 方面，16/17 及 17/18

學年，初中及高中對英文的信心均

是-2.04及-1.98，表示沒有大進展。 

 

D. 監察高中學生修讀「應用

學習」的情況 

 學務部專責討論有關事

宜 

 

 專人跟進(包括出席率) 

 年終檢討報告 

 

 學務部有專責老師(CKL1)來跟進應

用學習； 

 S5有 23人修讀，最後有 2人退選，

3人的出席率低於 80%，尚算可接

受； 

 另從 S4有 44人申請有關的嘗試課

程，表示應用學習課程仍是本校學

生的一個可行選擇。 

 

E. 改善高中課程組合配搭  有檢討高中理科組合 

 有70%或以上的中四學

生能選修心儀的學科組

合 

 

 上學期內作出檢討並有

報告 

 比較學生中三時的選科

組合 

 

 達標 

 

 79.7%及 74.6%的中四學生能分別選

讀心儀的選修科一及選修科二。而

66.9%的中四學生能同時選讀兩科

心儀的選修科。因此，「有 70%或以

上的中四學生能選修心儀的學科組

合」尚算達標。 



 

F. 理順初、高中的教學語言  檢討初中更改部份科目

的教學語言後對本科及

英文科的影響 

 

 學年初已定出評估方法

和標準 

 學年結束時作出檢討 

 

 配合MOI政策， 17-18年度以英語

授課及考評的科目及班別包括 

 I.H (S.1全級、S.2BCD及 S.3BCD) 

 I.S.(S.1D及 S.2D) 

 中三級科學科分為物理、化學、生

物三科。全部以中文授課及考評，

銜接高中課程。 

 

 

反思及建議： 

1. 自主學習方面，雖然初中跨年度的數字看似不理想，但從與全港的常模差異來看，17/18年由初中的相差 0.94下降至高中的 0，表

示學生經過本校的教導，他們的自主/獨立學習能力已有所提升，由低於全港標準至追至達到全港標準，屬優秀表現。 

2. 「易合格、難高分」是一個長遠策略，希望能鼓勵學生多嘗試，是年度雖未展示能鼓勵學生，但從卷的深度而言，因合格率達不

到預期，顯示本校老師偏向較有難度的題目來考核學生，可再多思考其適合性。 

3. 學生把 i-Learner 看成是功課多於是一個提升興趣的平台，故宜再考慮其他方法來鼓勵他們。 

4. 應用學習課程仍是本校學生的一個可行選擇，惟本年度有個别學生經常無故缺課，需要老師多次提醒。建議來年校方嚴格考慮批

核申請報讀者，並加强輔導，讓學生對應用學習課程有更清晰理解及有努力完成的期望。 

5. MOI的發展仍要按學生的能力而作對應調校，建議學務組繼續觀察，並鼓勵老師多作裝備，以便可隨時配合學校的 MOI政策。 

 

1.4 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結果 

A. 增加學科的課外活動，提升

學生學習趣味  

 各學科組織課外活動，

全年不少於一次  

 

 持分者(學生)問卷相關

項目的數據比2016/17

有上調的趨勢 

 

 達標。各學科全年皆有組織不少於一

次的本科或跨科的課外活動。 

 17/18 年度學務部組織全校性全方

位學習及走出課室活動[註 1]。在



17/18年度學務部問卷調查顯示，無

論教師或學生皆認為「走出課室/跨

境交流團」活動安排恰當，老師認同

活動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技能及興

趣，學生的評分頗高，顯示很喜歡這

些課堂以外的學習方式。 

 

B. 提升學生學習的內在動機，

鼓勵學生多作嘗試 

 透過早會或週會鼓勵學

生，加強學生的自信心 

 

 全年至少有8次有關鼓

勵的講座或活動 

 

 達標，老師及校長在 DAY 1早會中，

均以德育鼓勵學生。 

C. 提升學生學習的外在動機，

推行獎勵計劃及表揚機會 

 透過外在的獎勵以鼓勵

學生努力學習 

 

 全年有過半學生人次獲

獎 

 

 本年度共發出了 3921張小獎狀，而

學生共兌換了 1096份禮物，達標。 

D. 規劃全校價值教育的發展及

推行活動  

策劃及推行適切的活動，加

強學生的學習信心及動力 

 

 價值教育組會議紀錄  

 持分者(學生)問卷相關

項目的數據比2016/17

有上調的趨勢 

 

 價值教育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國民

教育、服務學習、福音工作等多方面

的整全合作。透過早會及周會安排不

同德育課或主題講座[註 2]，並舉辦

班本和班際活動，讓學生擴闊視野，

體驗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從而學懂整

理建立個人目標和作出反思。 

 根據 17/18年度的學生問卷調查，超

過 50%同學認同本部安排的早會及

周會對他們的個人成長有幫助。另一

方面，有少數同學認為活動的吸引力

有下降。 

 16/17 年度低年級的人生目標評分



為 1.28，高年級為 0.91；17/18年度

則分別為 0.50 及 1.11。數值顯示低

班的評分較去年低，但升到高年級

後，學生受惠，對人生目標更有把握 

 如與 17/18的全港常模比較，初級比

全港低了 0.38 分，但高年級比全港

高 0.21，顯示學生受惠 

 

 

反思及建議： 

1. 從 APASO的資料顯示，學生經歷本校的學習生活後，普遍的表現皆有進步，特別是由初中升至高中後與全港常模的差距縮窄了，

表示本校的生活能促進學生成長。 

2. 德育及學習動機皆為內在素養，學校只能透過外在的活動來加以激勵，兩者有一定差距，惟在未有新的方法下，仍只可透過外在

的活動來鼓勵。 

3. 18-19年度的成長課，除了利用早會時間外，建議與初中生活教育課及各級聖經課整合，以期在較充裕的時間下讓學生對討論的議

題有更進一步的瞭解及啟發。 

 

關注事項 2：穩固電子學習基礎 

2.1 向初中學生介紹電子學習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結果 

向中一同學介紹電子學習及

Google Classroom 

 有七成或以上的中一學

生表示懂得用Google 

Classroom來交收功課 

 

 學生問卷 

 

 大部份學生掌握如何使用 google 應

用，惟資通科課時不足，學生未能有

太多應用機會 

 部份學生因為使用 google 應用的機

會不多，常有忘記密碼的情況。 



 

 

反思及建議： 

1. 現時是以課堂時間來教授學生使用 Google Classroom，因有了是年度經驗，加上初中資通的時間緊迫，可考慮簡化內容之外，讓學

生自行模索，透過生活上的多使用來培育有關素養。 

 

2.2 老師能進行電子教學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結果 

所有老師能把電子教學溶入教

學中 

 每位老師都能編製一個

應用電子教學的教案 

 

 每位老師都能提供有電

子教學的教案 

 

 所有老師已在學校安排的教師發展

日-電子教案工作坊完成其電子教

案，教案的質素亦反映老師已基本掌

握電子學習工具的應用方法。 

 已進行超過 40節電子學習課堂，學

生表示課堂能提升其學習興趣。 

 

 

2.3加強老師間對電子教學的分享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結果 

各科都有用電子教學於教學過

程 

鼓勵電子學習開放課堂及進行

跨科電子學習課堂 

 全學年各科最少進行不

少於一次的電子學習課

堂 

 全學年電子學習開放課

堂及跨科電子學習課堂

不少於一次 

 

 統計進行電子學習課堂

記錄 

 參考老師問卷 

 

 全年已進行 13次電子學習課堂的錄

影，課堂錄像亦已上載到內聯以供老

師們進行專業的教學交流。 

 



反思及建議： 

1. 老師已習慣使用電子教學的技巧，惟教學設計始終由老師主導，是否把這技巧應用在日常教學上，仍要視乎老師的習慣。 

2. 校方鼓勵同工在教學運用電子學習，會繼續優化電子教學器材、改善電子教學設施及增加支援學習輭件等。 

3. 下學年電子學習將納入科技教學組關注工作之一。各學部或學科需規劃三年計劃，訂定每位科任老師在三年內進行至少一次以電

子學習的教學。 

4. 下學年科技教學組負責支援新入職的老師或對電子教學未有認識的教學人員的專業培訓。 

 

 

關注事項 3：促進學生的生涯規劃 

3.1穩固全校參與模式的基礎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結果 

教師培訓  中六班主任均曾受相關

的校本培訓 

 

 教師問卷 

 

 所有中六班主任均已接受相關訓

練，達標。 

 

反思及建議： 

1. 本校已為過去兩年的中六班主任進行訓練，估計再過一至兩年，絕大部份的高中老師都已接受有關訓練。 

2. 因訓練是在校內及在早會課時內進行，老師較容易出席，故可達標。 

 

3.2開拓學生視野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結果 

A. 帶領學生認識不同的大專院

校(包括境外) 

 高中同學提供至少可有

四次參觀大專院校的機

會(包括境外) 

 

 參考學生發展部會議紀

錄 

 

 向高中學生提供七次參觀大專院校

的機會，其中包括青年學院及台灣高

等教育展。 



B. 推動以班級為本的個人成長

課，促進學生對「自我認識

及發展」、「事業探索」及

「事業規劃與管理」。  

 分級安排不同生涯規劃

課講座或活動 

 學生感到有關活動有助

認識未來職業方向 

 

 參考學生發展部會議記

錄 

 問卷分析 

 

 為中三級同學設立兩次生涯規劃

課，讓他們了解自己的興趣及能力，

從而有助他們的中四選科。 

 為中四級同學設立四次生涯規劃

課，讓他們更認識自己的性格及優勢

特質，並工作世界，從而為自己初步

訂立升學及就業的目標。 

 為中五級同學設立兩次生涯規劃

課，讓他們對升學及就業有更深入的

探討。此外，也透過兩次班本活動(網

上事業興趣測驗及尋找職業活動)，

讓他們更了解自己，從而計劃自己將

來的路向。 

 根據 APASO 數據，初中學生在對事

業的期望範疇的中位數(0.74)比上年

度的 1.51，亦比全港的 1.51 低，這

反映初中學生對事業的期望較低。高

中學生的平均數(1.63)雖跟上年度一

樣，但比全港的 1.97 略低，這反映

高中學生對事業的期望稍低。 

 

C. 提供小組式的生涯規劃輔導  安排中三及中六全級學

生進行面談輔導未來升

學或就業出路選擇 

 

 參考學生發展部會議記

錄 

 問卷分析 

 

 中六級全級學生基本上分成 3 人小

組，由 4 位核心生涯規劃組老師於

10至 11月的午膳時間，為他們提供

升學及就業的輔導。部分同學已為自

己訂立清晰的方向。大部分同學於會



面時也很認真，並感到老師的關顧。 

 中三級全級學生基本上分成 3 人小

組，由 7位生涯規劃組老師、1位生

涯規劃組教學助理及 1 位助理校牧

於 3至 5月的午膳時間，為他們提供

中四選科、升讀大專院校及選擇職業

方向的輔導。大部分中三同學也很認

真，且十分欣賞老師為他們的付出。 

 

D. 發展校友學長計劃  邀請校友作學弟妹的導

師，分享工作體驗 

 

 至少10位參加此項計劃

的校友學長全年至少一

次與學弟妹接觸 

 

 邀請上年度師友計劃的 25位學生參

與此計劃，並於學期初進行簡介會及

填寫他們有興趣的職業。 

 二十多位校友及近五十位學弟妹參

與此計劃 

 本年度共有十多次的職業分享活動。 

 

E. 發展學生大使計劃  成功推薦至少6名學生

參加校本輔導大使計劃 

 學生大使能協助推動至

少一個活動 

 

 參考生涯規劃組的紀錄 

 

 8位中五學生成為生涯規劃大使，她

們協助推行活動。 

 籌劃「築夢工程」活動 

 參加學友社「學友所承．校本輔導大

使計劃 2017-2018」，計劃包括 5次

訓練工作坊、1次訓練日營及 1次嘉

許禮。同學獲得積極參與獎。 

 

F. 鼓勵學生多留意VTC的資

料，讓有特殊教育需要(SEN)

 能安排有關VTC的參觀

活動 

 參考生涯規劃組的紀錄 

 

 跟 SEN小組合作，安排 SEN及學習

能力較弱的中三及中四學生，參觀葵



及能力稍遜的學生盡早考慮

這方面的出路。 

 

 學生有所得著 

 

芳青年學院。 

 

反思及建議： 

1. 生涯規劃組為中三及中六全級同學安排分組輔導，能貼近學生需要，校方予以肯定。 

2. 活動中亦有考慮 SEN學生的需要，鼓勵他們有所預備，對學生及其家長也是積極的發展性工作。 

3. 從校內同學參與服務，發展至畢業的師兄姊回校當學弟妹的生命導師，為學校開拓資源，也是正確方向。 

 

 

  



註 1：2017-2018年度 學務部－全方位學習及走出課室安排報告 

項 目 日 期 級 別 活    動 

A. 走出課室 

 (初中)  

13/11/2017  中一級  香港濕地公園導賞 

22-24/12/2017  中一級  福音紀律營  

5/3/2018  中一級  屏山文物徑電子學習  

24/11/2017  中二級  中西文物徑電子學習  

5/3/2018  中二級  蕉坑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考察  

B. 走出課室 

(高中)  

23/11/2017  中四級  迪士尼教室  

24/11/2017  中四級  參觀藝術館/通識考察(長洲)  

23/11/2017  中五級  中大生態遊  

24/11/2017  中五級  漁民文化導賞團(長洲/東北水域)/長洲考察  

24/11/2017  中六級  Dream High加油營  

C. 學術薈萃日 13/2/2018  全校 
 周會 (閱讀匯演)、推廣人物造型比賽、中四營商攤位、學會

攤位遊戲、活動成果分享展覽 

D. 跨境交流團 

23 - 24/11/2017 中三級 同根同心廣州交流團 

24/11/2017 中五級 深圳科技考察團 

27 - 30/3/2018 中五級 台灣地理歷史文化保育考察團 

26 - 30/6/2018 高中級 湖北省武漢、宜昌文化與三峽水利建設之旅 

27 - 28/6/2018 跨年級 廣州音樂文化探索之旅 

4 - 7/7/2018 跨年級 2018 台北藝術音樂交流團 

30/6 - 14/7/2018 跨年級 2018 New Zealand Study Tour 

  



註 2：2017-2018年度 學生成長部－早會德育課安排 

1.  2017-2018年度 Day-1早會德育短講  

 日期 價值觀和態度範疇 負責同工 

1.  9月 13 校長的話 (1) 羅燦輝校長 

2.   21 “Yes We Can”(1)-團結一致 李聚芳 

3.   29 “Yes We Can”(2)-責任感 劉哲鋒 

4.  10月 12 福音使命團就職典禮 郭偉傑牧師/ 

黎立仁副校長 

5.   23 “Yes We Can”(3)-守望相助 劉潔雯 

6.  11月 8 英文短講 English Talk (2) 李潔雲 

7.   16 校長的話 (2) 羅燦輝校長 

8.   28 “Yes We Can”(4)-各盡其職 梁啟宇 

9.  12月 8 凡事謝恩(感恩) 李麗婷 

10.   18 英文短講 English Talk (2) 劉寶燕 

11.  1月 8 德育短講-自由題 謝惠芬副校長 

12.   24 校長的話 (3) 羅燦輝校長 

13.  2月 1 “Yes We Can”(5)-真誠相處 羅佩施 

14.   9 英文短講 English Talk (3) 雷瑞芳及張銳初 

15.  3月 2 “Yes We Can”(6)-互相信任 林棟芬 

16.   12 正義與勇氣 黎育欣 

17.  4月 10 “Yes We Can”(7)- 共同承擔 莫海瑋 

18.   18 英文短講 English Talk (4) Mr. Adam Dowler 

19.   26 德育短講-自由題 楊孟紅副校長 

20.  5月 8 進取心 吳敏淇 

21.   16 “Yes We Can”(8)-自我反省 吳美琪 

22.   28 校長的話 (4) 羅燦輝校長 



 

2.  2017-2018年度 Day-6早會德育課題目 

日期 
主題 – 價值觀 / 態度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20/10/2017 
「我知道的我」-了解

自己 

「箭豬行動」-  

尊重他人 

「誰是說謊者」-  

誠實正義 

「NBA球星- 林書

豪」-進取心 

「內地行山男感謝香

港消防」-欣賞與批判 

15/11/2017 
「別人眼中的我」-

了解自己 

「烈火青春」-  

尊重他人 

「文具店」- 

誠實正義 

「霍金不朽的傳奇」-  

進取心 

「纖腰魚」- 欣賞與

批判 

23/1/2018 「哈哈鏡」-了解自己 
「環保與我」-  

尊重環境 

「Hea 住先」- 承擔

責任 

「體操運動員-桑蘭」

- 進取心 

「良心僱主」-行為背

後的動機  

8/2/2018 
「我的醜小鴨」-  

接納自己 

「料理家務」-  

尊重自己，愛護家人 

「面對恐懼的勇氣」- 

勇氣 

「我的三個願望」 - 

進取心 

「一封感謝信」-  

學會感恩 

25/4/2018 
「醜小鴨 vs 白天

鵝」-欣賞自己 

「生命無價」-  

尊重生命 
「Run」- 勇氣 

「渠王手字」- 創造

力 

「一件值得欣賞的

事」-欣賞別人 

15/5/2018 
「我的自畫像」-  

接納自己 

「廚餘與我」-  

尊重環境 

「出自我手筆」-  

誠實正義 

「生活用品多用途」- 

創造力 

「我的好行為」 -  

欣賞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