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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校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學於2001年創校，並以基督教信仰建立學校施教理念及價值觀。學校

全體教職員一直盡上心力，仿效基督犧牲的愛，努力為主作工，為學生提供優質的教育。

學校教學團隊一直持守本校辦學理念：使學生能在公平、尊重和得到支援的學習氣氛中，

發展多元智能，培養良好的品格、體質及資訊科技能力，啟發思考和創造能力，終身學習，造

就將來適應社會需要的條件。

每一個孩子都是獨特的，他們的成長都需要細心的保護及培育。神小是一個充滿愛和接納

的地方，老師們都能以學生為中心，按著每個孩子的獨特性及多樣性為他們設計適切的學習藍

圖，也在學生的成長路途陪伴關懷。

課堂上，老師注重照顧學生學習的差異及特質，由課程內容、學與教的過程甚至學習成果

展示，都會按學生的學習發展區而調適，為的是讓每位學生都能在基礎上有更突破的學習，從

而發展學生自主學習的動機及能力。在課堂以外，學校亦大力推展涵蓋不同智能的課外活動，

以培養學生的不同興趣之餘，更重要的是發展學生個人的多元智能，建立自信，也同時培養良

好的生活態度。

身處神小這個關愛校園，學生都能與同伴和老師建立親密而和諧的關係，我們致力推動每

一位學生進步，追求卓越，而他們的成長也會經歷不斷的嘗試和自我挑戰，學校老師與他們同

行，給予愛、接納及鼓勵，讓每一位學生都能在不同的基礎上不斷進步，確認自我價值，能自

信自愛，勇於接受成長的挑戰，建立快樂健全的人格。

老師、學生及家長們都很愛護學校，深信學校有上帝的祝福，能榮神益人，服侍家庭和社

區，實踐建立與造就。

 李碧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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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歷

辦學宗旨

辦學使命

級別 班數

一年級 4

二年級 4

三年級 4

四年級 5

五年級 4

六年級 4

總數 25

一、以基督價值培育未來人才，貢獻社會

二、藉家校合作及豐富資源，培育學生在德、智、體、群、美、靈上均衡發展

2021-2022年度各級班數

建立愛神愛人優質的福音校園

優秀教師團隊
本校100%常額老師與合約老師(包括校長及兩名外籍英語老師)已接受師資訓練，100%老師獲認可學位，

47%老師獲碩士或以上之學位。所有英文科老師及普通話科老師均持有語文基準。

教師資歷 百分率

教育文憑 100%

學士 100%

碩士 47%

 0-4年 9%

5-9年 16%

10年或以上 75%

教師教學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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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美的學校環境及 完善的學校設施

小舞台

獎杯櫃

英語閱讀閣

本校是一所設備

齊全的千禧校舍，除

了標準課室外，還有

以下特別室、場地或

設施，為學生提供理

想的學習環境。

英語室
自助音樂廳 圖書館

活動室

小廣場

梵高的臥室展區課室

常識室資訊科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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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美的學校環境及 完善的學校設施

小舞台

禮堂

視藝室

音樂室

七樓籃球場

不同主題的樓梯設計

休憩長廊

跑步區

雨天操場
涼亭 

梵高的臥室展區

籃球場常識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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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小四至小六英數上課時段，每班於該科成績較佳的「2 組學

生」會分流到另一課室上課。老師會按 2 組同學的學習能力於學

習內容上適當地加深、加廣、加速。留在原班課室的 1 組同學則

能享受師生比例降低的小班優勢，讓老師能更有空間照顧學生的學

習進度及學習需要。

本校分流教學的措施，為的是要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讓能

力或學習進度不同的學生都能得到最適切的支援，讓每個獨立的生

命都能進步及成長。

本校課程發展主要以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為目標，相信孩子在不同智能範

疇中均有機會發揮其獨特之處。透過日常課堂學習及多元化的校園活動，學生

能在語文、數學邏輯、自然、音樂節奏、空間視覺、肢體動覺、內省及人際八

大智能中各展所長，追求卓越。

老師在每學年都會根據學生在校的情況評估他們在八項多元智能的表現，

由班主任及相關老師撰寫學生個人智能報告，讓家長及學生了解其智能發展。

另外，為了表揚及鼓勵學生，每學期老師們都會在班內選出八名多元智能之星

得主，以肯定他們的努力。到了年終，本校會於不同智能中選出一位表現最卓

越的學生作智能金星獎的得主，以讚揚他們在該範疇的傑出表現。

分流教學

多元智能

英 1 組同學的筆記

數 1 組的同學合力把所學過的 11 個正方

體展開圖透過磁石貼展示在黑板上。

數 2 組的同學於課堂上展示把

帶分數化為小數的過程。

多元智能學習

八項智能之星

優質課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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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學生都是獨一無二，故此本校採用適異教學法，特別

是運用當中的分層教學策略去設計課堂教學，照顧學習多元。

本校中、英、數、常的『共同備課紀錄表』是參考「適異

教學法」概念設計，以協助老師在設計『學習內容』、『學習

過程』、『學習產出』時能考慮如何照顧個別差異，讓不同能

力的學生都能學得更好。

在課堂上，教師透過設定不同深度、廣度及複雜程度的學

習課程內容，為學生提供富彈性及開放性的課業，因此課堂着

重學生自主性及學習產出。教師因應學生的不同能力、興趣及

過去的學習經歷來佈置多樣化的分層課業。

分層教學

學生透過 Geogebra 軟件、一題多解和創作

題學習圓周的概念。

學生自選默書內容，錄音後自行默寫。透過自主學習，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常識科的分層教學着重小

組討論和匯報，讓不同能

力的同學能互相交流。

多元化課業

學生利用圖表理解議論文中

「先破後立」的概念，訓練

學生的高階思維。

電子學習

學生學習寫筆

記的技巧，透

過組織及整理

學習重點，做

到「 學 會 學

習」。

學生在參觀消防局後合力

製作心意咭寄到消防局，

向消防人員表達謝意。

綠豆數量估

算活動。

分層教學及多元化課業
於課堂設計上照顧學習多元

為了發展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的能

力，我們將電子學習融入日常教學中，

透過Iclass 、Microsoft Education 等電

子學習平台，拓展學生學習的廣度和深

度，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創意、協作

及解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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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科

布偶製作

本校把戲劇教育納入正規授課的課時內，於

二、四、五年級設戲劇科，透過多元化的學習經

歷，提升學生的共通能力、多元智能、創意及想像

力，自信心及正面的價值觀與態度。透過不同的戲

劇習式和戲劇觀賞活動，提升學生對戲劇的興趣，

認識基本的戲劇知識與元素，發展不同戲劇技能。

多樣化的戲劇教學模式，加強學生掌握不同內容的

學習重點，擴闊學生對中國歷史人物或中文科故事

人物的認識，並培養他們愛國的情操及欣賞人的內

在美。

本校視資優教育為優質教育的重要一環，提倡

「資優教育普及化，普及教育資優化」。本校會提

名表現突出的學生參與資優培訓計劃，從而提供適

切的教育機會，使他們能充分發揮個人潛能。

本校設有四十多個資優小組或相關培育課程，

亦為資優或卓越學生建立校內及校外的支援系統，

包括透過建立「人才庫」、善用「多元智能評估

表」，甄選學生參與校本的延伸及增益活動，並提

供多元化、富連貫性的教育活動，使學生在各方面

都可以得到適切的栽培。

香港話劇團到校演出《紫城

伯伯做皇帝》劇場
葵青劇院黑盒劇場到校巡迴演出《孤兒》。

STEM Day

探究科學，實踐所學

學生領袖向來賓介紹學校及帶領小朋友進行活動

手鈴板訓練

手鐘訓練

視藝資優小組成員在
學校不同角落創作及
畫出一片充滿色彩的
空間。

英語音樂劇

與中文科跨科合作設計單元教學

優質課程特色
資優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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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致力提供多元化的學習途徑，以發展學生多元智能及擴闊其生活經驗。因此，課外活動涉及多個不同範疇，

包括校隊訓練及資優小組(游泳、田徑、男女子籃球、男子足球、女子排球、羽毛球、乒乓球、花式跳繩、戲劇、合

唱團、動感聲藝、英語音樂劇、武術、中國舞、視藝資優小組、手鐘、中英文資優/集誦、數學訓練、STEM TEAM、

學生領袖)、制服團隊(小童軍、幼童軍、基督少年軍)、興趣小組(神棋樂園、植物研究生、單車隊、樂器班、山藝少

年)及外聘班(手工、Phonics、魔術、奧數)。

課外活動能照顧有不同興趣和需要的同學，學生能透過參與活動發展其多元智能，也可了解自己的特點，培養不

同的興趣，在課堂學習以外有更多方面的學習機會，更有機會在神小才藝夜展示自己的努力成果。

四川體驗之旅

中文集誦隊

手鐘隊

中國舞 花式跳繩
樂器班

神小才藝夜

單車隊

全方位學習

瑤族之旅

交流活動

課外活動

北京文化考察之旅

台灣之旅

上海之旅

武術隊

本校十分重視學生的多元經歷，故定期推行交流活動，如每年為五年級全體同學舉辦交流活動，擴闊學生視

野，豐富多元學習經歷。希望學生透過實地考察、參訪景區、認識當地的文化，以及到農村探訪，與農民交流及

體驗簡單農務，培養學生關心社會，並激勵他們立志將來為社會作出貢獻及承擔。

此外，本校會於交流團出發前舉辦預備班，為學生提供餐桌禮儀、行李整理、考察交流的研習技巧、模擬過

關及登機程序等訓練。本校學生歷年到訪地區包括：台灣、北京、廣州、蘇州、內蒙古、四川及上海。

內蒙古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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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切的照顧
由踏入「神小」校門起，老師們已為一年級新生

悉心安排不同的照顧，務求讓一年級新生可以熟習

學校的運作，與老師、同學互相認識。學校同時亦

會為家長舉辦講座，提供預備和支援子女上學的相關

資訊，齊齊為升上小學做好準備。小一適應班會以輕

鬆、愉快的形式模擬上學的狀況，讓新生學習學校的

常規、秩序和運作，參觀和認識學校，與老師、同學

以遊戲互動上課，令他們能夠在趣味中了解和適應校

園生活，老師亦從中了解學生的情況和需要，能及早

為新生作適切的安排。

在課程方面，中英數常四科在教學課程及課業佈

置上亦為小一新生作特別調整。另外，一年級於平日

課堂進行進展性評估，以取替測驗，另每學期安排考

試一次，以協助小一新生盡快適應小學階段的學習。

八月份的小一適應班中有不同
遊戲讓同學們互相認識。

開學周舉行小一歡迎禮，全

校師生熱烈鼓掌歡迎他們。

小一新生學習排隊放學。

小一新生都很喜歡

神小的校園生活。

八月份舉行小一家長日
九月份舉行家長晚會，解決學生在學習適應上的疑難。

三次升中講座及個別指導

升中面試訓練
升中放榜，分享成果

宗教

每名學生都需要被肯定和鼓勵。同學們升上小五，便要面對升中。呈

分試似乎成為每個高小學生的人生關口。面對挑戰，「神小」老師們會與

他們同心同行，誘導學生了解自己的性格、能力，亦帶領學生參觀不同的

中學，從而找出心儀的中學作為奮發目標。升中訓練是本校的重點，學校

每年舉辦「升中模擬面試」，及3次升中家長講座，讓家長和同學有充足

的準備迎向挑戰。因疫情緣故，學校於2020年度舉辦了「網上升中模擬面

試」。多年來本校升中派位結果均屢獲佳績，2020年獲派首名志願的學生

比率達81%(全港62%)；獲派首三名志願的學生比率達94% (全港83%)。

小一適應   

小五、小六升中訓練   

升中指導 ( 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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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學生到教會參加「畢業飯」活動。
升中面試訓練

每個課室門外均有宗教壁畫，

把聖經事蹟融入校園。

學生於豐盛生命教育日

製作「五色毛毛蟲」，

認識福音內容。

勤背金句能得到老師的獎勵。

「我點 ‧ 你彈 ‧ 齊齊唱」。小息時，學生點

選詩歌，然後由老師彈奏，同學們一起唱。

從畢業營起，教會導師透過接觸學生，

了解學生的需要，並鼓勵他們上教會。

本校是一所基督教學校，我們重視學生的心靈成長。除了

宗教周會及節期崇拜，每周均設一節聖經課。本校的聖經科不

設考試。除了分享《聖經》事蹟，老師會在聖經課與學生禱

告，也會讓學生背誦《聖經》金句。我們也會透過獎勵，鼓勵

學生多背金句。每一年，學校均會舉行「豐盛生命教育日」。

透過不同的主題活動，讓學生學習信、望、愛、感恩、喜樂、

捨己。

初萌芽的信仰生命需要在適切的環境下成長，因此本校積

極與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合作舉辦不同的活動，包括教會崇拜及

小組體驗、燒烤會、畢業飯、畢業生生命成長見證分享等，更

邀請教牧同工到校分享教會生活，帶學生進入教會。

小六學生到教會燒烤。

豐盛生命教育日佈道會

宗教

學生到教會體驗崇拜及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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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十分重視學生的品格培育。成長中的學生需要很多

指引和關心，本校的生命教育課程，透過不同的遊戲、活

動、課堂、體驗、小組等學習經歷，培養學生的良好品格，

建立美好而強健的身心靈，助他們在人生路邁步前行。

生命教育

師長同行，結伴成長

學校會把高年級同學分成小組，每組由一位老師帶
領，進行「師長同行」活動。「師長同行」是老師和同
學在成長路上，一起結伴關心，透過約見、傾談、午飯
和興趣活動，讓老師有機會關心每位同學，也讓彼此更
熟悉，藉以建立親密感和營造歡樂的校園氣氛。

 結伴同行、深化學習

學校會舉行一系列涵蓋不同成長課題的小組，例

如︰義工訓練、情緒管理、社交關係、Lego小組、桌上

遊戲小組、躲避盤小組等。希望藉此發掘學生不同的長

處，讓他們建立自信，訂立發展目標。

畫 出 自 己 今

天的情緒。組員以戲劇形式宣揚

毒品的禍害。

同 學 專 注 地

玩桌上遊戲

老師和學生一起製作具創意的壽司。 

成長天空、逆風飛翔
為提高高年級同學對抗逆境

的能力，由四年級開始，我們會
邀請一些合適的學生，參與為期
三年名為「成長的天空」的計
劃。當中包括一系列的成長小
組、宿營、歷奇活動訓練等，讓
他們從中學習照顧自己和待人接
物的態度。學生在活動中不斷嘗
試及累積經驗，從失敗中學習，
轉化相關經驗從而找到成功的方
法。相信學生可藉此提升自信
心，有助他們迎接日後於生命中
的挑戰。

一點一滴、茁壯成長

在生活教育課中，班主任與學生一同經歷不同的成

長課題，如學習自理、

訂立目標、交友之道

等。過程中師生間有更

深入的互動及了解，增

加班內的凝聚力。

學生好品格，由校本輔導活動開始！

學校為學生設計每年不一樣主題的校本輔導活動
讓他們學習和實踐，培育他們成為一個正面、良好品
格的好學生。

同學們積極參與「感恩」攤位遊戲。

同學感謝家人的
照 顧 和 愛 護， 把
愛和感恩說出口。

教育小朋友需要家長和學
校有緊密的合作，故此本校定
期舉辦相關的家長小組和講
座，讓家長了解孩子的情況，
嘗試理解、學習與他們相處，
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與他們
在成長路上同行。

在家長小組中，家長們一
同學習和分享育兒心得，
與孩子一同成長！

家長用心學，培養親子好關係

愛心哥哥，温柔姐姐

為了幫助小一學生適應校園

生活，同時教導高年級同學關顧

別人，增加他們對校園的歸屬

感，我們每年會進行「大哥哥大

姐姐計劃」。由社工訓練他們協

助老師照顧小一學生，陪伴他們

認識校園，協助他們自理，關心

他人的需要。藉此，也讓高低年級

同學彼此認識，增加交流的機會。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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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同行
生活教育課

校本輔導活動

課後小組

家長教育

成長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