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獨特的孩子
友愛的孩子 樂觀與智慧                          的孩子



慈幼學校透過以下策略培育孩子三個特質 

Unique  (獨特的孩子) 

U.1 動感校園 Active School   

自小建立一個健康生活模式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早上的晨操安排，小息是孩子最珍貴的時

間。學校利用小息及午間時段，帶動學生「躍動傳承」，讓孩子在學習的同時，也享受遊戲

的樂趣 (Work hard, play hard)。學校利用校舍不同空間設置不同的活動區域，以及訓練不同

的學生大使，例如運動大使、音樂大使、視藝大使、環保大使、數學大使、百萬司儀、圖書

大使、IT 大使、基督小先鋒等，為小一至小三的學弟提供不同的趣味活動，營造慈幼大家

庭的共融文化，讓孩子建立「安全感」、「幸福感」及「歸屬感」。同時藉此機會給小四至

小六的大哥哥提供一個展示領導才能、建立自信心、訓練口才及溝通能力的黃金機會，從中

讓同學建立「能力感」、「成就感」及「使命感」。 

 

U.2 多元智能課程 Multiple Intelligence  (簡稱 MI)  

「多元智能」理論是 1983年由美國哈佛大學卡納德教授所提出的，正配合我們相信每一個

孩子都是獨特的，多元智能課程包括﹕語言、邏輯數理、音樂、肢體動覺、視覺空間、人

際、內省、自然觀察等智能，正正可以讓學生發掘出自己較強的智能，從而加強培養及發

揮。本校的多元智能課程涵蓋多項智能，期望學生在六年的小學階段裏能夠接觸 18 個的多

元智能活動，為「一生一體藝」打好基礎。 

 

 

 

 

 

  



 

U.3 盡展潛能課程 Potential Realization Programme (簡稱 PRP)  

「盡展潛能課程」(PRP) 是一個由老師悉心規劃的「拔尖課程」，課程內容涵蓋多個學科

範疇，包括中、英、數、常、音、體、視、IT、宗教、圖書等。而課程的設計是由各科任

老師共同商議共識的，老師按學生的能力及興趣，適切編排學生入組，讓學生專注學習某

一項特定範疇的知識和技能。老師因應學生於以上學科的表現作延伸培訓，讓不同能力的

學生都能在自己的基礎上，延伸得到適切培訓的機會，期望學生能運用 PRP 課堂所學的知

識及技能，學以致用，並預期學生在訓練一段日子後，能進一步服務學校或貢獻社區。 

 

 Level 1 (MI) Level 2 (ECA) Level 3 (PRP) Level 4 (Teams) 

活動理念 
安排學生免費

接觸不同活動 
學生按與趣 
課後繼續學習 

老師挑選有潛質

學生深化學習 
老師公開選拔, 
持續訓練成校隊 

上課時段 正規課堂 課後/周末 正規課堂/課後 課後/周末 

進行形式 全班學習 跨級專門訓練 跨級專門訓練 跨級專門訓練 

推行時段 上、下學期 上、下學期 上、下學期/全年 全年進行 
 
 

   

 

  

 



Friendly (友愛的孩子)  

F.1 全方位體驗學習  

秉承孔子儒家思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做人道理，讓孩子在慈幼大家庭中，循

序漸進培育友愛的美德。初小階段﹕由孩子自我中心開始，透過成長課、UP 情緒管理課

程，先學懂「愛自己」 (學習自理、自律及自信心) ，逐步延伸「愛家庭」，除關愛家人親

友外，不分彼此，關愛學校的師長、學兄及學弟；繼而推己及人「愛社會」，學習接納包

容、珍惜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及友誼，互相尊重，讓孩子在社會上成為一位守法的公民。 
 

  

 
 
踏入高小階段﹕學生開始走出課室，走出校園，學習承擔責任。例如透過戶外考察、境外交

流等體驗學習，讓孩子擴濶自己的視野﹕認識自己的祖國、認識世界、認識大自然宇宙的奧

秘。在過程中尋找自己，除學懂「愛國家」、「愛世界」，更學懂謙遜的態度「愛護大自然」，

以行動努力讀書，長大後能夠回饋社會、回饋國家、保護地球，為環保出一分力。此外，學

生透過生涯規劃、小六畢業朝聖之旅，進一步了解自己在天父眼中多寶貴，體會生命的重要。

期望孩子在聖召的領悟下與主相遇，感受到「天父的慈愛」，愛主愛人，不但能夠珍惜生命，

更能積極面對人生，實踐學校校訓「點燃火炬、照耀人群」。 
 

  

 



F.2 陽光學長 Buddy Programme  

透過「陽光學長」三年一循環的配對機制，凝聚學兄學弟之間的感情。學生由一年級開始

由學兄照顧，為期三年，直至學兄畢業後，學弟升讀四年級時，便接棒照顧剛入學一年級

的學弟。這樣的組合，除培育同學之間互助互愛的精神、建立孩子對學校的歸屬感外，同

時薪火相傳，透過學兄三年內對學弟付出的關愛，培養學弟同理心，在被愛的同時也懂得

關愛別人。 
 「一年級」配「四年級」 
 「二年級」配「五年級」 
 「三年級」配「六年級」 
 

  

 

F.3 《UpPotential 情緒管理課程》  (簡稱 UP 計劃) 

學校參加《青少年關愛計劃》，主要是讓學生、老師和家長一起學習一套「壓力管理」的自

助技巧課程。透過校內互動講座、工作坊、技巧練習課堂，以及網上動畫遊戲，加强孩子對

自助技巧的認識與運用，達致預防功效。課程主要教導學生以正面思想迎接挑戰，把困難視

為機會，把自助技巧作為關愛的工具，助己助人終身受用。長遠目標更希望帶領孩子以正能

量建造美好人生，建立一個關愛網絡，促進社會和諧。讓我們的孩子能擁有正向思維面對壓

力，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緒，做個開心快樂的「慈幼仔」﹗ 

 

  



Optimistic (樂觀與智慧的孩子) 

O.1 正規核心課程  

校本課程﹕透過十個學科，重點按六大範疇的，培訓孩子「學會學習」的共通能力 

(一) 好奇心      (二) 洞察力     

(三) 表達能力    (四) 判斷能力 

(五) 解難能力    (六) 創意能力 

 

小一銜接﹕鑑於小一學生需要適應小學生活及模式，因此一年級大致會以廣東話為教

學語言﹐到下學期再逐漸滲入普通話教授中文。同時一年級不設考試，

以「進展性評估」檢視學生學習進度 

O.2  全方位體驗學習活動 – 重視「學習」的過程 

   
 

  
 

 

以上全方位學習活動，正好讓孩子明白「求學不是求分數」。在參與各學科的「五感體驗活

動」過程中，同學們一起付出、一起經歷、一起體驗，過程中經歷喜與悲、樂與怒、成與

敗，這樣的學習，孩子才能真正享受「學習的樂趣」。讓學生「學以致用」，才能提高學生

的學習動機，增強孩子自主學習的原動力。單憑一個考試的分數又怎可以代表孩子的一切

呢? 真正「愉快學習」的真蹄，是在辛勤努力付出後，能見證自己學習成果的那份喜悅。 

 



 

學生全人發展  全方位學習 (多角度培育孩子成長) 
慈幼學生 特質 Unique Friendly Optimistic 
慈幼會 (鮑思高) 

辦學理念 宗教 仁愛 理智 
天主教 

五大核心價值 生命 愛德 家庭 真理 義德 

慈幼學校 

校本教育理念 

((横向 + 縱向) 
(目標為本) 

# 1 安全感 (關愛) 

# 2 幸福感 (感恩) 

# 3 歸屬感 (誠信) 

# 4 能力感 (熱忱) 

# 5 成就感 (堅毅) 

# 6 使命感 (聖召)  

# 1 愛自己 (自理/自律/自信心) 

# 2 愛家人 (服從/聽命/同理心) 

# 3 愛社會 (包容/尊重/守法) 

# 4 愛國家 (責任/國民身份) 

# 5 愛世界 (承擔/環保/服務) 

# 6 愛天父 (謙遜/仁慈/寛恕) 

# 1 好奇心 (五感/愛學習)  

# 2 洞察力 (自省/對美欣賞) 

# 3 溝通能力 (慎言/幽默感) 

# 4 判斷能力 (精準/明辨昰非) 

# 5 解難能力 (協作/領導能力) 

# 6 創造能力 (想像/冒險創新) 
團隊協作 D 組 (活動組) C 組 (校風/學生支援組) B 組 (課程/學與教組) 

慈幼學校 

校本實踐 

(具體措施) 

1. 動感校園  

Active School 

2. 多元智能課程 

(簡稱 MI)  

3. 盡展潛能課程 

(簡稱 PRP)  

--------- 

4. ECA 活動 

5. 校隊培訓 

6. 制服團隊 

7. 善會活動 

8. 戶外考察 

9. 境外交流 

10. 朝聖之旅 

1. 全方位體驗學習 

Life Wide Learning 

2. 陽光學長  

Buddy Program  

3. 情緒管理課程 

UP 計劃 

------- 

4. 周會/成長課 

5. 一人一職 

6. 風紀/大使 

7. 服務學習 

8. 生涯規劃 

9. 家長學堂 

10. 家長義工 

 

#1 核心課程 – 推行策略 ) 

1. 資優普及化、普及資優化 

2. 高階思維策略 (HOTs)* 

3. 因材施教  (按能力分組) 

4. 照顧個別差異 (拔尖補底) 

5. 多元化進展性評估工具  

(*) High Order Thinking skills 

#2 校內延伸學習活動 (例子)   

(一) 音/體/視/宗(一生一體藝) 

 (音) 慈幼大舞台 

 (體) 運動會 

 (視) 視藝展 

 (宗) 瞻禮感恩祭 

(二) 中/英/圖 (展示平台) 

 聽說﹕Youtuber/KOL 

 閱讀﹕閱讀馬拉松 

 寫作﹕童創園 

 綜合應用﹕話劇 

(三) 數/常/電 (跨科專題研習) 

 STREAM Project 

配合 EDB要求 

 德育元素 

 共通能力 

 (#1) 關愛          

 (#3) 誠信  

 (#5) 堅毅  

 (#2) 同理心  

 (#3) 尊重、守法 

 (#4) 責任、國民身份  

 (#5) 承擔  

 (#3) 溝通能力 

 (#4) 明辨性思考能力 

 (#5) 協作及解難能力 

 (#6) 創意及解難能力 



慈幼學校 
上課時間表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8:00 前 動感校園(晨操) 動感校園(晨操) 
專題閱讀 
祈禱/班務 

動感校園(晨操)  動感校園(晨操) 

08:00-08:10 個人靜讀 個人靜讀 個人靜讀 個人靜讀 

08:10-08:20 祈禱/班務 祈禱/班務 祈禱/班務 祈禱/班務 

08:20-9:00 
     

09:00-9:40       

9:40-10:00 動感小息 

10:00-10:40      

10:40-11:20      

11:20-11:40 動感小息  

11:40-12:20      

12:20-1:00      

1:00-2:00 
午膳  

 
 
 

自主學習 
空間  

 
學習社群 

(學生自學) 
(教師課研) 

動感校園 (躍動傳承) / 午間活動 / 功課導修 / 整理執拾 

2:00-2:40 

 
周會/ /成長課 

班級經營/ UP 計劃 
陽光學長/升旗禮  

宗教培育/主題講座 

 
CLD / PRP 

L1 拔尖補底 
L3 盡展潛能 

 
 MI 

 L2 多元智能 

 
CLD / PRP 

L1 拔尖補底 
L3 盡展潛能 

2:40-3:00 靜思時間 靜思時間 靜思時間 

03:00 放學 

3:15-4:15 
課後活動 

ECA/Teams  ECA/Teams ECA/Teams ECA/Teams 

 

Optimistic (樂觀與智慧) Friendly (友愛) Unique (獨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