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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辦學宗旨
本校為香港浸信會聯會於 1982 年在沙田第一城開辦的一所政府津貼小學，遵
行聖經的教導：「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
言 22:6) 致力提供優質教育，讓學生在優良的環境中學習，使他們在「德、
智、體、群、靈、美」六育都得到均衡的發展。
目標
1. 秉承聖經教訓，以彰顯耶穌基督的愛為辦學宗旨，幫助學生發揚愛己愛人
的精神。
2. 提供合適的學習環境，使學生愉快地學習，在「德、智、體、群、美、
靈」六育得到均衡的發展。
3. 全力推動優質教育，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創新、解難和溝通能力。
4. 鼓勵學生發展潛能，追求卓越，建立終身學習的能力和態度。
5. 培養學生自信、自愛和自律，建立正面、積極的價值觀，熱愛生命。
6. 培養學生樂於服務社會及貢獻國家的精神。
學校使命
團結一心，以愛相繫；辦事具效率，教育富優質；成為一所榮耀基督，提供全
人教育的全日制小學。
校訓
培 仁

牧

愛

學校金句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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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介
浸信會呂明才小學為香港浸信會聯會於 1982 年在沙田第一城開辦的政府資助
小學，1999 年改為全日制小學。校史可追溯自 1958 年九龍城區的香港浸信會
聯會第一小學及 1971 年慈雲山培愛小學，由 1958 年迄今，共六十三年，期間
的轉變見證了神奇妙的帶領，更彰顯了祂豐盛的恩典！
2020-21 年度，我們開設 25 班，有 59 位教師(包括九位外籍英語教師、一位以
普教中老師及一位圖書館主任)，一位社工及一位輔導員，並有教育心理學家
和言語治療師定期到校，為家長及學生提供支援服務。我們的教師都接受過專
業培訓，充滿教育熱誠，致力推動全人教育。學校亦設有家長教師會和校友
會，加強與家長及校友的聯繫，促進彼此溝通。
除正規課程外，我們設立隔週五活動課，以促進學生「一體、一藝、一學術」
的發展。我們提供多元化的興趣班和校隊訓練，以發展學生不同的興趣及潛
能。學校每年舉行的運動會、水運會、聖誕節福音週及感恩崇拜、復活節福音
周、學術週、戶外學習、五年級教育營、六年級福音營，給予學生豐富並難忘
的學習經歷。我們亦透過校本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全方位輔導活動、生命教
育戶外體驗的縱向課程、及與第一城浸信會的堂校合作等，讓學生本著聖經的
真理，肯定生命的價值，熱愛生命，從而建立正面積極的生活態度。我們推行
境外學習活動，包括加拿大及英國交流團、青島交流團、同根同心交流團、深
圳南油小學交流團等，以豐富學生的經歷及體驗，擴闊學生的生活視野。
我們的校舍規模雖小，但五臟俱全，除有二十四個標準課室、一個禮堂、一個
籃球場、一個雨天操場、一個電腦室、一個音樂室、一個視覺藝術室外，還有
STEM 室、中央圖書館、學生活動中心、多用途室、兩個英文小組會話室、祈禱
室、輔導室等。學校裏每個課室都裝置電腦、投影機、實物投影機，視聽器材
完備，方便教師運用不同媒體教學。
此外，我們還有一個空中花園，命名「全方位學習樂園」，裏面有公園遊樂設
施、太陽能光伏板及不同植物等自然科學設施，是探索及玩樂的天地。二樓有
蝴蝶園，內置不同品種的植物及蝴蝶介紹牌，除可綠化校園外，還豐富學生的
全方位學習經歷。地下設生態園，除了健身能源單車供娛樂外，還展示了不同
的奇珍異寶的標本，更育有小龜、蜥蜴、錦鯉、小魚等小生物，旁邊栽種不同
品種的植物，是常識科的生活體驗場所。地下有種植區，栽種多種果樹及花
卉，供學生學習；親子種植園區亦有助促進親子體驗及溝通。
學校還有一個「校園電視台」，設有電視節目製作器材及廣播系統，教師及學
生在這裏製作電視節目，介紹及宣傳學校活動外，也可分享校園生活。
總的來説，我們學校師資優良，環境優美，設備完善。我們為學生營造關愛、
愉快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健康、快樂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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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前瞻
感謝天父厚恩與眷顧，浸信會呂明才小學一直在父神的保守與帶領下穩步
發展，在沙田區深受歡迎，碩果纍纍，升中成績優異，成就備受家長及業界認
同。
我們在上周期已着力透過加強全校欣賞文化、建立師生及家長的樂觀精神，
推展校園的正面文化。根據持分者數據所得，學生在「成就感」、
「經歷」、
「整
體滿足感」、
「師生關係」和「稱讚」等範疇按年進步，可見過去三年「欣賞文
化」及「正面文化」已經在學校植根。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正常面授課達一年半
之久，成長課未能按時進行，部分正向教育活動也被逼取消；再加上社會事件
影響，本校學生的「負面情緒」仍然偏高，需於新一周期跟進優化。
此外，課外活動組致力推動學生由發掘興趣至發展專長，鼓勵學生透過訂
立「個人全方位學習目標」，培養學生學習面對及處理自己的成敗、得失，擁
有正確的素質：勝不驕、敗不餒，全力以赴、突破自己。雖然受疫情停課影
響，部分興趣班、課外活動及校隊需要暫停，以致同學未能全程參與，但在有
限的活動安排下，學生仍然盡力朝著自己所訂下的個人目標，持續發展專長。
本校於上周期已開始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能夠學)及提升學生自主學
習的動機(願意學)，以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在自主學習顧問何世敏博士指導
下，開展了自主學習課堂模式：學生自學、組內共學、組間互學及教師導學。
中文科(三至五年級)、英文科(二、六年級)、數學科(三、四年級)及常識科
(二、四年級)在何世敏博士指導下開展了課堂研修行動計劃，29 名老師設計導
學案，然後進行觀課、磨課及議課，不斷優化教學設計，初小主要培養學生自
學的能力；中小培養共學的能力；高小培養互學的能力。此外，教師優化課堂
教學模式，於課前透過預習促進學生自主學習；並在課堂中培養初小學生摘錄
筆記的習慣，並提升高小學生整理筆記的能力(速記、記重點和圖表)，以提升
教學成效。
總結三年發展計劃於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動機(願意學)的成效檢討，課業
留白能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鞏固學習課有效針對學生弱項，以及各樓層及課
室的「自主學習」名言海報和課室小白板有利學生互學。根據在培養學生自主
學習的能力方面的成效檢討，我們發現雖然大部分學生能自動自覺地學習，但
於訂立自己的學習目標方面仍有明顯的進步空間；部分學生未能養成摘錄筆記
的習慣，老師於課堂上加強培養學生記下重點及培養學生摘錄筆記的習慣尚有
改善空間；部分老師未能善用預習來改善課堂效能，老師仍有空間於課堂上善
用時間處理預習所發現的學生學習難點。由於疫情對面授時的防疫指引與限
制，學生較難於課堂上進行共學及互學。
2021-22 學年是學校發展計劃新週期開始，承接上一周期的檢視，建基於
本校校情，期望學校可以於這週期就以下兩項關注事項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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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評估促進自主學習
學校會透過培訓，疏理教師對評估的理念及模式的掌握，讓教師認識評估素
養的最新發展、多元化的評估模式、工具及方法、如何在課堂中實踐促進學習的
評估及如何善用評估提升學生學與教的能力等。另一方面，學校又會透過培訓，
介紹電子平台、跨學科及科本應用程式，使教師能掌握及於課堂運用資訊科技
工具促進學生互學及共學。校方又會加強學教評的循環，從優化共同備課開始，
善用資訊科技工具及優化互動學習的課堂設計，加入多方參與評估，深化自主
學習課堂，並透過課前、課間或課後評估檢視學生學習成效，運用評估數據回饋
教學，從而修訂課堂上學與教的策略，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2. 律己侍人，實踐正向人生
我們透過不同層面，例如「一對一師友計劃」、
「一人一職」及社會服務
等，讓學生透過服侍他人，肯定自我，提升正面情緒。我們會持續透過各級生
命教育活動及繪本教學、校本全方位輔導活動等，建立學生正向價值觀，培養
學生以堅毅的態度面對逆境。我們會致力建立學生守法、同理心及關愛等正面
價值觀，以肯定自我，包括︰重整成長課，加入正向元素及守法、同理心、關
愛的價值觀；建立電子奬勵系統，表揚學生正面價值，強化學生實踐正面行
為；透過教師專業培訓加強老師正向教育的技巧；家長工作坊及講座來增加家
長對正向管教的技巧；以及透過學生專題講座，培育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等。
最後，感謝一直愛護和支持「呂小」的法團校董會成員、第一城浸信會教
牧同工、家長和朋友，在我們前進的里程上，不住給予鼓勵與支持，讓我們可
以邁步向前、乘風破浪、屢創佳績。踏入 2021 學年，正值「呂小」第 40 週
年，我們以「閃爍呂程．敢夢飛翔」為週年慶祝主題，意味回望過去，恩典滿
載，展望未來，翱翔萬里。期望「呂小」在第三任校長的領導下，開展新一週
期的發展工作，可以秉承以往優良傳統與佳績，造福學童，繼續成為上帝流通
的管子、喜悅的學校、祝福的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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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學校整體表現
範疇

主要優點

管理與  法團校董會了解及支持學校的發展，信任校長，欣
組識
賞教師團隊的努力。
 教師團隊優秀，中層領導經驗豐富，老師團隊穩
定，教學經驗豐富，具工作熱誠及負責任，對學生
有愛心，使學校成為理想的學習和工作環境。教職
員關懷互信，合作愉快，團隊精神突顯。
 行政架構重整，校長與行政團隊在不同範疇加入新
思維，能推動學校進行革新與優化，又善用資源調
配，為學生提供適切和多元化的支援服務。
 因應教師全面學位化政策，能讓更多較年輕的同工
擔任行政工作，建立成長中的中層梯隊，承傳工
作。
 學校行政電子化，能減省校務員及教師的文書工作。
 校舍雖小，五臟俱全，設備完善，設有生態園、親
子種植園地、綠化走廊、再生能源站及天台全方位
學習樂園。
學與教  學校重視校本課程發展，透過共同備課會能促進教
師專業交流，透過課程發展小組促進跨學科溝通，
發揮團隊精神，並按學生能力和需要，引入適切的
校外資源，
 學校致力營造英語語境，以家長集資模式增聘八位
外藉英語教師，每星期以 1:8 師生比例上英語會話
課，一至四年級每星期有四節英文課由外籍英文老
師與本地教師協作教學，而五至六年級則有三節，
學生英語水平卓越。
 學校致力改善學習環境：網絡設備齊全、電腦硬件
充足，有助發展多元化的學習模式。
 落實推行資優及保底教育，提升學生學習效能，有
效發展學生潛能。
 教師親切友善，教學認真，能有效管課堂，師生關
係融洽。
 部分學生能善用筆記摘錄重點、應用工具書或編寫
組織圖等學習工具，具自學能力。
 小一適應課程、升中銜接課程能有效協助學生適應
新學習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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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需改善之處
 因應教師全面學
位化政策，大部
份教師均獲改編
職系，承擔行政
工作，需時適應
 學校某些措施有
待優化，需要尋
求資源及得到教
師的支持。
 適時需安排教師
出外進修，擴闊
視野。

 需強化師生使用
電子學習工具，
以提升自學、共
學及互學能力。
 需優化自評及互
評的評估數據分
析，給予學生適
切的學習回饋。
 需優化預習設計
及提升教師運用
學生預習內容發
現學習難點的能
力。

範疇

主要優點

校風及  本校歷史悠久，校風淳樸，升中派位成績優異，
學生支
已建立良好校譽，深受本區家長支持及信賴。
援
 學校能以基督的精神啟發學生熱愛生命、建立良
好校風、營造愉快及富啟發性的學習環境。
 學校大部份老師均為基督徒，堂校合作無間，致
力推廣學生、家長及教師的福音工作，基督教氣
氛濃厚。
 學校注重學生成長工作及朋輩輔導活動，致力培
養學生良好的品格。
 本校提供之全方位學習活動項目眾多，發展成
熟，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讓學生可在活動中發
展強項。學生在學術、體藝方面表現出色，屢獲
殊榮。
 學校善用隔週五活動課、戶外學習、流動生活
課、動感小息活動、境外交流活動等，配合正規
課程，為學生提供多元學習機會，並能有效培養
學生的共通能力及發展學生的潛能。
 家教會能發揮橋樑的角色，促進家校溝通，協助
校方發展。家長義工團隊積極投入，熱心服務。
 學校積極與社區和外間機構保持緊密聯繫，例如
引入專業團體、第一城浸信會、專業教練等進行
專項訓練及培訓，促進學校發展，為學生提供多
元化的學習經歷。
 學校積極照顧不同學習類型的學生，幫助學生建
立自信。
 學校為學生提供充足的機會，培養多方面的興趣
和才能，讓學生拓展視野，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增強自信和成就感。
學生
表現








學生學習能力普遍較強，積極參與課堂活動，英
語水平高。
學生積極參與不同的職務，服務師生，富責任感。
學生中、英、數三科表現良好，積極參與活動和比
賽。
學生在學術、體育、音樂方面屢獲佳績。
學生儀容整潔，率直開朗，樂於與別人溝通。
家長大多關心子女的成長，願意積極培育子女。
第6頁

尚需改善之處
 安排培訓，增加
教師處理有情緒
問題學生技巧。
 學生負面情緒仍
偏高，需加強培
養正面價值觀，
增強其抗逆能
力。
 學生容易落入網
絡陷阱或接觸不
良資訊，需加強
資訊素養的教
導。
 建立學生自律守
規的態度。

 部分學生漸趨自
我，缺乏同理
心，同儕關係有
待加強。
 部分學生學習的
主動性及自信尚
需改善。

2021-2024「 強 、 弱 、 機 、 危 」 分 析
一．本校強項：
1.
本校歷史悠久，校風淳樸，升中派位成績優異，已建立良好校譽，深受本
區家長支持及信賴。
2.
本校中層領導經驗豐富，師資良好，老師團隊穩定，教學經驗豐富，具工
作熱誠及負責任，對學生有愛心，同事間合作愉快，工作認真。
3.
法團校董會了解及支持學校的發展，信任校長，欣賞教師團隊的努力。
4.
學校大部份老師均為基督徒，堂校合作無間，致力推廣學生、家長及教師
的福音工作，基督教氣氛濃厚。
5.
學校注重學生成長工作及朋輩輔導活動，致力培養學生良好的品格，並已
建立優良校風，深受社區人士認同。
6.
學校致力發展課程，透過共同備課促進教師專業交流；透過課程發展小組
促進跨學科溝通，發揮團隊精神；透過外間支援服務擴闊教師的專業領
域。
7.
本校提供之全方位學習活動項目眾多，發展成熟，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讓學生可在活動中發展強項。學生在學術、體藝方面都有出色表現，屢獲
殊榮。
8.
學校善用隔週五活動課、戶外學習、流動生活課、動感小息活動、境外交
流活動等，配合正規課程，為學生提供多元學習機會，並能有效培養學生
的共通能力及發展學生的潛能。
9.
家教會能發揮橋樑的角色，促進家校溝通，協助校方發展校務。家長義工
團隊積極投入，熱心服務。
10. 校舍雖小，五臟俱全，設備完善，設有生態園、親子種植園地、綠化走
廊、再生能源站及天台全方位學習樂園。
11. 學校積極與社區和外間機構保持緊密聯繫，例如引入專業團體、第一城浸
信會、專業教練等進行專項訓練及培訓，促進學校發展，為學生提供多元
化的學習經歷。
12. 學校致力營造英語語境，以家長集資模式增聘八位外藉英語教師，每星期
以 1:8 師生比例上英語會話課，一至四年級每星期有四節英文課由外籍英
文老師與本地教師協作教學，而五至六年級則有三節，學生英語水平卓
越。
13. 學生學習能力普遍較強，積極參與課堂活動。
14. 家長大多關心子女的成長，願意積極培育子女。
二．本校弱項：
1.
校園空間略嫌不足，有礙推展更多校內活動及課外活動。
2.
由於要推展各種校內、外之學習活動及照顧學生之多樣性，資源仍然不
足。
3.
在社會氛圍及不同家庭的管教模式下，學生的學習及行為問題漸趨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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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契機：
1.
行政架構重整，校長與行政團隊在不同範疇加入新思維，能推動學校進行
革新與優化，又善用資源調配，為學生提供適切和多元化的支援服務。
2.
因應教師全面學位化政策，能讓更多較年輕的同工擔任行政工作，建立成
長中的中層梯隊，承傳工作。
3.
學校行政電子化，能減省校務員及教師的文書工作。
4.
學校致力優化校本課程，與時並進，促進學生學習。
5.
學校致力改善學習環境：網絡設備齊全、電腦硬件充足，有助發展多元化
的學習模式。
6.
沙田區時有新住宅樓宇落成，增加適齡學童人數。
7.
本校獲多間傳媒機構採訪，加深外界人士對本校發展的了解。
四. 本校危機：
1.
學校已發展四十年，某些措施有待優化，需要尋求資源及得到教師的支
持。
2.
除中層領導外，大部份老師缺乏行政經驗，需要加強培訓及承傳。
3.
教師盡責於教學工作，花時間掌握最新教育政策及發展是一大挑戰。
4.
受融合教育政策影響，學生能力差異較大，教師在堂上處理學習多樣性是
一大考驗。
5.
學校各類型的活動豐富，學生較易將福音性活動放在較後的優次選擇。
6.
學生負面情緒仍偏高，需加強培養正面價值觀，增強其抗逆能力。
7.
學生容易落入網絡陷阱或接觸不良資訊，價值觀易受影響，且危機意識薄
弱，需加強灌輸有關訊息。
8.
部份學生欠缺自律精神、或缺乏家庭支援、或對學習欠缺自信及學習動
機，需多加關懷及跟進。

2021-2024 年度的關注事項
1. 以評估促進自主學習
2. 律己侍人，實踐正向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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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學校發展計劃 (2021-2024)
關注
事項

時間表
2021-2022 2022-2023 2023-2024

目標/策略

1.以評估 目標：
促進自 1.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主學習 策略：
1.1. 提升教師共同備課質素，
加入多方參與評估，優化
自主學習課堂
1.2. 舉辦評估素養講座，加強
全體教師的專業知識。
1.3. 優化電子平台之評估數據
工具運用，讓教師善用數
據提升學與教的質素
目標：
2. 善用評估數據回饋教學，提升
學與教質素。
策略：
2.1. 修訂擬題表，緊扣學習重
點，以便更準確及聚焦地
評估學生的能力。
2.2. 善用評估數據，檢視學生
學習成效，從而修訂課堂
上學與教策略、促進學生
自主學習。
 課前
 課間







自評
2 個教案

互評
2 個教案

家長評估
2 個教案







促進學習的
評估

擬卷技巧

如何分析學
生評估數據









P5-6





P3-4

P1-2

(優化 P5-6)

(優化 P3-6)




 課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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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信會呂明才小學
學校發展計劃 (2021-2024)
關注
目標/策略
事項
3. 律己侍 目標：
人，實 1. 培養正面價值觀(守法、同理
踐正向
心、關愛)
人生
策略：
1.1. 重整成長課，加入正向元素
及守法、同理心、關愛的價
值觀
1.2. 建立電子奬勵系統，表揚學
生正面價值，強化學生實踐
正面行為
1.3. 透過教師專業培訓加強老師
正向教育的技巧
1.4. 透過家長工作坊及講座，增
加家長對正向管教的技巧
1.5. 透過學生專題講座培育學生
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
1.6. 舉辦伴讀活動，高年級學

生與低年級學生伴讀，培
養學生律己、侍人的品格
目標：
2. 透過服侍他人，肯定自我，提
升正面情緒
策略
2.1. 透過一人一職服務學校
2.2. 「一對一師友計劃」
，服侍

學弟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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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時間表
2022-2023

2023-2024



































每年進行
3次

每年進行
5次

每班至少
1次















學校行政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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