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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Main Issues of DSE

中華聖潔會靈風中學
學校簡介

學校的信念和願景
1. 致力培育學生品德

2. 發展學生多元才能

3. 抓緊聖經教導，我們期望學生像鹽，在世上
發揮的調和和防腐功用

4. 我們也希望學生作光，在家庭、社會、國家
及世界作美好的見證及貢獻。

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孩子
• 大部份來自附近屋村
• 學生大部份來自低收入、低學歷的家庭
• 有些甚至是單親或是無親，有些同學的

家庭不是破碎而是「粉碎」
• 大多數學童的父母均須長時間

工作，根本無閒照顧子女，
更遑論跟他們有良好的溝通和
親子關係



我們的孩子
• 家長學歷水平不高，能於學業上幫助

子女的例子更寥寥可數
• 有為數不少的同學，他們於小學時的

學業成績中下，有些甚至差劣
• 他們大多數自信心薄弱，自我

形象偏低

我們的孩子
• 渴求被愛、被接納、被關懷、被肯定
• 較為自我，只顧自己，不理他人感受
• 不懂得適當地表達自己感受和設身處地

考慮他人的處境

六育並重
均衡發展

我們的期盼
透過多元活動，讓學生們有：
• 一個全新的經歷
• 一個重新開展的人生
• 被接納的感覺
• 要有成功的體驗
• 要有共同參與的經歷

我們的培育信念
• 我們認定「活動」是學生成長不可或缺

的元素，是學校完整課程的一部份，有
助啟發學生潛能，促進合群互助精神，
並培養責任感。

• 我們設立多元化的活動，期盼能培育學
生成長，啟發潛能，持續進步，為建構
豐盛人生奠定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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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展
按著學生潛能，為學生提供靈德智體群美

六育並重的優質基督化教育。

我們的活動策略
涵蓋學術、運動、藝術、歷史文化、生活、服務等
各方面，各式其色，多姿多彩，總有一樣啱你玩！

1. 班級經營
2. 訓輔活動
3. 多元化課外活動
4. 閱讀獎勵計劃
5. 學業成績獎及進步獎

6. 中一體藝培育計劃
7. 靈風人獎勵計劃
8. 品格飛躍計劃
9. 每月主題周及活動

課外活動一覽（合共51項）
運動 藝術 歷史文化 生活 服務

1 田徑隊 視藝學會 中國文化學會 學生團契 領袖生

2 越野隊 合唱團 中國書法班 手工藝學會 學術領袖生

3 泳隊 樂器班 日文學會 時事常識學會 圖書館領袖生

4 足球隊 雅樂社 趣味英文學會 康樂小組 紅十字會

5 男子籃球隊 劇社 英語文社 烹飪 靈風服務團

6 女子籃球隊 無伴奏合唱 園藝學會 遠足學會 公益少年團

7 男子排球隊 茶藝學會 棋藝學會 健康及環境大使

8 女子排球隊 歷史學會 電腦學會

9 羽毛球隊 朗誦隊 橋牌學會

10 乒乓球隊 演辯隊 數理天文學會

11 足毽隊 環保及地理學會

12 龍舟隊 攝影學會

13 舞蹈學會 企業家園地

14 健體訓練班 校園記者

問題來了！

活動是六育並重，
但如何知道學生
在均衡發展？

問題來了！

活動百花齊放，
如何化零為整？



靈風人獎勵計劃

目的
1. 鼓勵及指引學生的「靈、德、智、體、

群、美」六育發展。
2. 肯定學生各方面的努力和成果，以提升

個人自尊、自信。
3.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多元校園生活，

以培養對學校的歸屬感和良好
的師生關係。

各範疇項目及類別
靈 德 智 體 群 美

讀經計劃 守時記錄 在學科上獲取
優異成績 校隊成員 校外服務

參與或協助籌
備校內

藝術活動

宗教
體驗活動

儀容記錄
學業

成績進步
參與大型

校內外比賽
參與

課外活動

參加校內外藝
術類比賽或展

覽

團契出席 每月之星
校內外學術
活動或比賽

傑出運動員
參與校內
服務崗位

團契職員 操行獎 閱讀圖書
全年最佳

運動員
參與

校外比賽

好人好事 積極學習
嘉許狀

品格飛躍計劃 交齊功課獎

獲獎準則
1. 全年達60分，

當中包括六個範疇，可獲金獎。
獎項於結業禮頒發。

2. 全年達40分，
當中包括五個範疇，可獲銀獎。

3. 全年達20分，
當中包括三個範疇，
可獲銅獎。

技術性問題

如何收集資料
和數據？

資料和數據收集
• 積點每學期結算一次
• 資料和數據來源：

– 由負責老師主動提供
– 由TA根據校曆表所列出之活動追收

• 提供呈分資料範本
• 提供中期積點結算報告



每月主題周及活動
月份 主題周/活動 月份 主題周/活動

9 基督徒大會
班際籃球賽 2 第二學期考試

長跑日

10 班際足球賽
English Activity Day 3

班際羽毛球賽
健康周

復活節崇拜

11 第二學期考試
班際排球賽、福音周 4 English Fun Days

全方位學習日

12
學校旅行

多元智能挑戰營
聖誕崇拜、慶祝及嘉年華

5
數理周、書展

English Activity Day、
全心傳情日、班際手球賽

1
田徑運動會、書展

中國文化欣賞周
English Activity Day

6 德育周、水運會、
期終試、試後活動

問題又來了！

學生反問：
• 關我乜事？
• 我唔恨攞獎呀？
• 儲儲埋埋D積點有乜嘢用先？
• 點解我要咁努力儲點？
• 儲唔夠積點會唔會被罰？

檢討和反思
1. 要有人講解和督導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2. 要讓學生明白當中的重要性
3. 如何結合SLP和OLE？

優化與改良
1. 個人積分攻略（預先規劃）
2. 全新設計的成績表（加強誘因）
3. 每年中一暑期學校向學生講解靈風人

獎勵計劃詳情
4. 請班主任於家長日見家長時與學生一同檢

視同學於各範疇的發展
5. 利用中六德育堂，升就組老師與學生一同

檢視

是次分享所帶來的得著
• 談不上拋磚引玉，卻是給予學校一次反思的

機會，再次整理，重新出發
• 如何演繹出SLP的原意？

– 不是一人的單打獨鬥，而是上下一心，共同努
力所打造出來的學校文化

– 不是雜亂無章的計劃，而是經過
周詳部署，跨學科，跨組別，全
體總動員的運動



發展多元學習，建構豐盛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