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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最新編訂的《小學教育課程指引

2022》，其主題為「立德樹人重啟迪，創造空間育全人」。

「立德樹人」是指培育才德兼備的新一代，使他們成為有承

擔、有視野、愛國愛港愛家的終身學習者。「創造空間」是

指學校需要透過優化課程、評估及全方位學習，讓學生享有

更廣闊的學習空間。老師須運用多元化的教學策略，鼓勵學

生循序漸進、積極自主地學習。有關課程指引更新了七個學

習宗旨（見右圖），其中最強調培育學生國家觀念，加強價值觀教育，尤其是生命教育、

國民及國家安全教育。

　　聖士提反一向最重視品德教育，首要辦學宗旨乃全人教育，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使學生身心靈得到全面發展。這學年，我們一如

既往，除了在各科正規課程內滲入價值觀教育的元素外，亦舉辦多元化的主題活動或親子設計比賽，例如講故事比賽，正向急口令親子

設計比賽、欣恩一分鐘分享活動等，期望學生透過參與上述活動，懂得欣賞自己的性格強項，提升自信心，擁有正向的生活態度。此

外，我們透過「紫荊花獎勵計劃」，進行六個價值觀之品德培育，六個價值觀為「禮貌」、「盡責」、「自律」、「尊重」、「誠實」及

「關愛」。我們以三年為一個循環，每學年重點灌輸兩個價值觀。這六個價值觀與培育學生國家觀念及國民身份認同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教導學生懂得尊重他人，也要教導他們尊重國家，不可隨意「踐踏」國旗及國徽，尊重國家是國民最基本的責任及義務。我們

期望孩子做個自律守規的學生，就是在灌輸守法守規的道理。我們教導孩子做事要盡責，也是期望他們能成為盡責的良好公民。我們教

導孩子要懂得關愛他人，對社會上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就是教授他們要關心時事，關心國家的發展。我們盼望孩子做個誠實的人，除

了不欺騙他人外，其實對自己也要保持誠實，因為對自己誠實能扛起責任，讓自己勇敢面對眼前的難關與挑戰，而不是選擇自欺欺人或

逃避問題。我們期望孩子將來也能看見國家在瞬息萬變的時代所面對的挑戰，能扛起國民的責任，為國家作出貢獻，共建美好家園。至

於禮貌的重要性，人人皆知，我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素有「禮儀之邦」之稱，中國人也以其彬彬有禮的風貌而著稱於世，當我們培育

孩子做個有禮貌的人，就可以分享這種優秀的中華傳統美德，促進學生的民族感情。

　　按照《小學教育課程指引2022》更新後的學習宗旨，本校將持續加强價值觀教育，培育學生國家觀念，期盼家長能與學校攜手合

作，合力培育我們的孩子成為才德兼備的新一代。

柯靜如校長

校長的話—新指引

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

梁偉傑先生主領工作坊
梁亮主任報告小組
討論結果

聯校教師工作坊

日 　　期： 2022 年 8 月 24 日

主 　　題： 國家安全教育

參與學校： 本校、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聖保羅書院小學

主辦機構： 教育局 (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 )

教師專業發展日
日期： 2022 年 12 月 7 日
內容： ①	 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老師分享「翻轉教室」教學設計

 ( 配合關注事項：善用「翻轉教室」，持續發展學生的自主
學習能力，優化學習表現。) 

②	 筋腱、肌肉及關節健康工作坊【劉兆安先生主領 ( 香港註冊
物理治療師 )】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

St. Stephen's Girls' Primary School

IN FAITH  GO  FORWARD

訊校

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1 1



　　大家好，我是陳芷瑋老師，很高興能加入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這個大家庭！我

今年是三丙班的班主任，任教數學、常識和視藝科。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裏能與各位同學分

享我在學術和藝術方面的知識和經驗，陪伴大家一起學習和成長！平日我很喜歡做運動，

例如遠足、跑步，因為在這過程中能得到滿足感，做事也變得更專注，從而令身體和心靈

更健康。你又喜歡甚麼課餘活動呢？下次當我們在學校見面時，歡迎來和我分享一下！

第三行
( 由左至右 )

李樂筠　林晞恩  胡珀萁  王君睿  黃子穎
黎凱嘉　陳諾妍

第二行
( 由左至右 )

麥穎琳  陳可翹  李蔚楠  李希鳴（總學生長）
古蔚然（副總學生長）   許鎧淇  陳樂怡

第一行
( 由左至右 )

蔡佩珈  陳泇渝  趙卓皚  李心韻  謝欣翹  
馮晞晴  潘蔚心  鍾渪琪  陳心言  梁安行

　　2022 年 9 月 19 日，本校舉行

了一年一度學生長交接儀式—薪

火相傳。儀式中，柯校長為二十四

位同學戴上學生長襟章，去屆總學

生長林恩慈同學致辭勉勵學妹，當

二十四位同學手上的蠟燭被校長傳

來的燭火燃亮後，代表她們正式成

為學生長，承諾為學校發光發熱，

把服務精神承傳下去。

　　Hello everyone! I am Miss Charlotte 
Wong and I am happy to have joined SSGPS. 
I am teaching English and Visual Arts this 
year. I am very excited to get to know all of you 

and your unique personalities. It’s going to be a 
great year of new friends, new adventures, and new 

discoveries. Let’s make it an incredible year!

2022-2023年度學生長
學生長就職典禮—
薪火相傳

 學校新成員

張雅茵老師 ( 教學助理 )

柯潔芸老師 ( 教學助理 )

　　大家好，我是鄺小芝老師，很高興能加入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這個大家庭，

成為其中的一分子！本年度我任教中文、普通話及視藝科，並擔任一乙班班主任。

　　空餘時間，我喜歡遠足，這除了可以鍛鍊身體，還能享受大自然的寧靜，令人身心

舒暢。我希望能與各位同學一起享受愉快的校園生活，如有任何關於學科的問題，歡迎

同學來找我一起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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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同遊校園」活動中，四年級學姐帶領一年級學妹參觀校園，加強彼此的溝通。學姐學會關愛學妹，提升服務他人的責任感；

學妹對學校的認識加深了，提升了對學校的歸屬感。第二次交流活動主題為「感恩有您」，學姐學妹再次聚首一堂，互相送上親自製作

之書籤，表達感謝和祝福。

全校旅行日

一、四年級交流計劃

全校旅行日全校旅行日

同學們在優美的環境下拍照留念

高年級同學一起放風箏，表現得很興奮 !

老師帶領同學們在草坪上玩集體遊戲

參觀昆蟲館後，我們學到不少
新知識啊 !

公園內設有多個兒童遊樂場，
同學們樂在其中 !

日期：2022 年 10 月 7 日及 12 月 2 日

　　本校於 2022 年 11 月 18 日

舉行了全校旅行日，希望藉此讓

學生有舒展身心、親親大自然的

機會。一至三年級及四至六年級

的旅行地點分別為佐敦谷公園及

大埔海濱公園。

日期：2022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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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一年級新生及家長

一年級新生適應活動

參觀校舍

1C 1D

1A　　一年級常識科

課程其中一個課題

為「認識學校」，

同學們除了到校園

內 不 同 樓 層 參 觀

外，更有機會到校

長室跟校長相聚，

聆聽柯校長講解她

的日常工作內容，

並在校長室留影，

真是一次難忘又珍

貴的經驗。

參觀校長室

1B

 向家長簡介各項行政措施

一年級新生及家長迎新日        

日期：2022 年 9 月 22 日及 29 日

日期：2022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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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i Junior小學德育計劃」—
「誠實」主題活動

　　本校獲「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青年及德育組）邀請，採用

其「i Junior小學德育計劃」教材，於2022年11月11日進行以「誠

實」為主題的活動，透過該主題活動，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

　　是次活動的參加者為全體二年級學生，她們透過觀看德育動畫

短片及參與由24位學生長協助主持的攤位遊戲，認識「誠實」的重

要性。當天除了「廉政公署」人員到校攝錄活動實況外，亦有多間

傳媒機構到校採訪。柯校長在訪問中暢談推行該計劃的理念，學生

長代表則分享了帶領活動的感受。

　　學生積極參與每一項活動，表現興奮，在輕鬆有趣的活動中上

了充實的一課。

這次與中學學姐的交流活動真的讓我獲益良多！我更加
嚮往下學年在中學既有趣又充實的校園生活呢！

感謝學校舉辦「中學生與六年級學生交流」，學姐為
我解答了很多問題！

日期：2022 年 11 月 18 日 (zoom)

　　中學部的學姐與小學部六年級

學妹進行了一次愉快的網上交流。

學姐播放了一段介紹本校中學部歷

史和設施的短片，讓學妹對中學部

有初步的認識。接着學姐與學妹進

行了熱烈的討論，學妹所提出的疑

問，學姐都能詳盡地解答，使學妹

對升中後的生活和將要面對的轉變

有更深入的了解。

中學生與六年級學生交流會

6D 陳泇渝
6A 李希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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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氏基金」一直支持本校推動STEM教育，為我們的學生提

供「衝上雲霄飛行計劃」課程，引發同學對學習STEM、飛行及航

空原理等方面的興趣，提升她們對飛行原理的認識。「林氏基金」

更支持本校學生參加國際性比賽，拓寬視野，豐富學習經歷。

 　感謝「林氏基金」送贈「飛機模型模擬飛行器」予本校，讓學

生能透過當小飛機師，加深對飛行及航空原理的認識。2022年11

月3日，我們邀請了「林氏基金」香港區總監林宗業博士擔任主禮

嘉賓，到校為「飛機模型模擬飛行器」進行剪綵儀式。在林宗業博

士、柯靜如校長、周慧顏副校長、何美蓮副校長及杜綺華老師剪綵

後，St. Stephen’s Girls’ Airlines 正式啟航！

剪綵儀式
St. Stephen’s Gir ls’ 
Airlines 正式啟航

　　為促進國民教育及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感情，以及加強學生

對國民身分的認同，除了每星期舉行一次升國旗儀式外，在開學禮、元

旦日後第一個上學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前夕和國慶日前夕亦

會舉行升國旗儀式。

　　隨着疫情緩和，學校每次安排一個年級的學生到禮堂參與升旗禮

（其他級別觀看直播），親身感受升國旗儀式的莊嚴和培養歌唱國歌的

習慣。

　　國慶前夕，柯校長透過國旗下的講話，介紹了新中國成立的歷史及

祖國現代化發展的進程，讓學生對國家的歷史及發展有進一步的認識。

開學禮
國慶日前夕

日    期： 2022 年 12 月 20 日
地    點： 禮堂

升 旗 禮 現場（開學日及國慶前夕）

　　在「林氏基金」協助下，本校四

位同學（方智恩、王君睿、張珈齊及

許鎧淇)於2022年2月參加由多倫多國

際創新先進協會主辦的「2022年iCAN

加拿大國際發明及創新比賽」，勇奪

「世界創意及創新發明組織大獎」

及「國家科學研究大奬」兩項國際獎

項。同學的參賽作品為「二氧化碳吸

附球」，目的是為吸收海洋中的二氧

化碳，改善全球暖化的情況。同學有

機會參加國際性比賽，除了認識更多科學知識外，更大開眼界，亦

提升了對環境保育的關注，實在獲益良多。

「林氏基金」總監林忠
業博士親自到校頒發獎
牌及獎狀予得獎同學

「2022 年 iCAN 加拿大
國際發明及創新比賽」

「迎國旗、奏國歌」計劃訓練營     

飛機模型模擬飛行器正式啟航了

蔡樂媚牧師主持崇拜，與學生
分享故事──《最好的禮物》

學生長代表全體學生向柯校長
送上自製的聖誕卡

高級組合唱團獻唱「Who 
Would Send a Baby?」

柯校長帶領師生於台上向
會眾互祝平安

師生一同穿上便服拍攝大合照柯校長和學生一起玩遊戲

　　聖誕節崇拜當天也是我校的「公益金便服日」，同

學們穿上了便服，與老師和同學一起玩遊戲，增添了歡

樂的節日氣氛。

日　　期：2022年10月15日及16日　

對　　象：升旗隊隊員

主辦機構：勵進教育中心

內容簡介： 讓學生們從小認識升國旗及唱國歌的禮儀，

建立對國家的歸屬感。

聖誕節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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