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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推動學生創意、公民意識發展、啟迪潛能、培養創造力及良好品格，本校成為中國香港創意學校 Pilot 
School( 先導學校 )，透過參與香港創意行動協會 (Design For Change Hong Kong) 的創意行動，透過帶領
孩子運用 FIDS 四個步驟，將「我做得到」的信念，實現在生活當中。為此，本校所有老師均接受專業培訓，
成為「創意執行師」，以帶領學生進行創意活動。

樂 學 特 寫

本校學生於創意行動挑戰賽 2017
取得優異獎、創意學校關懷他人
優秀獎、創意學校愛護環境優秀
獎、一呼百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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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課程發展重點

本年度本校成功申請了關愛守望與「好心情 @ 學校」計劃優質教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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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進行專業科學實驗培訓課程

Holy Cross Lutheran School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Holy Cross Lutheran School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透過創意行動發揮學生
不同的恩賜，建立自信

學生參與
「創意紙皮箱大挑戰」

選取 25 位一年級學生參加
第六屆創意行動挑戰賽 2017

全校於暑假完成
「自主創意暑期樂」

→ →

一至五年級學生參與全校創意行動

發展校本 STREAM 課程，通識科引入日本
學研教室「科學實驗教室」課程，於一至
六年級加入不同主題的科學實驗，透過學
生動手做、體驗和探究活動，強化學生綜
合和應用各科知識與技能的能力，發揮創
意。下午課亦安排不同 STEM 活動，包括
智能積木、STEM 興趣班、STEM 探究小組
等研習科學、科技範疇的活動。

傳媒報導  《明報》教得樂
2017 年
5 月 2 日

創意教學創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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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校本STREAM課程(科學、
科技、工程、數學、藝術、
閱讀)，各科融入不同元素，
強化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
技能的能力，藉具體情境和
真實問題，讓學生貫串不同
學習領域的學習元素，主動
  探索，激發創意，培養
    解難能力。

    發展校本STREAM課程(科學、
科技、工程、數學、藝術、
閱讀)，各科融入不同元素，
強化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
技能的能力，藉具體情境和
真實問題，讓學生貫串不同
學習領域的學習元素，主動
  探索，激發創意，培養
    解難能力。

積極推展「DFC創意行動」，
全校老師接受專業培訓，將
創意元素融入各科課程，培
養學生創造力，發揮創意，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興趣。

積極推展「DFC創意行動」，
全校老師接受專業培訓，將
創意元素融入各科課程，培
養學生創造力，發揮創意，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興趣。

　配合Wifi 900，於不同科目滲入
「電子學習」互動元素，着重課堂互
動，強化學生資訊素養，照顧學習多
樣性，促進自主學習。

　配合Wifi 900，於不同科目滲入
「電子學習」互動元素，着重課堂互
動，強化學生資訊素養，照顧學習多
樣性，促進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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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習電子學習

STREAM
(科學、科技、工程、數學、

藝術、閱讀)

STREAM
(科學、科技、工程、數學、

藝術、閱讀)

2017-2018年度課程發展課程2017-2018年度課程發展課程



16-17 年度本校欖球隊和手語歌隊參與不同比賽，學生不僅擴闊眼界，並將所學充分發揮，
表現出色，於各項賽事獲得佳績，建立自信心。

活動預告

飛越世界

全港第十二屆手語歌比賽
全港第十二屆手語歌比賽冠軍

最佳手語演繹獎

最喜愛隊伍獎

第五屆全港手語歌比賽冠軍

積極推動共融獎

荃灣區小學室內非撞式欖球錦標賽 2017
男子高級組杯賽冠軍

女子高級組殿軍

混合初級組碟賽冠軍

新界西小學非撞式欖球錦標賽
女子高級組冠軍

男子高級組季軍

男子低級組季軍

男子組碟賽冠軍

女子組碗賽亞軍

荃灣體育節欖球邀請賽
男子高級組亞軍

女子高級組冠軍

混合初級組優異獎

欖球隊和手語歌隊榮獲佳績

隊員們舉起獎杯，流露出滿意的笑容

手語歌隊與家長、校長和老師們合照

白豚體育會 2017青少年分齡游泳比賽
5-6 歲女子 25米項目
2E 陳玟琪︰自由泳季軍

           胸泳季軍

           浮板踢腳冠軍

幼小銜接
配合最新《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2017-2018 年度小
一開學上學期不設默書及考試，為小朋友創造更多休息
及遊戲空間，讓他們能參與更多親子活動，從而更易適
應小學生活。2017-2018 開學初以「開開心心地上學」
為主題，進行跨學科課程統整，把不同學科知識、共通
能力、校本自理課程融會貫通在同一主題中，讓小朋友
從活動中愉快學習。

開學前
-設準小一適應課程
-迎新日

開學初
-跨學科課程統整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適應雙週

家長教育
-開學前、開學初、九月末
設家長會、促進家校溝通

學習模式
-透過多元化活動提升學習動機
-每人一職計劃、班級經營 -->
 增加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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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地址︰新界荃灣路德圍 31 號    電話︰ 2415 7878 傳真︰ 2490 0049 
網址︰ http://www.hcls.edu.hk/   電郵︰ hclswd@eservices.hkedcity.net

劍橋英語︰基礎第一級考試 Starters 考獲 15個盾牌

劍橋英語：
基礎第一、二、三級考試 

2017 年 7 月 8 日，34 名學生 ( 其中有一年級學生 27 名及二年級學生 7
名)報考劍橋英語：基礎第一級考試Starters，考獲11至15個盾牌(15
個盾牌為滿分 ) ，其中 9 名小一及小二學生考獲 15 個盾牌 -滿分。

39名學生 (其中有三年級學生 24名、四年級學生 9名及五年級 6名 )
報考劍橋英語：基礎第二級考試 Movers，29 名學生考獲 10 至 15 個
盾牌 (15 個盾牌為滿分 )，其中 4名小三學生考獲 15 個盾牌 -滿分。

26 名學生 (其中有四年級學生 8名及五年級學生 18 名 ) 
報考劍橋英語：基礎第三級考試 Flyers ，23 名學生考獲 10 至 14 盾牌
(15 個盾牌為滿分 )。 

第十一屆國際跆拳道總會兒童青少年邀請賽 2017
2D 馬焯樂︰男子搏擊比賽 -兒童乙組 (不踢頭組 )(22KG 以下 ) A組冠軍

           男子品勢比賽 -色帶丙組 (藍 /藍紅帶 )太極五型 亞軍

基督教安得兒幼稚園
2A 鄭傲峰  2A 麥娉婷  
3B 莊詠淨

栢基海韻幼稚園
2D 馬焯樂 

救世軍荃灣幼兒學校
2B 盧宥兆

劍橋英語︰基礎第二級考試Movers 考獲 15個盾牌

栢基海韻幼稚園
4B 趙顥畯

救世軍吳國偉紀念幼稚園
4A 吳晶晶  4A 吳詩詩

迦南幼稚園 (荃灣 )
3A 孫嶸峻

劍橋英語︰基礎第三級考試 Flyers

荃灣浸信會幼稚園
2B 林穎彤

綠楊幼稚園
2D 潘予晴

基督教中心幼稚園
2E 李曉嵐

9/11-15/11 
西班牙馬德里 ( DFC 西班牙國際年會 )

境外交流 2017-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