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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
獎勵計劃
▼何壽基學校奪得 「卓越關愛校
園大獎」 之 「牽引共融」 主題大
獎，成就獲教育界肯定及讚揚。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下稱何壽基學校）自創校至今，一直本着 「有教無類
有教無類」」 的辦
學宗旨，關愛學生在學業及成長的需要，為培育孩子成材，以 「讓每一個孩子都有成功的機會
讓每一個孩子都有成功的機會」」 作
為教學理念，學校與家長、學生共同建立關愛共融的學習環境。今年，該校奪得 「卓越關愛校園大
獎」 之 「牽引共融
牽引共融」」 主題大獎，學校成就獲外界肯定及讚揚，屬實至名歸。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

家校齊心 發掘學生潛能
「牽引共融」 主題大獎

各界賀辭
恭喜 貴校上下一心，群策群力與家長共
創優越的關愛校園，實踐辦學宗旨，令教育
界甚感殊榮！
屯門區幼稚園校長會主席鍾嫻英暨
全體委員會敬賀
恭賀何壽基學校榮獲 「卓越關愛校園」 之
「牽引共融」 主題大獎。何壽基學校由創校
至今已超過了二十五載，學校能確切地落實
「尊重、體諒、共融、和諧」 關愛文化，無
論在學習知識及品德行為上皆無微不至的關
顧莘莘學子，使學生們品學兼優，真正能做
到 「讓每一個孩子都有成功的機會」 理念。
近年學生成就更得到表揚及肯定，屢獲全港
性代表獎項，所以坊眾及家長們對何壽基學
校皆一致好評，獲獎實至名歸。
屯門區議會副主席、
屯門兆畦苑業主立案法團主席
李洪森議員（MH）
恭賀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何壽基學校榮
獲 「卓越關愛校園」 之 「牽引共融」 主題大
獎。何壽基學校從創校至今一向秉承有教無
類、共融和諧的教育理念，致力於從學生的
不同文化及學習差異中調適課程、優化教與
學以適應學生的學習需要，提升學習成效。
為了建立全面的學習環境，學校也不遺餘力
地促進家校合作關係，以加強家長與學校的
溝通，讓學校的理念得以從學校延伸於家
庭，為學生營造全面的 「和而不同，關愛共
融」 的環境，讓他們在健康和諧的氛圍中學
習與成長。學校傾力貫徹關愛共融理念，為
學生創造卓越的學習成效，獲獎乃是實至名
歸。
香港教育大學卓越教學發展中心
賴明珠博士
衷心祝賀何壽基學校榮獲 「卓越關愛校
園」 之 「牽引共融」 主題大獎。該校的關愛
共融及辦學理念，讓 「給每一個孩子成長的
機會」 是坊眾街知巷聞的模範學校。
學校不但致力提升學生學術水平，並着意
培育孩子關愛共融的品德情操；更上下一心
地感染家長。這都是在教育界傳為佳話的。
此獎對何壽基學校是實至名歸，本人有幸認
識這所學校，亦引以為榮。
屯門區家長教師聯會副主席孫曼麗

▲ 「全方位學習活動日」 ，讓學生學習課本以外的知識。
校長鍾艷紅表示，該校一直致力營造 「體諒、尊
重、共融、和諧」 的校園文化，並以 「讓每一個學
生都有成功的機會」 作為辦學理念。 「校方深信每
一名學生都有不同的才能，不單在學術方面，期望
在讀書以外也能獲得成就及他人的認同，藉此建立
自信，追求卓越。」 此外，何壽基學校為本地學
生、跨境學生及非華語學生的不同成長背景及文
化，努力建立關愛、共融的學習環境，讓他們從中
了解不同生活方式及文化，彼此關愛欣賞，從 「愛

▲何壽基學校提倡家校緊密合作，共同培育學生成才。

自己、愛別人、愛家庭」 出發，推展至 「愛社會、

好習慣。當學生在生活上能表現良好的品德修養

愛國家及愛世界」 。

時，老師及家長均能夠肯定他們的努力，以鼓勵他

「學生本份」 鼓勵自我完善
何壽基學校設 「學生本份」 以引領學生規範自我

們持之以恆。

尊重不同文化 濃情溢校園

行為。鍾校長說： 「我們希望營造學校成為造就學

校舍每層都設有主題，學生輔導主任郭雪梅表

生學習的場所，而不是受懲罰的地方，鼓勵他們遵

示，二、三、四及五樓分別定為 「數理天地」 、

從 『學生本份』 ，自律自理，以獎

「英語街」 、 「關愛長廊」 及 「中華

勵引導學生自我完善。此外，該校

文化廊」 ，老師與學生及家長在校園

重視學生的 『人格培育』 ，教師團

牆壁上合力添上圖畫及色彩，不單美

隊認同學生有不同的才能，儘管部

化校園，更讓學生在校園環境中，感

分學生的才能並不在於學業成就，

受歸屬感及各樓層的主題知識。此

但透過師長發掘他們的潛能，讓他

外，學校掛滿了學生的照片及畫作，

重兩文三語的發展，除設英文班、粵語及普通話教

們建立自信及成功感，日後貢獻社

展示成果，期望學生得到同學、家長

授中文外，校方特別聘請了多名英語外籍老師，並

會。教師亦必須透過身教、典雅風

及來賓的稱讚，提升他們的自信及認

開辦了課後英文加強班，讓未達英語水平的學生在

範，培養學生高尚品格，成為對社

同感。另一方面，學生生活點滴舖貼

學習方面得到更適切的支援，於課外時間為有需要

會有貢獻的公民。」

校園四周，恍如學生成長的相簿，繞

的學生 『補底』 。為了改善非華語學生面對中文水

繫學生在學

準未達標的問題，故校方也開辦中文加強班，着意

校方每年推行 「好學生獎勵計
劃」 ，培養學生的自律及積極學習

的精神，以及建立正面積極的價值 ▲學生愉快地學習
觀。校風及學生支援組統籌主任馮麗嬋表示，校方
每年訂立不同品德主題，鼓勵學生在生活上培養良

▲鍾校長表示，學校積極推動關愛校園，使不同文化學
生都能愉快學習。

提升他們的中文寫作及表達能力。校方

校生活中的

也特別聘請了非華語的教學助

情懷。

理，支援家校溝通。他們懂得不

除了本地學生外，跨境
學童及非華語學生同樣

少東南亞地區方言，故在傳譯方

得到重視。課程統籌主

面都較準確，與學生溝通時也會
較 『同聲同氣』 ，有助他們更快

任梁詩韻說： 「本校著

融入學校大家庭。」

▶ 「校園電視台」 課外
活動發展學生潛能

全方位關顧 學生多元發展
除學業外，何壽基學校亦關顧學生
潛能發展，策劃校本資優計劃，建立
「人才庫」 訂定學生的潛能，推薦學
生參加 「香港教育資優學苑」 及 「教
育局網上資優課程」 等，關愛學生成
長。 「全方位學習活動日」 、多元化
課外活動及校外比賽來造就學生成功
的機會，使學生得到成功便能自信起

◀▲手風琴校隊作為
「2015 亞 太 國 際 手 風
琴藝術節」 香港唯一小
學代表，不負眾望，勇
奪 「優秀組織金獎」 。

來、自我實現，增潤正面人生。生活
適應社交上，設有朋輩輔導的 「小先
鋒計劃」 、新來港學童支援、非華語
學童支援、跨境學童支援、功課輔導
▲英語外籍老師有助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為學生營造兩文三
語的優秀語境。

▶作為 「屯門第一光纖小學」 ，課
堂電子學習令學生學得更有趣味。

班及伴讀計劃等，在校內推行全方位
關愛工作，關顧學生成長。

凝聚家長團隊 共建和諧校園
約，直接跟我表達意見。」 她

星期的教學重點及內容，協助家長加強

參加，例如繪畫班及拉丁舞等興趣班。

輔以適當策略。此外，家長能夠與老師

認為，透過 「校長茶座」 不單

與子女在學業上的溝通，課程得到參與

通過活動凝聚家長，在以愛為本的氛圍

對話，彼此了解學生在課堂內外的情

家長的高度讚揚。

下認識彼此的文化，發放正能量。此

況，把家校關係連繫得更緊密。家長李

更重要是把校方的方針及立場，

家長是學校的持份者，而學校的共融

外，家長可透過聚會，交流教育子女的

偉亦指出，不少家長都欣賞學校的安

清楚解釋予家長，讓雙方更能理解。

計劃亦包括了非華語學生及跨境學生的

心得。家長亦會組成義工團隊，參與學

排，認為互相了解及體諒能夠促進學生

家長。家長李偉表示本地生、非華語生

校不同服務。她說： 「他們除了會協助

的成長。

及跨境生家長大都有不同文化背景，要

學校佈置校舍，也會參與校方舉辦的義

學校建立 「家長網絡」 ，每班設家長

縮窄彼此的文化差異就先需要了解和溝

賣工作，家長與學校的關係更密切，更

班代表，每級均設有一名家長級代表，

通。故家教會不時舉辦活動，邀請家長

不時從教師的口中得知子女的近況，對

能夠了解家長對學校的想法，

▲ 「校長茶座」 邀請家長到學校，
與校長對話。
要學生得到全方位發展，學校的角色

家長網絡 加強聯繫

學校資料
辦學團體：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

固然重要，然而家長所扮演的角色亦舉

全校設一個家長總代表。家教會主

足輕重。何壽基學校多年來都重視家校

席吳玉娟表示： 「每當校方有重要

關係，除了有中英文通告，舉辦小一適

或關注的消息宣佈，校方便會通知

應及升中家長會，一年三次家長日外；

家教會，家教會便透過手機社交媒

為進一步讓教師更了解學生的生活情

教師經常與家長溝通，特為跨境生家長

體向 『家長網絡』 發放消息，有效

況，校方會安排教師家訪，與學生及家

地址：新界屯門田景邨第 1 號校舍

設立教師長途電話，就學生學習和成長

且迅速地把校方最新資訊傳達給各

長對話，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鍾校長

電話：2455 6111

而溝通聯絡。此外，校方設立 「校長茶

家長，效果理想。」 家長間亦可透

認為，教師每天教授學生知識，然而，

傳真：2464 2990

座」 ，給予家長更多渠道向學校表達意

過強大的網絡交換心得，藉此加強

他們未必清楚學生的生活情況。透過家

電郵：info@hosauki.edu.hk

見，鍾校長說： 「每逢星期五早上，我

彼此的聯繫。此外，學校設 「家長

訪，教師更了解學生需要，對學生的學

網址：www.hosauki.edu.hk

都安排時間與家長見面，家長毋須預

課程」 ，老師每星期為家長講解下

了解他們的成長更有幫助。」

老師帶着關懷去家訪

▲家長會組成義工團隊，參與學校不同服務。

習與成長更能體諒及關懷，教學上就能

學校類別：資助男女小學
校監：梁紹川
校長：鍾艷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