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
C.C.C. KEI WAN PRIMARY SCHOOL (ALDRICH BAY)

學校地址：香港筲箕灣愛信道39號   
電話: 2915-4140   傳真: 2539-0988 
網址: http://www.ccckeiwan.edu.hk     電郵: school@ccckeiwan.edu.hk

      課程資訊    第五期 
               綜合課
                                                                              

編輯：戴家莉主任                                                                                                                                      
顧問：劉惠明校長、黎佩文副校長 　                                         
特別鳴謝：郭宇田主任、陳國銳副主任、梁可兒副主任、吳詩雯老師、劉國恩老師

 相信大家也留意到我校的上課時間表上設有綜合課一科，這是我校於2013-14年度新設的科目。

 我校一直重視學生全面發展，平衡學術上和能力上的需要。而我校的辦學團體---中華基督教會亦著重
全人教育。為了進一步實踐「全人教育」的理念，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我校於2013-14年度開展綜合課，於
課時內為學生提供一發展多元智能的平台。

 我們期望透過綜合課發展學生的語文智能、邏輯數學智能、空間智能、音樂智能、肢體動覺、自然觀
察、人際智能和內省智能。讓學生有機會接觸不同類型的課題，發掘自己的興趣與潛能。另外，為了發展學生
的研習能力，我們亦於綜合課中加入圖書及資訊科技的課題。

綜合課簡介-------------------P.1
課程內容------------------P.2-5
評估方法---------------------P.6
老師感言------------------P.7-11
後記-------------------------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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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期望透過綜合課發展學生的語文智能、邏輯數學智能、空間智能、音樂智能、肢體動覺、
自然觀察、人際智能、內省智能及研習能力。



 課程設計上，我們特以聖靈果子的9 個特質(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
善、信實、溫柔、節制)來貫穿一至六年級。先由較自身的課題---信實、溫柔開始，讓學生
能培養優良的個人特質，再推展至與人相處有關的節制、良善及忍耐，最後，五、六年級
學生亦開始面對不同的挑戰及經歷成長的變化，故我們希望學生能以喜樂的心去面對。同
時，我們也希望學生能效法上帝的滿有恩慈及仁愛，作上帝的和平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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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實

溫柔

節制

就這樣，我們希望每一位學生於基灣小學(愛蝶灣)完
成6年的小學階段後，亦能擁有聖靈果子的9 個特質。

良善/
忍耐

喜樂/
恩慈

和平/
仁愛



信實乖寶寶
腦筋急轉彎 (邏輯解難活動)
小植物‧大百科
齊來鬆一鬆 (歷奇活動)

研習 (圖書、資訊科技)

我們透過不同的課題發展
學生不同的多元智能，期
望學生得到全面的發展。

節制小達人
齊來鬆一鬆 (歷奇活動)
科技科學
奇幻樂園 (小魔術、扭氣球)
腦筋急轉彎 (邏輯解難活動) 

研習 (圖書、資訊科技)

P.1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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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柔小天使
腦筋急轉彎 (邏輯解難活動) 
神秘的種子
齊來鬆一鬆 (歷奇活動) 

研習 (圖書、資訊科技)

P.2

 

P.3-4 
奇幻樂園

P.1-2 
齊來鬆一鬆



喜樂大使滿恩慈
我是小領袖 (歷奇活動)
合球
護蛋大行動
腦筋急轉彎 (邏輯解難活動)

研習 (圖書、資訊科技)

和平使者傳仁愛
我是小領袖 (歷奇活動)
水火箭
臨別秋波

腦筋急轉彎 (邏輯解難活動)

P.5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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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5 
護蛋大行動

  P.3-4 
科技科學

 

 
   P.5-6 
我是小領袖   P.6 

水火箭 

 

腦筋急轉彎

良善先鋒常忍耐
齊來鬆一鬆 (歷奇活動)
奇幻樂園 (小魔術、扭氣球)
濾水器製作
腦筋急轉彎 (邏輯解難活動)

研習 (圖書、資訊科技)

P.4



為了檢視課程設計及了解學生學習
情況，我們會從不同方面收集數
據，檢視現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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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性評估   (工作紙)

學生問卷

學
生

自
評

老師反思



 不僅學生，對老師來說，綜合課也是十分新鮮的。
有別於其他科目，綜合科的科任老師不是以班為本，而是
以課題為本。每位科任按著自己的專長於每級都專責不同
的課題，這樣科任老師便更加可以專心地思考課堂設計。

 現在就讓我們看看科任老師們對綜合課的看法吧!

- 7 -

 
透過舉辦各個能力的學習活動，可以培養
同學積極、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使他們
得以健康地成長。希望來年可再引入更多
不同的元素，走出課室的框框，使學生在
不同的多元智能範疇中發揮智能，盡展所
長。

 基灣的綜合課已踏入第二年，今年
在課程上亦有稍作調適，目的是為了讓同
學們能得到更均衡的發展，讓他們學習不
同的經歷，拓闊其學習視野。

 綜合課的內容豐富，包括: 宗教、
德育及公民教育課題，以培養學生身心健
康成長；亦有肢體技能活動及集體遊戲，
以提高同學的協作及社交能力；另外，課
程上還有邏輯數學思維訓練的配合，以提
高學生的思考和推理能力。今年更加強資
訊科技及圖書課的課堂，這令同學們更有
效地利用資訊科技，去處理學習上及日常
生活中的各種問題，而圖書課的增加，可
培養同學們對閱讀的信心及興趣，是建立
愉快學習的根基。

郭宇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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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有機會於這兩個學年參予綜合
課。對學生及老師來說，這是一個全新的課
堂。

 對學生來說，於課時內能走出課室進
行不同活動是一件十分新鮮的事情，在學校
玩水、在課堂變魔術、扭氣球、玩智力遊
戲……同學們於進行活動時投入積極，於輕
鬆愉快的氣氛下成長。對老師來說，綜合課
與其他學科的課堂很不同。於綜合課時能看
到與平日課堂有一點不同的學生，好像比較
活潑鬼馬。有時候，預備綜合課的時間比其
他課堂可能還要多，但能看見學生投入活
動，在快樂的學習環境下成長，是一件很幸
福的事。

 希望日後的綜合課不斷完善，讓學生
得著更多，在基灣(愛蝶灣)的6年裡，除了學
科知識上的增長外，也能得到全面的發展。

戴家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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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們好！我是陳國銳老師，今年有幸地教授
綜合課部份課題，例如腦筋急轉彎、科技科學、濾
水器製作、水火箭、我是小領袖及齊來鬆一鬆。教
授這些課題時，我都有同一種感覺，就是學生們都
能夠積極參與、投入學習和遵守秩序。

 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教授「我是小領袖」，
其中一個活動就是需要組內成員只可用腳反轉一大
塊膠布。經過分組討論後，學生們都能夠自律地和
諧相處、互相合作地完成任務，我感到十分高興。
我認為學生們能夠於課本以外提升學生的九大多元
智能，滿足不同學生的個別發展需要，對於他們的
成長有莫大裨益。

 本年度綜合課中的研習跟以往的圖書課大有不
同，內容更充實。不但可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還可
提升他們的閱讀質素。通過主題閱讀，讓學生閱讀不
同範疇的書籍; 教授各種閱讀策略和技巧，筆記和腦
圖，從而增強他們的理解能力。

 在閱讀存摺中，學生可按個人的閱讀興趣，進
行閱讀不同科目的書籍，以擴闊學生的知識領域和視
野 ，最終可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陳國銳副主任

吳詩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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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課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課堂活動，內容
豐富，讓學生在上課時間表中可以作多方面的嘗試
及接觸，豐富其學習經歷，發展不同的能力和興
趣，從而啟發自己的潛力發展。

 我任教一年級的「信實乖寶寶」及二年級的
「溫柔小天使」。這兩個課題提升學生的人際和內
省智能，加深他們對聖經聖靈果子的認識。今年我
們很榮幸亦很感恩可以邀請到基愛堂一同協教這課
題。學生很喜歡聖經故事的分享，也 很踴躍參與課
堂的討論。

 從課堂中，一年級的同學們學習成為一個有
責任心、誠實、值得別人信賴的人。二年級的同學
們認識溫柔的品格特徵、不易發怒、懂得體諒別
人。他們分別完成了「信實乖寶寶選舉」和「溫柔
的一週」的工作紙，列出能夠當選乖寶寶的原因和
記錄一週內自己對別人做過溫柔的事。透過工作紙
及師生討論，學生有機會把學到的知識實踐於日常
生活中的不同情境，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培養積極
的態度，提高他們的品德情操。

梁可兒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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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綜合科裏，我主要任教「齊來鬆一鬆」
。這範疇是通過不同的歷奇活動培養學生的全方
位發展，期望能讓學生在活動中學習、在溝通中
成長。

 當教授綜合科後，我發現這科能讓學生從
歷奇活動中學習團結、解難和互相欣賞，令他們
在精神和思想上有所提昇。而且成功為學生構建
出團隊的環境，令他們能提供商討、協調、妥
協、執行、失敗後再嘗試，最後達到成功的歷
程。

 我發現學生是喜愛這科的，他們對課堂有
所期待。在上課時，他們更投入其中，共同商量
如何解決我所提出的疑難，我更留意到雖然學生
在活動期間會有爭執，但最後也能齊心協力完成
我所要求的難題。可見這科不單能帶給學生思維
上的發展，更能培養出他們的群性發展。

劉國恩老師



 我們很高興學生能在綜合課有所得益之餘，
亦能於課時內享受多元化的課堂，為校園生活增添
不少色彩。綜合課乃是我校全新之課程，故我們會
不停檢視，正如科任老師的分享中也提到，為了讓
學生更有所得益，今年的綜合課的學習內容也有一
些調適。而為了提供更有效的課堂，有些課題我
們會邀請專家協助，如在處理有關聖靈果子的課題
時，我們便邀請了基愛堂的校牧事務同工與我們一
起上課。另外，於教授學生資訊科技時，我們也會
邀請一些專業人仕到校主持講座，講解網上的知識
產權。我們希望日後能繼續優化學習內容，讓學生
更有所得著。

 除了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環境及內容，我們
也著力裝備他們迎接不同的挑戰，故我校一些科目亦逐
漸加入電子學習的元素。我們將於下一期的課程資訊，
為大家介紹我校如何在音樂科加入電子學習元素。

- 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