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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大獎特輯 2

繼2006年獲世界衞生組織頒發香港健康學校銀獎

後，榮獲2008年度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大獎的樂善堂小

學，也是首間樂善堂屬校奪得有關獎項。校長周海傑

是該小學的校友，早年在別校擔任訓育工作時已接觸

啟發潛能教育，回歸母校後，致力引入該計劃，服待

母校，培育學弟學妹。

提倡人本教育精神
「我校相信所有孩子都是可貴、可教和可培育發展

的。縱使他們或於某些範疇的表現未如理想，但總有

獨特的潛能有待啟發。我們認同IE提倡的人本教育精

神，即人的善良本性，並贊成 IE 的 5P (People,

Place, Policy, Program, Process) 理念所提，仿效如

海星捕蚌以柔制剛，五爪並用，耐力堅持的主張，提

醒學校要堅定信念，全民參與，全面施行，才能為孩

子建立整全的IE學習生態，成就樂善堂小學 『愉快愉

快學習，健康健康成長』 的教育願景。」
當師生、家長也喜歡學校，視校如家，天天回到學

時都有賓至如歸的感覺，老師便會更投入教學，學生

也會更用心學習，成績就自然進步，有助發揮更大潛

能。

多年來樂善堂小學不斷邀請美國著名IE教育學者，

如 Professor Smith，Blankenship，Artful Learning

大師Professor Richard Benjamin等訪校，為全校的

教師提供培訓，加速發展。

實踐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的大同理想
周校長形容，當其校實行IE時，最重視5P理論裏

人物（People）一環。從改變老師的信念和心態開

始，然後，更新家長的觀念，故同時在家校會推行

「IE家庭」 ，主張運用5P去關愛和管理家庭。 「家長

學懂IE概念，在學校成立IE義工小組，把對自己孩子

的關愛也獻給同學們，實踐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的

美德，共同創造

『大同樂校』 。」
政策（Policy）

同樣重要，周校長認為，學校務要制定關愛校園的人

本管理政策，讓全校持份者有明確的方向感，建立堅

定的信念。校方實施的政策，包括同時引入 「健康學

校計劃」 及 「有品教育」 ，配合IE理念，培養學生的

良好體魄和品格。老師共同學習，令專業更專業；推

行家長教育，推動IE家庭，並重視家校合作；設立法

團校董會及家長教師會；建立四社，培訓IE領袖生與

IE大使，協助推動IE校園。更實施小班教學、調適課

程，教師接受特殊訓練，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

環境理想 有助推行理念
只要人物及政策也上了軌道，施行 「仁心仁政」 ，

其餘3P即地方（Place）、活動（Programs）和過程

（Process）與自然能夠順暢地運作。

地方：樂善堂小學致力建設具有美感的

「明日校園」 ，主力創造人性化兼自然美

的愉快學習生態：綠化校

園，荷塘魚池；優閒閱讀

區，書香處處；樂校藝坊，

文娛共享； 「樂小上學

圖」 、 「龍城綠洲」 、 「和
諧家庭」 校園壁畫傳善意；

注重衞生，齊保潔淨，以熱

帶雨林為設計概念美化洗手

間等，都教人感到該校是一

個充滿溫馨美態的學習好地

方。

計劃：成就學堂、合作學

習、戲劇教育、節日教

育、親子運動會、跑

出社區、義工服務、

英語學習、科技活

動、演說辯論、領袖

訓練等。不但圍繞IE

的基本信念：尊重、

信任、樂觀、刻意安

排，還提供參加者機

會，不同領域盡顯潛

能。

過程：校方相信IE

是 「心的教育」 ，過

程比成果重要。推行

每一個計劃時，該校老師都緊記每

一步都要注入IE元素(5P)，秉持IE

心法(尊重、信任、樂觀、刻意安

排)。透過周校長的領導，從2003

年起，引入 IE，組成 IE 教師小

組，逐步全面發展，植根 IE 文

化，申請評核，直至今年獲獎。

成效顯著 師生同得益
朱美儀（IE教師小組組長）、張

敏宜、張靜嫺、譚美寶、柳季梅、

胡美玲（專責統籌家教小組）幾位老師分享心

得時表示，最初雖然不知道何謂IE，覺得它有

點空泛飄渺，但仍願意抱着學習的態度，勇敢

嘗試新事物，花時間摸索和領略，多加愛心於

校內活動裏，考慮學生需要，關注其全人發

展。

「IE作為教學理念，先要講求接納和認同，再

改變個人價值觀。在改變學生前，先來改變自

己，可說是知易行難的挑戰！我們定要反省、

調節，再推行。總之，由心出發去做每件事

情。」 朱美儀老師坦言。教授音樂科的柳季梅

老師舉例說： 「我會體諒男孩子在變聲階段的

難處，調整音樂科的教學重點，跟進照顧他們

的感受。」
日子有功，小組成員看到

全校推行IE後，師生都有正

面不少成長。張敏宜老師察

覺，學生增強了自信心，願

意參加適合自己的各類型活

動。張靜嫺老師則覺得，同

學的求學目標更清晰，對自

己的要求提高了。即使他們

的學業基礎未必穩固， 但

校內一些小組可協助他們改

進成績與提升潛能，好像

「成就學堂」 這活動，要求

學生定下奮鬥目標，由家校

同帶領，並設定期檢討和輔

導。學期末作總結時，表現

理想者可獲頒成就大獎。

胡美玲老師補充說，同學

漸明白要存感恩的心。 「我
們曾以 「品格家庭親子話」
為主題，對自己父母到校服

務的看法，從而表達對父母

的謝意，相暸自己應該更尊

敬父母和感

恩。」 至於譚美寶老師便留意到，新

生或插班生上學後，很快已適應該校

的新生活，而且獲舊生接納關懷，校

園一遍和諧。

綜合各人的得獎感想，除因全港同

獲此獎的學校不多，有幸佔當中一席而

格外興奮，競逐獎項的過程本身也是可貴

的回顧，從中可見校方五年的變革確實走

上了成功路，所做的沒有白費。還有，不

是大校才有機會得獎，細校如樂善堂小學亦可踏上

獎台接受表揚。

家長學生分享
梁太為該校家教會副主席，女兒依伶念小六。 「孩子在小五插

班，我也由那時起當家長義工，接觸IE，閱讀相關資料，覺得它很

新穎和別具意義。在做家長義工，例如替學生縫製戲服，參與農曆

新年的包餃子送暖等活動之餘，我還嘗試於家裏，配合校方的IE教

育方向，以包容耐性管教依伶。」
暑假期間，依伶停止練琴，令梁太不

滿。開學時，這位母親決定還是別催逼孩

子重新學琴，只希望透過溝通，了解女兒

的意願。 「我想尊重她，讓子女自動自覺

學習。另外，平日觀察她，發覺她樂觀

了，能融入校園生活，感受到老師和學校

的關心。」
依伶也直言，有時在學校遇上一點不快

事情，定會於回家後主動跟母親傾訴。她

續說： 「柳老師知道我曾習小提琴，便鼓

勵我參加課外活動如學校音樂節，讓我發

揮潛能。」 既然獲得老師信任，又可在音

樂方面一展所長，難怪她愈來愈開朗。

中西教育文化的結合可擦出耀目的火花，這種火花還會不斷燃燒，溫暖學校每個人
的心，變成進步的無比動力，影響深遠！樂善堂小學將慶祝建校60周年，該校於5年
前引進啟發潛能教育計劃（Invitational Education，簡稱IE），悠然見成效，師生與
家長對學校產生賓至如歸的親切感，彼此都因計劃提倡的人本精神與其中衍生的愛心
而彼此正面成長，創造傳奇！

樂善堂小學

▲ 「愛家十兄弟」是獨
一無二的 「會行會走的
藝術」設計，同學創意
無限。

推行愉快學習
學子健康成長

▲自從推行啓發潛能教育以來，樂善堂小學的同學學習英語的興趣大增。同學於TVB英文兒童故事比賽中發揮潛能，獲得大
獎，現正接受 「小沙翁」計劃培訓。

▲左起為張靜嫺老師、譚美寶老師、柳季梅老師、周海傑
校長、張敏宜老師、朱美儀老師與胡美玲老師。

▲各教職員正細心聆聽外國專家的經
驗分享。

▲家長義工經常參與校內各種項目，如包餃子送街坊的活
動。

▲透過戲劇教育介入課程，
啓發同學的多元智能，成功
大幅提升學習興趣和成效。

▲該校培訓學生領袖，使他們的領導才能得以提升。

▲外牆壁畫 「龍城綠洲」充分表達了這是
一 所 愉 快 學 習 ， 健 康 成 長 的 Dream
School。

▲ 該 校 胡
（左）、朱老師
（右）在港於教
育局領獎時，與
黃 啓 鴻 博 士
（中）合照。

▲自美國帶回的獎牌

▲梁太（右）和女兒依
伶（左）的感情因 IE 而
與日俱增

▲獲世界衞生組織頒發香港健康學校銀獎的樂善堂小
學，十分注重學生的營養，並鼓勵他們多吃水果。

▲家長與學生對該校充滿感情，大家儼如一家人，不分彼
此，互相照顧。

▲在配合IE理念的 「有品教
育」裏，特設品格大使，幫
助同學培養有禮、順服、和
睦、主動等美德。

▲荷塘魚池創造人性化兼自然
美的愉快學習生態

◀節日教育中的寫揮春活動，不但幫助同學認識中國
傳統文化，還讓他們發揮 創意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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