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辦學宗旨

本校由天主教耶穌寶血女修會於1959年創辦，秉承修會之
辦學宗旨 — 以教育傳播福音，以「人」為中心，為全人
教育而努力，以基督愛人的精神積極培養學生於德、智、
體、群、美、靈六育的均衡發展，使學生各方面的潛能有
機會得以發揮。

學校資料

1. 學校設施
校內有標準課室18間，並設有禮堂、操場、音樂室、
中央圖書館、電腦室、活動室、祈禱室、輔導室及小
型學習室兩間，各室均安裝空氣調節，務求使學生能
在舒適及優良的環境中學習。

每個課室及特別室皆可連接學校的電腦網絡，直達互
聯網及學校伺服器。課室內設有電腦、實物投影機及
電子白板，方便教師利用資訊科技進行教學。

2. 班級編制
本校小一至小六，全校實施全日制，合共十八班。

3. 學生資料
本年度共收錄學生484名，分別為男生248名，女生236名。
在484名學生中，449名學生（93%）居於本區，35名
學生（7%）來自其他區域。

4. 課程
本校推行「校本課程發展計畫」，今年已踏入第十六
年，課程包括中文、英文、數學、常識、視覺藝術、
音樂、體育、宗教、普通話、資訊科技及圖書，並會
配合本校的關注事項。為了達到「拔尖保底」的目標
，本校特為同學開設資優教育課程、精英培訓班、學
業輔導小組、「學習多樂趣」、「功課輔導班」、「
讀寫加油站」、「專注力訓練」及「喜伴同行」等輔
導計畫，確保學生的學習及社交能力得以提升。

教職員資料

1. 編制
本校共有教職員51人：包括校長、副校長、2位主任、

4位小學學位教師、8位助理小學學位教師(當中1位是

圖書館主任)、16位教師、外籍英語教師、駐校社工、

4位學習支援教師、1位學習支援導師、資訊科技技術

支援員、2位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文員、助理文書主

任、2位文書助理、校務員及4位工友。

2. 校長和教師學歷
校長和教師學歷如下：

  36人(97%) 持有學士學位 

  12人(32%) 同時持有碩士學位

3. 教師語文能力水平
英語科教師共10人（100%）全部，具有教育局要求

的語文能力水平。

普通話科教師共6人（100%）全部，具有教育局要求

的語文能力水平。

4. 教學經驗
本校教師的教學經驗圖示如下:

5. 校長及教師的專業發展
本年度，本校4位教師為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教育學院
擔任教學顧問，為一群實習老師提供專業指導及支援
。此外，多位老師均獲邀參與專業交流活動，分享他
們成功的教學經驗，藉此促進業界的專業交流和學術
承傳。此外，在校本公開課堂中，中、英、數三科均
安排老師進行示範教學，讓老師們透過觀課、評課，
不斷優化課堂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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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願景

中文大學學生到校探訪



● 為提升學與教的質素，中英數三科的老師共同建構「學
與教質素保證機制」，建立一個縱向和橫向的學與教指
標，讓師生能清楚明瞭各個級別、各個學習範疇的學與
教基本要求，從而訂定更對焦的學習和教學策略。

● 為了讓老師加強照顧同學，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三年
級及六年級的全部英文課推行同級分組教學，全級三班
分成四組上英文課。五年級亦按能力分成四組，每星期
進行兩堂英文寫作課，以收拔尖保底之效。

● 本年度中文科與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組合作，將「校本
初小中文分層支援課程」發展至小三，以提升學生聽、
說、讀、寫的能力。

● 英文科參與了香港中文大學「促進學習社群以優化小班
教學」支援計畫，以「FOOD FAIR」主題進行課研合
作，進一步提升教學的質素。

● 一至三年級推行統整教學課程，以鞏固所學。老師帶領
同學到公園、農場、動植物公園進行實地觀察，更將學
校變成餐廳及超級市場，要求同學們以普通話點餐，以
英語購物。而四至六年級則進行了專題研習課，以「香
港今昔」、「環境保護」、「太陽能車的探究」為主題，
進行小組參觀、搜集資料、街頭訪問、小組會議、分析
資料等，然後製作專題研習資料冊，並舉行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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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概況
● 積極發展「資優教育」，在各個科目中都已經滲入不同

的資優元素，調適課程內容，從而提升所有學生的高
層次思考、創造力和社交能力。而對於學習能力高於
水平的資優學生，本校更安排他們參與抽離式專科學
習或校外支援課程。

● 本年度本校獲香港電台31台邀請，為《小伙子大本營》
節目進行拍攝工作，從中可以體現學生的邏輯能力、
敏銳思考與表達能力。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 推行「學科傑出成績獎勵計畫」，於每次考試選出每班在

中文、英文、數學、常識四科中，取得最高三個分數的
同學，獲頒發獎狀予以鼓勵。

● 推行「成績龍虎榜」、「卓越成績獎勵計畫」及「自訂學
習目標計畫」，以鼓勵同學追求進步和自我完善。

培養學生的領導能力
● 各班除設班長一職外，更有組長、科長等，三至六年級

同學更可當風紀隊員，指導其他同學，協助老師維持秩
序。

● 四至六年級同學可擔任「福傳先鋒」，指導同學祈禱的
禮儀，以及向初小同學福傳。

促進同學間之協作精神
● 推行「大哥哥大姐姐計畫」，四年級同學替一年級同學

檢查功課及手冊，養成樂於助人的精神。
● 培訓「IT服務生」及「圖書館管理員」，讓學生運用資

訊科技協助同學學習。
● 推行「英文伴讀計畫」，高年級同學陪伴低年級同學閱

讀，增加他們的閱讀興趣。 

 3   宗教及價值教育

● 為培養學生的靈育發展，本年度繼續為初小同學成立「
基督小先鋒」，並於每周舉行宗教聚會，學習步武基督
。同時，更配合天主教禮儀年曆，舉辦各項宗教活動，
包括校慶感恩祭、將臨期愛德活動、四旬期的饑饉小息

學校對本學年各方面的發展感到滿意，本年度的工作總結如下：

運用「電子學習」促進學與教的效能
● 透過教師專業發展日，邀請具經驗的教育同工及講者、訪

校交流，與教師分享推行「電子學習」的經驗和技巧。

● 課展組和資源管理組協作，優化電子學習所需教材、學
材和課室配套設施。

● 教師進修有關電子學習的課程或工作坊，並透過「教學
實踐場」在各科試行電子學習策略，分享教學難點及解
決方法。

 2   學與教

校本課程
● 以生命教育為主線，貫串各個關鍵項目，包括統整教學

及專題研習、從閱讀中學習、以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
等。

 1   管理及策劃

本校訂定了三個「關注項目」：第一、「關愛文化」；
第二、運用「電子學習」促進學與教的效能，作為校務工
作的發展方向；第三、「教師身、心、靈健康的提升」。

關愛文化
● 生命教育是學校的校本核心課程，老師希望同學能夠學

懂愛惜生命、關懷生命、分享生命。

● 本年度學校以「愛朋友．愛學校」為主題，舉辦了多項 
活動。目的是讓學生懂得與人相處，在學校建立和諧的
關係。

教師身、心、靈健康的提升
● 邀請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關俊棠神父帶領及

New Life 330 計畫導師為全體教師提供身心靈整全健
康工作坊，讓教師達至對生命的自我追尋、自我完善。

● 為中層教師作培訓，加強教師的身、心力量，共建高效
團隊。

愛朋友心意卡2

全體教師發展日 ─ 身、心、靈健康

愛朋友心意卡1

全體教師發展日 ─ New Life 330

中層教師發展日 ─ 共建高效團隊

活動、五月的聖母像出遊活動等。另外，本年度校長及
四名中層教師，參加由天主教修會學校聯會主辦的「小
學宗教教育領導團隊培訓日」活動，目的為培養校內領
導團隊，能以「全校參與營造福音校園文化」的思維來
訂定日後有關的校內政策。



小二戶外學習日

● 為提升學與教的質素，中英數三科的老師共同建構「學
與教質素保證機制」，建立一個縱向和橫向的學與教指
標，讓師生能清楚明瞭各個級別、各個學習範疇的學與
教基本要求，從而訂定更對焦的學習和教學策略。

● 為了讓老師加強照顧同學，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三年
級及六年級的全部英文課推行同級分組教學，全級三班
分成四組上英文課。五年級亦按能力分成四組，每星期
進行兩堂英文寫作課，以收拔尖保底之效。

● 本年度中文科與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組合作，將「校本
初小中文分層支援課程」發展至小三，以提升學生聽、
說、讀、寫的能力。

● 英文科參與了香港中文大學「促進學習社群以優化小班
教學」支援計畫，以「FOOD FAIR」主題進行課研合
作，進一步提升教學的質素。

● 一至三年級推行統整教學課程，以鞏固所學。老師帶領
同學到公園、農場、動植物公園進行實地觀察，更將學
校變成餐廳及超級市場，要求同學們以普通話點餐，以
英語購物。而四至六年級則進行了專題研習課，以「香
港今昔」、「環境保護」、「太陽能車的探究」為主題，
進行小組參觀、搜集資料、街頭訪問、小組會議、分析
資料等，然後製作專題研習資料冊，並舉行分享會。

● 積極發展「資優教育」，在各個科目中都已經滲入不同
的資優元素，調適課程內容，從而提升所有學生的高
層次思考、創造力和社交能力。而對於學習能力高於
水平的資優學生，本校更安排他們參與抽離式專科學
習或校外支援課程。

● 本年度本校獲香港電台31台邀請，為《小伙子大本營》
節目進行拍攝工作，從中可以體現學生的邏輯能力、
敏銳思考與表達能力。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 推行「學科傑出成績獎勵計畫」，於每次考試選出每班在

中文、英文、數學、常識四科中，取得最高三個分數的
同學，獲頒發獎狀予以鼓勵。

● 推行「成績龍虎榜」、「卓越成績獎勵計畫」及「自訂學
習目標計畫」，以鼓勵同學追求進步和自我完善。

培養學生的領導能力
● 各班除設班長一職外，更有組長、科長等，三至六年級

同學更可當風紀隊員，指導其他同學，協助老師維持秩
序。

● 四至六年級同學可擔任「福傳先鋒」，指導同學祈禱的
禮儀，以及向初小同學福傳。

促進同學間之協作精神
● 推行「大哥哥大姐姐計畫」，四年級同學替一年級同學

檢查功課及手冊，養成樂於助人的精神。
● 培訓「IT服務生」及「圖書館管理員」，讓學生運用資

訊科技協助同學學習。
● 推行「英文伴讀計畫」，高年級同學陪伴低年級同學閱

讀，增加他們的閱讀興趣。 

 3   宗教及價值教育

● 為培養學生的靈育發展，本年度繼續為初小同學成立「
基督小先鋒」，並於每周舉行宗教聚會，學習步武基督
。同時，更配合天主教禮儀年曆，舉辦各項宗教活動，
包括校慶感恩祭、將臨期愛德活動、四旬期的饑饉小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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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電子學習」促進學與教的效能
● 透過教師專業發展日，邀請具經驗的教育同工及講者、訪

校交流，與教師分享推行「電子學習」的經驗和技巧。

● 課展組和資源管理組協作，優化電子學習所需教材、學
材和課室配套設施。

● 教師進修有關電子學習的課程或工作坊，並透過「教學
實踐場」在各科試行電子學習策略，分享教學難點及解
決方法。

 2   學與教

校本課程
● 以生命教育為主線，貫串各個關鍵項目，包括統整教學

及專題研習、從閱讀中學習、以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
等。

 1   管理及策劃

本校訂定了三個「關注項目」：第一、「關愛文化」；
第二、運用「電子學習」促進學與教的效能，作為校務工
作的發展方向；第三、「教師身、心、靈健康的提升」。

關愛文化
● 生命教育是學校的校本核心課程，老師希望同學能夠學

懂愛惜生命、關懷生命、分享生命。

● 本年度學校以「愛朋友．愛學校」為主題，舉辦了多項 
活動。目的是讓學生懂得與人相處，在學校建立和諧的
關係。

教師身、心、靈健康的提升
● 邀請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關俊棠神父帶領及

New Life 330 計畫導師為全體教師提供身心靈整全健
康工作坊，讓教師達至對生命的自我追尋、自我完善。

● 為中層教師作培訓，加強教師的身、心力量，共建高效
團隊。

小一戶外學習日

活動、五月的聖母像出遊活動等。另外，本年度校長及
四名中層教師，參加由天主教修會學校聯會主辦的「小
學宗教教育領導團隊培訓日」活動，目的為培養校內領
導團隊，能以「全校參與營造福音校園文化」的思維來
訂定日後有關的校內政策。

小三學習日



小四生命教育課

小四朝聖

跳繩精英班

小六生命教育課

● 為提升學與教的質素，中英數三科的老師共同建構「學
與教質素保證機制」，建立一個縱向和橫向的學與教指
標，讓師生能清楚明瞭各個級別、各個學習範疇的學與
教基本要求，從而訂定更對焦的學習和教學策略。

● 為了讓老師加強照顧同學，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三年
級及六年級的全部英文課推行同級分組教學，全級三班
分成四組上英文課。五年級亦按能力分成四組，每星期
進行兩堂英文寫作課，以收拔尖保底之效。

● 本年度中文科與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組合作，將「校本
初小中文分層支援課程」發展至小三，以提升學生聽、
說、讀、寫的能力。

● 英文科參與了香港中文大學「促進學習社群以優化小班
教學」支援計畫，以「FOOD FAIR」主題進行課研合
作，進一步提升教學的質素。

● 一至三年級推行統整教學課程，以鞏固所學。老師帶領
同學到公園、農場、動植物公園進行實地觀察，更將學
校變成餐廳及超級市場，要求同學們以普通話點餐，以
英語購物。而四至六年級則進行了專題研習課，以「香
港今昔」、「環境保護」、「太陽能車的探究」為主題，
進行小組參觀、搜集資料、街頭訪問、小組會議、分析
資料等，然後製作專題研習資料冊，並舉行分享會。

● 積極發展「資優教育」，在各個科目中都已經滲入不同
的資優元素，調適課程內容，從而提升所有學生的高
層次思考、創造力和社交能力。而對於學習能力高於
水平的資優學生，本校更安排他們參與抽離式專科學
習或校外支援課程。

● 本年度本校獲香港電台31台邀請，為《小伙子大本營》
節目進行拍攝工作，從中可以體現學生的邏輯能力、
敏銳思考與表達能力。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 推行「學科傑出成績獎勵計畫」，於每次考試選出每班在

中文、英文、數學、常識四科中，取得最高三個分數的
同學，獲頒發獎狀予以鼓勵。

● 推行「成績龍虎榜」、「卓越成績獎勵計畫」及「自訂學
習目標計畫」，以鼓勵同學追求進步和自我完善。

培養學生的領導能力
● 各班除設班長一職外，更有組長、科長等，三至六年級

同學更可當風紀隊員，指導其他同學，協助老師維持秩
序。

● 四至六年級同學可擔任「福傳先鋒」，指導同學祈禱的
禮儀，以及向初小同學福傳。

促進同學間之協作精神
● 推行「大哥哥大姐姐計畫」，四年級同學替一年級同學

檢查功課及手冊，養成樂於助人的精神。
● 培訓「IT服務生」及「圖書館管理員」，讓學生運用資

訊科技協助同學學習。
● 推行「英文伴讀計畫」，高年級同學陪伴低年級同學閱

讀，增加他們的閱讀興趣。 

 3   宗教及價值教育

● 為培養學生的靈育發展，本年度繼續為初小同學成立「
基督小先鋒」，並於每周舉行宗教聚會，學習步武基督
。同時，更配合天主教禮儀年曆，舉辦各項宗教活動，
包括校慶感恩祭、將臨期愛德活動、四旬期的饑饉小息

 4   學生訓育和輔導
● 為實踐全人教育的理念，本校特設計了一套六級共十二

個系列的校本「生命
教育課程」，課程由
全體教師協作推行，
以貫徹「全校參與」
的理想推行模式。

● 為使同學能檢視本身的價值觀，加以反思，從而建立正
確的人生態度，本年度繼續於星期二、四、五的早會時
間，安排「心靈靜定」環節，讓學生在學習之始，沉澱
心靈，聆聽心靈小故事。

4

運用「電子學習」促進學與教的效能
● 透過教師專業發展日，邀請具經驗的教育同工及講者、訪

校交流，與教師分享推行「電子學習」的經驗和技巧。

● 課展組和資源管理組協作，優化電子學習所需教材、學
材和課室配套設施。

● 教師進修有關電子學習的課程或工作坊，並透過「教學
實踐場」在各科試行電子學習策略，分享教學難點及解
決方法。

 2   學與教

校本課程
● 以生命教育為主線，貫串各個關鍵項目，包括統整教學

及專題研習、從閱讀中學習、以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
等。

 1   管理及策劃

本校訂定了三個「關注項目」：第一、「關愛文化」；
第二、運用「電子學習」促進學與教的效能，作為校務工
作的發展方向；第三、「教師身、心、靈健康的提升」。

關愛文化
● 生命教育是學校的校本核心課程，老師希望同學能夠學

懂愛惜生命、關懷生命、分享生命。

● 本年度學校以「愛朋友．愛學校」為主題，舉辦了多項 
活動。目的是讓學生懂得與人相處，在學校建立和諧的
關係。

教師身、心、靈健康的提升
● 邀請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關俊棠神父帶領及

New Life 330 計畫導師為全體教師提供身心靈整全健
康工作坊，讓教師達至對生命的自我追尋、自我完善。

● 為中層教師作培訓，加強教師的身、心力量，共建高效
團隊。

活動、五月的聖母像出遊活動等。另外，本年度校長及
四名中層教師，參加由天主教修會學校聯會主辦的「小
學宗教教育領導團隊培訓日」活動，目的為培養校內領
導團隊，能以「全校參與營造福音校園文化」的思維來
訂定日後有關的校內政策。

聖母像出遊

聖母月獻燭禮

小二生命教育課

小提琴班

● 學生支援組為深化生命教育的成效，於本學年繼續推行
「班級經營」計畫，以加強師生及同學之間的聯繫，
建立一個互助、友愛、支持的環境，共同體驗及分享
成長的喜悅。

● 參與「教育局課外活動支援計畫」及申請「校本課後學
習及支援計畫」、「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津貼，
以鼓勵家境困難的學生參加學校籌辦的課外活動，令
全體學生均得到全面發展的機會。

● 聘請言語治療專家到校，為學生進行評估，及早鑑別學
生的特殊學習需要，糾正及教導學生的發音技巧。

● 參與教育局「新資助模式」計畫，舉辦學生輔助課程
「學習多樂趣」、「讀寫加油站」等活動，以協助有
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升其學習效能。

 5  課外活動 

課外活動多元化，涵蓋宗教、學術、藝術、體育及社
會服務等，提倡「一生一體藝‧一生一服務」政策。

● 為繼續貫徹「一生一體藝‧一生一服務」政策，本年度
校方繼續向同學派發「PLSP學生成長歷程檔案」紀錄
冊，利用此紀錄冊進行「自訂學習目標計畫」，讓同
學們就本身的學業成績、學習表現訂定目標，並在老
師的指導下，進行反思、檢討，藉以提升學習成效。
此外，同學亦可紀錄自己在這一年，於其他範疇的表
現、成就，作為全人發展的佐證。

● 為了讓學生認識及傳承中國的傳統文化，本年度舉行了
中國文化日活動，讓同學藉此認識中國的傳統文化，
植根於心中，日後能傳承下去。

● 本校設有聯課活動小組、課餘興趣班及精英培訓班，當
中包括中文、英文、數學、常識、視覺藝術、奧數、
舞蹈、粵劇、小提琴、故事演說、戲劇、足球、乒乓
球、智能機械人及花式跳繩等，讓同學參與，發展學
生的多元智能。常識科積極推動STEM課程，新增以
STEM為主題課堂活動、專題研習、戶外活動及聯課活
動，讓學生提升科研的學習動機。

校慶感恩祭

STEM水火箭活動



「親子賣旗慈善籌款」2

周年大會暨周年聚餐

「親子一天遊」

「親子賣旗慈善籌款」1

● 為提升學與教的質素，中英數三科的老師共同建構「學
與教質素保證機制」，建立一個縱向和橫向的學與教指
標，讓師生能清楚明瞭各個級別、各個學習範疇的學與
教基本要求，從而訂定更對焦的學習和教學策略。

● 為了讓老師加強照顧同學，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三年
級及六年級的全部英文課推行同級分組教學，全級三班
分成四組上英文課。五年級亦按能力分成四組，每星期
進行兩堂英文寫作課，以收拔尖保底之效。

● 本年度中文科與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組合作，將「校本
初小中文分層支援課程」發展至小三，以提升學生聽、
說、讀、寫的能力。

● 英文科參與了香港中文大學「促進學習社群以優化小班
教學」支援計畫，以「FOOD FAIR」主題進行課研合
作，進一步提升教學的質素。

● 一至三年級推行統整教學課程，以鞏固所學。老師帶領
同學到公園、農場、動植物公園進行實地觀察，更將學
校變成餐廳及超級市場，要求同學們以普通話點餐，以
英語購物。而四至六年級則進行了專題研習課，以「香
港今昔」、「環境保護」、「太陽能車的探究」為主題，
進行小組參觀、搜集資料、街頭訪問、小組會議、分析
資料等，然後製作專題研習資料冊，並舉行分享會。

● 積極發展「資優教育」，在各個科目中都已經滲入不同
的資優元素，調適課程內容，從而提升所有學生的高
層次思考、創造力和社交能力。而對於學習能力高於
水平的資優學生，本校更安排他們參與抽離式專科學
習或校外支援課程。

● 本年度本校獲香港電台31台邀請，為《小伙子大本營》
節目進行拍攝工作，從中可以體現學生的邏輯能力、
敏銳思考與表達能力。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 推行「學科傑出成績獎勵計畫」，於每次考試選出每班在

中文、英文、數學、常識四科中，取得最高三個分數的
同學，獲頒發獎狀予以鼓勵。

● 推行「成績龍虎榜」、「卓越成績獎勵計畫」及「自訂學
習目標計畫」，以鼓勵同學追求進步和自我完善。

培養學生的領導能力
● 各班除設班長一職外，更有組長、科長等，三至六年級

同學更可當風紀隊員，指導其他同學，協助老師維持秩
序。

● 四至六年級同學可擔任「福傳先鋒」，指導同學祈禱的
禮儀，以及向初小同學福傳。

促進同學間之協作精神
● 推行「大哥哥大姐姐計畫」，四年級同學替一年級同學

檢查功課及手冊，養成樂於助人的精神。
● 培訓「IT服務生」及「圖書館管理員」，讓學生運用資

訊科技協助同學學習。
● 推行「英文伴讀計畫」，高年級同學陪伴低年級同學閱

讀，增加他們的閱讀興趣。 

 3   宗教及價值教育

● 為培養學生的靈育發展，本年度繼續為初小同學成立「
基督小先鋒」，並於每周舉行宗教聚會，學習步武基督
。同時，更配合天主教禮儀年曆，舉辦各項宗教活動，
包括校慶感恩祭、將臨期愛德活動、四旬期的饑饉小息

● 本校亦設有福傳先鋒、基督小先鋒、風紀、幼童軍、IT
服務生、圖書館管理員、PE特工、聖詠領唱員、升旗
隊及環保大使等服務團隊。

 6  學校與社區的聯繫
● 為貫徹生命教育課程之「生命體驗之旅系列」，特邀請

福禧頤樂天地資深社工到校，與本校老師協作教學，教
導學生跟長者相處之道，並安排六年級學生到上水天平
長者鄰舍中心、香港崇真會福康頤樂天地及香港崇真會
福禧頤樂天地探訪長者，進行真實的體驗活動。

● 同學們參加「公益金便服日」、參加公益少年團之「敬
老護老愛心券」籌款活動、參加「聖基道兒童院賣旗活
動」舉辦的「親子賣旗慈善籌款」活動，藉此與社區聯
繫，並弘揚「奮志力學，服務人群」的校訓。

● 為提高同學的環保意識及培養對環境有責任感，本校
響應由「基督教勵行會」舉辦的「愛心回收義賣大行
動」，將收集回來的物品送交有關部門，循環再造或
作慈善用途，實行寓環保於公益。

 7  學校與家庭的聯繫
● 為加強家校的溝通及合作，本年度共舉辦五次家長教師

座談會及工作坊，分別就「小一新生入學」、「校本
課程發展」及「升中派位辦法及選校策略」等事宜進
行研討。

5

運用「電子學習」促進學與教的效能
● 透過教師專業發展日，邀請具經驗的教育同工及講者、訪

校交流，與教師分享推行「電子學習」的經驗和技巧。

● 課展組和資源管理組協作，優化電子學習所需教材、學
材和課室配套設施。

● 教師進修有關電子學習的課程或工作坊，並透過「教學
實踐場」在各科試行電子學習策略，分享教學難點及解
決方法。

 2   學與教

校本課程
● 以生命教育為主線，貫串各個關鍵項目，包括統整教學

及專題研習、從閱讀中學習、以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
等。

 1   管理及策劃

本校訂定了三個「關注項目」：第一、「關愛文化」；
第二、運用「電子學習」促進學與教的效能，作為校務工
作的發展方向；第三、「教師身、心、靈健康的提升」。

關愛文化
● 生命教育是學校的校本核心課程，老師希望同學能夠學

懂愛惜生命、關懷生命、分享生命。

● 本年度學校以「愛朋友．愛學校」為主題，舉辦了多項 
活動。目的是讓學生懂得與人相處，在學校建立和諧的
關係。

教師身、心、靈健康的提升
● 邀請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關俊棠神父帶領及

New Life 330 計畫導師為全體教師提供身心靈整全健
康工作坊，讓教師達至對生命的自我追尋、自我完善。

● 為中層教師作培訓，加強教師的身、心力量，共建高效
團隊。

活動、五月的聖母像出遊活動等。另外，本年度校長及
四名中層教師，參加由天主教修會學校聯會主辦的「小
學宗教教育領導團隊培訓日」活動，目的為培養校內領
導團隊，能以「全校參與營造福音校園文化」的思維來
訂定日後有關的校內政策。

「生命體驗之旅系列」

「培靈細運會」之「親子比賽」

家長工作坊 2

● 家長教師會於九月舉辦了「親子一天遊」，家長及學
生一同遊覽錦田鄉村俱樂部、恆香製餅廠、豆腐製品
廠，並於午餐享用屏山盆菜宴。

● 家長教師會更舉辦了「正向親子管教，由6A品格做
起」、「溝通有辦法」及「讚得有道理」工作坊，家長
踴躍參加，認為這些工作坊對教導子女有極大的幫助。

● 家長教師會在二月協助籌辦「培靈細運會」之「親子比
賽」項目。同時繼續成為「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之
成員。

 8  學校與校友的聯繫
● 校友會為我們增添不少助力，先後舉辦「校友迎新日」、

「升中新里程中學生活分享篇」、「會員大會」和「周
年聚餐」。聚餐當晚，出席的歷任校監、校長、老師和
校友，歡聚一堂，共話誠明，倍覺溫馨。

 9  校舍及資源管理
●   教學樓地下男女洗手間加裝風扇、插蘇位及更換抽

氣扇。

●   教學樓二樓各室更換百葉簾。

●   教學樓各室室內牆身、天花、木門油漆。

●   活動大樓後梯防火門更換。

「公益金便服日」

家長工作坊 1



6

來年展望
本校課程特為所有學生提供終身學習所需的重要經驗，使能在德、智、體、群、美、靈六育
均有全面的發展，成為積極主動、富責任感的良好公民，為社會、國家以至全球作出貢獻。
此外，透過各種學習經歷，協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貫徹終身學習的精神，培養
學生各種共通能力，以獲取和建構知識，奠定全人發展的基礎。

提升學生品格素質

1.  以生命教育為主線，貫串各個關鍵項目

2.  促進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 

3.  推展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生命教育計畫

1.  個人成長：認識生命的潛能，學習自省及解難。

2.  群性發展：學習愛惜生命、關懷生命和分享生命。

3.  與宗教科及其他學科課程結合，全方位輔導，提升健康的自我形象。

「學與教」多元智能發展
1. 配合課程改革步伐，以生命教育為主線，貫串各個關鍵項目。

2. 為加強師生的聯繫，持續推行及強化「班級經營」計畫，                                
 使學生於和諧友愛的學習氣氛下成長。

3. 優化課堂教學，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 深化優質課堂教學策略。
 ● 進行校本課程發展。

4. 積極推行兩文三語：
 ● 繼續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文。
 ● 透過「強化校本寫作課程」，提高學生的寫作水平。
 ● 推行「圖書協作計畫」，讓學生認識香港作家，並推廣閱讀文化。
 ● 加強漢語拼音的訓練，以提高學生普通話水平。
 ● 與外籍英語教師協作教學，提高學生的英語聽說能力。
 ● 透過校本閱讀計畫，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及增加他們對閱讀的興趣。
 ● 設計一個有連貫性的縱向英文寫作課程，令學生有系統地學習寫作技巧，         

   提升他們的寫作能力。
 ● 因應學生的不同能力與學習需要，予以適當的支援和輔助。

5. 讓學習數學充滿趣味，讓學生擁有數學智慧，在課堂進行實作評量。

6. 常識科積極推動STEM，藉此培養學生對科技學習的興趣和應有的態度。

7. 藉著優化校本評核政策，發展多元化、促進學習的評估。

8. 發展跨學科閱讀，以促進學生從閱讀中學習，並繼續培養學生主動閱讀及          
 分享閱讀的風氣。

9. 鼓勵學生多做運動、多讚賞別人，做個健康快活人。

10. 全面推行電子學習，並鼓勵學生善用資訊科技自學及藉此服務他人。

自我完善 

學校繼續發展自我完善機制，校長、教師積極進修，積極推展教師專業化，共同協作
備課，觀摩學習，發揮團隊精神。同時，透過家長和校友的合作，加強學校與家長和
校友的溝通與聯繫。

我們期盼在不斷的努力下，得到家長和校友的支持，獲得美滿的成果、更理想的學習
環境。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得獎學生

學
術
/
中
文

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主辦中國語文菁英計畫
（2016/2017）全港中國語文菁英競賽

菁英銅獎 6C 蘇芷惠

港澳地區中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委員會主辦
「GAPSK」中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

優異 4A 鄧學謙

香港道教
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主辦 
「第十四屆小六學術精英

挑戰賽」

金獎
6B 陳宙宏

6B 林良曦

6C 蘇芷惠

銀獎

6A 江展翔

6B 戴少龍

6B 彭俊賢

6C 鍾紫彤

6C 楊靜

銅獎

6A 李敏莉

6A 黃舒裕

6A 楊曉婷

6C 莫藝霖

6C 黃民欣

學
術
/
英
文

香港道教
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主辦 
「第十四屆小六學術精英

挑戰賽」

銀獎

6A 江展翔

6A 楊曉婷

6B 戴少龍

6B 林良曦

6B 彭俊賢

6C 李家樂

6C 蘇芷惠

6C 黃民欣

6C 楊靜

銅獎

6A 陳雙城

6A 李敏莉

6A 李心源

6A 陸穎芯

6A 黃舒裕

6B 陳宙宏

6C 鍾紫彤

6C 莫藝霖

學
術
/
數
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主辦 

「第十四屆小六學術精英挑戰賽」

金獎 6A 李敏莉

銀獎
6A 江展翔

6B 戴少龍

6C 楊靜

銅獎

6A 陳雙城

6A 黃舒裕

6A 楊曉婷

6B 陳宙宏

6B 林良曦

6C 莫藝霖

6C 蘇芷惠

6C 黃民欣

聖方濟各書院主辦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小五組

銅獎
5A 陳紫琪

5B 歐陽俊傑

聖方濟各書院主辦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小四組

優異 4A 梁宇軒

銅獎 4B 曾福埜

優異 4C 馮奕軒

教育評議會主辦 
2016-2017年度北區小學

「數學謎城之指手畫腳」大賽
季軍

6A 李敏莉

6A 楊曉婷

6B 林良曦

6C 莫藝霖

香港(國際)珠心算學會主辦珠心算
九級

1C 田文利
八級

台灣中華數學協會主辦2017 COMO 兩岸菁英
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暨台灣奧林匹克數理競賽

三等獎 5A 鄧曉桐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華夏盃」
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7全國總決賽

三等獎 3A 陳德仁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華夏盃」
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7(華南賽區)晉級賽

二等獎
3A 陳德仁

5A 崔栢希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7

(香港賽區)初賽

一等獎
3A 陳德仁

4B 曾福埜

二等獎
3A 蕭煜楠

3C 張明浩

三等獎

3A 林卓鋒

3B 盧宇航

3B 劉晋軒

3C 劉芷柔

4B 譚浠桐

4C 馮奕軒

4C 胡峻傑

4C 田啟進

5A 崔栢希

5A 鄧曉桐

5B 陳穎希

5C 姚浚樺

6A 江展翔

6B 林良曦

6C 楊靜

常
識

香港科學館主辦
  第二十屆常識百搭

小學STEM探究
優異獎

5A 黃欣彤

5A 邱愷翎

5B 歐陽俊傑

5B 陳穎希

5B 沈卓圯

5C 姚浚樺

資
訊
科
技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舉辦
2016-2017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畫

金章

6A 陳雙城

6A 陳彥樺

6A 李心源

6B 戴少龍

6B 林良曦

6B 劉晧怡

6B 黃逸之

6C 黃民欣

6C 葉家聰

6C 黃焌維

6C 萬俊曦

6C 楊靜

6C 莫藝霖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得獎學生

演

/
戲
劇

北區文藝協進會主辦
香港北區短劇節

傑出女演員獎 6C 楊靜

傑出男演員獎 6A 張穎浚

傑出表現獎

4A 王悅盈

4B 潘欣

4C 文珈璐

5A 張穎詩

5C 何瑋綨

5C 黃慧玲

6A 李敏莉

6A 陳雙城

6A 楊曉婷

6A 張穎浚

6B 蔣嘉霖

6B 黃逸之

6C 楊靜

6C 葉家聰

6C 莫藝霖

演

/
粵
語

香港關顧自閉聯盟主辦第一屆
「共融@動靜一刻」動一刻

（微電影創作比賽）
冠軍

2A 王宇熙

2A 蔡卓妍

4A 鄧學謙

4B 曾憲焌

5A 陳紫琪

5A 黃欣彤

5B 陳敏求

5B 巫靜亭

5B 蕭海瑶

5C 呂穎

6C 鍾紫彤

6C 梁頌彥

演

/
普
通
話

港澳地區中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委員會主辦 
GAPSK普通話朗誦比賽

優異 4A 鄧學謙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獎狀 5A 黃欣彤

優良獎狀 4A 鄧學謙

優良獎狀
6B 黃逸之

亞軍

優良獎狀
6C 鍾紫彤

亞軍

優良獎狀 6C 楊靜

演

/
粵
語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獎狀 1A 林焯熙

優良獎狀 3A 林卓鋒

良好獎狀 4A 李敏詩

優良獎狀
4A 鄧學謙

亞軍

良好獎狀 4B 莊恩悅

優良獎狀 6A 張芷欣

優良獎狀 6A 李敏莉

良好獎狀 6C 萬俊曦

優良獎狀 6C 莫藝霖

演

/
英
語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獎狀

2B 賴駿曦

2B 羅貫豐

3B 胡兆鏗

3B 卓唯

3B 林曉彤

3C 趙彧曦

演

/
戲
劇

香港藝術學院舉辦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
合作獎

4A 王悅盈

4B 潘欣

4C 文珈璐

4C 張穎詩

5C 何瑋綨

5C 黃慧玲

6A 李敏莉

6A 陳雙城

6A 楊曉婷

6A 張穎浚

6B 蔣嘉霖

6B 黃逸之

6C 楊靜

6C 葉家聰

6C 莫藝霖

傑出
演員獎

4C 文珈璐

6A 李敏莉

6B 黃逸之

視
藝

北區區議員林卓廷辦事處主辦 
創意無限聖誕卡設計比賽

季軍 4B 潘欣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主辦
第六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17

小童組西畫
銀獎

2C 孟芍彤

4C 丘雅琳

風車教育管理學阮主辦
2016HCA少兒書畫大賽

金獎 1A 李昊哲

音
樂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主辦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鋼琴考試

三級証書 4A 李敏詩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主辦 
五級樂理考試

五級証書
3A 陳德仁

6C 黃民欣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主辦 
五級細管上低音號

五級証書 3A 陳德仁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主辦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鋼琴考試

四級証書 5A 邱愷翎

三級証書
3B 陳善柔

3C 陳穎茵

二級証書
3A 馮康婷

4C 梁芷晴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一級良好獎狀 1A LAI KO YEE

一級優良獎狀 3B 鄺文希

三級良好獎狀 4A 李敏詩

三級優良獎狀 1A 謝海玉

三級優良獎狀 5C 黃凱瑩

四級優良獎狀 6C 蘇芷惠

五級優良獎狀 6C 黃民欣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長號獨奏小學初級組
良好獎狀 3A 陳德仁

學生除踴躍參加校內的課外活動外，亦積極參與校外活動，學生在校外比賽中，表現良好。

現將本年度（2016/2017）本校在全港、區際及地區性比賽的參加人數及獲獎情況概述如下：

學生表現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得獎學生

音
樂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粵曲對唱--小學初級組
良好獎狀

3B 胡兆鏗

3C 劉芷柔

3C 羅熙琳

3C 何紫晴

3C 徐思銘

4A 王悅盈

5A 李唯一

5B 陳敏求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13歲或以下小學合唱隊
優良獎狀

3A 陳德仁

3A 馮康婷

3A 劉芷瑩

3B 卓唯

3B 張展浩

3B 黃子瑩

3B 鄺文希

3B 林曉彤

3B 鄧紫君

3C 何紫晴

3C 徐思銘

3C 譚力行

4A 陳婉宜

4A 羅永軒

4A 岑凱欣

4B 陳寶楨

4B 莊恩悅

4B 戴青霖

4B 馬家敏

4B 戴紫筠

4B 鄧穎茹

4B 黃曉烯

4C 黃韋溱

4C 馮奕軒

4C 梁芷晴

4C 李潔儀

4C 丘雅琳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教堂音樂13歲或以下小學合唱隊
優良獎狀

5A 陳秀蘭

5A 張穎詩

5A 黃欣彤

5A 彭敏嘉

5B 陳敏求

5B 鍾婷姿

5B 羅海靜

5B 羅海敏

5B 羅敬峰

5B 吳穎心

5C 何苑彤

5C 李凱欣

5C 黃家茵

6A 李心源

6A 祝映筠

6A 鄧芷柔

6B 劉晧怡

6B 劉家怡

6B 黃曉薇

6C 陳詠琪

6C 張雯津

6C 蔡少菁

6C 劉凱欣

6C 劉詠瑤

6C 黃子軒

6C 黃民欣

6C 廖子淇

6C 蘇芷惠

體
育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全港學界跳繩比賽2017
(小學組初賽)

女甲1分鐘
三人交互跳繩花式

亞軍

6B 黃曉薇

6B 黃逸之

6C 劉凱欣

女甲1分鐘
三人交互跳繩速度

亞軍

6B 黃曉薇

6B 黃逸之

6C 劉凱欣

女甲30秒速跳
季軍

6B 黃逸之

女甲連續二跳
亞軍

6B 黃曉薇

女甲連續二跳
季軍

6C 劉凱欣

女甲2分鐘速度
耐力跳季軍

5C 鄧悅怡

女甲總亞軍

3B 卓唯

3B 翁家怡

4A 魏穎晞

5C 鄧悅怡

6B 黃曉薇

6B 黃逸之

6C 劉凱欣

男甲1分鐘
三人交互跳繩速

度季軍

5C 陳永鵬

6C 黃子軒

6C 周韵喆

男甲1分鐘
三人交互跳繩花式

季軍

5C 陳永鵬

6A 黃星維

6B 陳宙宏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全港學界跳繩比賽2017
(小學組初賽)

男甲連續
二重跳亞軍

6B 陳宙宏

男甲總季軍

4A 詹景弘

5C 陳永鵬

6A 黃星維

6B 陳宙宏

6C 周韵喆

6C 黃子軒

6C 黃旭晞

匯知中學與繩研協辨 
全港小學跳繩比賽2016

二人橫排跳殿軍
6B 陳宙宏

5C 陳永鵬

大埔足球會主辦 
『不賭盃』中小學校際足球比賽2016

初級組季軍

6A 黃星維

6A 葉啟文

6A 鍾嘉俊

6C 吳祉軒

畢業 黃建東

畢業 郭致城

畢業 劉啟峰

畢業 李榮焯

畢業 徐柏朗

畢業 韓澤城

畢業 黎嘉亨

畢業 梁兆泓

中國跆拳聯盟主辦 
2016年中港跆拳道道館交流賽

少兒男子39kg 
競技比賽第三名

6A 葉啟文
少兒男子高級組 
品勢比賽第一名

世紀跆拳道會及香港真武跆拳道會聯合主辦 
真武世紀跆拳道搏擊邀請賽201

男子兒童 
高級色帶J1冠軍

類別 比賽/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得獎學生

體
育

廣州市番禺海外聯誼會主辦
番、港、澳青少年跆拳道交流賽

少年A男子藍紅帶組
1品勢比賽第二名

6A 葉啟文

樂武跆拳道會主辦
樂武跆拳道會全港品勢邀請賽

品段F組優異

香港仁德跆拳道會主辦
第三屆仁德跆拳道會『香港惠州挑戰盃』

個人速度賽
兒童組(BB組)冠軍

搏擊兒童男子組38KG 
(B組)季軍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主辦 
2016年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Group A Girls 9 years old 
-28kg Champion

4C 張穎詩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主辦 
2016年香港校際柔道錦標賽

Female Junior-28kg 
 1ST RUNNER UP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主辦 
香港青少年柔道隊際錦標賽

C組6至11歲
女童季軍

正東柔道會主辦 
荃灣區議會贊助國慶盃柔道錦標賽2016

冠軍

正東柔道會舉辦2016年度
正東柔道會 << 最佳~傑出~優秀運動員>>

優秀運動員

深圳聚道館主辦
2017年深港盃柔道邀請賽

第二名

廣州體育館體校主辦2016年
粵港盃 柔道邀請賽

第三名

香港胡氏跆拳道會舉辦 
級位証書考試

五級 1C 葉濠輝

國際香港跆拳道聯盟主辦 
香港跆拳道60周年紀念大賽

男子兒童隊際 
套拳亞軍

6A 陳表聰
男子兒童隊際 

搏擊冠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2016-2017年度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壘球

第七名
5A 邱愷翎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北區）與北區體育會
合辦 

北區第三十一屆分齡游泳比賽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第三名

5A 鄧曉桐

4x50米自由泳接力 
第三名

6C 羅佩詩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北區小學分會主辦
2016-2017年度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甲組50米
蝶泳第七名

6C 羅佩詩
女子甲組100米

蛙泳第八名
男子乙組100米
自由泳第五名

5C 羅裕麒
男子乙組50米
背泳第八名

男子乙組50米
自由泳第四名

5A 梁心和

女子乙組50米
蛙泳第六名

5A 鄧曉桐

智藝雅善兒童之聲主辦 
2016跆拳道品勢邀請賽

高級C組季軍 6C 周韵喆

劍擊運動學院主辦 
FSA劍擊運動學院積分賽2016

冠軍
3C 何詠樂

劍樂會主辦
2017年劍樂會系列賽

U12男子重劍
第二名

吐露港游泳訓練學會主辦
週年游泳錦標賽2016

男子10-11歲組
100米背泳季軍

5A 梁心和

德強跆拳道會舉辦 
級位証書考試

一級 6C 黃焌維

五級 2C 黃子嚴

屈臣氏集團主辦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6-2017」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6A 黃星維

舞
蹈

英國皇家舞蹈學院主辦 
芭蕾舞考試

一級證書 3C 劉芷柔

二級證書 4C 梁芷晴

三級証書 4C 張穎詩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及教育局
聯合主辦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中國舞
(群舞) 
乙級獎

3A 盧樂詩
3A 陳樂兒
3B 鄧紫君
3B 王心妍
3C 鄭永華
3C 羅熙琳
4A 李敏詩
4B 馬家敏
4B 劉妍
4B 曾憲焌
4B 戴青霖
4C 吳依澄
5A 陳秀蘭
5A 張穎詩
5A 李唯一
5A 鄧曉桐
5A 邱愷翎
5B 鍾婷姿
5C 王逸凡
6A 黃思霖
6A 李心源
6C 劉凱欣
6C 廖子淇

起舞藝軒主辦18th Best of Best HK 
Open DanceSport Championships 第三名 5A 李唯一

ICBD主辦ADSC協辦 
Lotus cup International Open Championships

1st in  
Juvenile & Youth Jive

6B 蘇芷盈

2nd in  
Juvenile & Youth Rumba

3rd in  
Juvenile & Youth Samba

3rd  in  
Juvenile & Youth Cha Cha Cha

1st in  
Juvenile & Youth Paso Doble

18區體育舞蹈聯會主辦 
第三屆回歸杯

兒童及青少年 Paso Doble 
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 Jive 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 Rumba 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 Cha Cha 
Cha 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 Samba 冠軍

ADSC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
(香港區會)主辦 

元朗區體育節2016

兒童及青少年 Rumba 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 Paso Doble 
亞軍

兒童及青少年 
Cha Cha Cha 亞軍

兒童及青少年 Samba 亞軍

兒童及青少年 Jive 亞軍

The Hong Kong Dance Institute 
18th Diamond Cup HK Open Championships 明日之星

ADSC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
(香港區會)主辦 

金鑽杯系列亞洲公開賽

兒童及青少年 Paso Doble 
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 Rumba 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 Jive 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 Samba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 Cha Cha 

Cha冠軍

 *由於獎項眾多，未能一一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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