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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 學 使 命

 我 們 的 學 校

     以基督的愛及服務精神，提供優質教育，啟發學生潛能。讓學生能在溫暖和愉快學習環
境中健康成長。

     本校為美國天主教傳教會（瑪利諾神父會）於一九六三年創辦之政府資助小學。自
一九七五年起，本校轉由天主教香港教區管理。本校的行政屬教育局黃大仙區管理，但小一招
生及小六學生升中派位均屬九龍城區。根據教育局小一入學統籌辦法，本校被編為第 41 區，
升中派位則被分配於KL3網內中學，該網區域範圍為「九龍城」、「九龍塘」、「何文田」、「馬
頭圍」、「土瓜灣」及「紅磡」。

     本校設有標準課室二十四間，另有祈禱室、電腦學習室、中央圖書館、校園電視台、音
樂室、舞蹈室、視藝室、學生輔導室、禮堂、室內操場、室外籃球場、自然園地及備餐間等。
本校全部課室均設有電腦、投影機、實物投影機和電子白板。此外，所有課室、特別室及禮堂
均已安裝冷氣。

學校簡介

學校設施

法團校董會組合

行政架構表
      

 

成員 辦學團體 校長 家長 教師 校友 獨立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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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 學年課堂授課日數為 190 天。

學校實際上課日數

課堂及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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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家長教師會財政概況 (1/9/2018 ~ 31/8/2019)
摘要 收入 (HK$) 支出 (HK$)

承前結餘 (31/8/2018) 88,061.99 

家長跳舞班第一期 (逢星期四 ) 1,400.00 

家長跳舞班第二期 (逢星期四 ) 1,580.00 

正向子女管教策略工作坊 580.00 

2018 年 12 月 15 日 ,2019 年 2 月 23 日 ,7 月 6 日及 8月 24,26 日義賣 4,340.00 

利息收入 42.79 

家教會經常津貼 5,474.00 

家長教師週年大會 443.85 

家教會會費  13,525.00 

家教會親子旅行 51,820.00 

保險 1,750.70 

九北游泳比賽 2018-19( 食物 ) 374.00 

校運會 (禮物及獎牌 ) 4,615.00 

家長跳舞班第一期 (逢星期四 ) 1,400.00 

家長教師週年大會 2,110.85 

九北田徑 (食物 ) 475.50 

聖誕聯歡會 2,925.76 

九龍城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300.00 

正向子女管教策略工作坊 570.00 

家教會周年大會紀念品 (彈簧繩 ) 443.95 

校際藍球比賽 (食物 ) 245.00 

家教會親子旅行費用 51,950.00 

警察牌照課社團事務處 (家教會更改幹事費用 ) 483.90 

家長跳舞班第二期 (逢星期四 ) 1,580.00 

精靈媽媽的果實門票 25 位 3,000.00 

品德飛躍及學業進步獎盃 3,364.00 

水運會 (禮物及獎牌吊帶 ) 3,582.10 

獎狀紙 96.00 

警察牌照課社團事務處 (更改幹事費用 ) 200.00 

反轉童話生命劇場 1,500.00 

家教會 (會訊 ) 2,500.00 

離職老師禮物 1,194.00 

Total : 167,267.63 84,660.76 

盈餘 82,60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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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親子旅行、週年大會及聯校電子工作坊部份支出由教育局「家校合作活動津貼」資助



財 政 概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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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財政概況 (1/9/2018 ~ 31/8/2019)

承上結餘 (A) 收入 $(B) 支出 $(c)
I. 政府撥款

(1)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966,001.62 1,198,109.26 124,190.45
( 甲 ) 基線指標撥款

學校及班級津貼，日常運作開支 - 82,175.83 625,530.55
校本課程發展津貼 - - 38,097.76
普通話津貼 - - 1,399.00
家具及設備津貼 - - 265,920.00
校本管理補充津貼 - - 99,295.00
德育及公民教育 - - 1,795.00
學生輔導計劃 (包括服務津貼及計劃經費 ) - - 14,089.70
升降機保養及維修津貼 - - 48,240.00
增補津貼 - - 2,494.00
培訓津貼 - - 15,446.00
增聘文書助理 - - 147,924.00
小結 : 996,001.62 1,280,285.09 1,384,421.46

( 乙 ) 指定津貼
行政津貼 - 2,091,647.65 2,091,647.65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266,846.91 386,009.00 283,886.78
新來港兒童學習支援津貼 1,968.40 - 1,968.40
學校發展津貼 212,260.99 750,226.00 806,721.00
學生輔導服務新措施 3,136.00 231,660.00 226,800.00
成長的天空計劃 92,852.18 114,927.00 130,713.00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29,817.80 120,390.00 96,360.00
空調設備津貼 - 487,314.00 487,314.00
學習支援津貼 54,291.54 844,998.00 700,290.38
校本課後學習支援津貼 95,748.78 108,000.00 151,950.00
賽馬會全方位基金 - 45,300.00 45,300.00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支援津貼 386,044.10 - -
在校午膳津貼  61,702.00 249,410.00 309,774.00
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 (一筆過津貼 ) 84,340.00 - 84,340.00
在學校推動電子學習的一筆過資訊科技津貼 163,865.00 - 163,865.00
推廣閱讀津貼 - 30,000.00 30,000.00
姊妹學校計劃津貼 - 150,000.00 77,744.00
小結 : 1,452,873.70 5,609,881.65 5,688,674.21

II. 學校經費賬
捐款 384,881.90 8,163.66 1,515.05
其他 49,537.39 31,825.91 11,139.89
特定用途費 153,128.60 184,350.00 87,590.36
課後收費興趣班 73,623.21 663,730.00 661,630.00
華德教育基金 154,654.23 15,137.22 42,967.80
小結 : 815,825.33 903,206.79 804,843.10
總數 : 3,264,700.65 7,793,373.53 7,877,938.77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之盈餘
(A) + (B) - ( C)

3,180,135.41

* 捐款支出項目：  (1) 圖書

* 特定用途費支出項目： (1) 維修冷氣機， (2) 補貼 1819 電費



2018-2019 年度成功申請的校外資源及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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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組

項目名稱 支援機構 支援形式

課
程

小學校本支援服務 教育局
教育局人員到校，以主題形式支援課程發展
主任。

優質評核管理認證計劃 香港考評局 為學校評核機制提供顧問服務。

學
生
支
援

教育心理學家服務 教區
教育心理學家提供諮商及專業培訓
（2017-2019）。

學習支援津貼 教育局
為有需要學童進行評估、課後支援、個別學
習計劃、家長及教師支援。$844,998。

加强言語治療服務 香港言語及吞嚥治療中心
為有需要學童進行評估、小組、個別支援、
工作坊及講座等，獲撥款 $120,390。

成長的天空計劃 循道衛理中心
為有需要學童進行小組、日營及工作坊等，
三年獲撥款總額 : $112,234。

教育局區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明愛社區書院
協助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津貼之學生，獲撥款 $146,385。

教育局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教育局
協助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或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津貼之學生，獲撥款 $108,000。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撥款 香港賽馬會基金
資助經濟有需要的學生參加學校舉辦的學習
活動或提供津貼，撥款約 $45,300。

關愛基金援助 –在校午膳津貼 教育局
資助經濟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在校午膳津貼，
撥款 $249,410。

非華語學生校本支援津貼 教育局
為非華語學童提供額外小組學習課程及活
動，獲撥款 $50,000。

新來港學生支援津貼 教育局
為新來港學生提供額外小組學習課程及活
動，獲撥款每位學生 $3,753。

「喜伴同行」計劃 香港賽馬會基金 為自閉症學生提供有系統的額外小組訓練。

兒童發展基金「獅友同心結伴行」計劃 勞工及福利局
鼓勵兒童規劃人生及養成儲蓄習慣，第二期
撥款 $275,880。

生
教

「核心價值及培育之優化」夥伴學校先導計劃 天主教教育事務處 共同備課、觀課、研課及教師交流。

中
文

姊妹學校計劃津貼
深圳大新小學

寧波巿洪塘中心小學
勒流大晚小學

師生兩地交流活動，獲撥款 $150,000。

英
文

外籍英語教師計劃 (PLPR)
教育局

定期有教育局 Advisory Teacher 到校提供
意見。Development of Text Sets (DTS)

常
識

促進以自主學習開展 STEM 教學創新的多層領
導網絡

香港大學
專業人員到校與老師共同備課、觀課及研課
等。

體
育

「體適能獎勵計劃」 香港兒童健康基金 為學生測試體能。

五年級欖球課程 香港欖球總會 欖球總會派教練到校教授欖球。

價
值
教
育

「健康飲食在校園運動」 衞生署 提供健康飲食資訊

「校園齊惜福」 齊惜福 推廣減少廚餘訊息及廚餘種植。

和富青年領袖網絡 – 校本活動資助計劃 和富
提供籌辦本校社會服務及領袖培訓的財政支
援，資助額 $1500。

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一筆過津貼 教育局
購置相關教學資源，舉辦不同的學習及交流
活動，獲撥款 $84,340。（2017-2019）

資
訊
科
技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教育局
提升和更換學校資訊科技設施、上網服務、
保養維修、消耗品、聘請技術人員等，獲撥
款 $386,009。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教育局
加強支援學校的資訊科技人員，獲撥款
$307,200。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教育局 租賃 wifi 設備，獲撥款 $66,740。

在學校推動電子學習的一筆過資訊科技津貼 教育局
購置流動電腦裝置供學生使用；增加技術支
援人手及訂購電子學習資源、軟件等，獲撥
款 $163,854。

EDB School Support Partners Scheme 1819 Stem Education Centre
提供學生課堂 Tinker Cad 3D 繪圖學習活
動。



2018-2019 年 度 關 注 事 項 成 就 及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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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的 學 生

教 職 員 資 料

班級組織 - 班級數目及學生人數 (2018 - 2019)

2018-2019 年度教職員編制

教師資歷 (包括校長 )

級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數
班數 4 4 4 4 4 4 24

學生總數 103 102 104 100 100 105 614

HMII SPSM
PSM

+
PSM(CD)

AM APSM CM SGT
學習
支援
津貼

TSS
IT

資訊科技
綜合津貼

發展
津貼

ACO CA 工友 牧民
兼職
社工

總計

1 2 5 1 19 17 1 2 1 1 2 1 3 6 1 1 64

     此外，本年度任教英文及普通話科的老師，已全部達到基準要求。在資訊科技能力方面，
本校全體老師均達到中級或以上水平。

學歷 碩士 大學學位 大專
佔全校教師人數 % 36% 64% 0%

1. 透過豐富的學習經歷，鞏固天主教核心價值的培育，建立正向樂觀的校園文化。

成就
2018–2021 學校三年計劃的關注事項是鞏固學生天主教核心價值的培育，並把相

關的價值觀與態度的培養滲透在各個學習領域的課程中，涵蓋認知、情感及實踐的層
面，發展學生正向思維，培育健全人格。為幫助學生學習以正面的態度面對生活中的負
面情緒和經歷， 老師透過參與教師專業培訓、分享及交流，提升了對正向教育的了解 ;
而家長亦透過參與不同的教育講座及活動，認識如何有效施行正向管教。我們會以本年
度已開展的發展策略及良好的家校合作關係為基礎，讓學校各持分者一起學習及實踐天
主教核心價值，建立正向樂觀的校園文化。

本年度校風及學生支援範疇的目標為「忠主律己顯真理」，當中包括兩項重點。第
一項重點「鼓勵學生明辨是非，尋找真理」，老師編擬了生命教育科校本學習單元及級
本成長大課，讓學生認識及實踐耶穌的教導，明辨是非，尋找真理。根據校本問卷數據，
大部份學生均表示願意嘗試在生活中對主忠信、對己節制及對人柔和有禮貌。第二項重
點是「發展學生正向思維，培育學生智慧及節制之美德」，各科組亦以不同的學習活動，
鼓勵學生學習多反思及自律自理，並學懂感恩，共建關愛校園。在「感恩校園傳情」活
動中，學生學懂為向服務自己的人表達謝意。四年級級本成長大課 ( 成長的天空 ) 的目
標是鼓勵學生發掘自己的強項，樂觀面對困難。老師從大課及伸延課堂活動所觀察，學
生大多能認清自己的個人強項，而在建立樂觀積極的態度方面則仍需加以指導。此外，
透過早會分享、栽種花苗、水產養殖計劃及校園齊惜福計劃等，學生都能身體力行，學
習如何在生活中自制節約，培養出感念萬物之情。整體上學生都樂於參與各項學習活
動，策略亦能達致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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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動多元化學習，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營造愉快的學習氣氛。

成就
I. 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讓學生愉快學習。

※從持份者問卷可見，教師的同意度在 90% 以上；而從校本問卷的數據上，各持份
者對有關項目的同意度均高於 70%。各科組均積極為學生提供豐富的學習經歷，例
如英文科的mini project，常識科的專題研習、普通話及英文早會的一分鐘時間、
數學科的立體製作等，此等跨學科活動均有助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讓學生從中
達致愉快學習。

※至於運用思維策略及電子學習工具方面，從觀課、備課紀錄中可見不論教師或學
生都已漸見成熟，尤其是 Google Classroom，師生在這一年都運用得得心應手，
來年可繼續延展學習 Google Classroom 內的不同功能，亦可引導教師嘗試運用
nearpod 於教學中。

      
II. 善用評估數據，了解學生的強弱項，從而設計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以配合學生不同

的學習需要。
※從持分者問卷及校本課程問卷反映，平均有 80% 以上老師有利用評估數據，幫助

學生反思學習效能，亦有七成學生認為能透過老師的回饋、自評或互評促進學習。

反思及跟進
按照本年度的目標「忠主律己顯真理」，在培育學生天主教核心價值真理的安排上，

上學期老師讓學生認識天主是愛，每個人都是獨特，應加以發揮天主的恩賜。學生可從
當中建立對天主的信賴，讓聖神的忠信果子實踐於生活中。下學期老師以耶穌如何為真
理作見證的故事，讓學生學習明辨是非及善惡，做個誠實的孩子，並鼓勵他們應遵行耶
穌的新誡命，彼此相愛。與此同時，我們亦發展學生的正向思維，培育他們智慧及節制
之美德。老師透過不同的生活事件及學習活動，鼓勵學生在修身及待人處事上結出聖神
的柔和及節制果實。

各科相關的學習活動及範疇三各組工作策略均能按計劃完成。在參考校本問卷、持
分者問卷及APASO數據，以及學生作品及成效觀察上，各項計劃的預期目標亦大致達致。
範疇三整體檢視如下 :

1. 學生在校本問卷中的回應，無論在認知、行動及情意的層面上都大致能達到成
功準則的要求，反映學生有向善的心，願意遵從老師的教導，學習耶穌的真理，但在生
活實踐中卻知易行難。來年老師在設計活動時會嘗試加入更多不同元素，以增加學習的
趣味性及學生實踐的機會。

2. 在持分者問卷中，學生成長支援的觀感有關「學校品德培育」的數據顯示，家
長的同意排序為第一，老師和學生的同意排序均為第二，可見各持分者都對學校的品德
培育工作十分認同。而在參考「訓輔工作能配合學生成長需要」一項之數據後，來年在
成長課的安排上，老師會按班本及級本的情況編擬主題及選取教材，以更配合不同年級
學生的成長需要。

反思及跟進
※整體而言，本年度計劃成效大部分達標。老師在課堂上安排多元學習活動，並配

合資訊科技協助學生學習，營造愉快的學習氣氛。來年度會進一步加強利用評估
數據與學生討論學習表現，及加強多方參與評估，以加強「學習 -評估 -回饋 -
學習」的模式，達至以評估促進學習的效能。

※藉本年推展跨學科的經驗，強化課堂上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可來年會把跨學科活
動推展至其他學科中。此外，持續推展電子學習亦有助提升學習興趣與效能。



與家長及社區的聯繫

     本校於去年就不同的主題及家長的需要，舉辦了不同的講座、座談會及親子活動，讓家
長可以更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及學習教導子女的有效策略。此外，學校更透過問卷調查、展覽、
學校網頁、刊物、通訊等，讓家長了解學校的發展，茲將部份家校活動臚列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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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幼小銜接
日期 主題 /活動 活動內容 對象

8/9/2018 小一生活樂趣多 加強幼稚園家長對本校認識。 幼稚園學生及家長

8/10/2018 小一家長聚會
讓小一家長了解子女在校之適應
及學習情況。

小一家長

15/12/2018
「華德學習樂繽紛」開放日
暨全方位學習嘉年華

開放日及全方位學習嘉年華。 幼稚園學生及家長

2. 中小銜接
日期 主題 /活動 對象

28/9/2018 余振強紀念中學到訪 全校老師
25/10/2018 教育局升中選校講座 老師及家長
30/10/2018 小學 III 區中小聯繫活動 -中學分享會 有關老師
11月 /2018 – 1 月 /2019 升中面試課堂技巧訓練及講座 J.6 學生
11-12 月 /2018 參觀中學 J. 6 學生及家長
30/11/2018 升中模擬面試日 J.6 學生
18/12/2018 小六家長座談會 J. 6 學生及家長
10 月 /2018-2 月 /2019 小六面試精進班 J.6 學生
3-4 月 /2019 喇沙書院學生到校進行學習活動（OLE） J. 3-4 學生
13/4/2019 小六升中選校講座 J.6 學生及家長
6/5/2019 小五家長座談會 J.5 家長
6/7/2019 升中銜接活動 J6 學生及校友

3. 校友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對象

10/11/2018、15/12/2018 校友會會議 商討校友會事宜 校友會成員
9/11/2018、8/12/2018 校友回校探訪 探訪學校 畢業校友

5. 對外聯繫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對象

22/10 - 1/12/2018
香港教育大學及香港大學教育學
院教學實習教席及學校體驗。

提供實習機會 4名實習學員

29/11 – 1/12/2018 番禺順德文化探索交流團。 內地姊妹學校交流 J4-5 學生

4/3 – 11/5/2019
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院及香港教
育大學實習教席及學校體驗。

提供實習機會 2名實習學員

16/4 - 20/4/2019 西安考察團。 了解中國歷史文化 J4-6 學生

4. 華德教育基金會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對象

9/11/2018、24/5/2019 華德教育基金會會議 設計基金網頁及介紹基
金支援的學校計劃

基金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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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家校合作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對象

6/9/2018 家教會家長義工召募
家長義工召募及家長義工獎
勵計劃。

一至六年級家長

6/9/2018 午膳家長義工簡介會 簡介協助學校午膳工作。 午膳家長義工

20/9/2018 校本學生支援服務簡介會 簡介校本學生支援服務。
小一及小二有特殊
教育需要學生家長

20/9/2018 
至4/10/2018

午間小聚家長小組
支援子女適應小一的學習生
活。

小一家長

22/9/2018 家長座談會暨課程簡介會 課程簡介會及家長座談會。 一至六年級家長
26/9/2018 「閱」讀愈開心課前閱讀活動 家長義工會議。 一至六年級家長
12/10/2018
至 3/5/2019

華德蜜語
家校反映及交流意見，促進家
校合作及溝通（全年四次）。

一至六年級家長

29/10/2018 家教會第二十一屆常務委員選舉 家教會委員選舉。 一至六年級家長
12/11/2018 環保有『營』秋季旅行 一、二年級親子旅行。  初小學生及家長

15/11/2018 「成長的天空」計劃
「迎新啟動禮」暨「家長簡介
會」。

小四成長天空家長

22/11/2018 「華德學校運動會暨親子同樂日」 校運會 - 親子活動 一、二年級家長

15/11/2018 升中家長支援小組
支援有不同教育需要的小六
學生家長。

小六學生家長

15/11/2018
及
31/11/2018

小一、二家長工作坊
「同樂同行」親子溝通家長工
作坊。

小一、二家長

16/11/2018 家教會周年大會
第二十一屆周年大會暨第
二十二屆委員就職典禮。

全校家長

7/12/2018 家長工作坊
「正向子女管教策略」家長工
作坊。

一至六年級家長

15/12/2018 全方位學習嘉年華 「華德學習樂繽紛」開放日。
全校家長及幼稚園
家長、公眾人士

15/1/2019 升中家長支援小組
升中準備、提升子女的學習及
社交技巧。

小六學生家長

15/1 及
31/1/2019

「同樂同行」親子遊戲工作坊
提升親子溝通技巧及促進親
子的關係。

初小家長

25/1/2019 「成長的天空」計劃 -「親子黃昏營」
加深學員及家長對本計劃的
認識及促進子女與家長之間
的溝通。

小四成長天空學員
及家長

9/3/2019 親子賣旗活動 協助善導會賣旗。 124 對親子

30/3/2019 聯校親子工作坊 「親子 STEM」工作坊。
本校及友校共 60
對親子

4/4/2019 全方位學習日 初小親子全方位學習日活動。 J1-3 學生及家長
7/4/2019 公益少年團電影欣賞及感想報告比賽 培養學生公民責任感。 10 對親子

13/4/2019 家教會「親子旅行」活動
親子暢遊大埔高爾夫中心、休
閒農莊、西九高鐵綠化空間。

350 人

16/4/2019 「自主學習我有法」家長工作坊
協助家長培養子女自主學習
的方式。

小三、小四家長

27/4/2019 世界閱讀日活動 增加學生對閱讀的興趣。 19 對親子



我 們 的 驕 傲

升 中 派 位 成 績

     本校除關注學生的品德教育外，亦着重其學業表現。學生於全港性系統評估表現優異，
中、英、數三科均高於全港水平。本校學生積極報考各項國際認可試，成績斐然。2018-2019
年度成績撮錄如下：

     本屆有 92% 以上學生獲派首三個志願中學，入讀英文中學學生約 58%。近年部份學生升讀
以下英文中學 :

國際認可試及公開試名稱
卓越 / 優等證書 優異證書

Distinction Merit / Credit

Cambridge YLE Tests 15 人考獲 15 盾 ( 滿分 ) 61 人考獲 13 盾以上 

KET 9 人 4 人

PET 1 人

Trinity Exam (GESE) 28 人 13 人

世界數學測試

9人 ( 雙優生 )

39 人 ( 數學卷 )
25 人 ( 解難分析 )

25 人 ( 數學卷 )

11 人 ( 解難分析 )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聯校學科評估
5人 High Distinction

96 人
24 人 Distinction

SPC 少兒普通話水平測試 18 人 (A) 23 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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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區
瑪利諾修院學校 (中學部 ) 華英中學 迦密中學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民生書院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嘉諾撒聖家學校 陳瑞祺 (喇沙 )書院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其他地區
聖保羅男女中學 拔萃女書院 喇沙書院
皇仁書院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德望學校 (中學部 )
瑪利曼中學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聖保羅書院
伊利沙伯中學 英華書院 聖言中學
聖羅撒書院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九龍華仁書院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德雅中學 德愛中學 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香港華仁書院 賽馬會體藝中學 聖母書院



課 外 活 動 - 覽 表

     為幫助學生建立均衡、愉快的學習經歷，學校推行多項課外活動：

     學校透過各項活動，幫助學生建立樂觀、積極的人生態度，培養正面的價值觀。本校學
生活潑開朗、主動自信、自律守規、尊敬師長。這些都是本校「以愛育愛」的具體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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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活動
閱讀 閱讀愈開心計劃、閱讀獎滿 FUN、閱讀營（閱讀獎勵計劃）

制服團體 / 服務團體
幼童軍、小女童軍、公益少年團、交通安全隊、基督小先鋒、紅十字
少年軍、華德小義工、環保大使、校園小記者、學生議會、語文大使、
風紀、校園電視台

音樂 小提琴、大提琴、弦樂團、合唱團、敲擊樂隊、管樂團

體育
籃球隊、乒乓球、游泳、田徑、拉丁舞、跆拳道、花式單車、花式跳繩、
劍擊

藝術
中國書畫、油粉彩班、花卉寫生、輕黏土手工藝、繪畫班、紮染班、
扭氣球班、魔術班

資訊科技 / 科學探究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I.T. 大使、科學探究 DIY、LEGO EV3 培訓班

語文

獨誦、集誦、英語戲劇組、英語升中面試技巧、Speaking Out 
Juniors、Speaking Out Teens、Language Buddies、English 
Speaking Days、中文故事畫冊創作班、小一、小二識字強化班、普通
話日、普通話拼音朗讀班

數學
珠心算、奧林匹克數學、數學攞滿 Fun、筆算比賽、速算比賽、
Rummikub 比賽 

星期三課外活動小組

小一、小二綜合活動、紙牌遊戲、華德部隊、Reading Buddies、華德
成長小組、趣味摺紙、小小科學家、Speak Bright、Board Games、腦
力大激鬥、廢物利用小設計、中文辯論、立體筆創作、趣味科學、歷
奇訓練等。

有趣的英語課

閱讀營—講故事比賽

跳繩強心日

製作水火箭



學 生 在 學 業 以 外 表 現  (2018 - 2019 年度校外比賽得獎名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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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活動 成績 得獎學生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五年級集誦優良獎 華德學校

詩詞 /散文獨誦
粵語小學組優良獎

1D 何梖昕  2A 陳詠嵐  2B 黃芷然 
4A 李康翹  4A 馬永鏘  5B 黃芷蕎
5D 朱慧嘉  6B 鄭雅禧

「全港小學微型小說續寫大賽」
2019

優良獎狀

5A 陳文晰  5A 梁子峰  5A 張靖芊 
5A 徐晧朗  5A 林孝謙  5A 林柏陶
5A 劉亦宸  5A 彭浚雨  5A 畢一元
5A 鄧鎧琪  5A 雲靖嵐  5A 吳宇晴
6A 陳家韻  6B 梁嘉希

英文科
活動 成績 得獎學生

The 22nd Hong Kong School Chinese &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

Inter-school Competition

Champion
1B  LI WAI YAN
3A  CHEUNG CHI MAAN
5A  WAN JEANNE

1st runner-up
1A  NG CHEUK HIM
4A  SHUET TSZ CHING 
5A  QUITAS MAK

2nd runner-up
2D  CHENG MAN HEI
4D  LAU HOI CHING
5B  HOR LANG HIM

Cambridge YLE Exam
(FLYERS)

15 Shields
3A  WONG TIN YAT SKYLINE
5A  LAM PAK TO
5A  LAU YIK SEN

14 Shields

2A  LAI KA HANG   
2D  CHAN TSZ YUEN RUAN
4A  WONG CHONG HANG BOSCO
5B  WONG SUET YAN  
6A  YEUNG YUEN HO

13 Shields

3B  HUNG KWAN HO JAYDEN  
3B  CHAN YUET YEE
3C  YU MING HEI CHOLE      
3D  CHEN SIRUI
4A  CHAN HIN HEI HAYDON   
4C  KWAN ZUBA
5B  LEE HEI TUNG ALICIA     
5A  WONG LONG KA         
6B  TAI LONG YIN MATT      
6B  WONG WAI YIN

The 70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Prose Reading) Merit 3D CHEN SIRUI

2019 Dramatic English International 
Drama Competition Semi-Finals Merit BISHOP WALSH PRIMARY SCHOOL

The 20th HKPTU Debating Competition
(Primary - Senior Division 1C)

Overall 
1st runner up

6A CHAN SZE HANG SHERYN        
6A LEE CHI YAT
6A SHIH HO YAN      
6A WONG YIK TSUN

Best Speaker 
Award 6A WONG YIK T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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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活動 成績 得獎學生

Cambridge YLE Exam
(KETfs)

Pass with Distiction

6A CHAN SZE HANG SHERYN 
6A CHAN WAI TSUNG
6A LEE CHI YAT EDWARD 
 6A LAI WING SUM
6A WONG YIK TSUN          
6B LEUNG CHUN YAN
5A MOK TSZ HO  
5A TANG HOI KI  
5A WONG HUI YI

Pass with Merit

6A CHUNG JERRICK   
6A FU HUI YEE
6B TSANG YU YAN   
6B WONG WAI YIN
4C CHAN LOK HIN

Cambridge YLE Exam
(PETfs) Pass with Distiction 4A WONG LIK KI

The 70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Choral Speaking, P1-P3)
Merit BISHOP WALSH PRIMARY SCHOOL

The 70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1st runner up 6A WONG YIK TSUN   
4A WONG LIK KI

2nd runner up 6A O JI YAN

Merit

6A CHAN SZE HANG SHERYN   
6A CHAN KA WAN
6A AU HEI CHING ANDREY     
6B CHAN CHIN YU
5A CHAN MAN SIK     
5A CHAU MAN TAK  
5A MAK PAK KIU      
5A YIU CHIN YAT
5A LAU YIK SEN       
5D POON SZE WING
4A MA YONG QIANG   
4C CHAN LOK HIN
4C KWAN ZUBA       
3C WONG CHO YUI
3D CHEN SIRUI        
2A WONG CHEUK YIU
2A CHING CHIT LAM ETHAN 
1A NG CHEUK HIM
2D HO CHEUK LAM JACK    
1A WONG CHEUK LOK
1B HO CHUN LEUNG JAY    
1B LAW HEI YIU             
1C NG SUM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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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活動 成績 得獎學生

全港 Rummikub 聯校小學邀請賽
金獎 4D 梁家健  6A 陳泳雄

團體季軍 4D 梁家健  5A 畢一元  6A 陳泳雄  6A 丘學鈞

世界數學測驗 2018 秋 ( 數學科 )

8-11 歲組別
雙優 (9 人 )

5A 林孝謙  5A 梁子峰  6A 張汶軒  6A 莫卓軒  
6B 陳浚諾  6B 朱皓哲  6B 梁堅成  6C 陳俊達
6D 江俊軒

8-11 歲組別
優 (18 人 )

5A 陳丞哲  5A 林孝謙  5A 林柏陶  5A 梁子峰
6A 陳湋璁  6A 陳泳雄  6A 張汶軒  6A 李文程
6A 莫卓軒  6A 黃皓麟  6B 陳芊茹  6B 陳浚諾
6B 朱皓哲  6B 梁雋炘  6B 梁嘉希  6B 梁堅成
6C 陳俊達  6D 江俊軒

世界數學測驗2018秋 (解難分析科)
8-11 歲組別
優 (11 人 )

5A 林孝謙  5A 梁子峰  6A 陳家韻  6A 張汶軒
6A 趙暘廷  6A 莫卓軒  6B 陳浚諾  6B 朱皓哲
6B 梁堅成  6C 陳俊達  6D 江俊軒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四年級
個人賽優異獎

4D 洪智賢  4D 曾卓謙  4D 周昱謙  4A 黃歷祈

五年級銅獎 5A 莫子灝  5A 姚碾佚
五年級

個人賽優異獎
5A 陳丞哲  5A 梁子峰

六年級
個人賽金獎

6A 丘學鈞

六年級
個人賽銀獎

6A 吳朗軒  6C 陳俊達  6B 方頌銘  6A 陳立榮

六年級
個人賽銅獎

6A 陳泳雄

六年級
個人賽優異獎

6D 江俊軒  6A 陳祉穆  6A 李文程  6A 莫卓軒

六年級
團體賽第六名

6A 丘學鈞  6A 吳朗軒  6C 陳俊達  6D 江俊軒

第十四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團體獎金獎 6A 丘學鈞  6A 吳朗軒  6C 陳俊達  6D 江俊軒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2018-2019) 決賽

六年級
個人賽季軍

6A 丘學鈞

六年級
團體賽第八名

6A 丘學鈞  6A 吳朗軒  6C 陳俊達  6D 江俊軒

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精英邀請賽
2019

金獎 6C 陳俊達

常識科
活動 成績 得獎學生

科技體育小鐵人賽

遙控車比賽冠軍 6B 梁堅成  6B 馬家聰  6B 馬仲謙

團隊總成績獎
及

全場總成績獎

5A 黃朗珈  5A 姚碾佚  5A 陳丞哲  6B 王煒言
6B 譚峻遠  6B 梁雋炘  6B 梁堅成  6B 馬家聰
6B 馬仲謙  6D 郭沛盈  6D 李樂宜  6D 吳春柔
3A 藍梓睿  3D 陳思睿

惜水學堂節約用水智叻星 惜水智叻星獎 5A 姚碾佚  5A 黃朗珈  5A 莫子灏
第二屆全港小學生

水火箭大賽
優秀造型設計獎 5A 吳煒男  5B 梁皓天  5B 余雋穎  6B 譚峻遠

小學常識挑戰賽 2018 優異 6A 符煦頤  6A 吳朗軒  6A 張汶軒  6B 方頌銘
第三屆全港小學生物速查 [100] 球蘭獎 6A 丘學鈞  6A 陳湋璁  6A 曾  穎  6A 陳思行

四驅車－解難合作賽 優異獎 4B 曾泓昌  4B 黃俊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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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
活動 成績 得獎學生

SPC 少兒普通話水平試 優
6B 廖心言  6B 蘇凱莉  6B 馬仲謙  
6B 黃司諾  6C 馮韻霞

KPCC 幼兒普通話水平測試
(進階級 )

卓越獎 1A 袁萱

KPCC 幼兒普通話詩歌及散文朗誦
評賞 (進階組 )

二等獎 1A 袁萱

第八屆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比賽 P1-P2 組別季軍 1B 羅希瑤
第十三屆香港傑出兒童朗誦比賽

2019
P1-P2 普通話新詩冠軍 1B 羅希瑤

GAPSK 普通話朗誦比賽
P1-P2 自選誦材

卓越獎
1B 羅希瑤

P5-6 新詩獨誦季軍 5B 李希彤

2018 亞洲校際朗誦比賽

小五、六組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洲校際盃季軍

5B 李希彤

小五、六組普通話詩歌散文獨誦
冠軍，挑戰盃總亞軍

5B 李希彤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2018

J3-J4 詩詞集誦優良 華德學校
詩詞冠軍 (榮譽 ) 5A 畢一元

詩詞亞軍 6A 黃願臻

詩詞及散文優良

6A 李智壹  5B 黃芷蕎  4A 馬永鏘 
2C 蔡潁嵐  6A 曾  穎  6B 鄭雅禧  
6B 馬仲謙  6B 王煒言  6C 陳麗穎 
5A 吳宇晴  5B 吳侗恩  5B 李希彤
5B 黃雪恩  5B 袁藝寧  5C 楊穎姸 
4A 薛芷晴  4B 張  桐  4B 王俊熙  
4B 曾泓昌  4C 鄧敬儒  4D 王梓樂 
3C 黃楚睿  3C 翁浩林  3D 林明快
2A 李臻哲  2A 劉曜榮  2B 鄧舜鴻 
2B 楊皓智  2C 陳栩晴  2D 鄺海澄  
1A 黃焯犖  1A 袁  萱  1B 翁穎儀 
1B 李冠辰  1B 王雅鑾  1C 施懿曜
1D 邱卓翹

SPC 少兒普通話水平試

等級 A

1B 羅希瑤  1B 李冠辰  1B 羅千翔 
2C 洪詠琪  2D 鄺海澄  2D 梁家嚴  
4B 梁雅旻  4D 王梓樂  4D 鄒嘉濤 
5B 陳思雨  5B 黃芷蕎  5C 李康維
5D 吳沛妍

等級 B

1D 葉振鵬  2A 陳哲霖  2A 李子朗 
2B 鄒子豪  2C 蔡潁嵐  2C 洪樂軒  
2D 廖文謙  3B 梁靖朗  3C 劉巧涵 
4A 黃昶衡  4C 鄭展豐  4C 傅楚斯
4C 馮凱琳  4C 關柏皓  4D 王朝旭  
5A 陳丞哲  5A 徐晧銘  5B 李希彤  
5B 黃雪恩



P.15

體育科
活動 組別 成績 得獎學生

九龍城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 J組 50 米胸泳季軍 4A 馬永鏘

離島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 J組
50 米胸泳亞軍

4A 馬永鏘
100 米胸泳冠軍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
女子青少年 I組

50 米蝶泳亞軍
5B 余雋穎100 米胸泳亞軍

50 米胸泳亞軍 
男子青少年 I組 100 米胸泳季軍 5A 吳煒男

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

女子青少年 FJ 組
50 米蝶泳冠軍

4A 梁詩琪50 米自由泳冠軍
100 米自由泳冠軍

女子青少年 I組
100 米胸泳冠軍

5B 余雋穎50 米自由泳亞軍
50 米胸泳亞軍 

男子青少年 MJ 組 100 米胸泳冠軍 4A 馬永鏘
男子青少年 MJ 組 100 米自由泳季軍 3B 余卓謙
男子青少年 MH 組 100 米自由泳季軍 6A 吳朗軒

油尖旺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 J組
100 米自由泳冠軍

3B 余卓謙50 米自由泳季軍
50 米蝶泳季軍 

中西區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 I 組 50 米胸泳季軍 5A 吳煒男

南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8 女子青少年 I組
100 米胸泳亞軍

5B 余雋穎
50 米胸泳亞軍

「龍城康體杯」國慶游泳賽

8歲女子組
50m 背泳冠軍

4A 梁詩琪
50m 自由泳冠軍

10 歲女子組
50m 蛙泳冠軍

5B 余雋穎
100m 蛙泳亞軍

階梯女子組 4x50 米四式接力亞軍 5B 余雋穎
8歲男子組 50 米蝶泳季軍 3B 余卓謙

9歲男子組
50m 蛙泳亞軍 5A 吳煒男
100m 蛙泳亞軍 5A 吳煒男
100m 男泳季軍 4D 符賢浩

沙田節國慶盃游泳比賽
9-10 歲男子組 25 米自由泳亞軍 5A 黃朗珈
7歲男子組 50 米背泳季軍 3A 黃  熙

男子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男童色帶組 季軍

4B 朱澧峰
27-29 公斤組 全港第三名

觀塘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青少年 J組

100 米自由泳亞軍
3B 余卓謙

50 米蝶泳季軍
男子青少年 I組 100 米自由泳亞軍 4D 符賢浩

東區分齡游泳比賽
女子青少年 I組

50 米胸泳亞軍
5B 余雋穎

100 米胸泳亞軍

男子青少年 J組
50 米自由式季軍

3B 余卓謙
50 米蝶泳季軍

九龍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

200 米冠軍 5D 吳沛妍
擲壘球季軍 5C 劉嘉怡

4 X 100 米接力
5A 雲靖嵐  5B 邱梓晴
5D 吳沛妍  5D 張  悠
5C 劉嘉怡  5D 李卓菲

香港網球總會紅球比賽 男子七歲或以下 單打冠軍 1D 文天程
香港網球總會紅球比賽

（賽站一）
男子八歲或以下 單打冠軍 1D 文天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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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活動 組別 成績 得獎學生

九龍北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甲組

團體殿軍 華德學校
50 米自由泳冠軍

6A 吳朗軒
50 米蝶泳季軍
50 米自由泳殿軍 6A 陳湋璁

男子乙組

團體殿軍 華德學校
50 米蛙泳季軍

5A 吳煒男
100 米蛙泳季軍

4X50 米自由泳接力亞軍
5A 吳煒男  5B 梁皓天
5A 練衍佟  5C 陳衍樂
5A 黃朗珈  5B 陳子和

男子丙組

團體季軍 華德學校
50 米自由泳季軍

4D 符賢浩
50 米背泳殿軍

4X50 米自由泳接力亞軍
4D 符賢浩  3D 岑晉熙
4B 龔家樂  3B 余卓謙
4C 龔家禾  4A 馬永鏘

女子乙組

團體殿軍 華德學校
100 米蛙泳冠軍

5B 余雋穎
50 米蛙泳季軍

4X50 米自由泳接力殿軍
5B 余雋穎  5B 楊浠潼  
5C 曾采琳  5A 雲靖嵐

女子丙組

團體殿軍 華德學校

50 米自由泳冠軍
4A 梁詩琪

50 米背泳亞軍

4X50 米自由泳接力亞軍
4A 梁詩琪  2B 龔小瑜
4B 霍芍穎  4B 仇芷慧
4B 黃筠晴

香港跆拳道品勢比賽
B8M 組 全港冠軍

4B 朱澧峰
色帶組 冠軍

全港室內單車錦標賽
(花式單車 )

U11BOY
季軍 5A 梁子峰
第五名 5A 梁子浩

九龍北區小學校際
乒乓球比賽

男子甲組 優異獎
6B 譚竣遠   5B 張家源  
6B 戴塱彥   6C 陳俊達

第十九屆聯校運動會

男子初級組 擲木球季軍 5D 李柏熹
女子初級組 100 米殿軍 5D 吳沛妍

小學女子初級組 4X100 米接力季軍
5D 吳沛妍   5A 雲靖嵐
5B 邱梓晴   5B 李希彤

九龍北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組 優異獎

4B 王俊熙   5A 姚碾佚
5A 徐晧朗   5B 張家源
5B 鍾伽朗   5B 梁皓天
5C 李震楠   5D 李柏熹
6A 林鍵甯   6B 陳子喬
6B 梁堅成   6B 馬家聰
6C 姚祖耀   6D 鄧朗祥

女子組 優異獎

4A 王綺嵐   4B 黃筠晴
4B 姚詩悅   5B 羅  羚
5B 袁藝寧   5C 劉嘉怡
6A 陳思行   6A 李汶希
6A 曾  穎   6B 曾裕茵
6C 霍芍橋   6D 郭沛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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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
活動 成績 得獎學生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優秀白金章 5A 吳煒男

金章
5A 練衍佟  5A 吳煒男  5A 黃朗珈  5C 李康維
5D 潘思穎

銀章
4A 陳俠澄  4A 馬永鏘  4A 黃歷祈  4A 黃柏悅
4B 霍芍穎  4B 羅嘉敏  4D 陳梓晴  4D 張梓曜
4D 符賢浩  4D 洪智賢  4D 梁家健  4D 鄒嘉濤

銅章

3A 陳瓏方  3A 陳子蓓  3A 陳浚翹  3A 張汶希
3A 李彥龍  3A 倪珮嵐  3A 曾廣益  3A 黃天一
3B 陳諾諄  3B 陳悅儀  3B 洪鈞浩  3B 鄧梓朗
3B 余卓謙  3C 陳昱彤  3C 曾曉嵐  3D 陳思睿
3D 張汀敏  3D 黃曉瀅

視覺藝術科
活動 成績 得獎學生

國際少兒書畫大賽 銅獎 6B 鄭雅禧
兒童繪畫比賽 (西洋畫 ) 二等獎 6B 鄭雅禧

<1017 唔食都得繪畫比賽及短片比賽 > 優秀獎 6A 張譽曦
THE 8th BRISBANE

INTERNATIONAL PAINTING FESTIVAL
銅獎 6B 鄭雅禧

第二屆歷奇繪畫比賽
(兒童創意畫 )

亞軍 5D 潘思穎
季軍 5A 吳煒男

第十屆 FINDCOLOR  尋彩少兒書畫大展賽 銀獎 5A 吳煒男   5D 潘思穎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大賽

(環保袋設計 )
金獎 5D 潘思穎

第七屆世界兒童繪畫大賽 銀獎 5A 吳煒男  5D 潘思穎  2D 張奕喬
ICAA 國際少兒書畫大賽 金獎 5D 潘思穎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西洋畫組 ) 優秀獎 5A 吳煒男
中日青少年書畫音樂交流大會

(書畫作品選拔賽 )
優秀獎 5A 吳煒男

<畫出心思 >國際繪畫比賽 三等獎 5B 林倩儀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鑽石章 6B 吳雅晴

夢想國度亞洲兒童繪畫大賽 季軍 6B 吳雅晴
第二屆佛港澳臺中小學生書法比賽 佳作獎 4D 符舒頤

2018 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亞軍 1B 羅希瑤

第八屆世界兒童繪畫大賽 2019
金獎 6B 吳雅晴
銀獎 2D 張奕喬
銅獎 1A 鍾正浩  2D 鍾正匡

香港藝術文化協會繪畫比賽 2019 銀獎 2D 張奕喬
第五屆兩岸暨港澳青少年書畫大賽 優秀獎 1A 鍾正浩

恭賀小小藝術家們獲獎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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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活動 成績 得獎學生

Infant C Free Program Course, 
Youth Category of the 19th Osaka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 豎琴比賽 )

第五名 1A 袁萱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弦樂團小學 A組銅獎 華德學校
The 8th Asia Pacific Outstanding 

Youth Piano Competition
Children Intermediate 

Class Second
2D 張奕喬

歐洲盃國際音樂藝術大賽 (豎琴比賽 ) First Prize 1A 袁萱 
IX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AMIGDALA Memorial “Giuseppe Raciti” 
( 豎琴比賽 )

Second Prize 1A 袁萱 

JSMA 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奏 (弦樂 )金獎

4C 陳諾軒  5A 林柏陶  
6A 施昊恩  6A 陳思行
6B 曾裕恩  6B 呂啟淳  
6B 王煒言

JSMA 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合奏 (弦樂 )金獎

4B 黎焯郗  5A 黃朗珈  
5B 羅  羚  6A 符煦頤
6A 黃願臻  6A 林沚琦  
6A 黃以逸  6D 李樂宜
6D 李卓峰

資優組
活動 成績 得獎學生

黃大仙文志獎學金 學業成績進步獎 6D 鄭雯雯
闔家學術常識問答比賽 成績優良獎狀 5A 莫子灝

「小小外交家」全港兒童精英選拔活動 最具世界視野獎 5A 莫子灝
黃大仙傑出學生選舉 優秀學生獎 5A 畢一元  5A 黃若芊  5B 李希彤

德公組
活動 成績 得獎學生

和富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 嘉許狀 6B 譚竣遠
認識《基本法》親子設計比賽 優異獎 3B 鄭綽康  3D 張逸熙

宗教培育
活動 成績 得獎學生

第十五屆玫瑰堂兒童
及

青少年讀經比賽
優良

2A 陳詠嵐  3A 鄭雅遙  4B 曾泓昌  4C 黃悅蕎  
5A 張靖芊  5A 鄧鎧琪  5D 李汛洳  5D 潘思穎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天主教經文朗誦比賽

天主教經文組 冠軍 5D 潘思穎

天主教經文組 優良
6A 黃以逸  6A 黃願臻  6A 張汶軒  6A 曾  穎  
6A 陳家韻  6B 王煒言  5A 鄧鎧琪  5A 張靖芊  
5D 王卓盈  2A 何伊翹

天主教宗教教育獎 天主教宗教教育獎 5A 張靖芊  5B 曹雅瑩  5D 朱慧嘉  6B 戴塱彥



姿 采 生 活

P.19

女子籃球比賽

小型音樂會

水運會親子比賽

故事人物造型比賽

小女童軍

中普日活動

全方位學習日

教育營

開放日 閱讀營



姿 采 生 活

P.20

校運會

試後活動日

濯足禮

親子賣旗

聖誕聯歡會 

數學日

班際籃球比賽

管樂團表演

畢業聚餐 R u g b y 比賽 



2019 - 2020 學 校 周 年 計 劃 重 點

學校關注事項: 透過豐富的學習經歷，鞏固天主教核心價值的培育，建立正向樂觀的校園文化。

P.21

範
疇

目標 策略大綱

校
風
及
學
生
支
援

讓學生實踐天主教核心價值，
追求真理，履行公義。

※透過科組的學習活動，讓學生明白天主賦與人生命，使人分享
他的真理。
-透過校本學習單元，傳遞天主教核心價值真理和生命。
-透過早會分享及講座 (聖經故事、生活事件、時事新聞等 )，
鼓勵學生學習真理，尋找喜樂生命。

※透過參與學校及社會服務，鼓勵學生盡己責任，身體力行，以
行動關愛近人。                                                                    
- 學校及社會服務和相關的延伸學習活動
-風紀、華德小義工、童軍等制服團隊的服務活動。

發展學生潛能，營造正向氣
氛，促進校園和諧。

※透過級本及班本訓輔活動，發展學生正向思維 (勇氣及超越 )，
培育健全人格。
-級本成長課及成長大課、華德孩子獎勵計劃

※透過教師專業培訓、分享及交流，讓老師更深入了解天主教核
心價值在學校中的實踐及正向教育之推行。

※透過家長教育及家校合作，鼓勵家長認識天主教核心價值及如
何施行正向管教。

培養學生成為惜福感恩及自
律、自信的華德孩子。

※透過多元化的活動及體驗，培養學生成為自律、自信的學生。
-校園低碳「睇現」計劃及「睇現大徙鬼」計劃
-才藝表演活動、班際和級際比賽

聯校音樂大賽

聖誕聯歡會

畢業感恩祭

英語話劇 



學校關注事項﹕推動多元化學習，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營造愉快的學習氣氛。

P.22

聖
神
果
子
樹

範
疇

目標 策略大綱

學
與
教

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讓
學生高參與，高展示學習
成果。

※規劃更多跨學科課程，配合跨學科進行閱讀，例如﹕
-英文科 : PEEGS(J.4-6)、深化 mini project，結合校園電視 台
進行英文新聞分享。

-中文 :以粵劇為主題進行跨學科閱讀計劃及活動。
-電腦 :配合中文科利用 scratch 創作故事

※強化以學生為中心的課堂教學，共同創設促進自主學習的氛圍。加
強課堂小組討論及交流的機會，並以不同的方式，如繪圖、短劇等
進行學習、展示成果。 

※運用資訊科技進行學習，例如利用 Google Classroom，Flipped 
classroom 拍攝片段匯報學習成果或朗讀文章，以 Nearpod 與·同儕
分享意見，藉此互相交流學習心得。

善用評估數據促進學習。
※善用評估資料以分析學生的學習進程及強弱項，對教與學提供適當

的回饋，以達至效過評估促進學與教的效能。



2019 - 2020 學 校 周 年 計 劃 重 點

本年度課程發展方向及重點 : 剛毅自信 迎向喜樂生命  多元學習 共創豐碩成果

P.23

科目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學生支援
J.1-J.2 採雙班主任制、「課室蜜語」計劃、新資助模式計劃、

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加強言語治療服務、成長的天空計劃、模範生計劃、
健康校園、關愛基金午膳津貼計劃、全方位學習津貼

課
程
發
展

關注事項 多元化學習，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營造愉快的學習氣氛

閱讀
圖書課、閱讀營、中文百達通、閱讀愈開心計劃 (J.1-2)、
小母牛閱讀籌款計劃、閱讀獎滿 FUN 計劃、推廣電子書

恆常發展
小班教學、語境教學、專科專教、電子學習、自主學習、「綠色教育」

境外學習﹕紐西蘭交流團

學
與
教

中文科及
普通話科

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運用閱讀策略提升自學能力、
「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甬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

 校本拼音
課程

「以說帶寫」
寫作

「以說促寫」
寫作

圖書教學 跨學科閱讀
中港寫作比賽

英文科

RAZ kids Online Reading Programme、Take-Home Reading Programme、
Self-learning Task (KWL、SQAO)、

 Building core values through 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 (BVC)-English KS1
Language Buddies Programme (J.2-6)、
Reading Buddies Programme (J.3-6)、

Cross-curriculum School Based Mini-project(J.4-5)
PLPR、Development of Text Sets (DTS) PEEGS

數學
課程調適、解難策略訓練、數學挑戰題、網上學習平台、奧數訓練課程

校本補充教材 升中銜接課程

常識
專題研習、全方位學習活動、電子學習、思維十三招、STEM 教育

跨學科
(價值教育 )

十分科學自學單元

藝術教育
(視藝、
音樂、
體育 )

校本電腦美術課程、跨學科課程 (J.5)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賽馬會

「看得見的記憶」
藝術教育計劃

跨學科課程
(粵劇 )

香港兒童健康基金「體適能獎勵計劃」、欖球培訓課程 (J.5)

電腦

優秀網站選舉、IT 小老師、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J.3-6)
跨學科課程 -
以 Scratch
創作故事

「童擁 AI 計劃」

宗教
校本學習單元及增潤工作紙、教友聚會、基督小先鋒 (J.3-6)

朝聖活動
信仰生活營、
生活體驗計劃

價值教育 成長課、級本成長大課及各項延伸學習活動

照
顧
個
別
差
異

公開試

「SPC 少兒普通話水平測試」、Cambridge YLE、KET 及 PET Exam、
Trinity Exam (GESE)、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聯校學科評估、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

十八區數學比賽、數學思維大激鬥、全學小學數學挑戰賽、
香港小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保良局全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華夏盃、港奧盃、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 (小學組 )數學比賽

資優
教育

課後設中、英、數輔導班、精英班、增值班、增潤班、陽光學堂及功課鞏固班
校內：J5-6 校本資優課程（精英班）、英語話劇、英語辯論隊

校外：中大資優課程、資優教育學苑課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