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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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白板、冷氣及空氣清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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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 8 1 2 2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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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2 學年上課日數為 190 天。

學校實際上課日數

課堂及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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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家長教師會財政概況 (1/9/2021 ~ 31/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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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P6 9 1 10 7 4 1 2 2 2 2 1 1 1

KS1
每週課時
(百分比 )

16
(21%)

16
(21%)

11
(14.5%)

7.8
(10%)

6.8
(8.9%)

3.3
(4.4%)

3.8
(5.2%)

1.7
(2.6%)

1.7
(2.6%)

3.8
(4.8%)

EMB 建議 25-30% 17-21% 12-15% 12-15% 10-15% 5-8% (19%)

KS2
每週課時
(百分比 )

16
(21%)

16
(21%)

11
(14.5%)

7.8
(10%)

6.8
(8.9%)

3.3
(4.4%)

3.8
(5.2%)

1.7
(2.6%)

1.7
(2.6%)

3.8
(4.8%)

EMB 建議 25-30% 17-21% 12-15% 12-15% 10-15% 5-8% (19%)

摘要 承上結餘 (HK$) 收入 (HK$) 支出 (HK$) 應收未收 (HK$)
承前結餘 (31/8/2021) 82223.1

網上親子工作坊 1,372.00 

學習活動日義賣 12,800.00 

利息收入 0.49 

親子電影欣賞活動 (學生付 ) 1,340.00 

家校合作活動津貼 10,000.00 

家教會會費 11,900.00 

家教會經常津貼  5,780.00 

家校合作活動津貼 (二 )( 親子魔術班 )  10,000.00 

小一迎新日 (義賣 )  2,980.00 

保險 1,751.75 

親子電影欣賞活動 7,350.00 

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 2,671.10 

聖誕聯歡會 5,248.30 

九龍城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300.00 

文具及白信封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 ) 329.00 

學習活動日義賣捐款 12,800.00 

彈簧繩及運費 (1000 條 ) 1,058.55 

親子魔術班 10,800.00 

親子魔術班影片及教材 1,500.00 

結業禮獎盃 4,600.00 

聯校活動 (購買圖書 ) 3,448.00 

聯校活動 (超級月亮親子故事活動 ) 3,500.00 

聯校活動 (雜項 ) 3,064.30 

聯校活動 (藝術創作 ) 10,000.00 

申請幹事核正本 161.30 

離職老師禮物 1,098.30 

會訊 2,300.00 

聯校活動津貼  20,000 

親子網上工作坊 (學生付 )  2,250 

82,223.10 56,172.49 71,980.60  22,250 

總結盈餘 88,664.99

預繳款項 :    
備註︰ 週年大會部份支出由教育局「家校合作活動津貼」資助
       由於疫情關係親子旅行改為網上親子工作坊支出由教育局「家校合
       作活動津貼」資助 
       聯校活動支出由教育局「合辦家校合作活動計劃津貼」資助

銀行儲蓄戶口結餘 40,426.47    

合辦家校合作活動計劃津貼 20,000.00 

親子網上工作坊 (學生付 ) 2,250.00 

銀行儲蓄戶口帳目結餘 62,676.47

銀行支票戶口結餘 25,988.52

88,66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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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財政概況 (1/9/2021 ~ 31/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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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801.28 1,291,709.98

( 甲 ) 基線指標撥款

學校及班級津貼，日常運作開支 - - 479,039.17

校本課程發展津貼 - - 36,648.65

普通話津貼 - - 9,858.00

家具及設備津貼 - - 279,754.00

家具及設備維修保養 - - 142,234.71

校本管理補充津貼 - - 154,560.41

德育及公民教育 - - 1,250.40

校本輔導及訓育計劃 - - 6,483.95

升降機保養及維修津貼 - - 38,400.00

增補津貼 - - 9,858.00

培訓及發展津貼 - - 12,867.00

增聘文書助理 - - 186,858.00

小結 : 912,801.28 1,291,709.98 1,357,812.29

( 乙 ) 指定津貼

行政津貼 - 2,061,649.73 2,061,649.73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63,171.41 518,251.00 349,923.99

學校發展津貼 263,753.18 789,758.90 748,515.48

學生輔導服務新措施 11,705.20 242,671.00 242,764.20

成長的天空計劃 23,653.18 143,356.00 158,604.00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18,302.80 138,699.00 123,513.00

空調設備津貼 17,140.40 515,018.04 412,958.00

學習支援津貼 194,806.67 744,614.00 744,655.22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60,242.78 97,200.00 123,120.00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62,106.00 49,350.00 63,079.00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支援津貼 364,444.10 - 45,600.00

在校午膳津貼 232,446.00 343,630.00 381,351.00

全方位學習津貼 612,681.81 767,811.00 710,433.38

推廣閱讀津貼 17,896.35 31,425.00 19,440.00

姊妹學校計劃津貼 139,701.00 157,127.00 268,027.00

防疫特別津貼 - 37,500.00 18,258.20

小結 : 2,382,050.88 6,638,060.67 6,471,892.20

II. 學校經費賬

捐款︰ - - -

- 學生 /校友捐款 22,350.85 13,869.60 25,506.75

- 第二屆校友捐款 ( 用作購買圖書館圖書 ) 6,078.05 - 2,448.80

-「以心建華德」籌款   229,029.00 12,800.00 241,829.00

其他 69,992.71 12,425.74 16,770.30

特定用途費
- 學生檔板環保袋
- 學生保險
- 互動電子屏幕
- eClass Parent Apps

89,990.95 162,300.00 141,006.37

課後收費興趣班 75,493.21 601,150.00 589,003.00

華德教育基金 88,619.85 19,620.66 34,774.07

優質教育基金 (QEF) - 454,600.00 304,128.00

小結 : 581,554.62 1,276,766.00 1,355,466.29

總數 : 2,963,605.50 7,914,826.67 7,827,358.49

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之盈餘
(A) + (B) - (C)

3,051,073.68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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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人力支援 款項支援

課
程

小學校本支援服務
(課程領導學習社群 )

教育局
教育局人員到校，以主題形式
支援課程發展主任
(每月一次聚會 )。

中
文

姊妹學校計劃津貼

勒流裕源小學
深圳大新小學

寧波巿洪塘中心小學
勒流大晚小學

兩地師生交流活動
教育局撥款
$157,127

英
文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Reading KS1 (PLP-R) EDB Advisory service from EDB

Development of Text Sets 
Programme (DTS) EDB Advisory service from EDB

QEF Building Core Values through 
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 (BCV) 教區

Team work of participating 
schools to develop values-
based reading schemes with 
IT tools.

運用編程作為教學法教授數學科、
常識科與英國語文科的學科知識及

培育運算思維 (英國語文科 )
香港教育大學 優質教育基金項目

J5 
(10 月進行 )

數
學

運用編程作為教學法教授數學科、
常識科與英國語文科的學科知識及

培育運算思維 (數學科 )
香港教育大學 優質教育基金項目

J6 
(9 月進行 )

常
識

QEF 主題網絡計劃 - 學校整體課程
規劃與 STEM 教育

聖公會聖十架小學
機構成員以主題形式支援學校
進行老師培訓及跨學科專題研
習教學 (常、數、電 )

QEF 公帑資助學校專項撥款計劃 - 
多元化活動學習體驗 STEM

QEF

學校運用撥款進行老師培訓、
跨學科教學課程(常、數、電)
及境內外 STEM 交流活動和比
賽。

QEF   
2021-2022 

撥款 $454,600

【科創‧起‧承】
青年科技創新教育計劃

 教聯、理工 提供教師培訓及編程課程教材

加德士「機械人工程師教室
2021-22」

香港小童群益會 提供教師培訓及編程課程教材

圖
書

閱讀營 華德教育基金
華德教育基金
撥款 $50,000

體
育

體適能獎勵計劃 香港兒童健康基金 為學生測試體能

動感校園計劃 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 由機構派員到校協助推行計劃

欖球課程 (J.5) 香港欖球總會 由機構派教練到校教授欖球

賽馬會高爾夫球課程
賽馬會滘西洲

高爾夫球有限公司

由機構派教練到校教授高爾夫
球，並安排親子同樂日及聯校
比賽。

資
訊
科
技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教育局
教育局撥款
$472,027

運用撥款於學
校資訊科技各
項項目上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教育局
教育局撥款
$321,796

聘請資訊科技
人員

童擁 AI 計劃 (J4-6) 百仁基金有限公司
提供教師培訓及編程課程教材
和教材套。

提供教材

Cool Think 賽馬會、教區學校 提供教師培訓。

視
藝

「看得見的記憶」教育計劃
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
室及賽馬會基金

提供學生視藝課堂及學習活動

生
命
教
育

天主教學校宗教教育支援同行計劃 天主教教育事務處
讓老師參與宗倫科專業學習
圈、工作坊及靈修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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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成功申請的校外資源及支援服務

科
組

項目名稱 支援機構
支援形式

備註
人力支援 款項支援

學
生
支
援

教育心理學家服務 教區
教育心理學家提供諮
商、評估及專業培訓。

教育局撥款
$109,517

學習支援津貼 教育局
教育局撥款
$744,614

由學校教學助理協助
及 /或外聘機構提供服
務，包括評估、課後支
援、個別學習計劃、家
長及教師支援。

有特殊教育需要非華語學生校本
支援津貼

教育局
教育局撥款
$101,405

由學校教學助理協助及
/或外聘機構為有關學
生提供服務，包括額外
小組學習課程及活動。

教育局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區本計劃

教育局
(明愛社區書院-紅磡)

由有關機構籌辦功課
輔導班及周六興趣班

為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及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
之學生提供功課輔導及
各項學習活動。

教育局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教育局
教育局撥款
$97,200

「全校參與分層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
計劃

非政府機構
(明愛 )

由有關機構為確診自
閉症學生籌辦有系統
的額外小組訓練

計劃為期三年
2021-2024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教育局
教育局撥款
$49,350

資助經濟有需要的學生
參加學枚舉辦的活動或
提供津貼。

加强言語治療服務

教育局
(心樂言語及
吞嚥治療中心 )

教育局撥款
$138,699

由有關機構提供評估、
小組學習活動、個別支
援、工作坊、講座等服
務。

為低收入家庭的小學生提供在校
免費午膳

教育局
教育局撥款
$343,630

資助經濟有需要的學生
提供在校午膳津貼。

輔
導

成長的天空計劃

教育局
 (21-24 年度 J4
學年服務機構 :
循道衛理中心 )

教育局撥款
J4 $110,010
J5 $16,673
J6 $16,673

由有關機構提供小組學
習活動、日營、工作坊

非華語學生校本支援津貼 教育局
教育局撥款
第 1-5 名
$151,050

由有關機構為非華語學
童提供額外小組學習課
程及活動。

輔
導
活
動

UpPotential 無限潛能
「青少年關愛計劃」

UpPotential Caring 
Heart Co. Ltd (NGO)

由 UpCH 導師到校進行
「同建健康正面人生」
講座、「技巧培訓工
作坊」、「平台使用
指南工作坊」和「大
使培訓工作坊」。

全方位學習津貼 教育局
教育局撥款
$760,531

運用撥款推展各項全方
位學習活動，促進學生
全人發展。

宗
教
培
育

賽馬會校園靜觀計劃 新生精神康復會

由有關機構協助舉辦
「基礎老師培訓」、
「330家長講座」、「學
生心靈樽工作坊」。

計劃為期三年 2021-
2024
J3-5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校園齊惜福」 齊惜福
由有關機構協助，推
廣減少廚餘的信息及
廚餘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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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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 2022)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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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91 88 83 93 89 543

HMII SPSM PSM + PSM(CD) APSM TSS IT TA ACO CA 工友 接待員 行政主任 牧民 兼職社工 總計

1 2 7 35 1 3 4 1 3 6 2 1 1 1 68

   備註﹕本年度任教英文及普通話科的老師，已全部達到基準要求。

學歷 碩士 大學學位 大專
佔全校教師人數 % 26% 74% 0%

愛家．愛華德開放日愛家．愛華德開放日
家長義賣家長義賣

家教會第二十四屆周年大會暨家教會第二十四屆周年大會暨
第二十五屆委員就職典禮第二十五屆委員就職典禮

聯校家教會活動—超級月亮聯校家教會活動—超級月亮

閱讀營家長義工閱讀營家長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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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及學生支援：持守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發揮團結共融的精神，培養身心靈健康的華德孩子。

成
就

   透過校本問卷、持份者問卷、「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APASO) 及課堂內外的觀察等不同
方法搜集數據及資料，本年度的目標均能達標，分析如下： 
※ 目標一 : 提升華德孩子的個人品德及公民素養
   從校本問卷中學生對「能遵守校規、愛護校園」及「願意持守遵規守法的生活態度」兩項
表示認同的百份比高於 95%。數據反映學生能向善，具良好品德，亦能了解自己的言行需符合
學校及社會的規範，才能成為好學生、好公民。
※ 目標二 : 促進華德各成員的身心靈健康，營造校園的正向氛圍。
   根據 APASO 數據分析，學生除了在師生關係和負面情緒方面較去年有明顯改善之外，在整
體滿足感、社群關係、良好行為、和諧人際關係、自我概念方面的表現都相若，整體校園氣
氛表現良好。
※ 目標三 : 加強華德團隊的凝聚力，團結力量以推動學校未來發展。
   持份者問卷中家長認同「我與學校的關係良好」為 91%，而老師在回應有關對學校氣氛觀
感的題目上，表示非常同意及同意均在 90% 以上。學生方面，他們認同「我喜愛學校」的達
89%。各項數據均顯示學生、家長及老師對學校都有十分強的歸屬感。

反
思
及
跟
進

   在本年度的規劃裏，主要涵蓋了價值教育中的生命教育範疇及國民教育範疇。有關生命教
育範疇，學生正可藉這成長經歷，明白逆境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應以積極的態度去面對，
並學習如何面對挫敗和情緒問題。來年學校仍然會按照三年規劃，致力培育學生正確的價值
觀。根據《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指出學校首要培育的價值觀為國民身份認同，學校會透過
科組的教學安排及活動，培育學生成為關心個人、家庭、社會及國家的良好公民。

學與教﹕擴展跨課程學習，培育學生獨立學習能力。

成
就

I. 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
※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分別 82.2% 老師、87% 家長及 77.8% 學生認同跨學科學習有助學  
生聯繫各學科，學習不同領域的知識。另外，超過八成老師及家長認同跨學科學習能培養學
生的共通能力及提供更多機會讓學生展示學習成果。
※ QEF 及 QTN 的發展計劃如期進行，QEF 已完成第一年的教師培訓，亦在不同級別開展有關
STEM 學習活動。至於 QTN 劃，本校老師到其他學校進行觀課及交流，並參與跨校 STEM 比賽。
此計劃使老師對 STEM 教學的認識帶來新的體驗和學習，從而提升教與學的效能，促進專業成
長。
II. 培養學生跨科應用的閱讀能力。
※ 圖書館主任配合學校發展主題「科技與環保」於圖書課介紹不同的圖書，而學生亦於課堂   
及「特別假期」進行不同的閱讀活動以培養學生獨立學習能力。
III. 透過資訊科技互動教學，提升自主學習的能力。
※ 各科組已按計劃進行，超過八成老師 (88.9%)、家長 (80.8%) 及學生 (78.2) 認為學生能運   
用不同的電子學習資源，提升學習果效。
IV. 優化校本評估政策，提供有效回饋。
※ 超過八成老師 (82.2%)、家長 (83%) 均認為老師運用各類型的評估數據，有效協助學生了 
解自己在學習上的強弱項。
※ 據問卷數據顯示，老師 (88.9%)、家長 (77.4%)、學生 (72.9%) 認為難點教學影片能鞏固   
及協助學生學習。英文科各級平均達 82.3%，可見學生對於 Nearpod、Kahoot、Padlet 非常感
興趣。

反
思
及
跟
進

※ 整體而言，跨學科學習能聯繫各學科，豐富學生不同的學習領域，能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
※ 為持續優化跨學科學習的發展，來年度會申請 QSIP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 中大 ) ，加強老
師重對跨學科學習的認識。
※ 為進一步發展「促進學習的評估」，協助學生培養對自己的學習負責任的態度，並能恆常
地監察學習進度，反思學習表現，來年度申請賽馬會「校本多元」計劃，以J.4中文科作起點， 
期望能更有效運用評估數據，以回饋教學。

2021-2022 年 度 關 注 事 項 成 就 及 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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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名稱 內容 備註 /對象

11/09/2021 「幼稚園訪校活動 ~小一生活樂趣多」
讓幼稚園家長更加了解本校之課程及價值教
育，增強入讀準小一學生家長之信心。

幼稚園學生及家長

15/1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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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1 學生及家長

09/12/2021 小一百日聚會
慶祝小一生升上小學一百天，增強小一生對學
校的歸屬感。

J.1 學生

08/07/2022 幼稚園活動「小一初體驗」(英語話劇 )
增強入讀準小一學生家長之信心，讓 K2 幼稚
園學生體驗小學生生活的樂趣。

幼稚園學生及家長

16/07/2022 幼稚園網上課程體驗活動
讓幼稚園家長更加了解本校之課程核心，價值
教育。

幼稚園學生及家長

27/08/2022 小一新生適應課程
讓小一學生認識班主任老師、同學，盡快熟習
校園生活

J.1 學生及家長

4. 華德教育基金會

日期 項目名稱 內容 備註 /對象

09/11/2021 華德教育基金會會議 介紹基金支援的學校計劃 基金會委員

14/06/2022 華德教育基金會會議 報告基金支援的學校計劃 基金會委員

5. 對外聯繫

日期 項目名稱 內容 備註 /對象

01/11 至 10/12/2021 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院老師實習計劃 提供英文科教學實習機會 實習學員

03/11/2021 明報到校採訪
採訪本校禪繞畫課程及靜觀計劃的推行
情況 (有關報導於 10/1 刊登 )。

校長及 J.4 學生

07/03/2022 公教報喜樂少年訪問本校
採訪本校禪繞畫課程的推行情況 (有關
報導於 13/3 刊登 )。

校長、視藝科主
席及 J.4 學生

17/04/2022 香港電台《玩玩星期天》節目
本校學生參與錄製香港電台《玩玩星期
天》節目。

J.5-6 學生

3. 校友活動

日期 項目名稱 內容 備註 /對象

19/12/2021 校友會周年大會 周年聚會及會務報告 校友會成員

2. 中小銜接

日期 項目名稱 內容 備註 /對象

09/2021 至 11/2021 提供升中資訊
訂閱中學概覽及升中選校刊物，於學校網頁及
Parent App 提供「小六升中資訊」。

J.6 學生及家長

10/2021 至 11/2021 升中面試課堂技巧訓練 讓學生掌握升中面試的技巧。 J.6 學生

18/10/2021 至 22/10/2021 升中面試課堂技巧訓練 讓學生掌握升中面試的技巧。 J.6 學生

01/11/2021
教區學校聯會 (小學Ⅲ區 )
天主教學校交流活動

認識教區及修會中學的辦學理念及學校特色。 J.6 班主任

19/11/2021 升中模擬面試日 Zoom
讓學生掌握升中面試的技巧及提升學生的說
話及應對能力。

J.6 學生

14/12/2021
小六家長升中事宜講解
(自行派位階段 )

讓學生及家長更瞭解中學學位分配派位機制
及選校注意事項。

J.6 學生及家長

13-18/01/2022
16-17/02/2022

小六面試精進班
(第一及第二階段 )

讓學生掌握升中面試英語應對技巧。 J.6 學生

05/2022 21-22 統一派位講解 瞭解統一派位選校事宜 J.6 學生及家長

10-11/05/2022
小六升中班主任及家長個別
面談

班主任及家長討論升中選校策略 J.6 家長

13/06/2022 小五家長座談會 認識中學學位分配辦法 J.5 家長

30/07/2022
升中銜接活動 – 舊生中學
生活分享

瞭解中學學習生活 J.6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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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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疇 活動

校
隊

英普粵集誦、敲擊樂隊、管樂團、合唱團、弦樂團、拉丁舞、英語戲劇隊、中英文辯論隊、花式單車、游泳隊、
田徑隊、籃球隊、足球隊、羽毛球隊、乒乓球隊、花式跳繩、機械人校隊

課
外
活
動

制服團體
公益少年團、幼童軍、小女童軍、交通安全隊、紅十字少年團、基督小先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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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旗隊

音樂 小提琴、大提琴、弦樂團、合唱團、敲擊樂、管樂團、單簧管、小號、長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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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高
爾夫球

藝術 中國書畫、油粉彩班、花卉寫生、沙畫、禪繞畫

資訊科技及
科學探究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科學探究 DIY、機械人編程班、小偵探編程班、Minecraft 編程班

語文
獨誦、集誦、中文口才訓練、中文故事畫冊創作班、識字強化班、普通話朗讀及講故事
班、英文公開演講班、英語會話及拼音、英語會話及面試技巧、語文大使、English Drama 
Show、English Speaking Days

數學 珠心算、奧林匹克數學、Rummikub 比賽

星期三
課外活動
小組

小一、小二綜合活動、紙牌遊戲、Reading Buddies、華德成長小組、小小科學家、English 
Fun、故事大使、唱遊樂、西方舞、小廚神、趣味摺紙、歌劇及音樂劇、趣味科學、基督小
幼苗、小手工、桌上遊戲等。

6. 家校合作

日期 主題 /活動 備註 /對象

18/09/2021 網上課程簡介會暨一至六年級家長座談（Zoom） J.1-6 家長

21/09 及 29/09 午間相聚 -小一家長小組（Zoom） J.1 家長

01/10/2021 至 06/01/2022 「故事爸媽伴讀營」故事爸媽工作坊 家長義工

13/10/2021
UpPotential「無限潛能」「青少年關愛計劃」J.3「網上平台使用指
南工作坊」

J.3 家長

13/10/2021 家教會家長義工召募 J.1-6 家長

22/10/2021 03/12/2021 華德蜜語：家校交流意見，促進家校合作及溝通。 J.1-6 家長

22/10/2021 賽馬會校園靜觀計劃 -家長講座 J.1-6 家長

27/10/2021 家教會第二十五屆常務委員選舉 J.1-6 家長

29/10/2021 「親子電影欣賞活動」 J.1-6 家長

05/11/2021 第二十四屆周年大會暨第二十五屆委員就職典禮 J.1-6 家長

06/11/2021 初小「以愛建家」親子工作坊 J.1-3 家長及子女

08/11/2021 「走進健康的網絡世界」親子講座（Zoom） J.1-2 家長

15/11/2021 「小一家長聚會」 J.1 家長

18/11/2021 小四「成長的天空」計劃 – 迎新活動暨家長簡介會 J.4 學員家長

04/12/2021 小四成長的天空計劃 –親子日營 J.4 學員家長

18/12/2021 「愛家 華德」學習活動日家長義賣活動 J.1-6 學生及家長

27/01/2022 「家居語言好環境」言語治療家長講座（Zoom） J.1-3 學生及家長

25/02/2022 上學期家長日（Zoom） J.1-6 家長

28/04/2022 成長的天空計劃–高小「以愛建家」親子網上活動日 J.4-6 家長

30/05/2022 J.1-5 家長及學生參與「午膳試食會」 J.1-5 家長及學生

31/05/2022 「教出高 EQ 孩子」講座 J.3-4 家長

11/06/2022 快樂「魔」and more — 親子魔術工作坊 J.1-3 學生及家長

10/06/2022 至 20/06/2022 第五屆「法團校董會家長選舉」 J.1-6 家長

09/07/2022 聯校親子閱讀及藝術創作工作坊 J.1-3 親子

19/07/2022 「火星與地球 -如何處理子女反叛」講座 J.5-6 家長

23/07 及 06/08 小四成長的天空計劃–再戰營會暨家長工作坊 J.4 學員及家長

25/07/2022 「跳繩強身心．建堂顯主愛」同樂日 J.1-6 家長及學生

01/08/2022 非華語學童文化交流活動 非華語學童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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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積極報考各項國際認可試，
成績斐然。2021-2022 年度成績撮錄如下：

     本屆獲派首三個志願學校百分率為 98%  ( 全港獲派首三個志願學校百分率：94%)，入讀
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學校的學生約為 54%，最近三年學生升讀部份以下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
言學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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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區
瑪利諾修院學校 (中學部 )   喇沙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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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真光中學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陳瑞祺 (喇沙 )書院 嘉諾撒聖家學校

其他地區
聖保祿學校 聖保羅男女中學 英華書院
皇仁書院   協恩中學   聖保羅書院   
伊利沙伯中學 華仁書院 (九龍 )   德望學校 (中學部 )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聖公會曾曾肇添中學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聖芳濟書院 聖言中學 觀塘瑪利諾書院
耀中國際學校 美國國際學校   匯基書院   
啟思中學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香港管理專業學會李國寶中學
福建中學 優才 (楊殷有娣 )書院 基督教崇真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聖羅撒書院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德愛中學         聖母書院 

國際認可試及公開試名稱
卓越 / 優等證書 優異證書

Distinction Merit / Credit
Trinity GESE 20 人 14 人 (Merit)

Cambridge YLE Tests(Flyers) 11 人考獲 15 盾  8 人考獲 13 盾或以上
Cambridge KET  5 人（Grade A） 15 人（Grade B）

SPC 少兒普通話水平測試 13 人（Grade A） 14 人（Grade A）
ICAS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數學科
4人 （Distinction）

 8 人（Credit）
 4 人（Merit）

ICAS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科學科

1人 （High Distinction）
3 人 （Distinction）

 3 人（Credit）

ICAS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英文科

3人 （Distinction）
 8 人（Credit）
 5 人（Merit）

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
 4 人（雙優）
10 人（數學卷）
10 人（解難分析卷）

35 人（數學卷）
14 人（解難分析卷）

畢業生與老師們合照畢業生與老師們合照 黃大仙傑出學生獎黃大仙傑出學生獎



學 生 在 學 業 以 外 表 現  (2021 - 2022 年度校外比賽得獎名單 )

P.11

中文科
活動 成績 得獎學生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菁英盃」全國現場作文總決賽

小學三至四年級組別  優異獎 5B 陳詠嵐

小學五至六年級組別  優異獎 6B 陳詠琪

立橋人壽「感動香港奬」
徵文比賽

二等獎 6A 林卓旻
優異獎 6A 邵文龍

明報「小作家培訓計劃」
畢業資格 6B 蘇巧琳

作家精讀坊優異寫作獎
（初小組）

3C 李澤彬

我的祖國書畫比賽 書法小學組 亞軍 4B 張峻豪
文化盃小學辯論比賽

第一回合初賽
優勝

4B 吳卓敏  5B 陳詠嵐  5B 蔡潁嵐
5B 黃信淏

全港小學微型小說續寫大賽 推薦獎 5A 陳可言
第一屆香港中小學中英文

硬筆書法比賽
小學組初級 亞軍 2B 謝芷晴

香港學校朗誦節

季軍 1C 梁家誠  2A 黎曉文  2B 陳樂瑤

優良

1D 譚映輿  1D 施煜峰  1D 趙擎宇
1D 梁彧凡  1D 彭韜瑜  2A 蔡潁然
2B 謝芷晴  2B 楊雅淳  2B 嚴浩文
2C 羅安瑤  2D 法語萱  2D 張域鋮
3A 黃柏麟  3B 潘晧橋  3B 譚允甯
3C 魏喜旻  3D 張行之  3D 王宥甯
4B 張峻豪  4B 羅希瑤  4B 王建喬
4B 朱震東  5A 黃逸俊  5B 陳詠嵐
5B 陳哲霖  5B 蔡潁嵐  5B 張祖苗
5B 廖峻熙  5B 黃信淏  5B 湯嘉朗
5C 孟咏曦  5C 鄺海澄  5C 張家睿
6A 莫  可  6A 喻名熙  6B 張芝嫚
6B 趙智浠  6B 姚昱初  6D 鄭綽康
6D 岑晉熙

甬粵港姐妹締結計劃
寫作比賽

亞軍 5B 鄭雅心
季軍 5B 陳栩晴  5A 楊皓智
殿軍 4C 倪俊傑  4C 林嘉怡  5D 梁靜恩

優異

4A 陳靖泓  4A 蘇嘉敏  4A 張焯怡
4B 張峻豪  4B 羅希瑤  4B 王穎兒
4C 吳卓敏  4D 吳宇桐  5A 陳可言
5B 蔡穎嵐  5B 王紫涵  5B 陳詠嵐
5B 張灝楠  5D 孫梓晉  6A 洪詩韻
6A 林明快  6A 林卓旻  6A 陳子蓓
6A 邵文龍  6B 張芝嫚  6B 張汀敏
6B 姚昱初  6C 徐芷穎  6D 劉巧涵

第八屆《基本法》多面體
全港小學生辯論賽初賽

優勝
4B 羅希瑤  6A 林明快  5B 陳詠嵐
6B 蔡汶臻

第八屆《基本法》多面體
全港小學生辯論賽第一回合複賽

優勝
6B 姚昱初  6A 林明快  5B 陳詠嵐 
6B 蔡汶臻

希聲辯論小學盃第二輪分組賽 優勝
4B 吳卓敏  4B 羅希瑤  6B 趙智浠 
5B 蔡潁嵐

港澳大灣區生命教育徵文比賽
三等獎 6A 林卓旻

優異獎
6A 王紀悠  6A 楊啟朗  6B 蘇巧琳
6B 姚昱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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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活動 成績 得獎學生

第十七屆 2021
《仲夏夜之夢 Crossover》
全港中小學暑期網上寫作計劃

CROSSOVER 創作大獎及
傑出文章獎 (小學組 )

6A 黃天一  6A 洪鈞浩

各校最受歡迎文章
6A 張汶希  6A 林明快  6A 喻名熙  
6B 陳詠琪  6B 吳正男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菁英盃」現場作文初賽

一等獎 6B 姚昱初

三等獎
5B 陳詠嵐  5B 蔡潁嵐  6B 陳詠琪  
6B 趙智浠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菁英盃」現場作文總決賽

一等獎 5B 陳詠嵐  6B 姚昱初
二等獎 6B 趙智浠
三等獎 6B 陳詠琪

甬粵港姐妹締結計劃
即席寫作比賽

殿軍 5A 楊皓智
入圍獎 5B 鄭雅心  5B 陳栩晴  5D 梁靜恩

佛教慈敬小學辯論友誼賽 優勝
4C 吳卓敏  5B 陳栩晴  5B 蔡潁嵐  
4B 羅希瑤

希聲辯論小學盃第三輪分組賽 優勝
4C 鄧紫琳  6A 林明快  6B 趙智浠  
6B 蔡汶臻

English
Event Results Students

Trinity GESE

Distinction

1A Zhang Tung San 
1B Wong Shun 
1C Law Chun Po
1C Choi Shing Hei 
2A Cheung Ying Yuk Vicky
2A Wong Man
2B Chan Lok Yiu 
2B Kong Mo Ket 
2B Lam Lok Hei Milo
2D Wong Yat Hei 
3B Ngai Hei Man 
3D Feng Kin Ho 
4C Chan Yat Hin 
4C Wong Hui Yin
5A Yip Wing Tai Damon 
5A Chiu Long Hin 
5A Pang Reagan 
5A Li Yik Hin 
5A Lee Perseus Robin
5A Wong Cheuk Yiu 

Merit

2A Lai Hiu Man 
3A Chen Ki Yu Lancy 
3C Choy Lai Ming 
3C Lam Chin Yu 
3C Ngai Po Yi Isabella 
4D Chan Knox 
5B Wong Tsz Yin Chloe 
5B Tong Ka Long 
5B Zou Tsz Ho 
5B Choi Wing Laam 
5B Zhang Zumiao
5C Kwong Hoi Ching 
5C Cheung Yat Long
5D Law Yat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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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Event Results Students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2nd runner up 1B Ng Yu Lun 
4A Ng Sum Yu

Certificate of Merit

1A Fan Hei Pui Noel 
1B Kwan Chun Hang
1B Tse Yau Ching
1B Fu Tin Long
1C Chu Ho Ching
1D Leung Yuk Fan 
2A Cheung Hoi Tung
2A Kwan Chun Wo
2A Chan Yin Hei
2A Cheung Yau Hong 
2B Yeung Nga Shun Lydia 
2C Cheung Hiu Tung
2C Zhang Yixin Hannah
2D Chan Ngar Wing
3A Chen Siquan 
3A Wong Marcus Pak Lun
3A Tsui Tsz Long
3B Ngai Hei Man 
3B Poon Ho Kiu
3C Lam Chin Yu
3C Lo Tsz Kiu
3C Chan Long Kiu
3D Chan Yuet Hei 
4B Ho Chun Leung Jay 
4C Tang Tsz Lam 
5A Wong Garrett Yat Chun
5B Zhang Zumiao 
5B Ching Chit Lam Ethan 
5B Ho Cheuk Lam Jack 
5B Liu Tsun Hei 
5C Cheung Yat Long 
6A Mo Marco Ho
6B Zhao Zhixi 
6B Chen Yui Kiu 
6B Yao Yuk Cho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2A Shek Yui Ching

Award for Outstanding 
Audio-visual effect Bishop Walsh Primary School

黃大仙文志獎學金黃大仙文志獎學金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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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活動 成績 得獎學生

2021 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小五數學組冠軍

5C 洪樂軒
小五奧數組冠軍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 香港賽區 )

金獎 5C 洪樂軒

銀獎

1B 謝祐政  2B 徐典顥  2C 張晞朗  2C 黃綽霖  
2D 陳雅詠  3A 陳鍵沛  3D 陳韋麟  4A 陳靖泓  
4B 劉彥廷  5A 李臻哲  5A 李易軒  5A 姚鞏嵐 
6A 梁墡鎣  6A 鄧梓朗  6A 黃天一  6B 姚昱初  
6B 翁浩林  6B 趙智浠

銅獎

1B 曹灝天  2B 陳樂瑤  2B 謝芷晴  2B 印立言  
2D 陳思齊  2D 呂烈林  4B 關雋曦  4B 王穎兒  
4C 鄒子瑩  5A 關雋樂  5A 黃瀚德  5B 陳栩晴 
5B 陳詠嵐  5B 梁家嚴  5B 廖文謙  5B 容樂丞  
6A 張汶希  6A 吳宇晴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Math Open2021

International Final
Silver 2C 林子仁

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
(數學科 )

雙優 5A 李臻哲  5C 洪樂軒  6A 喻名熙

優
5A 李臻哲  5B 廖文謙  5C 洪樂軒  6A 喻名熙  
6B 吳正男

良

5A 劉旨騫  5A 姚鞏嵐  5B 張洛謙  5B 蔡潁嵐  
5B 李承浚  5B 蘇展鉅  6A 陳業璁  6A 陳昱彤  
6A 賈  傲  6A 林明快  6A 梁墡鎣  6B 陳正橋  
6B 陳瓏方  6B 張汀敏  6B 羅駿彥  6B 梁靖朗  
6B 倪珮嵐  6B 姚昱初  6B 楊博文  6B 翁浩林  
6D 林浚謙

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
(解難分析科 )

優
5A 李臻哲  5C 洪樂軒  6A 陳業璁  6A 梁墡鎣  
6A 喻名熙  6B 陳瓏方

良
4D 曾捷悟  5A 姚鞏嵐  5B 張洛謙  6A 賈  傲  
6B 陳泳琳  6B 羅駿彥  6B 梁靖朗  6B 吳正男  
6B 翁浩林  6D 林浚謙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 
( 香港賽區 )

金獎 1D 梁彧凡  5C 洪樂軒
銀獎 2C 張晞朗  4A 陳靖泓  6B 姚昱初

銅獎
2B 陳樂瑤  2B 徐典顥  2D 呂烈林  5A 李臻哲  
6B 趙智浠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銀獎 5A 李臻哲
銅獎 6A 黃天一

《環亞太杯》
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二等獎 5C 洪樂軒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大灣賽區 )

一等獎 5C 洪樂軒

二等獎

1D 梁彧凡  2A 陳弘哲  2C 張晞朗  3A 陳鍵沛  
3B 陳韋麟  4A 陳靖泓  5A 李臻哲  5A 姚鞏嵐  
6A 陳業璁  6A 梁墡鎣  6B 趙智浠  6B 姚昱初  
6B 翁浩林

三等獎

1B 郝一諾  1B 陳哲宇  1D 伍正康  1D 鄧逸軒  
2A 蔡千晴  2B 謝芷晴  3B 李嘉慧  4B 王穎兒  
4D 潘政言  5A 李易軒  5B 陳詠嵐  5B 廖文謙  
5B 蘇展鉅  5B 容樂丞

第七屆香港數學挑戰賽 一等獎 5C 洪樂軒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香港賽區 ) 初賽

二等獎 3D 陳韋麟  4A 陳靖泓  5C 洪樂軒
三等獎 1B 郝一諾  2B 謝芷晴  2C 張晞朗  5B 陳詠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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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活動 成績 得獎學生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拔賽
(大灣賽區 )

二等獎 2C 張晞朗  6B 姚昱初

三等獎
4A 陳靖泓  4D 潘政言  5A 李臻哲  5B 陳詠嵐  
5C 洪樂軒  6B 翁浩林  6B 趙智浠

《數學大王》國際邀請賽初賽 二等獎 5C 洪樂軒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香港賽
區暨『港澳盃 HKMO Open』

金獎 5C 洪樂軒
銀獎 4A 陳靖泓
銅獎 2C 張晞朗  3A 陳思全  3D 丘雪儀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 香港賽區 )

金獎 5C 洪樂軒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總決賽
(大灣賽區 )

一等獎 5C 洪樂軒
三等獎 2C 張晞朗  5A 李臻哲  5B 陳詠嵐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進階賽 一等獎 5C 洪樂軒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決賽 
( 香港賽區 )

銀獎 5C 洪樂軒  4A 陳靖泓
銅獎 2B 徐典顥  2C 張晞朗
優異獎 6B 姚昱初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 
( 香港賽區 )

銀獎 5C 洪樂軒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 (小學組 )
第七屆數學比賽

金獎 5C 洪樂軒
銀獎 4A 陳靖泓  5A 李臻哲
銅獎 4D 陳仲叡  4D 潘政言

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 (數學科 )

8-11 歲 雙優 5B 梁家嚴

8-11 歲 優
4A 陳靖泓  5A 姚鞏嵐  5B 陳栩晴  5B 張洛謙 
5B 梁家嚴

8-11 歲 良

4B 王穎兒  4C 鄧紫琳  5A 趙朗軒  5A 劉晏彤  
5A 劉旨騫  5A 李臻哲  5A 李易軒  5A 黃子馨  
5B 蔡潁嵐  5B 洪詠琪  5B 黃芷然  5C 黃鴻昇  
5D 李子朗

12-14 歲 良 5A 李臻哲  5C 洪樂軒

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 ( 解難分析科 )
8-11 歲 優 5B 洪詠琪  5B 梁家嚴
8-11 歲 良 4A 陳靖泓  4B 張峻豪  5A 姚鞏嵐  5B 張洛謙
12-14 歲 優 5A 李臻哲  5C 洪樂軒

普通話科
活動 成績 得獎學生

SPC 少兒普通話水平測試

等級 A
2A 黎曉文  4A 劉彥葦  4B 劉曜榮  5B 洪詠琪  5B 梁家嚴  
5B 王紫涵  5B 張祖苗  5C 鄺海澄  6A 陳昱彤  6A 賈  傲  
6A 黃妙姿  6A 喻名熙  6D 劉巧涵

等級 B
1B 黃冠諾  2A 徐綽謙  2B 陳凱溋  3A 陳淇羽  3D 張一夫  
4C 林嘉怡  5D 李子朗  6A 林卓旻  6A 黃天一  6B 張汀敏  
6B 蔡汶臻  6B 倪佩嵐  6B 楊博文  6C 譚凱瑤

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季軍 2B 陳樂瑤  1C 梁家誠
散文季軍 2A 黎曉文

詩詞優良

6B 張芝嫚  6B 姚昱初  6B 趙智浠  6A 莫  可  5C 孟咏曦  
5C 鄺海澄  5C 張家睿  5B 蔡潁嵐  5B 張祖苗  5B 廖峻熙  
5A 黃逸俊  4B 張峻豪  3B 譚允甯  3B 潘晧橋  3A 黃柏麟  
2D 法語萱  2D 張域鋮  2A 蔡潁然  1D 譚映輿  1D 施煜峰  
1D 趙擎宇  1D 梁彧凡

散文優良
6D 岑晉熙  6B 姚昱初  6A 喻名熙  5B 張祖苗  4B 羅希瑤  
4B 王建喬  4B 朱震東  3D 王宥甯  2D 法語萱  2C 羅安瑤  
2B 楊雅淳  2B 嚴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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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
活動 成績 得獎學生

「行走中的文化」體驗賽 陶瓷季軍
4B 鄧紫琳  5A 李臻哲  5B 廖文謙  
6A 鄧梓朗
6A 莫  可

「反斗消費 Go Go Goal」網上問答比賽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精靈小達人
6C 陳煥希  5B 黃信淏  6A 張汶希  
5B 蘇展鉅  5D 劉詠琪

九龍城校際國情知識問答比賽 冠軍 4A 吳心瑜  4C 譚梓軒  4D 陳仲叡
奪寶奇兵 -- 回力罐設計比賽 2022 三等獎 4A 劉彥葦  4A 梁梓軒

第一屆憲法與香港基本法學生問答比賽

嘉許證書
5D 陳慧嘉  5D 袁灝霖  5D 黃熺烔  
5D 區汝婷

參加證書
5D 梁嘉睿  5D 鄧浩熙  5D 孫梓晉  
5D 李子朗  5D 劉詩琪  5D 周智雯
5D 羅逸朗

第十四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 優異獎

6A 洪鈞浩  6A 林子筠  6A 張汶希  
6A 林明快  6A 黃天一  6A 邱奕嵐
6A 鄧梓朗  6A 邱永曦  6A 喻名熙  
6A 王紀悠  6A 楊啟朗  6B 陳瓏方
6C 何綺晴  6D 鄧凱添  5A 張志傑  
5A 李臻哲  5B 張灝楠  5B 陳詠嵐
5A 黃卓遙  5A 羅燊悠  5A 曾海嵐  
5A 陳可言  5D 楊智嵐  5D 區汝婷
5D 李子朗  4A 梁梓軒  4A 張柏源  
4A 鄧宇城  4A 蘇嘉敏  4A 鄭臻禧
4A 鍾尚衡  4C 譚梓軒

3D 立體設計大賽 優異獎 5C 鄺海澄

資優組
活動 成績 得獎學生

教育局「進步之旅」嘉許計劃 進步獎 6A 張汶希
黃大仙文志獎學金
最顯著進步獎

顯著進步獎 6D 林詩萱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第六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6A 林明快  6B 張芝嫚  5B 廖文謙
C.Miner Competition 2021
Inter-school Mincraft

Architecture and Programming
in Hong Kong 2021(build & code)

總冠軍 4A 廖樂謙  4A 陳曉諭  4D 陳仲叡

全港小學傑出視覺藝術學生選舉 優異獎 6B 陳詠琪
HKSSDC Primary Debating Competition 

(Group 2)(Round 1)
Best speaker

6A Wong Tin Yat Skyline 
5B Liu Tsun Hei

「星佑盃」全港中小 2021-2022
中文粵語辯論友誼賽

優勝
5B 陳栩晴  5B 陳詠嵐  6B 姚昱初  
6B 趙智浠

HKSSDC Primary Debating Compeition 
(Round 2)

Best speaker 6B Chen Yui Kiu

希聲辯論小學盃 (分組賽 ) 最佳辯論員 5B 蔡潁嵐
第十五屆黃大仙區傑出學生選舉 傑出學生獎 5A 李臻哲  5B 陳詠嵐

「卓越今天，成就將來」
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

卓越領袖 5A 黃卓遙  5B 陳栩晴

德公組
活動 成績 得獎學生

《基本法》學生校園大使培訓計劃
嘉許狀 (服務 ) 6A 陳子蓓  6A 林子筠  6B 張芝嫚  6B 陳瓏方

進級章
6A 林子筠  6A 陳子蓓  6A 邱永曦  6B 張芝嫚
6B 陳正橋  6B 陳瓏方  6D 鄭綽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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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活動 成績 得獎學生

國際藝穗音樂大賽
ABRSM 二級長笛組 二等奬 4D 陳星攸
ABRSM 二級  鋼琴 二等奬 2D 羅安瑤
ABRSM 三級  鋼琴 二等奬 4B 羅希瑤

2021 精英鋼琴大獎賽
Chinese Composer Junior Group

金獎
6B 王汝熙

亞洲學生藝術節藝術大獎
獨唱 (8-9 歲 ) 第一名 4B 羅希瑤

鋼琴獨奏 (6-7 歲 ) 第二名 2D 羅安瑤
Hong Kong 

Piano Competition 
八級鋼琴獨奏 第二名 5A 黃子馨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弦樂四重奏 銅獎
3B 潘晧橋  6A 陳業璁  6A 洪詩韻  
6A 黃妙芝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 二級 冠軍 2D 王日熙
分級鋼琴獨奏 一級 季軍 1B 林芷安

聲樂獨唱 外文歌曲 (7 至 8 歲 ) 銀獎
3A 高子晴  3A 陳淇羽  3B 顏椲林  
3C 梁日驄

聲樂獨唱 中文 
(10 歲或以下 ) 銀獎

4B 羅希瑤

聲樂獨唱 外文歌曲 
(10 歲或以下 ) 銀獎

4B 羅希瑤

分級鋼琴獨奏 一級 銀獎 2B 徐典顥  3A 徐梓朗
分級鋼琴獨奏 二級 銀獎 4C 翁穎儀
分級鋼琴獨奏 四級 銀獎 2A 陳彥熹  4C 鄧紫琳  4C 王栩然
分級鋼琴獨奏 六級 銀獎 3B 徐爾心  6A 鄧梓朗
鋼琴獨奏 中國作曲家

初級組 銀獎
6B 王汝熙

高音直笛獨奏  銀獎
(10 歲或以下 )

4A 張焯怡  4A 劉穎沁  4C 鄒子瑩

長笛獨奏 初級組 銀獎 3A 陳思全  4D 陳星攸
長笛獨奏 高級組 銀獎 4D 何卓霖

簧管獨奏 初級組 銀獎
6A 陳子蓓  6A 楊啟朗  6B 翁浩林  
6B 楊博文  6B 張芝嫚

小號獨奏 初級組 銀獎 5B 鄒子豪
長號獨奏 初級組 銀獎 5C 曾梓熙
中阮獨奏 初級組 銀獎 5B 蘇展鉅

兒童獨唱 英文歌曲 (5 至 6 歲 ) 銅獎 1C 朱可晴
聲樂獨唱 外文歌曲 (7 至 8 歲 ) 銅獎 3A 李梓瑩  3C 倪寶詒  3D 甄曦晴

聲樂獨唱 外文歌曲
(10 歲或以下 ) 銅獎

3B 潘晧橋  4D 何卓霖

視覺藝術科
活動 成績 得獎學生 /得獎數量

第十三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嘉許狀 6A 洪鈞浩
IYACC 第十三屆國際公開繪畫大賽 冠軍 5B 陳詠嵐

我的祖國—書畫比賽
金獎 6B 陳詠琪
優異獎 3B 魏喜旻

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 2021/22
金獎 5A 趙朗軒

最後入圍 5A 陳倩雯  6D 岑晉熙

HKSEA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金章 96 人
銀章 16 人
銅章 2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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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活動 成績 得獎學生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 二級 銅獎 2A 鄺宇軒  3B 譚允甯
分級鋼琴獨奏 三級 銅獎 4A 張焯怡
分級鋼琴獨奏 四級 銅獎 5A 黃翰德
分級鋼琴獨奏 六級 銅獎 5A 葉穎泰
分級鋼琴獨奏 八級 銅獎 5A 黃子馨
鋼琴二重奏 中級組 銅獎 4C 鄧紫琳  6A 鄧梓朗
大提琴獨奏 初級組 銅獎 3B 潘晧橋

高音直笛獨奏 
(10 歲或以下 ) 銅獎

4C 鄧紫琳  4C 譚梓軒  4C 林嘉怡  
5C 楊于曦  5C 鄺海澄

小號獨奏 初級組 銅獎 6B 陳叡嶠
香港青少年及兒童鋼琴比賽 鋼琴初級組 (6-8 歲 ) 銀獎 4B 羅希瑤

廣播之聲 -全國青少年音樂藝術節
香港展區 中小組 
英語流行曲 特等獎

4B 羅希瑤

青少年網上懷舊金曲歌唱大賽 優良 2D 羅安瑤

聯校音樂大賽

小學小組合奏 (弦樂 ) 銀獎 華德學校弦樂團
管樂團 (小學組 ) 銅奬 華德學校管樂團

小學 (聲樂 )獨唱 中級組
銀奬

4B 羅希瑤

小學 (歌唱組 )獨唱 銀奬 4B 羅希瑤
小學木管樂 (長笛 )獨奏

中級組 銀奬
4D 何卓霖

小學 (鋼琴 ) 獨奏 高級組
銀奬

5A 黃子馨

小學弦樂 (大提琴 )獨奏 
初級組 銀奬

5B 陳詠嵐  6B 陳詠琪

小學小組合奏 (木管樂 )
銀奬

3A 陳思全  3B 廖祉千  4B 邱卓翹  
4C 鄒子瑩  4D 何卓霖  5A 陳柏名
5A 林悅潼  5A 黃卓遙  5B 何伊翹  
5B 梁家嚴  5B 黃芷然  5C 李卓禧
5C 楊于曦  6A 曾曉嵐

小學合奏 (銅管樂 ) 銀獎 5B 何卓霖  5B 鄒子豪  6B 陳叡嶠

小學合奏 (弦樂 ) 銀獎
6A 洪詩韻  6A 陳業璁  6A 黃妙姿  
5A 黃逸俊  5B 陳哲霖  3B 李嘉慧
3B 潘晧橋

宗培組
活動 成績 得獎學生

第十六屆兒童及青少年讀經比賽
冠軍 4C 鄧紫琳
優異獎 3A 李梓瑩  3B 李嘉慧  3B 洪靖琳  5A 羅燊悠  5B 鄭雅心

天主教宗教教育獎 宗教教育獎 6A 洪鈞浩  6B 袁詠心  6D 張影童  6D 劉巧涵

第 73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經文獨誦 優良
3C 鮑貝恩  3C 盧梓橋  4C 鄧紫琳  5A 曾睿謙  5A 黃靖剴  
5A 李臻哲  5D 黃熺烔  5D 區汝婷  6B 陳叡嶠 

生命教育組
活動 成績 得獎學生

馬槽設計比賽
校內優勝者 2B 陳樂瑤  5C 張逸朗  5B 蔡穎嵐
全場優異獎 2B 陳樂瑤

聖博德堂聖言宣讀比賽
初小組亞軍 1B 郝一諾
高小組季軍 5B 鄭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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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活動 成績 得獎學生

三人籃球賽青年盃 男子 U12 組 季軍
6A 洪鈞浩  6A 黃天一  
6A 邱奕嵐  6B 吳正男

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 2021

女子 9嵗 
50 米蛙泳 亞軍

5B 陳栩晴
男女混合 10 以下 
4×50 米接力 季軍

九龍北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團體優異
6A 黃天一  5B 容樂丞  
4C 黃天陽  4D 陳星攸

飛達秋季田徑錦標賽
女子 2011 100 米 第六名

5B 陳栩晴
女子 2011 200 米 第五名

全港職業及業餘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

高級雙項 C組拉丁舞組
(9-11 歲 ) 亞軍

4C 翁穎儀

高級單項 D2 倫巴組
(9-11 歲 ) 亞軍

高級單項單人喳喳喳組
(9-11 歲 ) 亞軍

高級單項 D2 喳喳喳組
(9-11 歲 ) 季軍
高級單項倫巴組
(9-11 歲 ) 季軍

高級單項單人牛仔組
(16 歲以下 ) 季軍

小學校際單人倫巴組 第四名

九龍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甲 100 米 第四名 6A 洪鈞浩
男甲 400 米 第四名 6A 莫  可
男乙 100 米 第四名 5A 關雋樂
女乙 60 米  第三名 5B 陳栩晴
男乙團體  優異 華德學校

中國香港單車總會舉辦全港室內單車賽
（第一回合）

女子 13 歲以下組別 金牌 6A 黃妙芝
男子 11 歲以下組別 銅牌 4C 蘇柏綸

中國香港單車總會舉辦全港室內單車賽
（第二回合）

女子 13 歲以下組別 金牌 6A 黃妙芝
男子 11 歲以下組別 銅牌 4C 蘇柏綸

校監頒發學業成績獎給畢業生校監頒發學業成績獎給畢業生教職員大合照教職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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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 采 生 活

AR/VR 美國遊學團AR/VR 美國遊學團

英語話劇欣賞英語話劇欣賞

全方位變臉表演全方位變臉表演

跨學科學習日跨學科學習日

歡樂香港遊歡樂香港遊

華德孩子獎勵日華德孩子獎勵日

管樂團於迪士尼演出管樂團於迪士尼演出

華德同樂日華德同樂日

高球訓練日高球訓練日六年級教育營六年級教育營



2022 - 2023 學 校 周 年 計 劃 重 點

學校關注事項: 持守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發揮團結共融的精神，培養身心靈健康的華德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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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疇

目標 策略大綱

校
風
及
學
生
支
援

提升華德孩子

的個人品德及

公民素養。

深化學生對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的學習及實踐，活出基督精神。

‧透過校本學習單元及宗教活動，引領學生在生活中實踐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 

‧透過訓輔及學生支援學習活動，培養學生同理心，學習在生活中實踐愛德。
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及良好品德。

‧藉級本經營活動及制服團隊的培訓，培養學生責任感及承擔精神。

‧推行服務學習活動，讓學生運用課堂所學貢獻社群。
培養學生成為對社會、國家和世界有認識和負責任的公民。

‧透過推行與媒體和資訊素養教育相關的學習活動，提升學生辨別資訊真偽，建

立慎思明辨的能力。

‧透過推行與國民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相關的學習活動，加強學生的國民身份認

同。

‧透過境外考察活動，幫助學生拓展知識領域及擴闊國際視野。

促進華德各成

員的身心靈健

康，營造校園

的正向氛圍。

安排多元文化活動促進學生身心靈健康。

‧透過「全方位學習活動」、「螢火蟲校園飼育計劃」及「無限潛能 - 青少年關

愛計劃」等，培育學生身心靈的健康。

‧透過信仰培育活動，加強學生靈性培育，幫助學生認識福音，在生活中活出基

督的美善。
促進教職員身心靈健康的發展。

‧定期發放有關健康活動的資訊，讓教職員提升幸福感。

‧透過教師發展日活動，營造教師團隊關懷及欣賞文化。
建立平和有序的校園環境和氣氛。

‧透過橫額、壁畫、聖像及教會節期佈置等，讓教師及學生得到心靈薰陶及啟迪

的機會。

‧透過綠化校園及設置「明陣」，讓師生能在安靜的環境下省察心靈。
加強華德團隊

的凝聚力，團

結力量以推動

學校未來發展。

加強學校與家長的聯繫。

‧透過各科的親子學習活動，把學校、家庭及堂區聯繫一起，提升家長對學校的

歸屬感。

‧舉辦家長分享會，讓家長更了解維繫和諧家庭的重要性，促進家校合作。

中文辯論隊中文辯論隊

跆拳道跆拳道

禪繞畫壁畫製作禪繞畫壁畫製作

花式單車花式單車



2022 - 2023 周 年 學 校 發 展 計 劃 重 點

學校關注事項﹕擴展跨課程學習，培育學生獨立學習能力。

範
疇

目標 策略大綱

學
與
教

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

※跨學科課程

‧以「科技與環境保育」為主題，中大 QSIP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J.1-2)、優化校本跨學科學習，以培養學生獨立學習能力。

‧綠化校園認證計劃 

※發展 STEM 教育

‧申請 QEF「多元化活動學習體驗 STEM」與電腦科進行跨科協作，

舉行 Micro:bit 課堂協作活動，為學生提供探究及解難的學習活

動。

‧QTN 學校整體課程規劃與 STEM 教育（J.3）

※發展運算思維

‧初小透過電腦科校本課程教授編程語法及分解問題技巧，以發

展運算思維。

‧高小透過賽馬會運算思維教育計劃 (CoolThink@JC)，鞏固編程

語法及分解問題技巧，以發展運算思維。

※創意藝術學習

‧視藝科培養學生的創意及數碼繪畫。

‧音樂科推廣數碼創作。

‧體育科推展運動互動教材。 

培養學生跨科應用的閱讀能力 ※舉辦跨課程閱讀活動、主題閱讀活動。

透過資訊科技教學，促進課堂

互動。

※運用資訊科技

‧舉辦家長工作坊

‧加強資訊素養教學、提升電子學習中的生生互動性。

‧於中英數常加入 AR/VR 學習活動。

有效運用評估數據，促進學與

教的成效。

※學習難點

‧善用已建立的學習平台，適時發放難點教學影片，並進行學習

評估。

※有效的評估

‧採用多方參與評估及善用評估數據，對教與學提供適當的回饋，

協助學生針對弱項進行改善。

‧賽馬會「校本多元」計劃 (J.4 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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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比賽數學比賽閱讀營講故事比賽閱讀營講故事比賽



2022 - 2023 校 本 課 程 發 展 概 覽

P.23

科目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課
程
發
展

關注事項 擴展跨課程學習，培育學生獨立學習能力。

閱讀
圖書課、閱讀營、中文百達通、篇篇流螢網上閱讀、故事爸媽伴讀營(J.1-2)、閱讀獎滿FUN計劃、
e悅讀學校計劃

恆常發展
小班教學、語境教學、專科專教、電子學習、自主學習、價值教育
境外學習﹕紐西蘭 /內地交流團； 本地﹕籃球訓練營、ARVR 遊學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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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閱讀、「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
「甬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圖書教學（J2及J4）、校本寫作課程（J2-J3）中港寫作比賽（J5-J6）

英文科

Raz-Kids Online Reading Programme、Take-Home Reading Programme、
Building core values through Reading and Understanding (CEO)-English KS1(J.1-3) 

Language Buddies Programme (J.2-6)、
Reading Buddies Programme (J.3-6)

PLPR、Development of Text Sets (DTS) School-based RaC Programme

數學 課程調適、解難策略訓練、奧數訓練課程、速算訓練、升中銜接課程 (J.6)

常識
跨學科專題研習、全方位學習活動 /科技日、思維十三招、QEF 多元化活動學習體驗 STEM

中電綠化計劃
QTN 主題網絡

計劃
螢火蟲保育計劃、加德士機械人計劃、

認識國情網上自學平台

藝術教育
(視藝、
音樂、
體育 )

視藝：學習歷程檔 (視藝單元教學 )、校本電腦美術課程（J3 Procreate 課程）、禪繞畫校本課
程（J4-5）、跨學科課程 (J.2,4)、渣打藝趣嘉年華 2022「藝術家駐校計劃」、創意學生獎勵計
劃（J4-5）

音樂：跨學科學習 (J1 樂器設計、J2 春節 )、J2 校本空靈鼓課程、數碼音樂創作（J4-5）

體育：香港兒童健康基金「體適能獎勵計劃」、賽馬會動感校園（J1-2）、賽馬會滘西洲高爾夫
球課程（J3-4）

電腦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J.3-5)、校本資訊素養課程 (J.1-6)、跨學科課程（J3）、「童擁 AI
計劃」、CoolThink@JC 賽馬會運算思維教育 (J.4-6)

宗教 校本學習單元及增潤工作紙、認識級主保聖人、教友聚會、基督小先鋒 (J.3-6)

照
顧
學
習
多
樣
性

課後班 「課後設中、英、數輔導班、增值班、增潤班、陽光學堂、課前朗讀班及功課鞏固班

資優教育
校內：J5-6 校本資優課程（精英班）、英語話劇、中文及英語辯論隊
校外：中大資優課程、資優教育學苑課程等

學生支援

J.1-J.2採雙班主任制、課室蜜語、讀書樂、專注小奇兵、遊戲治療、書寫樂、盡責學生獎勵計劃、
伴我同行、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加強言語治療服務、非華語學生支援、模範生獎勵計劃、
成長的天空計劃、青少年關愛計劃、關愛基金午膳津貼計劃、社工及校本教育心理學家駐校、華
德孩子獎勵計劃、動物輔助治療、教大升小一銜接計劃、成長課、級本成長大課及各項延伸學習
活動等。

師生、校友共同參與禪繞畫壁畫創作師生、校友共同參與禪繞畫壁畫創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