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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校 

辦學宗旨  

以「真理剛毅」為校訓，發揚基督博愛的精神，效法聖若翰洗者體證真理

的典範，培育身心健全的青少年，使他們成為充滿愛心、關心社會的人。  

 

學校使命  

1. 培育學生對靈性生活及福音真理的認識；從而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及價值觀，

使他們養成追求真理、明辨是非、剛強勇敢、堅毅不屈的精神，達至全人

品格。 

2.  發展學生藝術創作及欣賞能力，從而陶冶性情，擴闊視野，能與別人和平

相處。 

3.   培養學生公民意識，懂得關心社會、愛護祖國及世界一切事物，將來能回

饋社會，造福社群。  

 

校訓  

真理剛毅 

  

學校組織  

1. 學校簡介 

本校原名聖若翰學校，由瑪利諾修會神父於一九六二年九月一日創辦。   

一九八零年，瑪利諾修會將本校移交天主教香港教區，本校並於二零零三年九

月一日轉為全日制，並易名為聖若翰天主教小學，是一所政府津貼的全日制小

學。配合學校行政及管理新發展，本校已於二零一五年三月二日成立法團校董

會。本校共設有 24個課室，全校設置無線網絡、課室裝有電腦、投射機及銀幕。

校舍設施完善，除標準課室外，本校設有禮堂、操場、小聖堂、音樂室、輔導

室、多媒體學習電腦室、多用途綜合活動室及中央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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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管理 

2.1  2020-2021 年度法團校董會成員 

校監：温國光神父 

校董： 

温國光神父(辦學團體) 阮瑞嫻校長(辦學團體) 

馬國良校長(辦學團體) 馬李敏慧校長(辦學團體) 

李少穎女士(辦學團體) 陳志雄先生(辦學團體) 

譚慧玲女士(辦學團體) 詹燕珠校長(替代辦學團體) 

張霆邦先生(獨立校董) 何嘉偉先生 (校友校董)  

陳秀儀校長(當然校董) 陳立媚女士(家長校董) 

蔡美雲副校長(教員校董) 張麗嫦女士(替代家長校董) 

何綺慧主任(替代教員校董)  

                        

2.2  班級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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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99 人 115 人 101 人 102 人 106 人 622 人 

 

2.3 教師人數 

職級 校長 副校長 
小學學位

教師 

助理小學

學位教師 

文憑

教師 

小學課程

統籌主任 

圖書館

主任 

外籍英

語教師 

特殊教育需

要統籌主任 
總數 

人員

數目 
1 人 3 人 5 人 33 人 2 人 1 人 1 人 1 人 1 人 48 人 

 

2.4  教師專業資格 

本校校長及教師共 48 人，100%持有教育文憑及學士學位。本校中文、英

文及數學科推行專科專教，教師已接受專科訓練。全校教英文及普通話科教師

100%達到語文能力要求。 

 

  2.5  年資（佔全校教師人數百分比） 

0-4 年 5-9 年 10 年或以上 

19% 12%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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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1: 持續推展天主教學校五個核心價值，促進學生品德培育。 

  １.1 透過正規及非正規課程，加強推行以「愛德」、「生命」、「真理」、「家庭」、「義德」 
的課程及活動，培養學生的品德。 

成就 

1.1.1 於各科組正規及非正規課程中，推行以天主教五個核心價值的課程活動。愛德為諸 

德之首，各科組會以「愛德」貫穿三學年，並加配其他核心價值進行主題活動。 

 
在正規課程方面，各科組均於計劃中加插核心價值元素，例如: 中普科有「開心

事件簿」；英文科有 book report、核心價值早會分享；數學科有親子數感培養課；
常識科有一人一花活動、專題研習；音樂科有歌曲欣賞。 

在非正規課程方面，早會分享由不同範疇共同聚焦推展，如有教師的月訓分享、
中普英文科的早會分享、訓輔組的早會分享及圖書科好書推介等。透過教師的觀察，
學生專心聆聽老師講導，並在平日學校生活中實踐五大核心價值。問卷調查顯示超過 
85%學生同意學生能在家庭、學校實踐個人的義務及責任。 
 

 

1.1.2 本年重點推行以「家庭」和「生命」為主題的活動，加強學生認識生命的意義及實

踐「愛德」的精神及在家庭、學校實踐個人的義務及責任。 

 

    在疫情的影響下，各科組仍適時以實體、網上學習資源或透過實時網上學習的形

式進行分享活動及加入核心元素的主題學習活動，以培育學生品德。例如: 

宗教科：早晨會天主、聖詠團 

中普科：母親節感謝卡設計、命題寫作、普通話點唱站、「悦普樂」活動 

英文科：手工創作、攝影創作(P.4-6) 

數學科：親子數感培養課  

常識科：閱報工作紙  

視藝科：攝影創作(P.4-6)、視藝創作小手工(P.3) 

音樂科：音樂點唱站 

體育科：運動員奮鬥故事分享  

成長課：互動故事劇場，全方位輔導小冊子 

電腦科：電子四格漫畫設計比賽、動畫設計比賽、電子海報設計比賽、 

網頁設計比賽  

圖書科：師生好書推介、親子好書推介、《翰墨》教師文章分享及學生作品分享 

 

根據持份者問卷，有 96.1%學生同意及非常同意學校積極培養學生的良好品德。 

 

反思 

 

雖然疫情影響各科組原訂的推行計劃，但各科組儘量以另一形式進行核心價值的教

育，例如:早會分享改為錄像形式進行、「息時有祢」改為「時時有你」活動。 在學生

的課業中，亦顯示出學生了解及能實踐五大核心價值，學生尤其能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愛

德精神，表現良好品德。 

 

唯學生在家庭實踐個人義務和責任方面，32%家長未能認同學生能自覺學習。在努

力學習方面仍有進步和優化的空間。建議下學年可多關注加強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自主學

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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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1: 持續推展天主教學校五個核心價值，促進學生品德培育。 

１．２加深老師認識及實踐天主教學校五大核心價值。 

成就 

1.2.1 為加深老師認識及實踐天主教學校五大核心價值，教師工作坊以公教聚會形式進行。 

 

本學年 100%老師於早會或校園電視台作共 32集主題分享，而主題均配合五大核

心價值。另外，老師以「家庭」、「生命」為主題作好書推介，當中 85%老師及學生

認同加強了對「家庭」和「生命」的認識。 
 

在教師的專業培訓方面，教師曾進行「靜觀」活動及由神父帶領進行靈修活動。

另外，進行系統性的公教老師聚會：公教聚會分別由温神父分享「家庭」主題予一至

六年級班主任及老師；恩神父分享「生命」主題予三年級班主任及老師；范神父分享

「家庭」主題予一至二、四至五年級班主任及老師，讓公教老師及非公教老師更加認

識五大核心價值及天主教理念，更加強了老師對「家庭」和「生命」的認識。 
 

          在非系統性的活動方面，曾於聖母月中邀請福傳工作者 Uncle John 進行宗教福

傳活動，不同的信仰小團體亦進行參觀聖堂活動等。 

反思 
 

早會期間，所有老師均把核心價值與日常生活常見例子、真人真事結聯，讓學生

更易明白及理解對生命的價值。學生感到有興趣、投入及欣賞老師的善表，並加以學

習。另外，老師在早會後根據當日早會内容進行提問，學生均能準確地回應老師的提

問，加强了對「家庭」、「生命」的認識。 

 

學生在校時間比較少，若要做到把「家庭」推展至以校為家，實踐「愛家 愛校 

愛社會」，可考慮多關注及舉辦家長教育，以家校合作形式，進一步邀請家長和學生

分享實踐五大核心價值。 
 

 

關注事項 2:優化課程及學與教策略，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２．１提供拔尖補底課程及學與教策略，照顧不同需要的學生。 

成就 
2.1.1 中文、英文、數學、常識科於上下學期在各級建立了單元教材及課業，並於課堂中實

踐，以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中文、英文、數學、常識科各科於各級進行共同備課(上學期:2個，下學期:3

個)及設計分層工作紙。各科建立不同程度的課業及加入高階思維題目，提升學生創
意及邏輯能力，全面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分層工作紙能夠幫助能力稍遜學生掌
握答題方法，提升學生成功感，課業包括挑戰題及開放式問題，讓能力高的學生發揮
創意及進行延伸學習，提升學習動機。 

 
從共同備課紀錄、學教觀課、考績觀課、檢視學生課業中，老師認同設計能於課

堂中實踐，照顧學生學習多樣。 
 

而支援組更設有拔尖補底課程，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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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各科發展 STEM 教育，設立高階思維架構圖，提升學生創意及邏輯思維能力。 
本學年以中、英為開展 STEM 教育的科目；常、數、電、視作為重點發展科目，

培養和提升同學的創意和邏輯思維，以下為各科開展及完成的項目︰ 
 

中文: 五年級的(VR)寫作課業、中國文化周內低年級動手造的造紙術活動 
英文: STEM 內容工作紙 
數學: STEM 元素工作紙 
常識: STEM 元素專題研習、科探活動日 
電腦: 四至六年級的編程教學、Programming STEM教區編程比賽 
視藝: 漫畫創作 

 

100%教師認同透過以上延伸活動工作紙、教材、探究活動和比賽等，學生發揮創
意和提升邏輯思維能力。 
 

2.1.3於課堂中運用資訊科技促進互動學習，以提升學生對學習的主動性和興趣。 
根據平板電腦借用記錄，各科教師均不少於 2次於課堂中運用資訊科技，如: 

kahoot、 Google classroom、Quizlet、網上速算遊戲……促進互動學習，善用電子
平台及平板電腦設計教學，提升學生對學習的主動性和興趣。根據老師的觀察，學生
十分投入及享受課堂。 

 

而在實時課堂期間，各科教師亦有善用電子書、校本教學影片、網上學習平台，
如: STAR、每日一篇等。就課堂觀察所見，運用資訊科技促進互動學習，學生在學習
中表現得更積極及主動。 

 

2.1.4各學科提供靈活多樣的學習經歷，以全方位學習的模式，讓不同能力的學生參與。 
各學科在學期初時設計了多樣的學習經歷，但受疫情所限，需要作調節，例如: 

原定中國文化周，改在 2月以中國文化活動形式舉行。透過探究活動及動手製作，學
生認識到各民族過年的習俗及活動；英國文化周改於 4月舉行，學生進行一連串的英
語活動，認識了英國的習俗及景色；數學爭霸日於 6月進行，學生參與不同的攤位遊
戲、速算活動等，增加對數學的興趣及挑戰自我；STEM活動日在 6月舉行，不同年級
的學生透過 STEM競賽活動及動手完成 STEM作品，學會不同的科學原理。100%老師及
98%學生在持分者問卷中表示學生透過參與學校的活動，獲得更多的學習機會。 

 

2.1.5安排學生參加校內外比賽。 
在疫情下，學校仍鼓勵及安排不同能力的學生參與網上比賽。教師透過網上指

導，訓練學生參與不同範疇的比賽，如:中英文朗誦、校際音樂節、教區數學比賽、
奧林匹克數學比賽、視藝科校內外比賽、中英書法比賽、中英作文比賽、標語創作比
賽、利是封設計比賽、閱讀大挑戰、電腦科教區 SCRATCH比賽、常識 HKEdcity 比
賽、STEM比賽…… 
    93%學生同意參加比賽能發揮潛能。 

 

反思 

在觀課時，老師均能按學生的多樣性，設計分層課業，以多樣的教學策略，如運

用資訊科技及加入不同的學習經歷，以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從學生作品中，反映學

生創意及邏輯思維能力有所提升，亦相應促進了資訊科技能力。建議下學年可繼續優

化分層課業設計，發展校本單元教材及課業。另外，可進一步推行自攜裝置，以實踐

電子學習及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受疫情影響下，課時減少，亦需注意防疫安排措施，不少原訂的計劃需改以其他

模式進行。各科組在新學年可多合作，以跨科主題設計進行活動，以統合資源組織活

動，善用時間提供靈活多樣的學習經歷。更可運用全方位學習津貼，豐富學習內容，

讓不同能力學生參與及發揮潛能。 
 

在新常態中，學校會繼續鼓勵學生參與網上活動及比賽，亦可多讓學生參與不同

形式的表演，如:拍片、早會表演，提供更多機會讓學生提升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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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2:優化課程及學與教策略，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２． ２提升學生學習能力及自主學習精神。 

成就 
2.2.1 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因應科本要求，善用學習常規及網上學習資源，提升學生

自主學習精神。 
在疫情及復課期間，各科善用學習常規及網上學習資源，例如:在課堂中摘錄筆記

(中文科及常識科)；完成預習工作紙(英文科及數學科)；以估算進行運算(數學科)。 
 

就課堂觀察及學生課業檢視，本學年網上學習資源已延伸於其他學科，如:成長，
輔導、宗教、視藝、音樂、體育…… 有助提升學生自主學習，亦以不同的方式，如:
課前預習工作紙、自拍學習短片、遊戲、歌曲、延伸工作紙等，以配合學生自主學
習。100%教師認為學生的自主學習精神有所提升。98.6%學生認同學習常規能提升自主
學習精神。 

 

2.2.2中、英、數、常於日常教學中每個單元加入學生不同程度自擬問題，並培養學生多思考
的習慣。 

中文科的自擬問題滲透在預習、筆記、語文運用工作紙中；英文科在預習工作紙中
顯示；數學科的數感培養及常識的高階思維工作紙中均加入不同程度的自擬問題。 

 

觀課中，老師在課堂中使用不同的提問技巧及多提問開放式題目，以培養學生多思
考的習慣。100%教師同意 80%或以上一年級至三年級學生每學期完成最少 2次自擬問
題；80%或以上四年級至六年級學生全學年完成最少 5次自擬問題課業。 

 

反思 

在常規課堂觀察中，老師能善用網上學習資源協助教學。唯有學生未能自覺使用

老師製作的網上學習資源，自主學習精神仍有待提升。就觀察所得，部份能力較弱的

學生未能有足夠時間完成不同科目的不同網上學習資源，建議可考慮減少此等學生進

行網上學習課業的次數及數量。 
 

小一至小二學生在課堂中以口頭自擬問題的表現尚有進步空間，建議下學年需要

加強初小學生口頭訓練及在課堂上多給予學生口頭提問機會，以提升其學習能力。 

 

２． ３提升學生高階思維能力。 

成就 
2.3.1 中、英、數及常識科教師於日常教學運用高階思維十三招，以提升學生解難能力。 

在各科同儕觀課及課業設計中，顯示老師已恆常地運用高階思維技巧或高階思維
十三招進行教學。各科亦建立不同程度的工作紙，以照顧學習差異，效果理想，同時
可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精神。 

 

          100%教師全學年在課堂中或課業中使用最少 3 次有關高階思維架構圖協助教
學。98%學生認同運用高階思維架構圖能提升學生高階思維能力。 
 

2.3.2 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老師在課堂中教導學生應用不同的解難方法及技巧。 
學生的筆記反映 100%教師在各學期的課堂中教導學生應用不同的解難方法及技

巧，包括:思維腦圖、時間線、推測後果、解難五步曲、六何法、列表法、圈出關鍵
字。另外，各科的預習工作紙、自擬工作紙或鞏固工作紙顯示學生應用不同的解難技
巧。學生先預習課堂內容及尋找學習難點，繼而在課堂上匯報及討論有關難點，共同
尋找答案和解決方法。100%的教師認同不同的解難方法及技巧能提升學生的高階思維
能力。透過自擬問題，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對學問的追求亦得以加強。 

 

反思 

100%教師認同在筆記、課業中運用思維架構圖。建議在新學年繼續深化高階思維

策略，並多加入開放式的題目，以剌激學生作高層次、多元化及多角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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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2:優化課程及學與教策略，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 

２． ４優化教師教學策略，提升學習果效。 

成就 
2.4.1引入校外專業支援、與大專院校合作，以優化教師教學策略，提升學習果效。 

100%教師同意及表示引入支援計劃有助提升教學策略及學習效能。本學年引入以

下的校外專業支援、與大專院校合作: 

中文科申請了「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2020-2021) ，與中文

大學合作，善用小班的教學環境，結合正向教育的元素，進一步回應課程改革「學會

學習」的宗旨，發展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優化中文科課堂教學。 

英文科申請了創新及科技局「創科生活基金」支助浸會大學研發 The Blue 

Sparrow英詩 App，浸會大學英文教育系學生會透過 Zoom課堂，向本校學生介紹詩

歌，教導同學學習詩詞以及練習口語的方法。 

數學科參與了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數學

科)，透過內地數學專家教師定期到校支援，與本校教師共同備課，發展有效的校本課

程、教學活動及促進學習的評估。通過教學觀摩，汲取內地數學教學經驗，促進專業

交流動，優化學與教策略。 

常識科參與了優質教育基金（基金）主題網絡計劃—大專院校「以全方位自主學

習推展校本 STEM 課程」計劃，與香港大學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中心 (CITE)合作，

以自主學習發展高小與 STEM 教育相關的校本課程。教學團隊於四年級常識專題中融

入數學及電腦 STEM 學習活動，引導學生綜合應用常識、數學及電腦編程元素解難。教

學活動及設計良好，能引發學生對 STEM的興趣，本校於是次計劃中榮獲「SDL-STEM

學習設計獎」。 
 

2.4.2 安排不同形式的專業分享活動。 
校長、課程主任及科統籌均鼓勵教師進行培訓，學校亦提供網上學習資源，給老

師進行培訓。今年有進行觀課、備課及評課，老師於科會議中分享進修的內容。中
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按科本發展焦點進行觀課。觀課後，課程主任、中文、英文
及數學科科主席與科任老師進行評課討論，透過討論，課程主任及科主席按科務的要
求給予回饋及意見，促進學與教效能。在觀課的過程中，觀課者根據各科針對性的焦
點進行觀課。 

本學年舉辦了多元化的教師發展日，例如:支援班上語障學生小錦囊、 靜觀知多
少、資源整理工作坊、三年發展工作計劃工作坊、法律講座。 
 

2.4.3 安排老師接受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培訓。 
因疫情關係，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培訓(照顧不同學習需要)基礎課程、高級課程、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專題課程、精神健康的專業發展課程初級及深造培訓，
本年度未有空缺。 

                    本年度安排教育心理學工作坊，為全體英文科及數學科老師提供培訓，亦於學習
支援會議、學科輔導會議、協作課會議中給予教學資源及分享小組老師的成功例子。 

 

2.4.4推行新入職教師啟導計劃。 
新入職教師啓導計劃定期舉行會議，本年共舉辦了 6次會議。另外，啓導老師於

觀課後，為新入職教師提供具體的教學建議。100%新入職教師認同計劃能讓他們盡快
適應新環境及教學工作。 

 

2.4.5善用在各項發展計劃和支援計劃的經驗。 
種籽老師帶領本年度常識科四年級科任老師運用上年度建立的 STEM教材，應用

於本年度專題研習題目「從實驗玩轉水和空氣」，讓學生從中認識空氣阻力的原理及
認識影響物件下降速度的因素。100%的科任老師同意由上年度之種籽老師帶領本年度
的其他科任老師的安排有所得著。 

為善用已發展的教材，並在學科內繼續發展，四年級常識科科任老師參加香港大
學「以全方位自主學習推展校本 STEM課程」計劃將 micro:bit編程工具應用於下學
期的專題活動，建立本年度 STEM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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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教師已建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透過校外專業支援和不同形式的專業分享活動，

優化教師教學。教師們同意種籽老師能發揮帶領者角色，善用已發展的教材及編程技

巧，並在學科内繼續發展。建議下年度繼續參加校外支援計劃，引入支援以提升科主

席領導效能。 

新入職教師透過新入職教師啟導計劃可盡快適應新環境工作，來年將把此持之有

效的計劃列為恆常的項目。 

校方非常鼓勵教師進修，並在進修後填寫進修記錄表，給予校方正面和有建設性

的點子。為配合學校發展及教師的專業培訓，建議下學年可多鼓勵教師參加與優化自

主學習課堂策略的工作坊，並在校內進行交流分享，有助推動各科的自主學習活動。 

在優化課程及學與教策略方面，建議檢視本校的課程規劃，以配合學生的需要和

學習興趣，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關注事項 3: 建立學生正面的生活態度，達致身心健康。 

3.1強化學生在身心方面的健康意識，營造健康的校園生活。 

成就 
3.1.1 推動健康校園政策及運動推廣計劃，實踐健康生活及建立正向思維。 

原訂各級安排最少一次健康或衞生講座，但因疫情關係未能進行，故引入多元化
活動取代: 
圖書科和英文科：網上閱讀電子書 
圖書科和常識進行跨科閱讀計劃：一至三年級以環保為主題； 

四至六年級以海洋及生命為主題 
常識科和社工：網上性教育講座 
電腦科：正面使用資訊科技 
體育科：Sport Act 及至 FIT小冊子 
體育科：網上早會仍有進行音樂早操 

  體育科：「旱地冰球」已開展，在體育課進行介紹，但疫情關係，未有實踐課堂。 
體育科：一、二年級遊戲日 
成長科：一至三年級以正面生活為主題，欣賞戲劇。 
公民教育組：以影片形式，帶出體諒他人的訊息。 

公民教育組：禁毒講座 
社工：以影片形式，帶出防止騙案資訊及意識。 

          99%學生認為計劃能幫助他們認識及實踐健康的生活模式。 
 
3.1.2 藉獎勵計劃鼓勵學生在學校及家庭從飲食、運動和心靈三方面努力，實踐健康的生活

模式。 
本學年以「身心靈至 FIT」獎勵計劃為主題，重點鼓勵學生實踐身心健康的生活

模式。在可以面授的小息時段讓學生分批到操場進行體育活動，如：踏健康單車、轉
呼拉圈等。 

在抗疫教育方面，成長課及訓育組在網上學習資源中滲透抗疫教育的元素，從而

培養學生正面思維，面對疫情。 
97%學生認為「身心靈至 FIT」獎勵計劃能幫助他們認識及實踐健康的生活模

式；100%教師認為計劃能夠提升學生實踐健康的生活模式。 
 

3.1.3 透過跨科組主題「生命教育及心靈教育」為主題，讓學生在學校及家庭中學習及實踐
健康生活的方法及習慣。 

在生命教育及心靈教育上，進行了性教育講座「生命的珍貴」；全方位輔導小冊
子內以「生活小管家」及「居家運動」為主題；網上教學影片以感恩和減壓為重點。 

在問卷調查中，100%教師認同獎勵計劃有助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99%學生認同
活動能加強自我管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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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在疫情下，教師觀察到學生的健康生活意識，如理財觀念、運用電子產品態度、

健康問題、情緒管理問題等，更需要提升。建議下學年可多推行講座、活動、工作坊

等，以提升健康生活意識。 

「身心靈至 FIT」計劃有助提升學生健康意識，建議來年繼續推行。可善用電子

磅量度學生 BMI指數，了解學生的健康狀況。亦可推廣新興的運動項目，讓更多學生

能有不同的體驗。 

除了關注學生的情況，學校也可加強家長教育，以改善學生的健康飲食及運動意

識。同時，可提升家長正向管教的價值觀及態度，做到家校合作。 

 

３． ２培養學生追求正面的生活態度，促進學生抗逆力及自信心。 

成就 
3.2.1 利用玫瑰經的誦唸方式，鼓勵學生恒常祈禱，與天主建立密切關係，在生活中充滿力

量，隨主引領。 
學校鼓勵學生恒常祈禱，與天主建立密切關係，如︰玫瑰經活動由 3月至 6月進

行、學生於宗教課堂祈禱、老師帶領早會及放學前祈禱。 
          另外，透過「升空唸珠」及「小若翰代祈禱」，學生為疫情祈禱，為社會各階層

人士祈禱。讓學生在生活中時刻充滿力量，隨主引領。 
就觀察所得，學生投入於不同的祈禱活動中。80%學生喜歡參與活動；80%學生認

為宗教活動有助增強他們的抗逆力及心靈的健康。 
 
3.2.2 舉辦「息時有祢」活動 

「息時有祢」原訂在小息時間進行具主題及延續性的宗教活動，但因疫情原故，
改為在課堂上讓學生寫祈禱便條，再貼在祈禱樹上代替。80%學生認為活動有助強化
他們的宗教意念及心靈的健康。 

 
3.2.3 優化一、二年級及建立三年級校本成長課課程，以成長課四大範疇(個人篇、情緒

篇、群性篇和解難篇)為課程核心，利用各種處境及經驗讓學生反思，提升學生的溝
通、解難、協作、自我管理、批判性思考能力。100%教師認同成長課課程能提升學生
的解難能力及自我管理能力。 

 
3.2.4全學年透過學生和老師在《翰墨》、校園電視台分享文章和藝術創作。 

教師透過《翰墨》，以愛德、家庭、生命、身心健康為主題寫作文章，與學生分
享心得和感受。學生在疫情下存感恩之情，以愛德、家庭、生命及身心健康為主題寫
作文章。從學生的作品中所見，學生均能分享與身心健康有關的內容。 

98%學生能分享與身心健康有關的作品；100%教師認為分享與身心健康有關的作
品，有助建立學生積極的態度。 

 

反思 

          為讓學生做到本校校訓，實踐「真理剛毅」的精神及配合國家安全教育，建議透

過多元化學習活動，在生活中好好學習天父教導我們的福音真理，使成為自強不息的

好孩子。 

另外，因校長及老師均鼓勵學生多作祈禱，增強學生的抗逆力及心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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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與教 

由於 2020-2021學年疫情持續，學校需要暫停面授課堂及校內活動。本校貫徹「停課不停學」之精

神，在停課期間推行實時視像教學，以網上教學取代傳統授課，加強課堂師生互動，照顧學生學習

需要。在停課期間，對於個別因缺乏網上學習設備而遇到困難的同學，學校除了保持校舍開放外，

亦積極提供在家支援，例如借出流動電腦裝置及協助申請相關援助等。老師善用網上多元教學資

源，包括教育局不同科組提供的網上資源、香港教育城（教育城）的多媒體和閱讀材料、網上評估

系統（STAR平台）等，設計校本網上學習資源，透過學校網頁及 eClass平台，把學習材料分發給學

生，支援學生在家學習。 
 

本校制訂六育均衡發展的課程，依據教育局所規定的核心課程、學習領域及學校的課程目標而編

定，著重培養學生的知識、態度和技能及學生的共通能力。學校重視培養學生的品德，透過正規及

非正規課程，推行以天主教學校五個核心價值「愛德」、「生命」、「真理」、「家庭」、「義

德」課程及活動，持續發展學生正面價值觀，促進身心靈發展。各科組透過面授及網上的學與教模

式，已按計劃進行的課程及活動：宗教科「早晨會主」、中文科「母親節感謝卡設計」普通話科

「悦普樂」活動、英文科「核心價值早會分享」、數學科「數感培養課」、常識科「新聞隨筆」、

視藝科及英文及科已「攝影創作」和「手工創作」、電腦科以生命為主題的「設計比賽」、圖書科

「師生好書推介」，學生透過參與各項活動，實踐天主教的核心價值，培養良好的品德。 
 

學校引入校外專業支援、與教育局及各大專院校合作，積極參與協作計劃，優化校本課程及學與教

策略，本年度常識科參加優質教育基金（基金）主題網絡計劃—大專院校 「以全方位自主學習推展

校本 STEM 課程」計劃，與香港大學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中心 (CITE)合作，以自主學習發展高小

與 STEM 教育相關的校本課程。教學團隊於四年級常識專題中融入數學及電腦 STEM 學習活動，引導

學生綜合應用常識、數學及電腦編程元素解難。教學活動及設計良好，能引發學生對 STEM的興趣，

本校於是次計劃中榮獲「SDL-STEM學習設計獎」。中文科參加中文大學「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

學」支援計劃，善用小班的教學環境，結合正向教育的元素，進一步回應課程改革「學會學習」的

宗旨，發展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優化中文科課堂教學。 數學科參加教育局「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

協作計劃」，透過內地數學專家教師定期到校支援，與本校教師共同備課，發展有效的校本課程、教

學活動及促進學習的評估。通過教學觀摩，汲取內地數學教學經驗，促進專業交流動，優化學與教

策略。 
 

學校著重培育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及積極學習態度，各科組教師持續善用不同的策略提升學生學習能

力及自主學習精神，各級學生能運用摘錄筆記技巧和高階思維架構圖，記錄學習重點。教師透過適

切的學習活動及課業，引導學生自擬問題，培養學生多思考的習慣，並引導學生自發地學習，提升

學習成效。 
 

本校的課程配合教育發展趨勢，如引入 STEM 教育，加入編程課程，以配合學生資訊科技發展。學校

積極推動電子學習，善用不同的網上學習資源及平台教學。教師均善用電子平台交流教學資訊，在

平台上設定教學材料和習作，並透過電子平台跟進及監察學生的學習情況，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模式

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學校致力發揚基督博愛精神，培育身心靈健康的青少年，使學生成為充滿愛心，關心社會的人。本

年度月訓主題以天主教核心價值「愛德」、「生命」及「家庭」為主，以週訓形式介紹共三十二個

月訓子題。全年共有三十二位老師於早會時段與學生分享與核心價值相關的故事及生活例子，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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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聖經金句藉此提升學生對核心價值的認識。由於新冠病毒疫情而暫停面授課堂，當中有七次月訓

以面授早會形式進行；其餘二十五次則以實時事像早會形式及上載到校網與學生分享。五月份的

「權利義務」月訓主題內容更配合教育局「守法與同理心的學與教資源」，與學生分享更多校園事

例，從而鼓勵學生在生活中實踐天主教的核心價值。校本成長教育課課程的施行有助學生建立正面

的價值觀和態度，運用初小校本成長課課程及高小成長戲劇教學課程教材，培養學生的協作能力、

解難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及自我管理能力，讓他們在品德、思維、知識及技能上裝備自己，提升

多角度思考及明辨是非的能力。透過推行一至三年級的互動故事劇場到校計劃及五年級賽馬會中國

詩人別傳教育劇場計劃，提升學生對核心價值之了解，增強學生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並提升他們的

創造能力及合作精神。另外，透過全方位輔導活動、成長的天空計劃、性教育活動等能配合學生成

長需要，加強學生自尊自信，發展個人潛能，促進學生健康成長。 

學校有系統地推動全校學生參與校內、校外的服務，設立不同的服務崗位，培養學生的自我管理及

領袖能力，如：風紀、班長、圖書管理員、普通話大使、英文小天使等，透過有系統的群體活動，

幫助學生發展個人潛能和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及建立關愛共融的精神。 

訓輔組滿月活動，以祈禱、校園點滴分享及神父和校長訓勉，建立一年級學生及插班生對學校的認

識。除了協助新生適應本校生活，學校亦為學生提供小一適應及升學支援，如小一入學前的家長會、

小一入學全攻略小冊子、小一生活巡禮、滿月活動等，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亦有助學生及早

適應學校生活。小六學生方面，本校亦為他們安排升中家長會、講座，提供選校協助，參觀中學及

派發中學資料(升中資訊)以協助學生選擇合適的中學，使學生及家長更了解不同中學的背景及要求。 

在家庭方面，訓輔組以「生活小管家」獎勵活動加強照顧學生多樣性需要，培養學生自我管理的良

好品德，從觀察及學生作品所見，家長均配合學校的活動，協助學生認真完成小冊子。在推動家校

合作工作上，家長教師會積極組織家長愛心隊，為學校各項活動提供人力資源，協助圖書科推廣圖

書閱讀，有助加強學校與家長的溝通及合作。在疫情下，家長非常配合學校需要，樂意抽空到校服

務，包括整理圖書、講故事、審標及協助帶領校內外活動，展現家校合作之精神。 

學校亦著重與家長互相配合以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在不同時段安排相關家長講座/網上工作

坊，如︰言語治療師分別為高小及低小家長進行網上短片分享，以加強家長對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的認識及技巧；開學前的小一生活巡禮講解「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

以增強幼小銜接學生的適應；為學生安排相應支援後，派發「幼小銜接支援概要」及「學生支援摘

要」給家長，詳列學校為學生提供的支援，讓家長更了解支援的方向；學期完結時，為支援輔導學

習小組、學科輔導及協作課的支援學生進行小評估，並提供學生表現報告，讓家長了解該學期學生

所學到的知識及學校給予支援的成效；而家長日亦安排言語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及協作課的支援老

師與家長面談，讓家長更了解學生學習進程，因疫情關係，上學期家長日改以電話形式進行，進一

步提升家校合作效能。 

為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提供拔尖補底課程及學與教策略，積極推薦學生參與資優的校外課程或比

賽；並實踐「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以跨專業團隊模式支援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發展及與校內

教師、功能小組協作，就課程、教學策略及考試調適等安排作調適，由本校的老師根據學生的程度

和需要訂定學習內容。本校優化中文、英文及數學科分層工作紙，並設課後中文、英文及數學科支

援輔導學習小組及學科輔導、學習加油站、讀默寫小組及協作課等，為學生們提供適切的支援課

程。  

學校以跨專業團隊模式，推動及早識別和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包括︰「加強言語治療服

務」與區內一所小學組成學校群，聘請駐校言語治療師為本校學生提供評估及到校/網上治療服務；

利用「學習支援津貼」聘用職業治療師到校為本校有需要的學生進行評估、到校/網上進行專注力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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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讀寫訓練小組；推行小學校本教育心理服務計劃，協助識別有學習困難的學生並進行及早識別

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  

本年度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為學生資助的活動，以培養學生自信心、發揮潛能及擴闊學生的學習

經歷。活動包括︰課後功課輔導班、童夢飛翔小組、戶外活動及文化藝術活動。 

本校申請「新來港學童及回流學童計劃津貼」，並運用「校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津貼」舉辦兩組(初

小及高小)共 10 節中、英文學習課程，內容有學習繁體字、廣東話、基本中文、英語拼音、基本英

文、英文文法及課室英語等；及與中文科一同處理加強支援非華語學生的中文學與教新撥款安排，

提供協作課、額外的中文學習課程以銜接主流課堂。 

本年度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的支援措施可參考附件一︰【推行「全校參與」模

式融合教育的政策、資源及支援措施】。 為持續支援學生學習及維持穩定性以培養學生的學習習

慣，建議來年本組的服務以面授或 ZOOM 式進行並維持小組時間不變，以助有需要的學生學習；並

優化小組教學，加強第二層的教學支援，提升學生對學習的興趣。 

 

學生表現 

為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及展示學生的學習及訓練成果，本校組織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及訓練，積極參

與學界不同範疇的比賽，並取得優異成績。 

本年度上學期因受疫情及停課的影響，大部份校際比賽需要取消，例如各項運動校際比賽。當中亦

有機構改變比賽方式，以達致在安全的情況下讓學生展示訓練成果。故本校積極安排學生參與香港

音樂及朗誦協會舉辦的粵語、普通話及英語獨誦比賽。參賽學生經老師以實時視像會議指導朗誦技

巧後，拍攝朗誦比賽影片上載予協會以參賽。因獲得悉心指導，學生在這項比賽獲驕人成績，除了

良好及優異獎外，亦獲得冠、亞及季軍的傑出成績，共超過 170人次的學生獲獎。 

由於下學期疫情漸趨穩定，更多主辦不同校際比賽的機構改變比賽方式，讓學生在安全的情況下參

與比賽，本校亦於不同的學習範疇挑選學生代表參與，給予學生表現及展示成果的機會，故學生在

本學年的校際比賽中獲得超過 240個參賽人次的獎項，當中包括語文、數理、常識、藝術及公民教

育等範疇。 

語文方面：學校朗誦節粵語、普通話及英語獨誦比賽、余振強紀念中學 45周年校慶小學徵文比賽

(中文組及英文組)、「21世紀杯」全國英語演講比賽(香港賽區)。 

數理方面：第七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第六屆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常識方面：「消費者委員會 × 香港教育城- 反斗消費 Go Go Goal」網上問答比賽 

藝術方面：全港小學在線數碼繪畫比賽、第四屆全港兒童繪畫比賽、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鋼琴獨

奏、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小提琴獨奏、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大提琴獨奏、香港學校音樂

節比賽箏獨奏。 

公民教育：「+」點愛利是封設計比賽、觀塘區公民教育標語創作設計比賽。 

本年度的學生獲獎情況可參考附件「2020-2021年度學生獲獎總表」。 

 



14 
 

 



15 
 

附件一 

推行「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的政策、資源及支援措施 

(2020/ 2021 學年) 

I.政策  本校致力建立共融文化，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透

過資源調配，為學生提供適切和多元化的支援服務，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及

協助他們融入校園生活；及 

 學校重視家校合作，建立恆常溝通機制，透過不同渠道，與家長一起商議有關

支援學生的策略。 

 

II.資源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本校獲教育局增撥的額外資源包括: 

 學習支援津貼及 

 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師 

 

III.支援措

施及資源運 

用方式 

本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下列支援措施- 

 成立學生支援組，由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作統籌，成員包括副校長、班主

任、社工、和各學科教師等； 

 增聘1名教師及3名教學助理與全校教師以「全校參與」模式照顧個別差異； 

 安排抽離及課後輔導班，為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小二至五中文、小二至六

英文及小二至六數學的校本支援輔導小組； 

 安排教師或教學助理，以協作教學模式在課堂上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為小一學生進行及早識別，為已識別為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提供適切的支

援，如︰言語治療服務、專注力訓練及讀寫訓練小組、讀默寫訓練、學習及發

展支援服務； 

 推行小學校本教育心理服務計劃，協助學校識別有學習困難的學生、訂出有關

照顧有學習困難的學生的政策及處理學生個案； 

 購買中文科及英文科電子學習軟件輔助學習，利用多媒體學習軟件的圖像、

多感觀刺激及即時回饋，以增加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學生的學習動機

及效能； 

 聘用專業人士到校提供專注力訓練及讀寫訓練小組，並於網課或半日制上課

及課餘時間於以網上形式進行以持續支援學生； 

 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學習、家課和測考調適，又透過課堂觀察，記錄學生的學

習成果，在適當時候，向家長報告； 

 安排教學助理進行讀默寫訓練，於課前為有學習困難的小一/二學生進行「讀默

寫」學習活動； 

 提供家長教育，包括講座、網上講座及提供網上資源，讓家長了解有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的學習特性，從而加強家長對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技巧；  

 安排本校老師接受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培訓；及 

 與區內一所小學組成學校群，聘請駐校言語治療師，每星期駐校3天。駐校言語

治療師服務涵蓋學生、家長、教師及學校四大層面︰為語障學生提供評估及訓

練；與家長溝通聯繫，以電聯或視像形式與家長了解學生言語情況及提供治療

策略；與教師溝通聯繫提升教師對語障學生評估結果及治療進度的了解及於停

課期間每周發放網上學習資源，讓全校學生能提升對語言理解及運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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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聖若翰天主教小學 

2020-2021年度 

校際活動獲獎記錄(1/9/2020-31/8/2021) 
科/組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中文科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主辦 

第 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獨誦比賽) 

亞軍 2C 謝孝瑤 

季軍 
6A 許心柔 

6D 王欣姸 

優異 

1B 陳衍穎 

1B 黃凱梨 

1D 陳子皿 

1D 駱泓然 

2B 蔡灝陽 

3A 陳瑤 

3A 劉柏麟 

3A 李浩瀚 

3A 黃梓喬 

3B 許心暉 

3B 黃祉皓 

3C 陳超盈 

3D 林銘茵 

5B 劉芷霖 

5C 梁愉琳 

6A 黃珮鳴 

6A 余浩正 

6A 余梓軒 

6B 鄒芷婷 

6B 李子朗 

6C 朱曉琳 

6C 林雅晴 

良好 

1D 曾詠希 

3B 鄒俊鈞 

3B 潘灝恩 

3B 黃衍竣 

3D 余浩昇 

4B 林詩晴 

4C 嚴沛棋 

4C 楊宇軒 

5D 黃竣鍇 

6A 崔琪琪 

6A 林芷澄 

6A 盧頌豪 

6A 吳璟亨 

6A 戴慧琪 

6A 謝沛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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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主辦 

第 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語獨誦比賽) 

季軍 3B 黃祉皓 

優異 

1A 梁梓溋 

1B 陳衍頴 

1B 陳紫晴 

1B 何嘉傑 

1B 吳蕊妮 

1B 黃凱梨 

1C 馬睿苗 

2A 劉亦然 

2A 羅瑄 

2A 石志炫 

2B 張晓彥 

2B 劉思杰 

2B 蔡灝陽 

2C 陸芷穎 

2D 邵俊燃 

2D 莫宇朗 

3A 陳春林 

3A 黎令姿 

3A 李浩瀚 

3A 汪芯頤 

3A 葉菁兒 

3B 許心暉 

3B 鄒俊鈞 

3B 廖嘉寶 

3B 徐浚熙 

3C 陳超盈 

3C 陳佳偉 

3D 何穎珊 

3D 駱泓澄 

4A 曾沛妍 

4B 朱學而 

4B 劉星毅 

4D 莫穎彤 

 

 

科/組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中文科 

余振強紀念中學主辦 

余振強紀念中學 45周年校慶小

學徵文比賽(中文組) 

金獎 6D 黃雨嘉 

銀獎 6B 杜曉恩 

銅獎 6A 楊澤賢 

優異獎 

6A 許心柔 

6A 黃珮鳴 

6A 余梓軒 

6C 凃慧琪 

6C 黃于婷 



18 
 

 

科/組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英文科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主辦 

第 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語獨誦比賽) 

優異 

5A 胡紫琳 

5A 卓劍寧 

5B 劉芷霖 

5C 區渙兒 

5C 梁愉琳 

5D 温芷欣 

6A 陳春婷 

6A 許心柔 

6A 黃珮鳴 

6A 楊澤賢 

6B 鄒芷婷 

6B 左珈瑜 

6B 李子朗 

6B 吳穎詩 

6B 葉菁藍 

6C 陳正樑 

6C 古裕揚 

6C 林雅晴 

6D 張浩程 

6D 曾昭賢 

6D 王欣姸 

良好 

1D 陳曉樂 

1D 駱泓然 

2A 張希林 

3D 蔡佳穎 

3D 蘇芷盈 

4A 邱穎晴 

4C 嚴沛棋 

5A 李思瑩 

5D 鄒俊權 

5D 李婧兒 

余振強紀念中學主辦 
余振強紀念中學 45周年校慶

Writing Competitions For 

Primary School(English) 

Gold Award 6A 楊澤賢 

Merit Award 6A 許心柔 

「21世紀杯」全國英語演講比

賽(香港賽區) 
準決賽入圍 

3A 李浩瀚 

3B 黃祉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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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普通話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主辦 

第 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獨誦比賽) 

冠軍 6A 楊澤賢 

季軍 
2A 蔡嘉怡 

4D 莫穎彤 

優異 

1A 聶友文 

1A 温皓輝 

1B 周芷嫻 

1B 李詠瑜 

1C 周仁德 

1C 呂俊樂 

1D 梁晨希 

2A 石志炫 

2B 梁樂渝 

2B 蔡灝陽 

2C 洪博培 

2C 林冠廷 

2C 葉柏鑫 

2D 陳心怡 

3A 葉菁兒 

3B 鄒俊鈞 

3B 許心暉 

3B 張梓樂 

3C 洪潁蕾 

3D 周潔盈 

3D 駱泓澄 

3D 徐立豪 

3D 葉寶琦 

3D 葉朗 

4C 陳家怡 

4C 郭津津 

4C 楊宇軒 

4D 温芷芊 

4D 邱晨蓁 

5A 蔡鍵鋒 

5A 陳嘉泓 

5A 卓劍寧 

5B 郭羽綺 

5C 區渙兒 

5C 梁愉琳 

5C 李沛盈 

5D 鄒俊權 

5D 張津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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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普通話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主辦 

第 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獨誦比賽) 

優異 

6A 陳春婷 

6A 陳嘉興 

6A 許心柔 

6A 黃珮鳴 

6A 游梓熒 

6B 鄒芷婷 

6B 張煒 

6B 左珈瑜 

6B 李子朗 

6B 葉菁藍 

6D 譚楚橋 

良好 

1C 鄭柏霖 

2B 劉思杰 

2B 羅文浚 

2C 徐敏津 

3C 李鎮寧 

3C 李宗儒 

4A 趙梓軒 

4C 蔡峻軒 

4C 葉梓薈 

4D 文愉茵 

5A 李思瑩 

6B 王怡惠 

6B 楊子賢 

6C 陳正樑 

6C 羅瑞源 

6C 彭亮 

數學科 

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科技

學系及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

會(中學組)合辦 

第七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優異獎 

5A 陳澤龍 

5B 曾子珊 

5C 梁愉琳 

5D 曾恒樂 

6A 許心柔 

6A 黃珮鳴 

6A 楊澤賢 

6A 余梓軒 

6C 張榮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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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數學科 
名創教育主辦 

第六屆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個人優異獎 

5A 陳澤龍 

5B 曾子珊 

5C 梁愉琳 

5C 呂顯揚 

5D 蔡志樂 

5D 曾恒樂 

6A 許心柔 

6A 黃珮鳴 

6A 余梓軒 

6B 吳穎詩 

6C 張榮漢 

「卓越學校」

團體獎 

6A 許心柔 

6A 黃珮鳴 

6A 余梓軒 

6B 吳穎詩 

6C 張榮漢 

常識科 

消費者委員會及香港教育城合辦 

「消費者委員會 × 香港教育城- 

反斗消費 Go Go Goal」網上問答

比賽 

獲獎 

4A 邱穎晴 

5A 鍾梓軒 

5B 陳安娜 

5B 張誌誠 

5B 曾子珊 

5C 李沛盈 

6C 彭亮 

視藝科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主辦 

全港小學在線數碼繪畫比賽 

校內最佳 

成績獎 
5A 李詩潼 

工聯會婦女事務委員會主辦 

第四屆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亞軍 6D 譚楚橋 

優異獎 

5A 胡紫琳 

5C 伍慧嫻 

5D 黃錫霆 

3B 黃祉皓 

音樂科 

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鋼琴獨奏二級 

銀獎 2D 吳東承 

銀獎 3A 葉菁兒 

銀獎 3B 黃祉皓 

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鋼琴獨奏三級 銅獎 4C 葉梓薈 

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鋼琴獨奏四級 

銀獎 5C 蔡文燁 

銀獎 6A 黃珮鳴 

銀獎 6C 陳正樑 

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鋼琴獨奏五級 銀獎 6A 許心柔 

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小提琴獨奏 

一級 
銅獎 3C 葉焯瑩 

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大提琴獨奏 

初級組 
銀獎 5B 劉芷霖 

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箏獨奏 

初級組 

銅獎 6A 陳春婷 

銅獎 6B 李子朗 

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箏獨奏 

中級組 
銅獎 6B 葉菁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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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比賽項目 獎項 獲獎學生班別 獲獎學生姓名 

公民 

教育組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主辦 

「+」點愛利是封設計比賽 

小學組亞軍、 

「我最喜愛獎」 
4B 李𥶹恩 

觀塘區公民教育委員會主辦 
觀塘區公民教育標語創作設計

比賽 

小學組優異獎 

5B 曾子珊 

5B 黃楚彤 

6B 杜曉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