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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善導小學
2016-2017學校概覽

學校使命
效法主保聖母瑪利亞，以「仁愛、忍耐」為校訓，發揚基督愛人
如己、以善心導人的精神；培養學生積極面對人生，承擔責任，
造福人群。

學校管理架構
法團校董會授權校監及校長按學校行政與管理、學與教、校風與
學生支援、學生表現等範疇設立各行政小組。

2014-2017學習主題
知禮力學愛近人  身心健康頌主恩

2014-2017關注事項
- 透過宗教及生命教育，培育學生身心靈發展。
- 持續建立健康的生活習慣。
- 促進學習評估，提升教與學成效。

　「你們應當慈悲，就像你們的父那樣慈悲。」《路加福音》第6章36節

天主教核心價值

　　環境運動委員會聯同環境保護署及九個機構合辦的
「香港環保卓越計劃」已成為香港最具公信力的環保獎
項，一直受到社會各界的認同及肯定。學校經過十多年對
環保經營的努力，最終在云云參賽學校中脫穎而出，獲得
2015界別卓越獎 (小學組)金獎—最高殊榮，實有賴校董
會、全體師生、家長、校友共同努力及參與，才獲得此項
傑出的成就；而環境運動委員會及TVB特約節目《惜·環
境》、明報、經濟日報、文匯報等傳播媒體，亦紛紛報導
了學校獲獎的消息。是次學校獲頒港幣五萬元獎金，以茲
鼓勵。

師生與TVB藝員拍攝環境運動委
員會《惜·環境》節目的合照師生到金鐘政府總部作環保經驗

分享「綠色機構·智創未來」

香港環境卓越計劃2015界別卓越獎 (小學組)金獎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先生及環境運動委員會主席林超英先生於頒獎禮中，與吳校長

及本校師生代表一同合照留念

管理與組織 校訓：仁愛  忍耐

2016年4月19日於
灣仔會議展覽中心
頒獎禮中，大會以
LED展示學校環保
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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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培育組的宗旨是引導學生向耶穌基督學習天父的慈悲
及效法學校主保聖母瑪利亞「仁愛、忍耐」的精神，還透過宗
教科及品德教育活動，提高學生德育及公民意識，並以天主教
的五大核心價值：生命、愛，家庭、真理、公義，建立正面的
價值觀。
　　宗培組每年舉辦多元化的福傳活動，如祈禱會、宗教遊戲
活動等。本年度更與天主教南華中學合辦「福音嘉年華」，讓
學生透過遊戲加深對天主教信仰的認識。
　　「基督小先鋒」經常透過不同活動，傳揚福音，為證主
道，並以行動實踐愛德服務。團中八位同學參加九龍II區舉辦
的「暑期福音營」，盼望在福音營中能撒下福音種子，透過主
耶穌愛的澆灌，有一天能夠發芽成長，結實纍纍。

「分紛fun 福傳學堂」舉行散學禮，大家都期待下一年的開始

陳校監、吳校長及多位主任出席8月7日聖老
楞佐堂堂慶活動，並與主禮嘉賓夏志誠輔理
主教合照。

同學一起參與新春祈禱會，然後由
班代表接受神父派送的「利是」。

葉神父主持主保聖人瑪利亞瞻禮祈禱會

同學在四旬期參與「拜苦路」活動

同學代表將玫瑰花送給學校主保--聖母媽媽

學生投入參與天主教南華中學設計的
「福傳嘉年華」攤位遊戲

基督小先鋒宣誓後，由吳校長為團員扣上團章

張主任帶領8位基督小先鋒參加長洲三日兩夜「暑期福音營」，獲益良多。
吳校長到長洲探營並與同學拍照留念。

　　聖老楞佐堂與善導學校好像一家人。學校教職員經常參與堂區活動，堂區教友也為學校學生舉辦不同的活動。堂區義務
導師為小一同學舉辦暑期英語班及小一英語課程。而校方就與堂區福傳組合作舉辦「分紛fun福傳學堂」。這些活動能培養
學生之德育靈性，訓練其互愛互助之精神，讓學生分享信仰的喜樂和學習的樂趣，體會多采多姿的成長歷程。

堂區兄弟為本校老師分享如何獻身實踐愛
德的服務

關注事項：宗教培育

堂校合作

2016/17年度法團校董會成員：
校　　監：陳傑楹女士
校　　董：葉定國神父　葉介君校長　黃美薇女士
　　　　　李烱輝先生　潘盛楷校長　侯麗珊校長　
 吳麗容校長　周凱欣校長(替代校董)
獨立校董：朱錦標先生
家長校董：傅健慈博士　黃世基先生（替代校董）
教師校董：梁淑貞副校長　蔡家興主任（替代校董）
校友校董：羅惠敏女士

教學年資 0-4年 5-9年 10年以上
百分率 10% 5% 85%

英國語文基準達標 100%
普通話基準達標 100%

班級編制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4班 4班 4班 4班 4班 4班

教職員資料
本校教員共42人，所有老師皆擁有認可教育文憑及大學
學位。另駐校學生輔導人員及教育心理學家各一位。

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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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清慈善基金由主席羅蔡玉清女士創辦，自一九九七
年起已在香港及國內推行各類型的慈善活動。玉清慈善
基金於二零零四年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批准下成
立。玉清慈善基金致力於承擔照顧弱勢群體及貧窮者的
社會責任，多年來贊助不同活動以關懷社會弱勢群體的
生活與福利。玉清慈善基金的成立，不止於捐款行善，
還透過不斷的支持和實際行動來為社會提供持續的發
展，確保每一分一毫的捐款能夠幫助有需要的人士。支
持基礎教育事業是基金的五大項目之一，於2015-2016
學年更贊助本校推展玉清慈善基金英語提升計劃。 玉清慈善基金的嘉賓於百忙中抽

空了解同學上課的情況。

所有同學，老師，校長和玉清慈善基金代表羅林盈女士和黎同濟先生

一同來拍張大合照。

同學們十分投入地參與充滿樂趣和富挑

戰性的英語學習遊戲。

同學們於結業禮上都聚精會神地聆聽嘉賓的勉勵。

表現傑出的同學接受證書加

以鼓勵。

同學們一同承諾繼續努力不懈，爭取好成績。

同學們把感謝的說話製作成心意卡。

參與計劃的同學都獲玉清慈善基金送贈英語

詞典以鼓勵自學。
嘉賓和同學們一起分享學習的點滴。

玉清慈善基金英語提升計劃

　　玉清慈善基金英語提升計劃的目標，是協助本校學生解決學習英語時面對
的挑戰，提升聽、說、讀、寫的能力，培養閱讀英語圖書的興趣等。參與計劃
的同學於每星期三天的課後時間，以小班學習的模式，進行不同形式的英語學
習課。課程由兩位資深英文科老師教授，教材及課堂內的活動均按學生的學習
需要而設計，既能協調學生的學習進度，又能照顧每一位學生的需要。參與計
劃的同學於十月至六月期間，不但完成了超過七十節的課堂，同學的英語成績
及對學習英語的信心都大有改善。

2016/17年度法團校董會成員：
校　　監：陳傑楹女士
校　　董：葉定國神父　葉介君校長　黃美薇女士
　　　　　李烱輝先生　潘盛楷校長　侯麗珊校長　
 吳麗容校長　周凱欣校長(替代校董)
獨立校董：朱錦標先生
家長校董：傅健慈博士　黃世基先生（替代校董）
教師校董：梁淑貞副校長　蔡家興主任（替代校董）
校友校董：羅惠敏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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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Writing includes Pre-writing, 
Draf t ing,  Revis ing,  Edi t ing and 
Publishing.

英文科
English – Latest Development

An overview of the school-based English curriculum
●  Our school-based English Curriculum consists of a core general English programme, an intervention and 

enrichment programme to cater for learners’ diversity, supported by a reading programme in Key Stage One to 
encourage and promote Reading to Learn. 

●  We also put focus on small class teaching strategies,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integration of gifted education 
techniques, authentic English-rich environment, self-directed learning and e-Learning to enhance learning and 
teaching

●  The highlight of our school-based English curriculum this year is the Space Town Literacy Programme in Key Stage 
One and the Yuk Ching Charity Fund After-school Enrichment Programme in Key Stage two.

School-based English Ambassadors programme
1. The Ambassadors have had a busy year full of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and 

learning opportunities. Early in the academic year the P5 Ambassadors 
attended a poetry workshop held by the EDB where they learned various ways 
of using their voices to express meaning and emotion. 

2. We joined the SCOLAR Touch Rugby course at King’s Park led by rugby 
players from diverse countries such as Australia and Samoa. 

3. The outing to Pizza Express was great fun. Every student made their own pizza 
which they could  take with them to share with classmates or family members. 

4. We also went to visit The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SPCA) in WanChai to learn about being responsible pet owners, and how we 
can help to educate friends and family about taking good care of animals, as 
well as volunteering time to help care for the pets in the adoption centers. 

5. This year, we were also busy rehearsing for the Education Bureau (EDB) 
The students had fun and practiced hard 
for the puppet show audition.

Space Town Literacy Programme
●  In September 2015, our school was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a pilot scheme (Space 

Town Literacy Programme for Key Stage 1) developed and supervised by the 
Nati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 (NET) Section of the Education Bureau. 

●  This programme provides student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the ability to 
transfer their conceptual knowledge in new situations. Communicative language 
learning is also the main focus of the programme, where the four skills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re taught interactively and real life situations are 
experienced in the classroom. 

●  During the programme, teaching students reading is enhanced through the earlier 
introduction of Guided Reading and Phonics strategies such as blending and 
decoding in Primary One. It also includes additional aspects such as e-Learning 
and self-directed learning. 

●  We are proud to announce that we have 
completed the first year with great achievement 
and remarkable performance by our students 
and teachers.

●  Our Nat ive Engl ish Teacher (NET) Miss 
Rachael Williamson and English Panel Chair, 
Mr Poon Siu Kei were invited by the Education 
Bureau (EDB) as guest speakers to share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uccessful 
teamwork experiences on the 30th August,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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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life situations are experienced in 
the classroom

The Reading Town apps have been 
developed to support students with 
Independent and Home Reading.

Our NET, Miss Rachael Williamson 
and Mr. Joe Leung (Chie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Officer) at the EDB 
Induction Programme.



劉副校長向全體老師分享教學經驗，老師們

獲益良多。

劉副校長在二年級進行公開示範教學
課，同學們留心聽講。

示範教學課期間，同學們熱烈地討論，整個課室
充滿學習的樂趣。

劉副校長總是細心地
指導學生完成習作。

劉副校長與學生們一起上課，樂也融融。

2016年4月16日，二年級中文科老師到教育局擔任分享
嘉賓，向全港老師分享內地教師駐校計劃的成效，表
現獲得一致好評。劉副校長主持普通話講故事活動，同學們踴躍參與。

內地駐校教師計劃

　　內地教師劉春景副校長今年駐校和中文科老師展開一段難忘的工作交流，讓老師提升了教學水平，
學生獲益良多，可謂成果豐碩。
　　交流期間，我們共同備課，討論教學法，更會開放課堂，接受劉副校長及其他老師的觀課和評課，
推動互相分享、學習和欣賞的教學文化。劉副校長觀課後，總會準備一份詳盡的觀課報告，再與老師深
入地討論和交流，提供即時、正面而又可取的意見，引導老師從各個教學方面提升教學效能。此外，劉
副校長更會從個人修養和風格去品評老師的教學表現，以及作為中文老師要具備的特質，鼓勵老師從多
個角度進行學習及反思，促進了教師專業的成長。
　　參與「內地教師交流計劃」近一年後，我們有更多提升語文教學質素的機會，擴闊視野，啟發思
維。教學時，老師能從學生感興趣的話題引入課文進行學習，指導學生有感情地朗讀課文，同時結合生
活體驗，指導學生進行情境說話，使課堂各個環節緊湊流暢。最令人欣喜的是大大提高了學生學習中文
的興趣，他們在課堂上踴躍發言，樂於學習，把所學的閱讀技巧活學活用。
　　由於教學成果理想，我校於2016年4月16日受香港教育局邀請，到教育局向其他老師分享這次內地
駐校教師計劃的成效，表現獲得一致的讚賞。教學方面之外，劉副校長在校內更組織了不同的活動，例
如讀詩歌及講教事比賽等，讓學生深入認識中國文化，豐富了學習經驗，也提升了學習的樂趣。

puppet show competit ion. The students 
practiced hard and after auditions, the best five 
students were chosen to represent our school. 
The group was also asked to perform at the 
P6 graduation ceremony, where they gave a 
wonderful performance. 

6. We held auditions for students to go to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RTHK) and make a 
recording of a poem that was broadcast on the 
“Sunday Smiles” programme. 

7. The highlight of the year is always a trip to 
Ocean Park, and this year was no exception. 
We attended the Coastal Explorers course 
and learned about life habitat of seals and sea 
lions, before spending some time exploring the 
rest of the park.

Professional rugby athletes  sharing 
with our students.

The trip to Ocean Park was the highlight 
of a year of hard work.

Students busy making their  own 
pizzas.

Recording for the ‘Sunday Smiles” radio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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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寫作計劃
　　透過一套有系統而完整的寫作課程，學
生學會各種的寫作技巧，使文章的內容和組
織都變得豐富和嚴密；同時，學生透過課堂
討論和互評等活動，學會如何分析事物和表
達意見，為將來的通識教育打好基礎。

　　一至二年級會進行全級式喜閱寫
意課程（由香港大學研發），讓學生
能有系統地學習中國語文的基礎知
識。另外，兩級均在課後增設小組輔
導，以活動形式進行教學，目的是照
顧學生的個別學習需要，並藉此提升
學生對學習語文的興趣。

　　多讀多聽多說普通話，是提升普
通話能力最有效的方法，因此普通話
科提供很多機會和活動，鼓勵同學在
輕鬆的環境下掌握普通話，讓學習普
通話成為一種愉快的體驗。

學生正在學習寫作教材 經過課題討論和分析後，學生
就專心地進行個人寫作。

小二學生透過電腦化評估了解自己的學習情況

小一學生利用遊戲卡
進行語文活動

小一學生利用平板電腦學習
語文知識

小一至小二喜閱寫意

　　中文科課程以讀寫聽說為主導，帶動其他學習範疇，包括思維、審
美、自學和品德情意等。透過不同的教學策略和活動，教師為學生的語
文能力奠定良好的基礎，並培養他們對語文的興趣，使能主動學習，積
極投入課堂活動。

普通話大使不但負責主持攤位遊戲，還會策劃遊戲的內容呢！

高年級粵普對譯有獎活動，讓學習普通話成為一種樂趣。

多元化的攤位遊戲吸引很多

小朋友踴躍參加

同學們積極投入地參與普通話級際表演活動

同學們爭取機會說普通話，
以提升普通話水平。

在普通話講故事活動中，

同學認真地講故事。

學與教
中文科

普通話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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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科課程不只要求學生學習數學的基本概念和計算技巧，亦著重發展
學生的思考、邏輯推理及解難能力。希望透過實作活動，進行觀察、測量、
畫圖及討論，在過程中讓學生建構數學知識、概念，發現數學法則及公式。
同時在日常的教學及活動中滲入數學解難元素，如數學思考角、挑戰站及自
學角等，以開放式思考題作為平台，再配合一系列的數學教具及遊戲，培養
學生成為一個愛思考、懂解難的「數學人」。

學生們正使用天秤去量度物件的重量

一年級學生用「索碼立方」去拼砌出不同

的立體模型，以訓練學生的邏輯思維。

資訊科技教學―學生利用平板電腦
進行認識鐘面的活動

學生利用小息時間嘗試不同的數學遊戲，不但

可提升學習數學的興趣，也可增強學生的空間

感及數字感。

優質評估
　　本校利用香港考試及評核
局提供的評核質素保證平台，
有系統及詳細地分析數學科的
測驗及考試題目，以科學數據
去檢視學生表現及試題成效，
再配合針對性的跟進教學，不
斷提升學生的能力及評估質
素。除了紙筆評估外，本校數
學科一直推行實作評量，以一
個更全面的評估方法評核學生
的數學能力。

二年級學生以滾輪去量度操場跑道

的長度

一年學生進行貨幣換算評估

數學問答比賽 魔力橋遊戲―訓練學生邏
輯思維能力

小一數學小博士―利用有趣的活動去鞏固數學概念

多元活動

數學科

7

學 與 教



　　常識科主要協助學生認識健康生活、社會環境、自然及科學世
界，提升各項學習和思考技能，並培育他們關心社會、環境及世界
的態度。本校在高年級推行傳媒教育課程及財商課程，藉此培養學
生正確的價值觀、社會觀。同時，為配合教育局現時推展的科學、
科技、工程和數學(STEM)學習活動，本科也聯同電腦及數學等學
科，甚至與區內中學合作進行科技深究活動，以培養學生對科技與
工程的興趣。此外，為擴闊同學的視野及社會觸覺，本科安排各級
同學進行參觀活動及出席不同類型的講座，盡量善用社區資源為學
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體驗。

五年級參觀海防博物館及進行歷史工作坊

六年級財商活動-人生風險歷險記

四年級參觀科學館-電能實驗

四年級參觀科學館-電能實驗

學生用平板電腦於家長日向家長分享專題研習成果

一年級科學及科技探究活動–有線電話

二年級科學及科技探究活動–旋轉八爪魚

常識科

三年級科學及科技探究活動–環保保温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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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資訊科技教育，我們希望學生除了能夠掌握簡單的電腦操作
技巧，瞭解電腦的多元化用途外，同時亦能使用電腦輔助學習。此
外，提高學生對資訊科技的素養、安全及負責任地使用互聯網的認
識，都是本科關注的重點。學生可參加校內舉辦的電腦科活動，如
「有機學習新體驗」、「電腦程式編寫課程」及「電腦畫班」，讓大
家能發揮創意及啟發其邏輯思維，加強電腦知識和技能的掌握。

　　本校透過多元化的教學活動，擴闊學生的音樂視野，發展音樂技能及創造力。此外，教師亦鼓勵學生主動建構音
樂的知識，培養他們正確的態度，提升對音樂的興趣。

在「電腦程式編寫課程」中，學生用
平板電腦測試自己所寫的應用程式。

學生透過參與「有機學習新體驗」，學會與朋輩相處，合作解難。參加「電腦畫班」的同學利用繪圖板
創作自己喜愛的圖畫。

到校音樂會 課堂中加入資訊科技的元素

透過音樂劇，學生能提升在音樂方面的認知及培養正確的人生態度。 透過平板電腦應用程式，學生能認識音名和唱名在琴鍵上的位置
及和弦之間的關係。

創作故事
　　透過音樂創作故事活動，發揮學生的想像力來創作音樂故事。

學生選取自己喜歡的動物，填上自己喜愛的顏

色及設計背景。 完成設計後，學生配合律動，把歌曲演繹出來。

電腦科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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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標是培養學生審美和創作
能力，促使同學有均衡的人格發展及
良好的生活態度。學生可按個人喜好
參與工藝、小畫筆、繽紛藝術、國畫
書法及西洋畫班等活動。此外，教師
亦會為學生安排戶外工作坊，以及鼓
勵學生參與國內及本地比賽，培養學
生正確的態度、提升其自信心及發展
所長。

學生到維多利亞公園參加每年的花卉展繪畫比賽

學生在水果月中製作水果BUDDY

　　本科課堂及課餘設計以體育活動為中心，讓學生學習不同類型之體育技能和提升體適能。
培養做運動的習慣，從而建立健康生活模式！
　　學校參加了由康文署主辦的「我智Fit計劃」，同學對體育運動產生濃厚的興趣，亦體驗不同類型之體育活動。

導師指導一下，我也能打出一個「全中」

「花式跳繩」也難不到我！

齊跟導師大耍太極！

學校也能建一條保齡球賽道。 揮動長長的龍！

視藝科

體育科

草地滾球原來也相當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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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的中央圖書館位於一樓，中、英文圖書及影音資料超過
一萬項，學生可以在上課前、小息及放學後到圖書館使用各項
設施。
    除了為學生提供借閱圖書的服務外，學校圖書館還舉辦不同
的閱讀活動，例如：閱讀獎勵計劃、跨級伴讀計劃、故事姨姨
講故事、校園電視台好書推介、作家閱讀講座、書展、參觀荔
枝角公共圖書館...... 希望鼓勵學生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並
擴闊學生的眼界。在未來的日子，學校會繼續努力為學生提
供多元化的精神食糧，並增添更多益智及有趣的閱讀資料，
令學生學習生活更添趣味。

家長日書展，家長及學生們選購書籍。   

故事姨姨於4月23日的世界閱讀日為同學演出話劇，與同學們一起分享閱讀故事的樂趣。

學生參與4·23世界閱讀日活動

四年級學生好書推介 

 同學們選出自己喜歡的圖書

學生於課堂上利用平板電腦閱讀電子圖書

閱讀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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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以香港資優教育政策的理念及原則為發展方向，有系統、有方
向地發掘和培育學生，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教育機會，使他們能夠在富彈
性的教學方法和環境下，充分發揮個別潛能。本校透過多元化的活動，
發展學生思維能力。本校以三大層次，分別是全班式，抽離式及善用校
外支援，有策略性及有規劃地去實踐我們的目標。

想想能和輪子「結合」
的物品

以「去除法」解決書包過重的
問題

說說電視機有什麼改變

設計一個適合本校的小息
遊戲

我們為什麼要上學

中獎的獎券應該屬於誰

第一層次 - 全班式課程

第二層次 - 抽離式課程

第三層次 - 抽離式課程

創意思維的奔馳法
(SCAMPER)

分析思維的柯爾特思考課程
(CoRT thinking lessons)

一至三年級

四至六年級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增益課程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傑出學生資助

第13屆資優解難大賽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舉辦的資優增潤課程

　　校園電視台每年均會製作及播放不
同的電視台節目，為同學製作多個富教
育意義的電視節目。
　　除此之外，宗教科更以廣播劇形式
進行電台廣播，節目包羅萬有，除介紹
每月宗教主題外，更有金句、歌曲和聖
經故事分享，讓同學更認識天主教，活
出基督的精神。

節目《好書推介》為學生推介圖書館內
的書籍，令同學增加對閱讀的興趣。

訓輔組藉着節目《和諧校園齊共創》宣傳及推廣學校
的關愛文化。

英語大使外出活動亦不忘把活動的花絮拍攝下
來與同學共享，順道向同學介紹許多有趣的英
文生字。

伴隨美妙動聽的樂曲，音樂科利用《齊來認識中國樂

器》向同學介紹了不少的中國樂器，大家都聽出耳油！

想動手做小手工，看看由視藝科老師親
自示範的《輕黏土製作》。

《閉合電路》只可以在堂上用來做實驗？當然不是。
今次由學生示範如何應用閉合電路製作紙電筒。

資優教育

校園電視台

Initiative Thinking 中文創意寫作 奧林匹克數學課程
Go高Goal 戲劇組 知人知己ICHI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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