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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333-2313       傳真：2364-7757       地址：九龍土瓜灣貴州街十四號

以基督精神，為學生提供公平教育。

為學生提供全人的基礎教育及全面的成長支援。

為學生樹立榜樣，培育學生良好的品格，建立「愛生命、愛世界」的正確價值觀。

培育敬主愛人、孝順父母、好品格、愛學習的孩子，畢業後能面對和應付在升學

上和社會上的各種挑戰。

學校使命

校監：香港聖公會聖匠堂
            張樹萱主任牧師
校長：伍美英女士（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管理碩士、
            英國BRISTOL UNIVERSITY 教育行政管理證書，
            2010年9月開始擔任聖匠小學校長）
創校年份：1974年
學校類型：津貼 （全日制）
評核次數：上、下學期各一測一考

班級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小學加強
輔導教學
計劃 

班數 3 3 4 4 3 2 2 

 

2016/2017學年班級結構
星期一至四        ：上午8時至下午3時30分
星期五                ：上午8時至下午1時10分
課後支援、補習：星期一至四(至下午4時30分)
                                由本校老師指導學生完成功課

學校資料

培養學生「德、智、體、群、美、靈」六育的健康成長。

伍美英校長

為學生提供優質的學習環境及愉快的學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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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Week

本校於一至三年級推行英語閱讀及寫作計劃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Reading 
& Writing (PLP-R/W) ，期望透過閱讀大量英文故事圖書，並結合唱歌、遊戲、故
事分享等學習活動，培養學生對閱讀的興趣，以及提升他們的讀寫能力。教
育局外籍英語教師組定時派員到校與英文科老師商討有關課程安排，並為教
師及家長提供專業培訓。

四、五年級推行校本寫作計劃。透過不同的學習策略來推動計劃，以小組討
論、同儕評鑑及編輯、成果分享等學習活動，發展學生的高階寫作能力。

由2015-2016年度起，小四至小六年級更逐步推行「發展多元文本以豐富小
學校本英語課程」Development of Text Set (DTS) ，讓學生接觸更多課本以
外的學習體驗，加入更多元化的英文學習元素。

由2014-2015年度開始，學校增聘兩名外籍英語教師。每年定期推行多元化
活動，包括話劇、英語周、外訪活動、朗誦比賽、英語早會及英語大使等，
鼓勵學生從活動中學習，為學生提供豐富的英語學習環境。

本校積極推行教師專業發展計劃，除定期舉辦教師工作坊外，連續多年獲教
育局邀請參加研討會，擔任分享學校，與其他學校的同工分享課程發展的經
驗。

英

文

每月之星 - 誠實之星

香港精英運動員
教授「地板曲棍球」

課特

程色

1. 本校為學生提供均衡的課程，靈活運用適切
    的教學策略，並設計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以
    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2. 發展思維教學，於課堂上運用不同的視像工
    具，如腦圖、思考步驟圖等，提升學生的高
    階思維能力。
3. 配合STEM的教學發展，於日常課堂之中逐
    步展開應用ipad及AR擴增實境。



中華文化日
攤位遊戲

常識戶外學習日

常

識

本校著重學生的研習能力，讓學生在探究式學習下掌握
思維技巧及獨立思考能力，從而培養學生的探究精神。

課堂上進行實驗，讓學生認識STEM(科學、科技、機械
和數學)的關係，注重手腦並用，以提升學生解決問題
的能力，培養科學頭腦。

本校常識科以主題整合學習，包括有課程統整周，以及
將戶外學習配合專題研習，讓學生帶著問題去學習，著
重以預習的方式去探討不同的議題，結合思維導圖發展
學生的明辨性思維，訓練分析、綜合和評價的能力，從
而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自主學習的習慣，以達至
成為有見識，具備世界視野、負責任的公民。

中

文

為優化本校中文科課程，從今年開始，一步一步提升學生的高階思維訓練，
藉此提高他們的寫作及思考能力。

另外，為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精神，中文科建立了一系列有趣的自學課業，
讓學生發揮自學精神，期望他們能終身學習。

每年農曆新年假期後，便有本校一年一度的盛事—「中華文化周」。同學們
穿上華服，一邊從參與攤位遊戲中學習中華文化知識，一邊品嚐中華傳統美
食，學習和遊戲共冶一爐，不亦樂乎!

數

學

‧  本校數學科採用螺旋式教學法，讓學生把新知識建構於已有      
    的知識與經驗上，加強學習的連貫性。
‧  數學科課程既注重教授基本的數學知識，亦著重發展學生的
    高階思維、探究、推理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生透過實際動
    手操作學具及進行探究活動等，學會解決數學問題，體現從
    具體到抽象的原則。
‧  利用平板電腦進行電子學習，將抽象運算概念轉化成圖像，
    也能幫助學生掌握數學概念。
‧  本校亦有培訓有潛質學生參加校外數學比賽，讓學生增強自
    信，擴闊視野。



台灣環保學習
交流團

香港精英
運動員分享

本校積極推行「全校參與模式」的支援計劃，透過引入
不同的外界資源，為學生提供全面的課後學習支援服務。
校方於一、二年級推行課後功課指導班，由本校教師團
隊共同參與，親自指導學生功課及支援學習上困難。

除學業上的支援外，學校亦善用政府撥款，開辦不同類
型的免費或低收費課外活動及補習班；冀能為學生打好
學習基礎，同時培養學生的興趣及發掘個人潛能。

學支

生援

家合

校作

本校家長教師會參與制訂學生
福利及學校政策，除了舉行親
子旅行，亦會定期舉行家長講
座、興趣班、敬師活動及組織
親子賣旗日等。家長們熱心服
務，積極參與義工計劃，並經
常協助學校推行活動。

感謝家長義工們幫忙派發水果

近年先後為中、高年級的學生舉辦廣東、澳門、北京、韓國及台灣遊學團，
給學生提供一個增廣見聞、提升國際視野的機會，加強培育學生的溝通能
力，讓學生深入了解當地的歷史文化及藝術，開闊學生眼界。

小六教育營，透過牧師的信息分享和歷奇活動，在野外中學習過獨立和照
顧自己的生活，培養群體及互助互愛的精神，並且發揮領導才能。

一生一體藝，啟發學生體藝潛能。本校舉辦海童軍、花式單車、籃球、乒
乓球、足球、田徑、跆拳道、劍擊、花式跳繩、國際標準舞、中國舞、英
文話劇、英語大使、英語會話班、奧數、古箏、敲擊樂、合唱團、手鈴、
小提琴、水墨畫、書法、小手工、禮儀班、視藝大使、義工服務及魔術等
課外活動，發展學生多元潛能。

全

人

教

育

張樹萱校監為我們主持
宗教周尋蛋活動



升中概況

獲派志願百分比統計：

獲派中學包括：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迦密中學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何文田官立中學   
香港培道中學
五旬節中學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鄧鏡波學校   
賽馬會官立中學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德蘭中學

2013-14年度

志願 百分比 

自行報讀 / 甲部 / 乙部第 1 志願 75.7% 

首 1-5 志願 97.3% 

其他志願 2.7% 
 

獲派志願百分比統計：

獲派中學包括：
迦密中學 
嘉諾撒聖家書院
陳瑞祺（喇沙）書院
香港培道中學
五旬節中學
鄧鏡波學校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德蘭中學
九龍堂學校（中學部）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天主教普照中學

2014-15年度

志願 百分比 

自行報讀 / 甲部 / 乙部第 1 志願 64% 

首 1-5 志願 88% 

其他志願 12% 
 

校設

舍備

本校校舍樓高六層，設有標準課室19
間、英語室、視藝室、音樂室、社工室、
圖書館、電腦室、學生活動室、禮堂、籃
球場及小食部。為配合學生學習需要，
各課室均設有投影幕、電腦及實物投影
機，2016年暑假更會全校鋪設WiFi設
備。

脊柱及足部
健康講座

健校

康園

本校繼續與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
院合作，籌辦「健康兵團伙伴計
劃」2016，致力建立健康校園文
化，推廣健康意識。在校內組織
「健康兵團」，協助推廣健康飲
食、恒常運動、護脊方法等教育
活動。

「健康兵團」帶領同學一起學洗手

「書包皇帝」攤位遊戲
學習減輕書包重量



2015-2016部分獲獎記錄

九龍東區小學分會
男子乙組跳高亞軍

5B 曾健豪

香港花卉展覽
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

四位得獎學生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散文獨誦

冠軍 2D 梁栢僑(右)
季軍 2D 鄒俊龍(左)

2016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男女混合組標準舞五項

第一名
6A 陳天養

獲獎學生 班別 獎項 頒發機構/比賽 
曾健豪 5B 男子乙組跳高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九龍東區小學分會 

陸銘希 5B 小學高小組季軍 
九龍城區公民教育運動統籌委員會/
「基本法頒布 25 周年」填色比賽 

王卓倩 2D 

嘉許獎 
二零一六年度香港花卉展覽 

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 
(初小組) 

俞思攸 3C 
李冠運 3D 
陳叮叮 3D 

二等獎：2 人次；三等獎：3 人次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016 華夏盃總決賽 
一等獎：2 人次；二等獎：5 人次； 

三等獎：9 人次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016 華夏盃晉級賽 
銀獎：5 人次；銅獎：8 人次； 

優秀獎：2 人次 
第 36 屆中國日本國際 

書畫大賽 

優良獎狀：6 人次；良好獎狀：1 人次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散文獨誦 – 普通話 

季軍：2 人次；優良獎狀：12 人次； 
良好獎狀：4 人次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散文獨誦 – 粵語 

冠軍：1 人次；季軍：1 人次； 
優良獎狀：17 人次；良好獎狀：6 人次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散文獨誦 

舞蹈組 甲級獎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 

原繹童 4A 
男女混合組標準舞五項 

(華探維狐快)第二名 
2016 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黃逸雯 5A 
男女混合組標準舞五項 

(華探維狐快)第三名 
2016 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陳天養 6A 
男女混合組標準舞五項 

(華探維狐快)第一名 
2016 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黃梅君 5B 

銀獎 

第十八屆冰雪情國際師生 
書畫攝影作品交流展 

李梓晴 4C 
陳喜悅 6A 
黃德輝 3D 
黃祖輝 3B 

銅獎 
朱榮坤 3D 
聶均鑫 5B 
施宏祿 5B 
黃智輝 3B 

優秀獎 李昕熙 4C 
洪榆鈞 5B 

籃球隊 16 強 九東校際籃球比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