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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一九九零年由聖母聖心會創辦，以資助小學模式營運，是一所天主教小學。
於一九九六至九七年間，本校完成了「學校改善工程」，是標準二十四個課室的校舍。

近年透過教育局的「學校小型工程」、優質教育基金等資源，學校的設施進一步完善，

現有獨立的跑道、中華文化區及STEM創科園地等。於二零一五年成立法團校董會，進
一步完善校本管理。

  讓學生愉快和健康地成長，使他們懂得與別人相處、互相尊重、虛心學習，從而奠
定良好的基礎。本校秉承聖母聖心會辦學精神，以全人教育的理念，致力使學生在德、

智、體、群、美、靈六育方面得以均衡發展，並從認識天主而獲得啟發，實踐基督的誡

命，建立正確的人生觀，愉快與健康地成長。學生又能從學習中漸趨完善，懂得與人溝

通、尊重別人、虛心學習，奠定良好價值觀及人生觀；成為明辨是非、富創意、開明、

有責任感，富愛心和樂於服務社會的好公民。因此，本校全體教職員均會效法基督的仁

愛精神，積極投入、同心協力達成辦學使命。

學校背景

辦學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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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設備

多感觀遊戲室

圖書館

English Learning Centre英語學習中心

音樂室

活動室

學校設施
跑道

陶藝成語牆2



正向教育
  本校對學生的成長支援獲得外界的肯定，榮獲
「樂繫校園獎勵計劃2019-2020」小學組傑出大獎及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2020」  關愛校園榮耀。

正向薰陶
  走遍校園的每個角落， 會
看見一幅又一幅自己參與其中的

壁畫，倍感親切，又有成就感。

  本校秉承全人教育及實踐基督的誡命，透過全校參與模式，全方位的活
動，推行正向教育，配合生命教育及成長課，並利用校園環境等延伸或增潤活

動，祈能在潛移默化中，學生各方面得到均衡的發展，建立正確的生活態度及

價值觀，懂得自愛自律，關愛他人，關心社會及國家，活出豐盛人生。

升旗

  樂繫校園獎勵計劃

洪紫熙

周綽琪

利用學生作品製作壁畫 3



課程特色

1.	 倫理宗教

 Ø 透過聖經故事、天主教教義和倫理概念，加強學生對天主教五個核心價值（生命、真理、家庭、愛德、
公義）的認識，培養學生懂得愛主愛人。

 Ø   從活動中感受天主的愛：
• 聖人品德故事：讓學生認識聖人的行事，從中學習，
並實踐基督的教導。

• 聖誕節馬槽及小禮物製作：讓學生在製作過程中反思
聖誕節的意義，並與家長一起感受耶穌誕生的喜悅。

• 聖母月獻花活動

• 祈禱室活動

2.	 生命教育及成長課

 Ø 透過跨科協作教學及體驗活動等多元化
的學習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Ø 體驗活動幫助學生將在知性上內在化的
價值理念統整於人格之中， 並在實踐
抉擇上生活出來。

校本課程發展重點
- 自主學習
- 愉快學習

兩文三語
語境學習

電子學習
BYODSTEM 藝術與文化

生命教育
及成長

倫理
宗教

中國
語文 English 數學 Science

(小學科學） 常識 視覺
藝術 音樂 體育 普通話 資訊

科技 圖書科

4.	 語境的營造

 Ø English Fun Day 
 Ø English Learning Centre activities and 

wall stickers
 Ø English Speaking Tuesday
 Ø 周四普通話日

3.	 英文 English	Language

 Ø DTS Programme (P1-3)
Students research various topics using multi-modal 
materials. Students have opportunities to dig deeper 
into a topic and broaden their horizons. It also equips 
students with reading, writing and speaking skills as 
well as collaboration and teamwork skills. 

天主教生命教育

 護蛋大行動  生涯規劃活動    傷健人士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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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語境的營造

 Ø English Fun Day 
 Ø English Learning Centre activities and 

wall stickers
 Ø English Speaking Tuesday
 Ø 周四普通話日

3.	 英文 English	Language

 Ø DTS Programme (P1-3)
Students research various topics using multi-modal 
materials. Students have opportunities to dig deeper 
into a topic and broaden their horizons. It also equips 
students with reading, writing and speaking skills as 
well as collaboration and teamwork skills. 

兩文三語

 Ø School-based Drama Curriculum (P4-6)
Drama is included in the regular time-
table. Students are able to learn drama 
knowledge, mainly speaking ability and 
body movement through famous Classic 
Literatures such as ‘Christmas Carol’ 
and ‘Beauty and the Beast’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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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藝術發展

 Ø 通過音樂、視覺藝術及戲劇課程，讓學生在學校及生活中認識及欣賞世界，透過藝術創作及
樂團表演等活動，發展學生的藝術潛能，提升文化素養，培養學生對藝術的興趣。

 Ø 每年的視覺藝術展，各級學生都能學習不同視覺藝術元素，通過認識、建構及創作來表達主
題，在視藝展中為學生提供一個互相觀摩的機會，肯定他們的能力，分享創作的樂趣。

 Ø 為致力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興趣，學校亦會舉辦多元化的音樂活動，如午間音樂劇場、手碟工
作坊等，讓學生接觸更多不同類型的音樂，加強學生在音樂方面的發展。學校設立各種中、

西樂小組讓學生參加；成立校隊，透過參與比賽及表演，讓學生體驗豐富的學習經驗。

6.	 從閱讀中學習

 Ø 透過多元化校本閱讀計劃，結合校外資源，加強
校園閱讀氣氛，提升學生閱讀的興趣和擴闊閱讀

的領域。

 Ø 校本閱讀活動：「趣BOOK BOOK」閱讀獎勵計
劃、閱劇共建計劃、親親孩子普通話晨讀時段、

Reading Buddies Programme、早上閱讀時段、
午間閱讀時段、中英文好書分享及世界閱讀日等

活動。

 Ø 校外資源：為學生開設Epic!
戶口；亦利用不同電子平

台，如閱讀大挑戰Reading 
Battle、公共圖書館電子書
及兒童文化館等等。

5.	 中國語文

 Ø 分階段循序漸進推行「普教中」，三
至六年級的讀文教學以普通話為教學

語言。配合普通話科的自學短片，幫

助學生提升兩語能力。

 Ø 「喜悅寫意」計劃 (P1-3) ：有系統
地提升聽說讀寫的基本語文能力。

 Ø 「校本讀寫課程」(P3-6) ：範文引路，
以讀帶寫，提升閱讀和寫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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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藝術發展

 Ø 通過音樂、視覺藝術及戲劇課程，讓學生在學校及生活中認識及欣賞世界，透過藝術創作及
樂團表演等活動，發展學生的藝術潛能，提升文化素養，培養學生對藝術的興趣。

 Ø 每年的視覺藝術展，各級學生都能學習不同視覺藝術元素，通過認識、建構及創作來表達主
題，在視藝展中為學生提供一個互相觀摩的機會，肯定他們的能力，分享創作的樂趣。

 Ø 為致力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興趣，學校亦會舉辦多元化的音樂活動，如午間音樂劇場、手碟工
作坊等，讓學生接觸更多不同類型的音樂，加強學生在音樂方面的發展。學校設立各種中、

西樂小組讓學生參加；成立校隊，透過參與比賽及表演，讓學生體驗豐富的學習經驗。

8.	 中華文化區

  透過在校園不同角落加入中華文
化元素，包括中樂室、智能書法桌等，

為學生提供優越的學習環境，在課

內課外增加中華文化、設計及創新元

素。學生可以透過智

能書法桌，創作水墨

畫及書法，亦可在中

樂室認識中國樂器，

學習中國傳統文化藝

術，以增加學生的文

化涵養。

藝術與文化

歷年視藝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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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常識科及 Science 科

 Ø 學習內容整合，以推動校本
STEAM課程，培養學生對科
技的興趣及提高解難能力。

 Ø 而 Science科以英語為授課
語言。

 Ø 於課堂內提供豐富校本教材
及科學實驗活動。

12.	跨學科活動

 Ø 透過全方位學習活動及多元化學習模
式，提高學生對自然世界的興趣及好

奇心。

 Ø P1-6跨學科專題研習
各 級 以 STEM 活 動 為 目 標（P.3 
Scratch；P.4,5 Micro:bi t；P.6 
mBot），以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如製作 Micro:bit計
步器、智能風扇及電燈等作品，提升學生的解難能力。研習前

學生先進行全方位學習日，加深對主題的認識。而最後以成果

形式與校外人士分享。

 Ø  STEM DAY
每學年每級均會有一天 STEM DAY，目的是透過一天的體驗，
讓學生從探究到發現，然後動手創作再改良作品，到最後更會

進行班制比賽，以贏取班制殊榮。

13.	數學科

 Ø 重視透過實物操作、使用不同的學具幫助學生
掌握數學概念，課室亦設有數學角供學生進行

自學活動。

 Ø 每級設英文數學增潤課程。
 Ø 升中銜接：小六下學期教授校本升中銜接英  

     數課程。

11.	資訊科技

 Ø 各級加入編程內容，
例如：Hour of Code, 
Scratch, ScratchJr, 
micro:bit, mBot 等，
以及平板電腦的應用。

STEM
cience

ngineering

echnology

S

E

T

與教育局局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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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數學科

 Ø 重視透過實物操作、使用不同的學具幫助學生
掌握數學概念，課室亦設有數學角供學生進行

自學活動。

 Ø 每級設英文數學增潤課程。
 Ø 升中銜接：小六下學期教授校本升中銜接英  

     數課程。

電子學習 (BYOD)

 Ø 在課堂上加入不同的電子
學習元素，利用多元化的

電 子 學 習 程 式 和 平 台，

如 Nearpod、Kahoot !、
Seesaw、Quizlet、Google 
Classroom等。

 Ø 本校由三年級開始推行自攜
裝置計劃，於特定科目使用

電子書。配合電子學習程式

和平台教學，促進教與學的

互動性。課室設有電子白板，

以配合電子學習的推行，及

增加課堂的互動性。

athematic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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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周年校慶運動會

課外活動

  本校舉辦多元化課外活動，包括音樂、體育、藝術及科學等不同範疇，讓學生培
養多方面興趣，於不同範疇盡展所長，加強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讓他們發展學術以

外的潛能與技巧。

閃避球隊

跆拳道隊

羽毛球隊

男子足球隊

男子籃球隊

田徑校隊

女子排球隊

中國武術隊 GOLF小球手

藝術體操花式跳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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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琴

手鐘隊  節奏樂團

單簧管

樂器興趣班—古箏

大提琴

歌詠團
小號

長笛

小提琴

楊琴

土風舞隊 11



樂高天地

磁浮列車
水火箭

Mbot

雞蛋降
落傘 環保花燈

環保動力車比賽

 Ø 為照顧學生多樣性，學校以全校參與模式為有需
要的學生提供不同的支援服務 , 支援範圍包括 :
• 顧問／專家支援、教育心理學家及言語治療服務
• 不同小組以提升學生的學習、社交、情緒適應能力
• 不同獎勵計劃，改善學生的學習、社交、情緒表現
• 家長工作坊
• 小組學習班
• 默書調適、功課調適、測考調適
• 多感官教材
• 小一及早識別評估

 Ø   校本發聲書課程 (Magic Pen)
• 發展校本課程學習支援及自學教材
• 學生能學習更多字詞及其讀音，促進自主學習

粵劇

制服團隊

陶藝

S T 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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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支援
 Ø 為照顧學生多樣性，學校以全校參與模式為有需
要的學生提供不同的支援服務 , 支援範圍包括 :
• 顧問／專家支援、教育心理學家及言語治療服務
• 不同小組以提升學生的學習、社交、情緒適應能力
• 不同獎勵計劃，改善學生的學習、社交、情緒表現
• 家長工作坊
• 小組學習班
• 默書調適、功課調適、測考調適
• 多感官教材
• 小一及早識別評估

 Ø   校本發聲書課程 (Magic Pen)
• 發展校本課程學習支援及自學教材
• 學生能學習更多字詞及其讀音，促進自主學習

照顧學習多樣性

粵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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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裝備課程

 Ø   升小裝備課程
• 學習不同學科的基本知識
• 認識課室常規
• 提前為升小作準備

 Ø   小一家長茶聚及家長學堂
• 舉辦小一家長「茶聚」，一方面讓家長了
解子女在校的生活，另一方面有機會與班
主任溝通交流，希望加強家校之間的溝通
和互動，達致更緊密的聯繫。

• 老師分享不同科目溫習的小點子

 Ø   小一滿月生日會
• 本校會為小一舉辦「滿月生日會」活動，慶祝
小一生踏入人生另一階段，讓家長更了解子女
在學校的學習情況和學校的發展方向。

• 班主任會與學生一起預備精彩的表演項目

 Ø 運用中國語文校內評估工具檢視學

生的語文程度

 Ø 校本非華語中文教材

 Ø 課後中文增潤課程，以輕鬆有趣的

形式進行，增加學習中文的動機

 Ø 教授字形結構、筆順及豐富日常詞

彙量非華語學習支援（課程及教具）

 Ø Utilize Chinese Language Assessment Tool for 
NCS students to evaluate their learning progress

 Ø Use school-based Chinese teaching kit
 Ø Conduct after-school Chinese enrichment courses 

in a relaxed and interesting way to increase 
students’ motivation to learn Chinese

 Ø Teach glyph structure, stroke order and enriching 
daily expressions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aids)

非華語學生支援
Support for non-Chinese speaking (NCS) students

幼小銜接

小一滿月生日會

大姐姐帶領小一適應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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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
  本校重視家校合作，致力與家長保持緊密合作的夥伴關係，設家長教師會及家長義工
隊，舉辦各項家長教育活動及親子活動，如：中華文化日、開心果日、家長學堂、茶聚、

家 長 義工、Fun Day、家長教師會、家長教育、親子旅行、「故事爸媽」故事分享等。

多元化家長及親子活動

親子運動 故事爸媽 賣旗

親子農莊

開心果日

義賣水仙

種水仙

FUN DAY 觀課

織圍巾

長幼揚琴班

工作坊 親子旅行 家校茶聚
15



學校服務

 Ø 家長可為子女送飯、自備午膳或訂購午
膳餐盒。

 Ø 本校的午膳由午膳供應商提供合乎衞生
署編制的學生午餐營養指引營養攝取比

例的餐盒。

 Ø 本校為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提供在校午膳
津貼。

學校地圖

午膳安排

途經本校的公共交通工具

港  鐵 寶琳站 B3出口步行約 4
分鐘可到達本校

巴  士

9 1 M、 9 3 A、 9 3 K、
98A、98C、98D、290、
290A、296M、297、
690、694、798、A29、
E22A

綠色專線小巴
10M、12、15、15A、
16、17M、105、106、
107、111

校車途經路線圖 
地址： 新界將軍澳寶琳北路 38 號景林邨 交通方便直達將軍澳、西貢及觀塘各區

家長義工協助小一生午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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