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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著基督愛人之精神，培養學生，使其能於德、智、體、群、美、靈六育
上獲得均衡之發展，將來成為一個能獨立思考，富責任感的良好公民，為社會、
為國家作出貢獻。

  秉承校訓「非以役人，乃役於人」，培養學生能勇於服務，樂於助人的精
神。透過早會、全方位學生輔導計劃及宗教分享等活動，提供全人教育，從而
培養學生有正確的人生觀，並能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

  本校是一間擁有二十四個課室的標準校舍，
樓高八層，全校均有空調設備，俾能讓學生在舒
適環境中學習。
  本校二樓設有電腦室及音樂室，四樓設有中
央圖書館、活動室和英語活動室，七樓設有禮
堂、音樂室及視覺藝術室，使本校學生能於多類
型的課室內，進行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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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兩文三語的發展，不同科目都有其特色課程配合，令學生獲得最大的
學習效益。	

  中文科於第一學習階段，各級其中兩班以普通話作教學語言教授中文，藉
以提升學生語文的讀寫聽說能力。另外，本科亦安排學生參與「賽馬會諸子百
家教育劇場」及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小組之「傳承動起來  推廣非物質文
化遺產」計劃，並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如參觀美荷樓、香港電台和參與新城
電台廣播劇活動等，以豐富學生學習經歷，提升學習興趣及文化素養。

  本校於一至三年級推行「小學英語閱讀及寫作計
劃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Reading	and	
Writing	），每周外籍英語老師都會為學生進行英語
閱讀及寫作活動，通過生動有趣的活動學習英語及透
過學習英語拼音，以提高學生英語表達能力。

  本年度數學科於課堂以外舉辦了不同形式的活動及比賽，分別有「一至六
年級科壁報趣味數學題互動遊戲」、「一、二年級數學競技活動」、「三年級
小息平板電腦數學遊戲」、「四年級數學遊踪」及「五、六級推行扭計骰活動
及比賽」，並增設獎品及獎狀以提升學生成就感。學生亦從中體驗多元化學習
經歷，提升對數學的興趣，寓學習於遊戲。

  本校將繼續參與由香港教育
專業人員協會舉辦的英語辯論比
賽。本年度亦會成立英語音樂劇
團，發展學生英語潛能，增加接
觸英語的機會及透過運用英語表
演音樂劇以增強學生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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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學生參加由香港中文
大學優質學校改進小組之
「傳承動起來—推廣非物
質文化遺產」計劃，於香港
中文大學介紹校內推廣粵劇
的學習心得及分享成果。

四年級同學參加「賽馬會諸子百
家教育劇場」計劃，進行角色扮
演的情形。

學生參加新城知訊台舉辦之
「歷史文化學堂—穿梭古
今香港—縱橫千年蛻變」
電台講演活動，學習演譯廣
播劇的技巧，亦同時提升口
語表達能力。

正進行英語辯論比賽。 同學在排練話劇。

一至六年級科壁報趣味數學題
互動遊戲 五、六級推行扭計

骰活動及比賽
一、二年級數學競技活動

外籍老師正在 PLP 堂教同學焗蛋糕



  幼童升上小學，面對學習階段、教學模式的
轉變，學校在「幼小銜接」上，為小一新生安排
調適課程，讓同學能輕鬆及順利過渡到快樂的小
學生活。
  本校在八月底開課前，為小一新生安排兩天
的訓練日，讓同學認識學校的環境、設施，以及

校園裏的各成員；而九
月份的課程內容，以「繽
紛校園」為主題，透過
不同學科的學習，讓學
生更快適應小學校園生
活，活動包括﹕校園遊蹤、大
哥哥大姐姐計畫、小一護照
等。
  評估模式方面，上學
期以進展性評估方式代替
考試，不設分數，以減輕
同學升上小一所面對的壓
力，使學生更愉快學習。

  本校透過多元化
的學習活動，如﹕跨
學科學習日、境外
交流、戶外參觀活
動、主題式探究活
動等，讓學生在不
同的學習領域中獲
得不同的學習經驗，
擴闊視野，提升他們
的共通能力。

全方位學習活動

小一適應

家長義工協助同學清理廚餘

排隊常規訓練 課室常規訓練

戶外參觀活動

跨學科學習日—
小一及小二《我是
生活小主人》

新加坡交流團

沖繩交流團



  為了增強學生的自信心，並發揮學生個人潛
能，建立正面積極的人生觀，本校設有各種不同
類型的課外活動小組及興趣班，培養學生在學術
以外的興趣。
  本校歷年來均積極鼓勵學生參加各項校際比
賽，例如：香港學校音樂節、香港學校朗誦節、全
港舞蹈公開比賽及香港學界體育聯會的各項比賽
等，並安排學生參加學校舉行的特色大型活動，如
陸運會及水運會等，讓學生得到均衡的發展，裝備
他們接受不同的挑戰。

語文智能：	 集誦隊（中文/英文/普通話）、英語話劇、英語桌遊、
Smart	Chef、喜「閱」天地、小六升中英文面試訓練
班、中文及英文辯論班

數學邏輯智能：	 伴讀暨機械人創作小組、「不插線編程」Unplug	
Coding、奧林匹克數學班、Rummikub、珠心算、
數獨

人際智能：	 幼童軍、小女童軍、公益少年團、DreamStarter 啟夢
體驗小組、校園小記者、小司儀班

音樂智能：	 節奏樂、合唱團、童唱戲曲、聲樂小組、無伴奏合唱、
小提琴、大提琴、長笛、非洲鼓、古箏、管弦樂團、
揚琴班、中國鼓樂隊

自然智能：		 English	Scientists、小小科學家、機械人工程師、
科學小先鋒

肢體動覺智能：	 田徑、足球、籃球、球類遊戲、羽毛球、民族舞、
太極小組、跆拳道、乒乓球、籃球、花式跳繩、游泳、
劍擊

空間智能：	 創意空間、創意天地、水墨畫、創意繪畫、飛翔少年團
內省智能：	 團契、愛．連繫小組、自理小達人、好心情電影院、

賽馬會喜伴同行小組

學生表現

英語話劇組

童唱戲曲
班際籃球比賽

管弦樂團



2021 至 2022 年度學校關注事項

關注事項一：	 優化教與學，提供多元化學習經歷，以提升學生成就感
及自主學習精神。

關注事項二：	 推行價值教育，提升學生正向思維。
	 本年度以「堅毅不屈 逆境自強」為主題，配合不同類

型的活動，以發展學校的關注事項。

聖公宗 ( 香港
)

小學監理委員

會有限公司

全校共 24 班，教職員合
共 74 人。

服務範圍包括沙
田各主要屋苑。

辦學團體

班級結構

校車服務

宗教

一九七六年

基督教

創校年份

入讀本校的方法

透過教育局小一入學組
的「自行

分配學位」及「統一派
位」機制

安排：學校編號 1144
72

歡迎家長於辦公時間內
致電查詢。

電話 :2604	8987

政府資助小學•
全日制男女校

學校類別



  為協助學生建立自信、尊重他
人、培養良好品格，訓輔組就學生
的學習技巧、情緒、人際關係等
表現，設計不同類型的預防性及
輔導性全校活動。

  訓輔組根據校本主題「堅毅不屈	逆境自強」，透
過不同的活動和計劃，培養學生堅毅不屈的精神，建立
正面、積極的價值觀。本年度除了推動正向教育和生
命教育外，也成功申請了優質教育基金「我的行動承
諾  感恩珍惜積極樂觀」的計劃，讓學生認識「善意
溝通」方法，並學習常存感恩珍惜的心，建立積極的人
生態度。

  本校設立「學習支援小組」，負責統籌及制定有
關支援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政策。當中包括「新資助
模式計劃」、「及早識別和輔導學習有困難的小一學
生計劃」、「言語治療服務」、「校本心理學家服務」
及「融合輔導員服務」等，為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
提供合適的服務，並積極推展校園共融文化。
  此外，在資優教育方面，本校亦設立「人才庫」，為在學科上有突出表現
的學生，安排合適培訓、比賽及活動，如「中文創意寫作班」、「中、英文辯
論班」、「小司儀班」、「奧林匹克數學培訓班」、「STEM培訓班」、「3B
資優思維課程」等，啟發及提升他們的學習潛能。

《感恩日記》：同學記下感恩的人和事。

「主風發現號」露營活動

學習支援組

校風及學生支援

領袖生就職禮

領袖生訓練日

親子賣旗

感受需要卡：於各班課室
的感恩角掛上感受需要
卡，讓同學看到不同的感
受需要詞彙，讓他們更容
易表達自己。

感恩瓶：24 班的感恩瓶，配合感恩日記一同進
行，老師鼓勵同學分享感恩事情。

融合輔導員服務

導盲犬共融講座乘風航訓練



  本校於 1988 年 11 月成立家長教師會。一直以來，家教會積極為學生及
家長舉辦多元化的活動，包括講座、工作坊及親子活動等，讓家長充分掌握
教導子女及親子溝通的技巧。家長亦經常參與及協助學校舉辦各類活動，彼
此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真正體驗家校合作的精神。

  本校已於 2010 年 5月正式
成立校友會。除了加強校友們
與學校的聯繫，還希望藉此增
加他們對母校的歸屬感。校友
會每年均會舉辦不同的活動，
令教師與歷屆畢業生有相聚的
機會，增強彼此間的溝通，亦
希望校友能發展所長，回饋母
校，協助母校的發展。

  聖公會靈風堂與本校携手合作，推動全人生命發展，培育師生心靈成
長。內容包括：節期崇拜、教育主日、畢業生感恩崇拜、學生獻詩、生命
教育劇場、靈風盃乒乓球比賽、學生、教師及家長團契等。

蔡姨姨閱讀下午茶網上工作坊

家長教師會

堂、校合一推動「生命教育」

校友會

家教會為每位學生送上聖誕禮物 禪繞畫親子及教師工作坊

校友會會員大會

生命教育劇場－「你很特別」靈風 堂 40 周年堂慶步行籌款暨換物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