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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教育使命

本校之辦學團體為九龍樂善堂，是本港歷

史悠久的慈善團體，一向提供多元化社會

服務予廣大市民，其中以教育事業為主要

項目之一。

本校推行啟發潛能教育，鼓勵學生在愉快

的學習氣氛下，主動而有效地學習，發展

多元智能。以「仁、愛、勤、誠」為校

訓，培育學生良好品德及正確價值觀，熱

心參與服務，貢獻社會，建立積極樂觀的

人生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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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正向思維 培養科技人材 營造愉快校園

學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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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教職員、外籍
英語教師、圖書館
教師及學生輔導員
等合共81人。 100% 100%

100% 100%

教育證書/文憑. 大學學位

語文基準
(英文科)..

語文基準
(普通話科)..

國際傑出
電子教學獎
(英文科)

品德教育
傑出教學獎

教學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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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資料
星期一至四 : 上課時間為08:30-16:00
 9節課，每節35分鐘
 一至三年級每天功課堂約1小時
 四至六年級每天功課堂約30分鐘
 午膳時間 : 12:25 – 13:25

星期五 : 上課時間為08:30-12:55
 6節課，每節35分鐘
 一至三年級 12:55-16:00 多元智能課程
 四至六年級 參觀或課外活動
 午膳時間 : 12:25 –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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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 5班

二年級 5班

三年級 5班

四年級 5班

五年級 5班

六年級 5班

2020-2021年度班級結構

 年級

    共30班 

小一至小六全年共三次
考試（小一豁免考試
一），分別在聖誕假期
前、復活節假期前及暑
假前舉行。

評估

班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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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與支援對學生

的成長十分重要。學校

每 年 均 舉 辦 不 同 的 活

動，與家長建立良好的

伙伴關係，提升家校合

作的效能。

家校聯繫

家長日 家長義工家長講座

家長
教師會

家長教育
工作坊

家長教師
親子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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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接近九成學生獲派首三志願中學
2. 派往英文津貼中學的學生高於同區平均40%
3. 協助成績優異的學生跨區升學
4. 本校學生近年曾入讀的英文中學包括：

• 拔萃男書院 •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 赤柱聖士提反書院 • 耀中國際中學

• 匯基書院（東九龍） • 賽馬會體藝中學

•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 趙聿修紀念中學

• 天主教崇德書院 •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 東華三院盧幹庭中學

•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 元朗商會中學

• 元朗公立中學 •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升中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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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習
•. 增加課堂的互動性及
趣味性

•. 提供即時評估及回饋

課程特色

STEM 教育
•. 綜合及應用知識，提
升科創、協作及解難
能力

•. 全校每周進行Young.
Maker.活動

•. 每學期舉辦 . S T EM.
Day

推動閱讀
•. 趣味主題活動

. （故事角色扮演）

•. 培養學生的閱讀興
趣及習慣

•. 周三午間閱讀

•. 故事爸爸媽媽

•. 結合電子學習，提
升學生的閱讀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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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自學能力
•. 教會孩子學習的方法
和認真反思的習慣

•. 根據自己的需要有選
擇性地進行學習

培育學生正向
思維
•. 努力持續學習，面對
挑戰而不輕言放棄

•. 培育學生優良的心理
質素、堅毅的抗逆
力、溝通能力、迎向
挑戰的解難能力和改
變未來的創意能力

提升英語能力
•. 2019年起小一其中一班
為全英語班

•. 引入美國人工智能網
上學習系統Re a d i n g.
Assistant

•. 周二舉辦英語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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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升在資訊科技

方面有突出表現的學

生，學校成立資訊科

技尖子班，重點培訓

其遊戲編寫、機械人

操作及創意發展能

力，亦讓這些學生能

有更多機會出外參

賽，拓展視野。

學生發展

本校聘有駐校社工，

此外，言語治療師及

教育心理學家定期到

校，支援學生的學習

需要。另外亦有利用

撥款開設不同的興趣

小組、參觀及歷奇活

動，以照顧不同學生

的學習需要。

除了在首月設特別教學課程外，上學期不

設中、英文默書，亦不需參與上學期考

試，教師會就學生上課及家課表現作出評

估報告。

學生支援
資訊科技尖子班

小一適應

11



為裝備學生邁向新時代，建立科學的根基，本校每

個學期均舉行STEM Day，幫助學生學習科學概念
和掌握基本的科學過程技能，激發學生學習科學科

技的興趣，為創科培育人才。

學校引入美國研發的Reading Assistant網上系統，
提升學生的英語朗讀水平。

STEM DAY

Reading Assistant英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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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每年均安排學生參與外間

不同比賽項目，豐富學生的生

活經驗。以2018-2019年度學年

計算，獲獎數目超過250項。

學習以外表現

13



14



追求卓越
本校專業的教師團隊備受外界肯定，連續多年獲香港教

育局選為專業發展學校之一，為全港學校提供師資培

訓，把我們的成功經驗向教育界同業分享。

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CoE)
為全港7間教師培訓中心（小學）之一，分享本校有關電子學習
的發展經驗及支援全港學校教師推動科技教育及電子學習。

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學校(QTN)
本校獲選為優質教育基金網絡學校之一，支援全港學校推動

STEM及資訊科技教育。

教育局學校支援夥伴計劃(SSP)
協助教育局支援參與學校發展常識科及推動STEM教育。

STEM專業發展學校(PDS)
本校獲教育局委任為STEM專業發展學校，分享本校推行
STEM的發展經驗及支援全港小學如何在常識科加入STEM教
育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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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交流

為拓闊學生視野、豐富同學的學習經歷及溝通能力，本校舉辦為學生安排

不同形式的境外學習之旅。近年學生曾到訪澳洲、英國、新加坡、台灣及

上海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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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School 

學校致力為學生建立一個愉快校園
上課時間8:30a.m.- 4:00p.m.

周五：小一至小三學生於下午設多元智能課程，而小四
至小六學生下午則毋須上課，學校安排參觀、特
備課程或同學可以自行規劃學習活動及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課時間內設功課堂，由老師指導學生在校
完成家課。

全年設三次考試，小一學生轄免上學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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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除了擁有2個標準籃球場及30個標準課室外，更設有STEM 的Young 
Makers Lab、禮堂、圖書館、科技室、舞蹈室、視覺藝術室、電腦室、
音樂室及常識室等不同設施。

學校設施

怎樣來到學校:
輕鐵705、706、751、761P : 在頌富站下車，經天恩商場步行至本校。
九巴 264M、265B、276A、276B、265S / 接駁巴士 K76 : 在天恩邨天暉
路體育館下車，然後步行至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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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址Address  :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恩邨
 Tin Yan Estate, Tin Shui Wai, N.T.

網址 Website : http://lst-lkkb.edu.hk

電郵Email : lkkpsb@gmail.com

電話 Phone : 2445 6880 

傳真 Fax : 2445 65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