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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分校) 
• L.S.T. Leung Kau Kui Primary School (Branch) 

 



劉鐵梅校長 
 
• 從事教育工作三十年 
• 教育榮譽學士 
• 教育碩士 
• 學校改善及領導碩士 
• 2011年-現在  擔任樂善堂梁銶琚學校(分校)校長 
• 2017-2020年  香港教育大學科學及環境學系顧問 
• 2018-現在    香港科技創新育聯盟理事 
• 2016-現在    香港校長中心理事 
• 2020-現在    香港校長中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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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鐵梅校長與張靜思主任撰寫「年輕自造者—-如何在學校
課程中有效推行STEM教育」論文，獲「新時代的教育願景」
第二屆兩地青年校長論壇評審委員評審為「卓越論文獎」，
是香港唯一獲「卓越論文獎」的校長。 



台灣國立清華大學頒發「卓越創新獎--- 

如何在學校課程中實踐STEM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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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 
• 成功感 
• 歸屬感 
• 愛學校 
• 愛學生 

 
學生 
• 愛師長 
• 愛同學 
• 豐富學習

體驗 
• 愉快學習 
• 表現優異 

 



尊重家長意願，支援學生需要 

學校重視家長意見，經常
給予學生及家長選擇的空
間 



» 充足電子設備供學生在家學習 

» 適切學習課程﹕從疫情開始已提供實時線上

課堂及錄影課堂，供學生按需要採用。 

» 家長可因疫情的考慮，選擇子女在家學習或

參與面授課堂。 

» 學校能照顧每一位學生的需要，因應年級，

學生可選擇部分課堂於下午觀看錄影，避免

年幼學生眼睛過份疲勞。 

» 根據全校家長問卷及香港大學研究，本校學

生在疫情下能順利學習，教師亦充份掌握有

關電子學習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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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線上教學內容，獲取國際電子學習獎，質素獲得嘉許及認

同。 

• 運用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LMS) 平台，整合學生學

習，不會因教育局停止面授課堂而阻礙學習。 

 • 本校為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協助全港中小學，支援及指導

其他學校教師進行電子學習。 

• 校長及老師多次各獲邀分享疫情期間學校在學生學習的支援上

之成功經驗。 



靈活多變的電子學習策略， 
嘗試突破課堂空間和地域的限制 



真實課堂與虛擬課堂 
同步進行  

真實課堂 虛擬課堂 

• 請同學完成第34頁 
• 第4題的答案是……… 

透過留言版同步 
回應老師題問 

以拍照方式即時上傳 
個人習作以便老師查核 

即時透過網上評估APP 
兩地同學同步參與，即時評估學習成效 





線上線下相結合  

翻轉教室 

通過互聯網  ·  學習時空不受限  

透過學習管理 
系統派發功課 
及參考影片 

學生上載家課後 
老師可透過透過系統完成批改工作 

老師上載短片作課前或課後支援， 
照顧學習多樣性 

課業管理 

課業批改 
課後聯繫 學生可透過學習管理系統的通訊

功能，在課後跟老師保持聯繫 

Explain EDU 



復課前後 
善用電子學習平台進行課後(同級)討論 

學生在電子平台上分享自己設計的「濾水器」。 



4B 

4A 

4A 

4E 

4B 

4C 

同級學生在電子平台上分享
回應問題或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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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特殊需要： 
 
Zoom 實時課堂 
1. 個別言語治療課（每節20-30分鐘） 
2. 2-3人一組進行專注力訓練、讀寫訓練、社交訓練（每節30分鐘） 
3. 2-3人一組新來港英文課（每節30分鐘） 
4. 2-3人一組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小組課 （每節45分鐘） 
5. 個別功課指導（每節45-60分鐘） 
6. 以2-3人一組暑期預備課（每節45分鐘） 
7. 以4人一組「抗疫。抗逆：網上視像小組輔導計劃」（每節9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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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習內容： 
 
由於學生只上半天課，另一個半天學校安排了其他(實時zoom)課程供學
生自由參加。 
1. 健身樂(體育） 
2. 姑娘(社工)與你相聚(情緒健康) 
3. Chat with Net ( 外籍教師課堂) 
4. 閱讀分享 
5. 功課加油站 
6. 升中面試班(拍攝自我介紹短片技巧) 



外購課程 由本校老師任教之課程 
魔術班(小一至小三周五課程) 無人機小組 美術創作 

日語班(小一至小三周五課程) Scrabble  英文音樂劇團 

藝術畫班(小一至小三周五課程) 資訊科技尖子班 趣味英語班 

水墨畫班 STEM小玩意 Dreamstarter 啟夢課
程 

兒童畫班 玩科學 幼童軍 

日語課程(小二) 英語小記者 小女童軍 

中文辯論 KTVB 小記者 聖約翰救傷隊小約翰團 

iBand樂團 英文辯論 
英語戲劇組 
 

奧林匹克數學精英班 
(小三至小六) 

疫情下的課外活動 
» 學校一直積極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為同學提供多元化的課外活動。 

» 在疫情期間，按活動的性質，為同學安排不同的課外活動，並以網絡課
堂(Microsoft Teams或Zoom)進行。 

» 活動項目包括外購課程及本校老師任教課程。 

 



上學08:30 

小一至小六放4:00 

 

設功課堂(預期小一及小二無須帶功課回家完成) 

周五下午小一至小三免費多元智能活動 

      

☺每天課後有多元化的免費課外活動 

 上課安排  

下午時段盡量安排非主科課堂，加人YOUNG MAKER/STEM 課程 

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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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8 節 
英文               9 節 
(當中6節與外藉老師協
教) 
數學                5.5 節 
常識                5節 
普通話           1節 
電腦                1節 
音樂                1 節 
視覺藝術        2節 
體育                2節 
圖書課            0.5節 
Young Maker   1 節  
周五活動        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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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能有優異表現 

» 拔尖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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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萃男書院 -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 趙聿修紀念中學 - 元朗商會中學 

-赤柱聖士提反書院 - 天主教崇德書院 -元朗公立中學 

- 耀中國際中學 -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 學校匯基書院（東九龍） -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 賽馬會體藝中學 - 東華三院盧幹庭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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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近年入讀的英文中學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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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準備 

• 模擬面試 

• 資優學生安排 

• 升中策劃 

• 升中講座 

• 個別支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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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世紀學習者 

創意/解難/溝通協作/全球意識/自主學習/德育及公民教育 

多元智能發展 

STEM/編程及AI 

英文學習/認識世界 

電子學習/閱讀 

藝術教育 

德育及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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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智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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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至五放學後或星期六免費向學生安排的課程如下: 

 

 

音樂 體育 藝術 科學科技 其他 
手鐘 劍擊 足球 拉丁舞 科技創意組LEGO 校園電視台KTVB 

奧林匹克數學組 
- 校隊 

古箏 排球 乒乓球  中國舞 STEM小玩意 英語小記者 
Scrabble 

中阮 
 

躲避盤 羽毛球  爵士舞 創意機械人 聖約翰救傷隊 

管弦樂團 
 
英文音樂劇 

籃球 花式跳繩 女子藝術 
體操 

電腦尖子班 
 

童軍 
女童軍 
小童軍 

敲擊樂 地壺球 跆拳道 
 

英語戲劇 
 

玩科學  
 

公益少年團 

iband 醒獅國術 棒球 畫班 校園小記者 辯論隊 

小提琴  中提琴 長笛 
低音大提琴  小號 
單簧管  豎琴 大提琴 

單輪車 
 

田徑 
 

中文戲劇 
 

創意科學 
 

皮影戲 
 
外籍老師英文
FUN CLASS 



音樂 學術範疇 

初級樂器班 
(部分津貼) 

珠心算 劍橋英語 

豎琴 
(部分津貼) 

 

奧林匹克數學組 
- 興趣班 



導師:龍子弘老師 

» 前香港女子排球代表隊成員，2010年加入香港女子排球代
表隊，現為本校教師。 

» 於亞大中獲得「最佳發球員」，球會盃中獲得「最佳攔網
球員」。 

» 曾被選為大專最有價值排球運動員及香港城市大學最有價
值運動員。 

» 全國中學生排球錦標賽香港代表。 

» 學界埠際排球賽亞軍。 

» 2016年敬師日獲教育局表揚。 



   足球 
  導師: 譚兆偉先生 

» 香港1990年代著名足球運動員 

» 前香港代表隊成員 

» 94-95年度香港足球先生 

 



 導師:馬立本先生 
  專業資歷 
» 2018 香港跆拳道協會 傑出教練獎 
» 2018 亞運會(印尼雅加達) 香港代表隊教練 
» 2017 亞洲室內武術運動會(土庫曼) 香港代表隊教練 
» 2017 全運會(天津) 香港代表隊教練 
» 2016 亞洲跆拳道錦標賽(菲律賓) 香港代表隊教練 
» 2016 奧運外圍賽(亞洲區) 香港代表隊教練 
» 2015 世界跆拳道錦標賽(俄羅斯) 香港代表隊教練 
» 2014 亞洲跆拳道錦標賽(烏茲別克) 香港代表隊教練 
» 2014 美國跆拳道公開賽(波特蘭) 香港代表隊教練 
» 2013年至今香港代表隊教練  
» 國際品勢(套拳)評審裁判(世界認可) 
» 2014 美國跆拳道公開賽(波特蘭) 最佳教練獎 
» 2014 香港跆拳道協會 傑出教練獎 

 
 



導師:尹焯熙先生 

曾獲殊榮: 

» 2018香港男子全程馬拉松排名第一 

» 2017年渣打香港馬拉松：半程馬拉松第3名 

» 2015年渣打香港馬拉松：半程馬拉松第4名 

» 2014年渣打香港馬拉松：半程馬拉松第6名 

» 2012年渣打香港馬拉松：半程馬拉松青年組別第1
名 

 

 

 



導師:吳炫樺女仕 

專業資歷 

» 元朗校藝術總監 

» 廣州美術學院並獲文學學士學位 

» 曾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視覺藝術發展獎 

» 曾於第九屆全國美術作品展獲獎 

» 曾在香港舉辦三次個人畫展並出版畫集及石版畫原作書。 

» 作品被香港藝術館、香港文化博物館、香港藝術發展局、香
港駐三藩市、華盛頓、日內瓦及布魯塞爾經濟貿易局，美國
航空公司等機構及私人收藏。 

 

 



3 
得獎精華片段 



最新得獎項目 



» 團體總成績亞軍 
 

» 金獎： 
˃ 小五 ─ 張滿、游壹淳、祝子欣 
˃ 小六 ─ 位承羽 

 

» 銀獎： 
˃ 小三 ─ 潘星潼、羅啟軒、何卓麟、 李肇洋 
˃ 小四 ─ 顏宗凱 
˃ 小五 ─ 劉澳、 呂泓錕 
˃ 小六 ─ 陳思翰、 蔣家綺、 崔航、 楊海墨 

 

» 銅獎： 
˃ 小三 ─ 郭丞罡、顏子倩、潘韵而、黃以樂、·呂家樂、 莊汶軒、古樂仁 
˃ 小四 ─ 金諄昕、熊雅雯、 陳子祺、 冼諾維、薛子琦、韋俊希、 邱文臻 
˃ 小五 ─ 陳新慧、 甄雅雯 
˃ 小六 ─ 方乙茜、翁耀辰、 歐陽伶俐 



» 二等獎 
小六 ─蔣家綺 

 

» 三等獎 
小六 ─崔航、方乙茜、楊海墨 

小四 ─熊雅雯 

 

» 優異獎 
小三 ─郭丞罡、黃以樂 

小四 ─韋俊希、黎倩琪、金諄昕 

小六 ─ 陳思翰、何卓辰 



» 二等獎 
小五 ─游壹淳、張滿 

 

» 三等獎 
小五 ─呂泓錕、張宗晨 

小四 ─金諄昕 

小三 ─顏子倩 

 

» 優異獎 
小三 ─黃以樂 







團體亞軍：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 分校 ) 

一等獎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 分校 ) 

隊名： 三角型 

領隊老師： 黃俊穎老師 

隊員： 陳新慧 馬頌軒 翁穎珊 

三等獎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 分校 ) 

隊名： 琚分達人 

領隊老師：梁浩榮老師 

隊員： 孟可心 孟可意 吳靜香 

卓越創科精神獎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 分校 )  

隊名： 三角型 

第三屆陳呂重德盃 

創新社區發明提案比賽 



得獎學生： 

 

4A麥涵智  

4A甄雅雯  

5B袁國權 

環保設計大獎 







元朗大會堂主辦 

初級組 銅獎 

1 E  魏星語                1 E  皺沛彤  





 

香港教育大學主辦 
 
 

高小組 
 

 亞軍     ： 6A 蔣家綺 
 

優異獎： 6D 鄧信生 
   

初小組 
 

優異獎     ：3D 呂家樂  、 
 

               3D曾綽瑩 
 

優秀作品：3D 潘星潼、 
 

                 3E 潘韵而 



硬筆初級組 優異獎 
      3D 呂家樂 

硬筆初級組 季軍 
 3D 柳依依 



佛教黃鳳翎中學主辦 

入圍獎 
 
6B歐陽伶俐、6B李菁菁、6B何燁彪、5D 吳緯紳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CMA Choi Cheung Kok Secondary School 

<<2020智慧狀元大比拼 2020 Star of Life Wisdom Contest>> 

金獎 銀獎 銅獎 參與證書 

5B黃靖嵐
(*英文組) 

5A范景堯 5A王子軒 5A游壹淳 

5A呂泓錕 5A徐梓聰 

5A鄒沛珊 5A麥涵智 

5A甄雅雯 5A陳新慧 

5A張芷晴 

五年級  
銀獎 銅獎 參與證書 

6D 鄧信生  6A周健霖 6A  陳⼦晴 

6B袁國權 6A  盤祖恩 

6D 黃敏熙 6B  陳鎮朗 

6D尹天甄 6B  何蔚晴 

6D梁芷瑜 6D  蔡芷浠 

6D 肖國政 

六年級  

*



香港資優教育教師協會 
仲夏資優創意徵文比賽(疫情篇)  

 
Hong Kong Gifted Education Teachers' Association 

Gifted Creative Essay Composition Competition (My pandemic summer) 
 

金獎Gold Award 銀獎 Silver Award 銅獎 Bronze Award 

3A 黃靖軒Wong Ching Hin  5A 呂泓錕 Lu Louis  5B 黃靖嵐 Wong Ching Laam 



Yuen Long Merchants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YLMASS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 2020 (Final)  

Merit Award 
 

6C Richard Angel 李察安 
 
 



Yuen Long Town Hall 
Hong Kong Children & Youth Speech Competition 2020 

Silver Awards: 
1E Shair Tseuk Nin  
2E Leung Sze Yin 
  
Bronze Awards: 
5A Louis Lu  
5A You Yat Shun 





國際培幼會 

第二屆「童心追夢」繪畫比賽 

新界及離島區初小組: 季軍 

2A 龍梓謙 



5-6歲  
2-6人組合爵士舞 

冠軍 
IC 李樂悠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舉辦 

共獲得獎項9項， 
包括亞軍5項、季軍3項、優異獎1項 
 

編

號 
班別 

學生姓名 

(中文) 
項目名稱 負責老師 成績 

1 2E 梁偲言 西樂獨奏(豎琴) 曾 銀獎 

2 3D 潘星潼 鋼琴獨奏 曾 銅獎 

3 3E 潘韵而 鋼琴獨奏 曾 銅獎 

4 5B 劉錦翔 西樂獨奏(小提琴) 曾 優異獎 

5 5B 張玥岳 獨唱 曾 銅獎 

6 5B 王藝菲 獨唱 曾 銀獎 

7 6A 潘毓兒 鋼琴獨奏 曾 銀獎 

8 6A 鍾嘉寶 西樂獨奏(小提琴) 曾 參與證書 

9 6B 胡康 西樂獨奏(大提琴) 曾 銀獎 

10 6B 黃薺趣 西樂獨奏(小提琴) 曾 銀獎 





2019-2020 香港大學 
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 
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 
「英國語文教育 」金獎 

 
 



 
2019-2020 香港大學 

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 
「英國語文教育 」 
電子學習抗疫特別獎 

 
 





校址：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恩邨                  電話：2445 6880                                                             

Science 科學 

Technology 科技 

Engineering 工程 

Mathematics 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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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年度支援他校名單    2016-2017年度支援他校名單 
 

PDS計劃﹕                    PDS計劃﹕                    
保良局雨川學校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粉嶺公立學校                 靈糧堂秀德小學 
樂善堂劉德學校               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其他計劃﹕                SSP及其他計劃﹕ 
香港嘉諾撤學校                香港嘉諾撤學校 
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基督教信義會深信學校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東華三院姚達之小學 
                              上水惠州小學 
 

  

教育局邀請本校支援其他小學推展STEM 

2017-2018年度支援他校名單     
 

PDS計劃                 

靈糧堂秀德小學 
迦密愛禮信小學 
香港嘉諾撤學校 
SSP計劃 
東華三院姚達之小學 
基督教信義會深信學校 
國民學校 



2018-2019年度支援他校名單     
 

PDS計劃﹕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香港紅卍字會屯門卍慈小學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SSP計劃﹕                
鳳溪創新小學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國民學校                        

教育局邀請本校支援其他小學推展STEM 

2019-2020年度支援他校名單      
 

QTN 計劃                 

聖方濟愛德小學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全小學 

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 
  
 2017-2018 
 2018-2019 
 2019-2020 
 2020-2021 

2020-2021年度支援他校名單      
QTN 計劃                 

沙田公立學校 

愛秩序灣官立小學 

李鄭屋官立小學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香港紅卍字會屯門卍慈小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樂善堂梁黃蕙芳紀念學校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 
聖公會將軍澳基德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全小學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大澳小學 
元朗朗屏邨惠州學校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聖公會聖提摩小學 

 

 

 
 

 
 

樂善堂梁銶琚學校 
九龍塘官立小學 
香港嘉諾撒學校 
港大同學會小學 
聖方濟愛德小學 
福榮街官立小學 
南元朗官立小學 
屯門官立小學 
鳳溪創新小學 
北角循道學校 
樂善堂小學 
國民學校 
循道學校 
循道學校 

 
 

教育局學校校本課程發展組課程領導學習社群 

新校長培訓班 香港教育大學碩士學生到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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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成功向優質教育基金申請二百七十多萬，擬寫小學編程教材 



校址：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恩邨                  電話：2445 6880                                                             

年級 教學軟體 程式設計性質 

一年級 midbot coder 實體程式設計 

二年級 Lightbot 程式設計概念 

三年級 MIT Scratch junior 程式設計概念 

四年級 MIT Scratch動畫及micro:bit編程 
 

程式設計應用 

五年級 MITScratch遊戲及micro:bit編程 程式設計應用 

六年級 
 

3D print(tinkercad) 

Scratch動畫、MIT App Inventor2  

micro:bit編程與STEM應用 
AI人工智能學習 

程式設計應用 



» 目的:學生透過程式設計，設計出手機
程式，例如計算BMI、周界、數學遊戲
等App。 

• 目的:學生不但要學會程式設
計，而且更需要透過
Micro:bit的感測器，例如光
感、濕度、速度等，進行測
試。 

BBC Micro:bit 



HOUR OF CODE 



倫敦參展 
Bett Show  



新加坡參展 



台北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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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duhk.hk/main/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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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香港城市大學邀請，在科學園參與
資優教育展，介紹本校CODING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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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 
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 

「STEM及計算思維教育」項目銅獎 
 



校址：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恩邨        電話：2445 6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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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學習/認識世界 



BROTHERWOOD, 
SAMUEL MARK 

(British) 

BUDHRANI RAVI 
MURLI (Indian) 

CONNIE EN 
CHING, CHIN 

(NEW ZEALAND) 

校址：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恩邨                  電話：2445 6880                                                             

KAUR RAMANDEEP 
          (In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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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星期共九節英文課，其中六節課由外籍老師與
本地老師進行共教。 

 
英語外籍老師課堂 

課堂 節數 

General English 3 

Reading Workshop 1 

Global eyes跨學科專題課 1 

Drama 戲劇課 1 

高比例英語外籍老師課堂 



» 全級小一及小二在正規課程內
設每星期一節校本英語戲劇課。 

 

» 專業外籍英語導師到校任教。 

 

» 讓學生們作公開表演及比賽。 

校址：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恩邨                  電話：2445 6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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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lesson each week is taught and 
led by the foreign teachers, so that 
students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other 
countries; for example, food, 
dress, music, sports, festivals and 
other cultural differences. 

英文跨學科專題課編入常規課程內，每星期一
節，由外籍老師帶領進行。透過生動有趣的學
習活動，讓學生認識不同國家的特色及文化：
例如食物（小一專題）、衣著、音樂、體育、
節慶等。 



» 與「互文教社Inter Cultural Education」合作，
於其中一週舉行 International Culture Week，
邀請來自不同國籍的人士走進各級課堂，與
學生作互動接觸及舉辦不同類型活動，認識
世界各地文化，營造英文語境，讓學生活用
英語。 

 The school will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Culture Week, which will 
involve inviting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to come into the classroom at 
all levels, to interact and speak with 
students as well as organize different 
types of fu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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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多元化活動，激發學
生學習英語興趣。 

 

» 星期一至五均設外籍老師
課後興趣班 

 

» 非全英語班的低年級同學，
同學均可以參與每星期一
節English FUN CLASS 。 
 

https://www.google.com/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ved=2ahUKEwiGvfjCz97iAhUTIIgKHXe4DgwQjRx6BAgBEAU&url=https://sites.google.com/site/englischklasse2&psig=AOvVaw1rj8UMRX2jKroHMZ4cwZBd&ust=1560246004118047


» 剛升上小一的同學們在開學首月份不使用英文教科書，取而代
之，採用學校校本的英文拼音課程。小一學生在開學首月份透
過歌唱、故事分享、遊戲等活動輕輕鬆鬆學習拼音。學校設計
的小一拼音課程，讓學生在完成小一課程後便有足夠的能力拼
讀一般初小程度故事書的基本生字。 

 

A multiple intelligence phonics 
programme is implemented in our 
school. Through multiple intelligence 
learning e.g. singing, story telling and 
games, students can learn phonics skills 
in a joyful way.  

A multiple intelligence phonics programme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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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級小一英文課程編入拼音(Phonics)教學 
 

課程編入拼音(Phonics)教學，以增強學
生朗讀文章及默寫生字之能力及信心。 

(i) P.1於正規課程加入有系統之Phonics

課程，並使用Playful Phonics 教材，
於首月份全月教授Phonics，學生於
首月份便學懂A-Z的Phonics發音，每
課堂以基地教學方式授課，利用歌曲、
詩歌、故事...等引起學生學習英文之
興趣。 

(ii) P.1-P.3每課節首5分鐘溫習Phonics，
以加強/鞏固已學之Phonics拼音，老
師亦會按需要於課堂教授生字時利用
拆音Segmentation及拼音phonics方
法，讓學生易於拼讀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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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NOTEBOOK 





» Create an English rich environment 
that inspires the children's potential in 
learning English. 

» Provide an EMI primary school 
curriculum for students who have 
graduated from English kindergartens. 

» Provide curriculum options for the 
students with better proficiency in 
written and spoken English. 

» Provide quality teaching for 
schoolchildren in the district. 

 

(2021-2022年度推展至 
小一至小三每級各設一班全英語班) 



 

» Administrative 
arrangement 

» One NET and one local 
teacher will be the class 
teachers of the class. The 
common language 
between the class 
teachers and the 
students will generally be 
English. 

 



Curriculum 
- Local curriculum 
- English i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for all subjects including 
mathematics, General Studies (partial Chinese), Music, Visual Arts, 
P.E. and Computer Studies. 

 科目  授課語言 
 

中文 
 

廣東話 
 

英文 
 

英語 
 

數學 
 

英語 

 
常識 

 
英語 

 
（部分課題按需要輔以廣東話授課） 

 
音樂 

 
英語 

 
視藝 

 
英語 

 
體育 

 
英語 

 
普通話 

 
普通話 

 
電腦 

 
英語 



 

去年十月香港公開大學研究人員到校觀課及進行訪談，研究顕
示，小一學生短短一個月學習已略見成效。全英語班學生除了
英文特別學得有信心外，研究結果亦顕示全英語班學習方式不
會影響這些孩子學習中文的水平。 
此外，所有任教老師均能勝任以英語作課堂指示及井然有序地
進行教學，並能產生有效的學習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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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教學 

• 本校已於2009年起推行小班教學。每班學生人
數25-27人。 

• 藉着小班教學的優勢，教師不但為學生設計多
元化教學策略及分組活動，更透過不同層次的
提問、具體的回饋及促進學習的評估以提升學
習。 

• 小一至小六粵教中 





學生認識英女皇最愛來渡假之地方－ 
“溫莎堡＂，亦對英女皇的餘暇節目感興趣。 

學生飽覽在所有哈利波特電影拍攝完成後，環球影
城幕後團隊將片中的道具、場景、服裝和製作過程
呈現在影城內。 

學生透過週日市場認識當地文化，體
驗購買二手商品、手工藝、小食及認
識以物易物文化。 



我們到維也納的Schloss 
Schönbrunn（美泉宮 或 熊布
朗宮）。美泉宮曾經是神聖羅
馬帝國、奧地利帝國、奧匈帝
國和哈布斯堡王朝家族的皇宮，
以巴洛克時期方式興建，總面
積有2.6萬平方米，僅次於法國
的凡爾賽宮。 

同學一行人到達史圖加特附近
一個葡萄園，參觀一所位於高
山上，由莊園主人所擁有的小
型天主教堂。 

同學於市集中，與當地棋手差
切磋棋藝，雖然棋局是一面倒
地慘敗，但那一往無前的勇氣，
實在令人佩服。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5%9C%A3%E7%BD%97%E9%A9%AC%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5%9C%A3%E7%BD%97%E9%A9%AC%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5%9C%B0%E5%88%A9%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5%8C%88%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5%8C%88%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88%E5%B8%83%E6%96%AF%E5%A0%A1%E7%8E%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A%87%E5%AE%AB


2018-2019年度，
我們帶領學生
到珀斯進行九
天的英語遊學
團。我們除了
遊覽當地名勝
丶參觀博物館、
參與動物園工
作坊……更到當
地的學校進行
參觀及探訪，
過了充實而愉
快的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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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到台灣桃園祥儀機械人夢工
廠，深入了解這個迎向AI時代的智
慧機械人領域。 

同學們到台灣新竹縣小叮
噹科學主題樂園，透過體
驗滑雪的樂趣，了解人造
雪是怎樣做出來與空氣壓
縮機的功能。 



同學們
運用流
動應用
程式學
習如何
在新加
坡乘搭
地鐵到
不同的
旅遊景
點。 

老師與同學們在新加坡魚尾獅
雕像前拍照留念。 



自主學習/電子學習/閱讀 



本校已連續第四年獲教

育局選為全港有6間培訓

中心之一，向其他學校

提供到校支援服務，就

推行資訊科技教育的教

學法、技術及管理等作

出支援。協助教育局策

劃及舉辦專業發展課程，

分享和推廣我校通過實

踐所得，且具成效的資

訊科技教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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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 
HKU e-Learning Development LaboratoryOutstanding e-Learning Awards  

2016-2017「小學英語」Excellence in Online Teaching Award 
2017-2018「STEM Education STEM 教學」銅獎 
2018-2019「STEM教學及計算思維教學」優異獎 
2018-2019「一般電子教學應用」範疇銅獎 
2019-2020「Fun Learn During Class Suspension」 
          金獎及電子學習抗疫特別獎 
2019-2020「STEM教學及計算思維教學」銅獎 
2019-2020「英國語文教育 」金獎 
2019-2020 英國語文教育 」電子學習抗疫特別獎 
 

 
 
 

 



 

 
 

  Use of free apps and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Kahoot' 
and apps - 'Nearpod' and 'Plickers' are 
used in P5 English lessons. Teachers 
can carry out real-time assessments 
and give feedback instantly.  

 Our school’s teacher carried out an 
open classroom to demonstrate how 
to facilitate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by using IT to the public. 

   

  

 

E-learning  (電子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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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Habits 
Reading assistant 
Scientific Learning Corporation (US) 

 An online reading programme 
- Students receive individualized 

reading coaching. 

- Provides real-time corrective feedback 
via speech recognition, enabling 
student to self-correct as they are 
reading aloud. 
 

- Reading selections for a variety of 
interests and reading levels. 

 



» Reading Assistant  becomes part of the 
curriculum in all classes in P.4. 



Our students are going through a digital revolution and 
implementing teaching using VR as a part of the curriculum can 
be a way that supports the study material the students are 
being ta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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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423世界閲讀日，圖書
組 與 英 文 科 合 作 進 行
Character Day活動。學生於
活動中可選擇自己喜歡的書中
故事人物作扮相，並於英文課
內與同學分享其故事人物之特
色。同時，為增加活動氣氛，
午息時段亦舉行了Character 
Day Parade活動，參與學生穿
著自己喜歡的故事人物扮相，
與老師一同分享，提升閲讀的
樂趣。 



Zenbo講故事片段 





定期舉辦作家講座，讓學生能與作家拉近距離，
有助提升閲讀興趣。 



"Kahoot! "圖書課情況 



» 本校設有午間閲讀課，小一及小二學生可於該時段到地下蓋
操聽老師、故事媽媽、伴讀大使説故事及閲讀圖書，讓閲讀
風氣佈滿校園。 

 



» 於午息舉辦故事廣場，安排老師、家長義工及學生輪流分享故事，讓
學生多閲讀不同類型圖書，並懂得分享閲讀之樂趣。 



藝術教育 



» 學習藝術可以培養學生的毅力、注意力、想像力，可以提高學生智力
特別是邏輯思維能力。 

» 學習藝術能夠改善孩子自我封閉的性格，完善人格、陶冶性情。可以
通過藝術表達自己的情感，可以宣洩不良情緒。 

» 學習藝術可以調節情緒，使孩子精神放鬆，從而增強記憶力，提高孩
子的學習接受能力。通過學習藝術也可使您的孩子掌握到更好的學習
方法。 

 AI世代，很多工作可以被取代，但藝術係人工智能取代不到 

 學習藝術不是要訓練每一個學生做藝術家，而是去嘗試、感受和欣賞 



» 過去藝術不能當飯吃，未來不學藝術就會沒飯吃。 

» 馬雲說：在未來三十年是最佳的超車時代，是重新定義的變革時代。如果我
們繼續以前的教學方法，對我們的孩子進行記、背、算這些東西，不讓孩子
去體驗，不讓他們去嘗試琴棋書畫，我可以保證，三十年後孩子們找不到工
作。 

» 在未來，大數據、機器將把人類知識領域的事全部做完， 

» 人類和機器的競爭關鍵在於智慧在於體驗。 

» 所以，讓孩子會玩很重要！ 

» 馬雲還說：文化基本是玩出來的，死讀書是可怕的學習，增加對生命感的體
驗，學藝術不能當飯吃，但卻是陽光空氣和水。 

» 未來什麼都有可能被替代，唯獨藝術和娛樂不可能被替代！ 

 

阿里巴巴董事長馬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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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音樂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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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及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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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視品德教育 
• 提升學生抗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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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策略 
本校以全校模式及全人參與推行品德教育，並以三年發
展計劃為一循環周期。本校校訓為「仁、愛、勤、誠」。
除每年均推行「國民身份認同」及勤學自勉價值觀教育
外，每年均以校訓的「仁」- 聚焦以「自律責任感」及
「堅毅」範疇； 「愛」 - 聚焦以「尊重」及「關愛」
範疇； 「誠」- 聚焦以「承擔精神」及「誠信」範疇
推展品德教育。 
 
我們亦輔以恆常訓輔活動，涵蓋品德教育，有系統地讓
學生全面發展正確而積極的價值觀。 
各科組、行政組會依據該年主線範疇，作全校聚焦並互
相結合，相輔推展相關多元化的活動、講座、課程或工
作坊給予學生、家長或老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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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由教育局舉辦的「學生大使---跳躍生命」
計劃，目的是希望培養學生積極人生觀，尊重
和愛惜生命，輔助他們健康成長。會透過推行
不同的活動向全校學生宣揚熱愛生命的積極訊
息。 

愛心大使計劃能發揮朋輩互助互愛

精神。 

「和諧快線」情緒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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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的天空計劃以一系列的輔助課程來協助
有需要的學生建立抗 

+ 逆能力，讓學生在遇到困境或挫折時，有足
夠之能力解難，克服障礙。 

挑戰日營 

愛心之旅 

畢業禮 

校園小義工 

親子日營 

再戰營會 

溝通技巧小組 

歷奇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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