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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訓 

慎 思 明 辨 

願 景 

弘揚基督博愛及服務精神，發揚中國優良的傳統文化。建立團隊精神，提高學與教質素。

加強家校合作，完善學校設施，讓學生得到均衡發展。 

口 號 

 飛躍彩虹 活出精彩 

七 色 孩 子 

 

敬師孝親  愛主愛人 
 健康生活  

 愛護環境 

克服困難  挑戰自我 

 

欣賞美善  感恩包容 明辨是非  自律守規 

努力學習  積極進取 情繫中華  擴闊視野 

辦 學 宗 旨 

以基督博愛、服務精神及校訓「慎思明辨」的態度，推展天主教教育理念和中華文化的瑰麗 

精髓；提供完善架構及設備良好的環境，讓學生在精銳的教師隊伍導引下愉快學習。透過家校合作 

培養學生均衡發展、追求真理，印証價值。 

註： 「飛躍彩虹 活出精彩」是學校對學生的期望，我們會透過正規、非正規及隱蔽課程去培育出能夠慎思明辨、終身學習的「伍華七色孩子」。 

  



 

 

 

   各範疇成員分配表 

2022 – 2023 

範疇 組別 基本成員 會議 紀錄 

 校董教師諮詢委員會 *劉曉音、陳家耀，1 位小學學位教師及 3 位助理小學學位教師 全年 2 次 組員 

買賣業務監管委員會 校監、校董、校長、家長委員、財務工作小組統籌 / / 

國家安全教育工作組 
*召集人：校長 

組員：副校長、小學學位教師、洪浚民、黃彩珊、陳嘉雯、黃妙玲、社工  

全年最少 3 次 組員 

正向教育工作組 *召集人：校長  組員：林傑正、羅凱雲、梁雪芬、洪浚民、香志球 全年最少 3 次 組員 

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組 校長、副校長、小學學位教師、學生輔導教師、社工、薛芷欣 全年最少 1 次 副校長 

管理 

與 

組織 

學校發展組 
*甄錦焯、#劉曉音、卓鳳顏、林傑正、陳家耀、黃文亮、梁雪芬、羅凱雲、 

陳嘉雯、馮倩怡、鄭瑞瀅、黃彩珊、蔡佩怡 
全年最少 3 次 教學助理 

財務工作組 *陳家耀、副校長、香志球、佘誼芬 全年最少 3 次 組員 

總務工作組 *陳家耀、楊仁華、吳美寶、許思騰 全年最少 2 次 組員 

教師專業發展組 *羅凱雲、卓鳳顏、佘誼芬、洪浚民 全年最少 1 次 組員 

學校推廣組 *劉曉音、#劉珮汶、鄧秀麗、黃妙玲、黃慧茵、呂依嵐、香志球、楊家恩 全年最少 3 次 組員 

學 

與 

教 

課程政策組 *羅凱雲、#黃文亮、卓鳳顏、黃妙玲、陳嘉雯、馮倩怡、黃彩珊、林碧蘭、林玉琼 全年最少 3 次 組員 

科務核心組 *羅凱雲、#黃文亮、科主任、黃妙玲 全年最少 5 次 教學助理 

資訊科技發展組 *佘誼芬、#吳家駒、黃慧茵、陳健銘、張文洛、陳楚怡、馬穎嫻 全年最少 3 次 組員 

STEM 組 *羅凱雲、#林傑正、溫少芬、吳家駒、鄧秀麗、陳健銘、黃彩珊 全年最少 3 次 組員 

閱讀推廣組 *黃妙玲、馮倩怡、陳嘉雯、林碧蘭、楊家恩 全年最少 3 次 圖書館主任 

中文科核心小組 *陳嘉雯、#馬穎嫻、鄭瑞瀅、葉錦燕、黃慧茵 + 級聯絡人及圖書館主任 全年最少 3 次 核心成員 

英文科核心小組 *馮倩怡、#陳鳳恩、薛芷欣、方敏婷、佘誼芬 + 級聯絡人及圖書館主任 全年最少 3 次 核心成員 

數學科核心小組 *卓鳳顏、#香志球、蔡佩怡、吳家駒、呂依嵐 + 級聯絡人 全年最少 3 次 核心成員 

常識科核心小組 *黃彩珊、#溫少芬、羅羨雯、陳楚怡、張文洛 + 級聯絡人 全年最少 3 次 核心成員 

資訊科技科科組 科主任：陳健銘    核心組員：張文洛 全年最少 3 次 核心組員 

宗教科科組 科主任：鄭瑞瀅    核心組員：區翠珊、許素娟、校牧 全年最少 3 次 核心組員 

視覺藝術科科組 科主任：鄧秀麗    核心組員：呂依嵐 全年最少 3 次 核心組員 

音樂科科組 科主任：賈詠雪    核心組員：符文敏、羅羨雯 全年最少 3 次 核心組員 

體育科科組 科主任：吳家駒    核心組員：楊仁華 全年最少 3 次 核心組員 



 

 

 

 

 

 

 

 

 

 

 

範疇 組別 組長＊ / 成員 會議  

校風 

及 

學生 

支援 

學生訓輔組 *林傑正、#劉珮汶、梁雪芬、鄭海容、楊仁華、吳家駒 + 級主任 
全年最少 6 次 

分級會議全年 4 次 

教學助理/  

組員 

學生支援組 *卓鳳顏、#梁雪芬、#許稼妍、#葉錦燕、何菁菁、陳建霞、陳琬靜 
全年最少 3次,#核心

成員,每月一次 

教學助理 

德育及國民教育組 *洪浚民、#陳嘉雯、梁雪芬、林傑正、蘇梓洛、黃慧茵、何菁菁、陳建霞 全年最少 3 次 組員 

家長教師會 *陳家耀、#甄錦焯、梁雪芬、許稼妍、陳健銘、呂依嵐、陳琬靜、方敏婷 全年最少 5 次 教師委員 

校友會 *劉曉音、#鄭海容、羅凱雲、鄧秀麗 全年不少於 3 次  

學生 

表現 

學生活動組 *香志球、#陳家耀、吳家駒、賈詠雪、鄧秀麗、孫敏恩、蘇梓洛 全年最少 3 次 組員 

傑出學生評審委員會 *陳家耀、黃文亮、視、音、體科主任及四、五、六年級級主任 全年最少 2 次 組員 



 

 

 

教 育 總 目 標 

 

1. 傳遞福音訊息，輔導學生體驗天主的愛，了解生命的圓滿在於追隨基督，愛主愛人。 

2. 完善行政架構，提高學校的效能，建立學校的文化和價值，自強不息，提供優質的服務。 

3. 積極推行教育改革，引入「全方位學習」，配合協作教學，改善學與教的質素。 

4. 在八大教育領域開拓資源，讓學生體驗多元化的學習歷程，發展九種共通能力，及建立正確價值

觀和生活態度。 

5. 與家長結成伙伴關係，協助締造「學習型家庭」，發揮家校合作效能。 

6. 完善學校設施，使成為一所充滿動力、不斷增值的學校。 

 



 

 

    天主教伍華小學 

   2022-2023 年度周年計劃 

關注事項(一)：以天主教教育理念共建正向校園，推動正向管教，讓學生感受生命之美，活出快樂美好的人生。 

目標：增強正向的校園文化，與不同持分者建立正向關係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施行方案 負責組別 

1. 舉辦不同正向主題的講座和工作坊，讓教 

師有系統地在校園建立及推行正向教育 

1. 全年舉辦最少兩次教師講座或活動 

2. 70%教師了解正向教育的意念，並認同推行

的意義 

1. 教師問卷調查 1. 舉辦正向教育理論的課程 

2. 舉辦正向管教課程 

3. 其中一次教師發展日(日營)以正向

教育為主題 

德公組 

訓輔組 

課程政策組 

2. 安排老師進修及進行培訓相關的課程，並

於校內作分享及交流 

1. 全年最少四位教師報讀相關課程 

2. 全年最少安排一次全體教師分享會 

3. 70%參與教師認同分享會成效 

1. 統計教師進修相關課程 

  紀錄 

2. 教師問卷調查 

1. 教師參與教育局舉辦的課程/分享

會，於科會及教師加油站進行 

分享。 

課程政策組 

3. 與外間機構合作，為學生舉辦不同正向主

題的講座、工作坊及體驗式活動，建立正

向價值 

 

1. 上、下學期各舉辦最少一次活動 

2. 70%參與學生認同活動成效 

1. 全年訓輔組進行最少  

2 次檢討 

2. 全年德公組進行最少 

2 次檢討 

1. 舉辦歷奇訓練營 

2. 舉辦乘風航 

3. 舉辦認識自我的活動 

4. 舉辦正向日 

5. 舉辦正向思維講座 

6. 參加成長的天空(小四) 

7. 7.  舉辦感恩活動，感謝校內或校外 

8.     機構的工作人員 

德公組 

訓輔組 



 

 

4. 透過德公課及成長課，讓學生掌握正向美

德及正向性格強項的概念，認識如何活出

幸福人生 

1. 70%參與學生認識正向教育的元素 

2. 70%教師認同學生能活出相關正向教育的

元素，展現相關正向美德的性格強項 

 

1. 學生問卷調查 

2. 德公課學習冊 

3. 正向行動小冊子 

1. 參與城大的協作計劃，優化目前的

校本正向教育課課程： 

a. 一至二年級德公課安排 8-10 節 

正向教育課 

b. 三至六年級安排 1-2 節正向教育 

課 

2 修訂成長課，刪去與其他相關活動 

重覆的內容 

德公組 

 

5. 透過早會短講、月會，跟各級同學講述及

分享與本年度重點培育的正向美德(「超

越」、「智慧」)有關的品格強項                      

1.  70%學生認同相關早會短講、月會的內容

富啟發性 

2.  70%學生能在學習或生活上展現相關正向

美德的性格強項 

3.  70%教師認同相關早會短講、月會有助’

加強正向氛圍。 

4.  每月不少於一次 

1. 學生問卷調查 

2. 德公課學習冊 

3. 正向行動小冊子 

4. 教師問卷調查 

 

1. 相關早會、月會附任務/挑戰，營造’

機會讓同學在聆聽後能在學習或生

活上展現相關品格強項。 

德公組 

訓輔組 

6. 舉講座和工作坊，讓家長認識正向心理學

和正向管教 

1. 全年舉辦最少兩次家長講座和工作坊 

2. 全校 20％家長出席 

3. 70%出席家長認同活動能提升自己對正向

心理學和正向管教的認識 

1. 德公組會議檢討 

2. 訓輔組會議檢討 

3. 家長問卷調查 

4. 家校應用程式訊息 

1. 進行講座和工作坊後，亦利用家校

應用程式向家長簡單報導講座的內

容及分享相關資訊，讓未能到校出席

的家長也有所認識。 

 

德公組 

訓輔組 

7. 透過 School App 中的「校長的話」及「輔

導資訊」，發放正向教育和親子活動資訊。 

1. 「校長的話」及「輔導資訊」全年各不少

於 4 次 

2. 50%家長閱覽 

1. 統計發放次數及閱覽

情況 

2. 年終家長訪談 

1. 上、下學期各 2 次發放相關資訊 

2. 亦善用學校網頁的走馬燈和校門 

大電視報導/發放正向教育和親子 

活動資訊 

校長 

訓輔組 



 

 

8. 配合七色孩子的主題，各科組在所籌組的

學生活動中滲入正向教育元素。 

 【22-23 年度：「情繫中華 擴闊視   

   野」，以培育「超越」(感恩、欣賞美好、  

   希望、心靈信仰、幽默感)與「智慧」     

(創造力、好奇心、愛學習、洞察力)為 

正向教育目標】 

1.  上、下學期參與科組就「超越」及「智慧」

各舉辦最少一次活動 

2.  70%負責推行活動的教師認同工作成效 

3.  70%參與學生認同活動具啟發性 

4.  APASO 第 49 項及第 60 項數據有正增長 

 

1. 科組檢視活動成效 

2. 科務核心小組檢視整

體成效 

3.  APASO 

4. 教師觀察 

5. 學生訪談 

1. 上學期以培育「超越」(感恩、欣賞

美好、 希望、心靈信仰)為目標 

2. 下學期以培育「智慧」 (創造力、

好奇心、愛學習、洞察力)為目標 

3. 不同年級不同範疇 

各科組 

科務核心小組 

9. 透過口號及主題歌，營造正向校園氣   

氛 

1. 全年一次舉辦相關活動 

2. 70%教師認同計劃成效 

3. 50%學生認同計劃成效 

1. 教師問卷調查 

2. 學生問卷調查 

3. 教師觀察 

1. 創作正向主題歌及進行展示 

2. 舉行急口令比賽 

3. 製作橫額 

4. 早會唱歌                                                                                                                                                   

    歌曲：《生命有價》、《我要用全身》 

音樂科 

訓輔組 

10.因應各科課程的學習內容，於課堂教學     

/工作計劃加入正向美德的學習目標，  

並設計延伸/體驗活動 

1. 全年一次 

2. 70%參與教師認同計劃成效 

3. 50%參與學生認同計劃成效 

4. APASO 評估報告第 78-85 項數據有正增長 

1. 科組檢視活動成效 

2. 科務核心小組檢視整

體成效 

3.  APASO 

4. 教師觀察 

5. 學生訪談 

1. 各科配合相關課題，加強正向教育 

2. 在進度表中顯示有關培育正向美德

的課題 

 

中文 

英文 

常識 

宗教 

11. 加強對正向教育的推廣：透過校園電視

台、彩虹道大電視，定期播放正向校園的

活動訊息，在校園內張貼金句、名人事蹟

及  正向新聞故事等 

1. 校園電視台、彩虹道大電視的訊息按時 

更換 

2. 校園張貼按時更換 

3.  APASO 評估報告第 78-85 項數據有正增

長 

1. 檢視校園電視台、彩虹

道大電視的訊息 

2. 檢視校園張貼 

3. 教師、家長及學生訪談 

4. APASO 數據檢視 

 

1.  訂定相關科組訊息發放時間的安排 

 

德公組 

訓輔組 

 

12. 透過非正規課程及家教會活動，鼓勵/  

營造機會讓學生活出正向生活(PERMAH)  

1.  於原有活動中滲入正向教育元素 

2.  APASO 評估報告第 78-85 項數據有 

正增長 

1. 檢視各組工作紀錄 

2. 教師、家長及學生訪談 

3. 統計 APASO 數據 

1.  於活動中加入對 PERMAH 的檢視 

2.  於試後活動時段舉辦相關特定活動 

德公組 

家教會 

活動組 

課程政策組 

 

 

 

 



 

 

目標：加強宗教與正向態度培養的結合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施行方案 負責組別 

1. 透過宗教科及宗教培育活動，讓學生認識基督及聖人的  

  事蹟，學習他們的正向美德及展現相關性格強項。(認識  

  校訓，認識及鼓勵學生活出五個價值之星及級主保所擁有 

  的正向美德及品格強項。)  

1. 每年級的同學 

都能認識擁有 

「超越」及「智慧」     

品格強項的聖人 

 

1. 檢視各年級之科組教學

計劃 

2. 科組檢視活動成效 

3. 學生訪探 

1. 上、下學期各介紹一位擁有「超越」及    

「智慧」品格強項的聖人事蹟 

2. 也介紹價值之星，讓學生認識其性格特徵及 

法寶，鼓勵學生在生活中走向圓滿/成長/

聖化。 

3. 亦於各年級介紹「級主保」所擁有與「超越」     

(感恩)有關的品格強項，並鼓勵同學多加 

展現和活用。 

宗教科 

2. 透過宗教佈置營造正向教育的氣氛，如張貼不同聖人的 

畫像及介紹其事跡。 

1. 同學能說出聖

人及價值之星

的名稱及性格

特徵 

2. 同學樂意發揮

相關性格特徵 

 

1. 檢視科組教學計劃 

2. 科組檢視活動成效 

3. 宗教科檢視整體成效 

4. 教師觀察 

3. 學生訪談 

 

1. 在小禮堂加設價值之星的立體擺設和張貼

相關金句 

2. 舉辦親子聖人拼貼畫比賽 

視藝科 

宗教科 

3. 透過宗教科與其他科目的跨科協作，以「互相配合」及「多

元策略」的方式為學生提供多元、適切和有意義的學習 

經歷。 

1. 70%參與教師

認同計劃 

成效 

2. 50%參與學生

認同計劃成效 

 

1. 檢視科組教學計劃 

2. 科組檢視活動成效 

3. 宗教科檢視整體成效 

4. 教師觀察 

5. 學生訪談 

 

1. 參與「眾裏尋祂」跨課程教學計劃，與中、

英、視進行協作，製作感恩卡。 

2. 與中、視、音合作製作「福音劇」。 

宗教科 

中文科 

英文科 

視藝科 

音樂科 

4. 「有機結合」天主教核心價值教育與正向美德的培育 1. 70%學生能明

白天主教核心

價值教育與正

向美德的關係 

 1. 教師觀察 

 2. 學生訪談 

1. 在滲入正向教育元素的活動後，教師利用圖

示及表列方式幫助同學整合。 

宗教科 

5. 在公教教師靈修日舉行正向教育活動，例如：靜觀、和 

   諧粉彩畫、禪繞畫等 

 

1. 全年最少舉辦 

   一次相關活動 

2.  60%老師能獲 

   取感恩的訊息 

教師問卷調查 

1. 公教教師進行靈修時加入頌砵/手碟/姆指琴 

2. 於教師發展日完成和諧粉彩畫 

宗教科 

視藝 



 

 

關注事項(二)：啟發學習新思維，促進教學多元化，讓學生樂學善學 

目標：運用多元化教學策略，優化課堂學習，增強課堂互動及學生參與，提升學教效能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施行方案 負責組別 

1. 安排及鼓勵教師參加工作坊或講座，裝 

   備教師教授計算思維能力的教學技巧及 

   應用編程於學科教學的技巧 

1. 全年舉辦最少一次相關工作坊或 

   講座 

2. 70%教師認同工作坊或講座主題能 

  提升教師專業發展 

教師問卷調查 

1. 老師報讀工作坊學習有關 SCRATCH 

   編程課題 

2. 常識科開展相關教學計劃 

教師專業 

發展組 

常識組 

2. 加強各科組就實踐科本多元化教學策略 

   所進行的專業交流 

1. 70%教師認同專業交流有助提昇 

自己應用多元化教學策略的信心 

2. 持份者教師問卷第 21,22 項之同意   

  觀感有顯著上升 

1. 檢視共同備課會議紀錄 

2. 檢視交流/分享紀錄 

3. 教師訪談 

4. 持份者問卷(教師) 

1. 除中、英、數、常、視、音、體外，本

年度亦會安排宗教科進行共同備課  

2. 老師就所屬小組作實踐經驗交流：   

編程、電子學習、「高階思維十三式」，

又或 開放課堂作教學分享 

教師專業 

發展組 

3. 透過電子學習加強師生互動 1. 70 %教師認同電子學習活動能增 

  強師生間教學互動 

2. 50 %教師恆常安排同學進行電子

學習 

3. 70 %學生認同電子學習能加強  

師生互動及學習參與  

1. 全年科會進行最少 2 次  

   檢討 

2. 檢視電子學習活動設計 

3. 學生問卷調查 

4. 教師自評 

5. 課堂觀察 

1. 資訊科技發展組支援相關科組在 

課堂上應用不同應用程式進行電子 

學習，例如 class kick 和 wordwall                                                                                                                                                                                                                                                                                                                              

 2.  BYOD 班別由 Padlet/Flipped 

Classroom 的課前預習成果開始課堂， 

教師就學生的預習/匯報進行點撥/回饋/

跟進教學。【小四及小五全年一次(上學

期兩科，下學期兩科)】 

資訊科技 

發展組 

 

中文組 

英文組 

數學組 

常識組 

4. 透過 STEM 跨學科專題研習，增強學生  

計算思維能力-編程能力、創造力及   

解難能力 

1. 參與科組最少進行 1 次跨學科共

同備課，會議中加入計算思維能

力-編程能力、創造力及解難能力

教學技巧 

2.  90%學生能運用編程能力進行  

專題研習 

1. 檢視跨學科共同備課 

會議紀錄 

2. 檢視學生專題研習  

課業 

1. 二年級︰BEE BOT(數、常) 

2. 四年級︰SCRATCH 控制機械人(常) 

3. 四至六年級︰Gigo(常) 

4. 五、六年級︰Micro:bit 編程(常) 

常識組 

數學組 

資訊科技組 



 

 

5. 裝備老師運用適異教學策略，設計不同   

的課堂活動，照顧學生學習多樣性，讓  

每位學生均能主動及有意義地學習。 

1. 為全體教師舉辦最少一次工作坊

或講座 

2. 學習圈能進行圈內交流，並跟全體

老師分享實踐經驗 

3. 70%教師認同工作坊或實踐經驗分

享能提昇自己運用適異教學策略

的信心 

4. 下學期共備試行一次 

1. 檢視教師進修紀錄 

2. 檢視交流/分享紀錄 

3. 教師訪談 

4. 教師問卷調查 

 

 

1. 為全體老師安排一次工作坊 

2. 委派老師擔任種子老師(中、英、數、常

各一位)，並作分享。 

3. 鼓勵老師參加適異教學策略工作坊 

4. 成立學習圈(4 位種子老師及 4CD 、

5CD、6CD 主科老師) 

教師專業 

發展組 

 

中、英、 

數、常科組 

 

6. 在課堂中加入「高階思維十三式」的   

教學，培養學生掌握不同的思維技巧，  

發展學生的高層次思維能力 

1. 共同備課及同儕觀課以「高階思維

十三式」為主題 

2. 參與科組在科會中分享有關教學

策略的成效 

3.  70 %學生能完成相關課業 

4.  70 %學生認同「高階思維十三式」

的教學有助提昇思維及學習成效 

 

1. 檢視共同備課會議紀錄 

2. 檢視交流/分享紀錄 

3. 檢視學生課業 

4. 課堂觀察 

1. 各科組選擇適合的「高階思維十三式」

設計教學活動，並進行說課。 

2. 每科組選 3-4 式「高階思維」，自行決定

於三至六年級持續使用。 

中文組 

英文組 

數學組 

常識組 

 

 

 

 

 

 

 

 

 

 



 

 

 

目標：善用課業和回饋，加強學生應用知識的能力，提升他們對學習的成功感 

策略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行動方案 負責組別 

1. 在課業中加入富趣味性、創作性、    

具挑戰性的元素，激發思考， 

誘發學生學習 

1. 科組能優化去年富趣味性的課業，  

  另外於最少三級設計富創作性元素 

  的課業 

2. 70%學生認同優化課業富趣味性， 

  誘發學習。 

3. 50%學生認同富創作性元素的課業 

  能啟發創意，誘發學習。 

4. 課業設計要能照顧個別差異。 

 

1. 檢視科組工作計劃 

2. 科組檢視活動成效 

3. 學生訪談 

4. 課堂觀察 

5. 檢視學生課業 

1. 調適功課量，騰出空間讓學生完成特定 

   課業。 

2. 加入富趣味性課業增至 6 級。 

3. 最少三級開始設計富創作性元素的課業，

或在趣味性課業加入創作元素。 

課程政策組 

各科組 

 

2. 善用多方回饋，提供機會讓學生展示學

習成果，以提升學生成就感。 

1. 科組全年最少安排 2次機會讓學生展示

學習成果 

2. 科組全年最少安排 1 次課業進行多方 

   回饋 

3. 學生持分者問卷調查第 9 項(我對學習

充滿自信) 數據有正增長 

1. 檢視科組工作計劃 

2. 科組檢視活動成效 

3. 檢視學生學習成果 

4. 學生訪談 

5. 課堂觀察 

6. 檢視學生持分者問卷   

調查數據 

1. 善用課室壁報及學校網頁展示學生成果。

(配合學校壁報製作) 

2. 持續每學期各級 2班上載佳作至學校網頁。 

3. 在課業加入同儕互評、家長回饋。 

4. 在操場放置流動壁報，展示學生佳作及相

片(音、體、視)。 

課程政策組 

各科組 

 

 

 

 

 

 



 

 

2022-2023 學年優化安排 

因應疫情對同學的影響，將會作出以下優化安排。 

1. 重整中默、英默及評估的安排 

1.中默、英默 分別在兩個不同的週次進行。 備註： 

1. 一年級不設評估週 

2. 一年級上學期不設考試 

3. 一年級 11月才開始默書 

2.英文科 Quiz 改以進展性評估進行，成績不會列入平時分計算。 

3. 評估 

  (二至五年級適用) 

設評估週(橫跨兩星期)，共設五卷，每天一卷。 

 中文閱讀 

 中文寫作 

 READING & WRITING 

 數學(評估次數由兩次減為一次) 

 常識 

2. 對應疫情下學生學習所受到的影響，半天上課的安排作出微調，放學時間延遲 15 分鐘至下午 1:15。 

2022-2023年度學生上課時間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08:10-08:15 早禱 靜觀、早禱 靜觀、早禱 靜觀、早禱 08:10-08:15 早禱、唱校歌 

08:15-08:45 升旗禮、班主任課 班主任課 教節 1 班主任課 08:15-08:45 教節 1 

08:45-09:15 教節 1 教節 1 教節 2 教節 1 08:45-09:15 教節 2 

09:15-09:45 教節 2 教節 2 教節 3 教節 2 09:15-09:45 教節 3 

09:45-10:15 教節 3 教節 3 教節 4 教節 3 09:45-10:15 教節 4 

10:15-10:30 小息 10:15-10:30 小息 

10:30-11:00 教節 4 教節 4 教節 5 教節 4 10:30-11:00 教節 5 

11:00-11:30 教節 5 教節 5 教節 6 教節 5 11:00-11:30 教節 6 

11:30-12:00 教節 6 教節 6 教節 7 教節 6 11:30-12:00 教節 7 

12:00-12:15 小息 小息 小息 小息 12:00-12:30 教節 8 

12:15-12:45 教節 7 教節 7 教節 8 教節 7 
12:30-13:15 

多元智能課 

(興趣小組) 12:45-13:15 教節 8 教節 8 教節 9 教節 8 

多元智能課目的： 1. 透過多元化的課程或活動，培養學生的多元智能，並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讓學生擴闊視野及得到均衡的發展。 

                 2. 透過班級經營活動及班際比賽，培養學生的歸屬感及團隊精神，並於學期完結時以各班在各項活動及比賽的表現計算班際紅黃藍綠 

                    大激鬥的總冠軍，頒發獎牌以示鼓勵。 

多元智能課內容： 以班為單位進行多元智能課，由老師以巡迴型式進行教授、特定主題/節日活動、班際競技比賽、講座。 

3. 幼小銜接 

       科組將會從加強自理能力、社交關係、書寫能力、認讀能力及適應小學上課模式方面制定工作計劃，並會加強同學對班及學校的歸屬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