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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基督的精神，培育新一代的孩子，締造和諧美善的世界。

學校使命
1. 效法基督的精神，發展全人教育，讓學生感受到自己的獨特

性，並能為社會帶來和諧與祝福。

2. 提供以學生為本的課程，發展學生的潛能和培育藝術修養，以

達致「終身學習」為最終目標。

3. 營造健康校園，創造學習生活空間，讓學生愉快地茁壯成長。

校監：廖雅倫神父

校長：王玉嫻

學校類別：津貼（全日制）

班級數目：24班

聯繫中學：屯門天主教中學

辦學宗旨

近年本校畢業生超過50%被派往以下英文中學：

★ 拔萃男書院

★ 聖士提反書院

★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 屯門官立中學

★ 南屯門官立中學

★ 屯門天主教中學

★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 趙聿修紀念中學

★ 李兆基書院

★ 長沙灣天主教中學

校訓：榮主愛人 自強不息

全體教職員

聖母像

學校簡介
本校為一所由天主教教會開辦的學

校，隸屬天主教香港教區，創辦於1972

年。本校配合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生

命、愛德、義德、家庭、真理），鼓勵

學生在學業、品德、才藝、秩序及服務

五方面不斷自我增值，學生透過不同的

學習模式，學習基督的生活態度，在日

常生活中實踐榮主愛人，自強不息的青

天精神。

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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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銜接
本校非常重視為小一學生提供適切的入學支援，除了透過「準小一講座」，亦提供「免費暑期興趣班」、「暑

假小一銜接課程」，讓家長及準小一生均盡快適應學校的新生活。另外，本校會安排高年級學生擔任大哥哥大姐

姐，於午膳時段，到課室協助小一同學適應校園生活。

每年11月及5月，本校會廣邀區內幼稚園家長到校觀課，讓家長及早了解本校教學模式。

廣邀本區幼稚園生於「愉快學習日」體驗本校各科目的課堂

本校師生、校友及本區幼稚園生在中秋綵花燈晚會中同樂幼稚園家長觀課及校長講座，讓家長了解本校教學模式

與小一新生慶祝小學上學100天六 年 級 畢 業 生 於 「 愉 快 學 習
日」回校當服務生，薪火相傳

仁濟醫院友愛幼稚園到校參觀活動

暑假小一銜接課程讓準小一生盡快適應小學生活

準小一生參加本校免費暑期游泳班、邏輯思維班及英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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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我們的孩子能辨別善

惡和真偽，能說真話和做合乎

道德的行為，亦具備為捍衛真

理而不怕犧牲的精神。

牧羊人帶領羊群走近耶穌，我們就如這些羊群
一樣，聆聽耶穌的說話，因為耶穌就是真理。

培育我們的孩子能尊重

他人的權利，建立和諧平等

的人際關係，能重視個人和

整體的利益。

天主教五大 核心價值真理

義德

透過認識氣候變化，提高珍惜生命的意識

耶穌為愛我們而犧牲自己，成為聖體  讓我們去領受，寓意與我們一起同喜同悲。

同學與長者交流對話

神父及全校師生於本校聖堂舉行宗教禮儀

五年級學生前往天水圍聖葉理諾堂進行朝聖

各級同學於宗教日進行宗教歌曲比賽

我們都是天主所創造的，每個人都是獨特、
尊貴及有價值，而能力較強照顧能力較弱的
行為，就是體現義德的表現。

透過巴斯掛羊捐獻，幫助社會上的弱勢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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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為長者獻唱表演

培育我們的孩子欣賞生命

的神聖性，重視天主賜給我們

的生命禮物，以展現人類整體

的快樂和幸福。

天主教五大 核心價值

天主願意我們在家庭中喜樂地
成長，建構和諧的關係。

培育我們的孩子在家庭內

學習彼此相愛、彼此尊重。因

為家庭是社會組成的基礎，緊

密而融和的家庭是兒童及青少

年成長的優質土壤。

家庭

生命

愛德

家校相處樂融融

親子旅行樂悠遊

透過生命與生命的接觸，反思自己
的價值，欣賞生命的恩賜。 「 生 命 教 育 流 動 車 」 到 校 舉 行 攤 位 遊

戲，學生模擬長者的身體狀況進行任務

環保大使米埔考察活動

培育我們的孩子能與人分

享愛和喜樂，學習謙虛地彼此

服務，照顧有需要的人，尤其

是社會上的弱勢社群。

耶穌為愛我們而犧牲自己，成為聖體  讓我們去領受，寓意與我們一起同喜同悲。

製作「毛巾蛋糕」致送給長者

學生撰寫心意咭給生命中重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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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課程設計提升學習興趣
各科設計多元化學習活動，配合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擴闊學生的學習經歷。日常課堂設計，以「高互

動、高參與、高分享」作為課堂目標，滲入應試的技巧及策略，並訓練學生課前預習，提升學生學業成果。同時，

定期舉行戶外學習、提供各種平台及讓學生多參與比賽，提升他們對各科的興趣及其自信心，從而達至終身學習。

戶外學習—參觀科學園

外籍英語老師授課 同學主持普通話早會

全校師生於中國文化日一同穿上華服參與攤位遊戲及進行中國傳統文化活動

戶外學習—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 同學在「英語日」參與攤位遊戲

同學與外籍老師一同主持英語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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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家長觀課，讓家長了解學生學習情況 小小演奏家於小息音樂會盡展才藝，亦培養同學欣賞音樂的能力

視藝課後活動班提升學生繪畫及黏土技巧
賽馬會音樂密碼教育計劃—
混合四重奏音樂表演

於數學日進行班際數學比賽
各級於小息時段進行數學競技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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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探究STEM及電子學習
本校推行科學探究STEM及電子學習，積極參與校外各種相關的支援計劃，培養學生的研習能力及建構科學知

識，發揮學生的創意潛能，提升學生學習的自主性。

校內科學探究STEM課堂：

各科加入電子學習元素：

常識科電子學習各級主題：

滅聲行動 氣球火箭
不同物料的透光度 於早會「常識皇」分享

科創時事新聞

參與元朗科技大賽—
智能產品設計

於全港中小學STEM機械人大賽2019奪得第五名

參與全港中小學Mr. STEMer 
Micro:bit 編程大賽2019

參與Google Block比賽2019

數學科以平板電腦鞏固學生對圖形的周界的認識

英文科以電子教學鞏固課堂
知識，提升學習興趣中文科以平板電腦進行協作教學

香港乘車易 中華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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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多姿釆
帶領學生參與各種比賽，配合訓練，發揮學生潛能，同

時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讓他們學會管理情緒及時間。透

過讓學生參與多元智能活動，一方面擴闊學生學習範疇，一

方面提供平台讓學生得以展示所長，以達至全人發展。

青天運動會「師生接力」

於屯門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獲得佳績六年級教育營留下美好回憶 全港小學拉丁舞比賽獲得

全場總冠軍及各大小獎項

才藝匯演:

武術
古箏

跆拳道 普通話話劇 合唱團

英語話劇 小提琴演奏 拉丁舞 學校旅行師生同樂

本校女子籃球隊於多個比賽

中屢獲佳積

本校男子籃球隊於多個比賽中屢獲佳積
於侯寶垣盃小學校際數

學挑戰賽奪得多個個人

及團體獎

於 香 港 校 際 朗 誦 節
英詩集誦勇奪冠軍

全港小學學界閃避球

新秀賽男子組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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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天同學在曲阜明德學校合照

青天同學正在體驗皮影
戲的傳統藝術

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

參觀大館

青天同學和紐西蘭學生
一起上戲劇課

紐西蘭遊學團合照

本校同學正在上陶藝班
本校同學到一所潮州小學進行交流

青天同學遊覽韓文公祠

青天同學暢遊澹浮院，體驗澹泊名利，寄情

山水的意境

青天同學與潮州小學生較勁一番，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青 天 同 學 正 在 體 驗
沙畫創作藝術

青天同學正與曲
阜明德學校同學
進行交流活動

遊覽孟廟了解儒家文化

青天同學到Muriwai Beach

全方位境外遊學擴視野
本校每年均為各年級學生安排全方位學習日，亦每年為高小學生籌辦三次境外遊學交流團，並獲教育局撥款資

助學生部分旅費，足跡已踏至紐西蘭、潮州、韓國、河源、梅州、四川、新加坡、北京、上海、長江三峽、台灣、佛

山、西安、江西、河南等地方。

全方位學習日

紐西蘭

潮州

青天同學和當地學生
一起上烹飪班

青 天 同 學 參 加 當 地
小學的運動會

境外遊學團 

山東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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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育人育才
本校校長、教師、學生及家長一直互相支持、共同合作，為孩子營造一個充滿愛的環境，使他們成為愛家、

愛校、愛社會的未來棟樑。此外，本校亦積極舉辦不同的講座、工作坊和親子活動，讓家長掌握支援子女學習的

方法，及與子女發展更深厚的親子情。

凝聚校友 回饋母校
本校已有四十多年的辦學歷史，校友早已遍

佈各行各業。校友會凝聚校友的力量，透過不同

的活動，增進校友對母校的歸屬感；同時積極支

持母校發展，回饋母校的深恩，薪火相傳母校的

優良傳統，冀能對母校有所貢獻。

校友會同樂日

校友會遠足活動

家教會黃昏親子燒烤 家長學堂—人體彩繪

家教會親子旅行

家長義工聚餐

家長學堂—蚊怕水及潤唇膏製作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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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年度學生非凡成就表現
*其他獲獎項目可瀏覽學校網站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個人獨誦—粵語—第一名、第三名

Choral Speaking—Primary 4-6 Girls—Champion

Solo Verse Speaking—2nd runner-up

屯門區兒童故事演講比賽—冠軍

海鷗社「參加兒童故事演講比賽 2018」—高小冠軍

天主教南華中學「家．在香港」中文標語創作比賽—金獎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團體賽第九名、團體賽第十名、個人賽金獎

環亞太盃國際數學邀請賽進階賽—特等獎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小學組）第五屆數學比賽—團體賽第九名

侯寶垣盃小學校際數學挑戰賽—個人金獎、隊制賽銀獎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019（香港賽區）—金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2019（香港賽區）預選賽—一等獎

2019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初賽—金獎

2019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晉級賽—金獎

國際學科評估數學—高級榮譽證書、榮譽證書

全港「藝海之星」綜藝比賽—普通話小學詩詞（P5）亞軍

全港普通話話劇比賽—傑出合作獎

天主教香港教區宗教教育獎—宗教教育獎

全港中小學 STEM 機械人大賽 2019—第五名

仁愛堂陳黃淑芳紀念盃（籃球）—女子組季軍

蔡章國盃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女子組亞軍、男子組季軍

浸信永隆中學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女子組亞軍

恩平工商會李琳明中學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女子組亞軍

加拿大國際藝術體操邀請賽—圈操冠軍、個人全能第五名

女皇杯 - 香港國際藝術體操及美學體操邀請賽—個人圈冠軍、個人繩冠
軍、個人絲帶冠軍、冠軍、個人全能冠軍

屯門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女子單打季軍

「梁植偉盃」小學跳繩邀請賽—二重跳冠軍、單車步冠軍、交叉開季軍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單車步冠軍、跨下二式冠軍

全港跳繩速度比賽—側擺開跳亞軍、雙腳前跳亞軍、交叉開跳季軍

全港空手道青少年大賽—初級組形亞軍

全港小學學界閃避球新秀賽—男子組季軍、女子組殿軍

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小童組西畫銅獎

防火安全海報設計及圖畫填色比賽—嘉許獎

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大賽（黏土創作）—中童組 創作大獎

第十五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拉丁舞）

查查查—冠軍、亞軍、季軍、第一名、第三名、三等獎

倫巴舞—冠軍、亞軍、季軍、第一名、第二名、二等獎、三等獎

牛仔舞—亞軍、季軍、第一名、第二名、三等獎

鬥牛舞—冠軍、亞軍、季軍、第一名、第二名、一等獎

森巴舞—冠軍、亞軍、季軍、第一名、第二名、二等獎

快步舞—冠軍、亞軍、季軍、第二名

華爾茲—冠軍、亞軍、季軍、第一名、第二名、

探戈—冠軍、亞軍、季軍、第一名、第二名、二等獎

第十五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拉丁舞）—全場總冠軍

屯門區分齡少年游泳賽 50 米—
背泳亞軍、自由泳亞軍、蝶泳亞軍、背泳季軍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 100 米—背泳季軍

YM 分齡游泳賽—50 米蝶泳季軍

屯門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乙 50 米自由泳季軍、女乙 50 蛙泳亞軍、女乙 100 米蛙泳亞軍

屯門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男丙 50 米自由泳季軍

屯門體育會有限公司主辦屯門盃分齡少年游泳賽—

男子 F 組 100 米自由泳亞軍

香港學校音樂節級高音直笛獨奏—優良、良好

香港學校音樂節直笛二重奏—良好

香港學校音樂節—級小提琴獨奏、四級小提琴獨奏—優良、良好

香港學校音樂節一級鋼琴獨奏、二級鋼琴獨奏、三級鋼琴獨奏、四級鋼琴

獨奏、六級鋼琴獨奏—優良、良好

香港學校音樂節小學合唱隊—優良

交通路線：
西鐵屯門站

香港輕鐵路線（屯門站及杯渡站）
505、507、751、614、614P

香港巴士路線
60M、263、263A、B3M、961、A33、A33P、A33X

專線小巴
40、42、43、43A、43B、43C、43S、44A、44B、45、49S

西鐵接駁巴士路線
K51、K58、506、K53、K52

SCHOOL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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