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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一所天主教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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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訓：
榮主愛人 
自強不息

校    長：王玉嫻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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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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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簡介

學校使命

實踐基督的精神，

培育新一代的孩子，

締造和諧美善的世界。

辦學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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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設施

雨天操場

聖母像

英語室

圖書館AR科技學習設施	

二號樓梯主題：耶穌的奇蹟和比喻

全校各室設置醫療級空氣淨化器

三號樓梯主題：創世紀與耶穌一生

全校課室配置互動電子觸控屏幕

聖堂

籃球場一號門大型電子顯示屏

閱讀角

一號樓梯主題：苦路15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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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重視學生的品德培育，故生命教育課主要為

本校學生的需要而規劃，以培育青天學生素質為

目標。這些素質包括關愛善良、主動積極、自信

創新、忍耐等待及真誠可信。務求令學生更加深

刻地認識不同的素質，靈德組分別為這些素質設

計了一系列的天使角色，讓學生得到視覺上的體

驗之餘，亦可產生親切感。

青天學生素質 
— CPCPS

靈性及品德培育組

各班代表合力

完成青天學生

素質拼圖

我是靈德組

吉祥物—

青天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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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德組

青天學生素質

五位天使

靈德組送給

每位學生一隻

青天熊

靈性及品德培育組
啓動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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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著重發展學生良好品德行為，從而提升靈性

生命的價值。因此，靈性及品德培育組提供不同

層面的學習活動，讓學生經歷生命價值帶來的積

極意義。

正規課程方面，包括反思人生意義的生命教育課、

探討成長旅程中不同議題的成長課、凝聚師生關係

及班級經營的親親孩子課、以及凝聚青天跨年級學

生共融關係的「校園爸媽」。

靈性及品德培育
生命教育課

成長課

親親孩子課

	師生同樂，體現生命價值

學生之間互相信任

師生同行，一起分享生活經驗

學生在活動中互相分享

師生同行，接受挑戰

師生共同商討策略完成任務

老師鼓勵，永不放棄

共同反省活動帶來的啟發

團體合作，凝聚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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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及品德培育活動方面，包括挑

戰自我勇闖高峰的歷奇體驗、培養

學生自我覺察力的靜觀課程、以及

培養學生為將來而裝備今天的生涯

規劃體驗。

為塑造學生成為關愛及積極的青天人，靈德組籌劃

了不同的服務學習體驗，當中包括培育長幼跨代共

融的贖青喜動長者學苑、推動可持續生活模式的	

環保大使、提升公民責任感的青天公益少年團、以

及教導學生訂立儲蓄目標的理財大使。

我們期望學生能透過以上不同平台，學習擁抱生命

價值，並以基督的愛締造和諧美善的世界。

靜觀課程
朋友間互相祝福，準備歷奇挑戰

手指呼吸法

邁向目標，挑戰極限

數呼吸

升中模擬面試 大學生活體驗 模擬大學畢業

每個學生獲派中秋節
燈籠及雪梨

班代表於雨天操場進行Kahoot猜燈謎活動

學生開心地參與聯課活動

歷奇體驗

青天團圓慶中秋活動

生涯規劃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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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教 育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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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

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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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祈禱讓學生感受上主的臨在

紀念耶穌復活以體驗天主的愛

	一眾學生舉心向上向天父祈禱

透過四旬期砌圖活動，
反省自己的內心領養巴斯卦羊，以樂捐行動實踐義德

透過聖經探索耶穌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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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教 育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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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生命與生命的接
觸，反思自己的價值，
欣賞生命的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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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

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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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願意接受挑戰，
體現生命價值

以愛德行動體現關愛弱小的慈愛心

進行靜觀課，
讓心靈得到滋養

親子關愛齊啟動，決志在家庭中活出愛的價值

學生願意以修和行動締造和諧美善的世界

學生參與高空歷奇體驗，
從團體生活實踐生命價值

子女為父母洗腳，展現孝愛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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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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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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早會前到課室協助小一

學生適應校園生活。 每年12月及5月，本校會廣邀

區內幼稚園家長到校觀課，讓

家長了解本校教學模式。

幼小銜接

幼稚園家長觀課及校長講座，讓家長了解本校教學模式

廣邀本區幼稚園生於「愉快學習日」
體驗本校各科目的課堂

與小一新生慶祝小學上學10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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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派位

近年本校畢業生超過50%被派往以下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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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林大輝中學

嘉諾撒書院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本校於中秋期間舉辦幼稚
園親子填色

繪畫比賽

六年級畢業生於「愉快學習日」
回校當服務生，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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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班及英文拼音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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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以粵語作為中文課堂語言，涵蓋閱讀、寫

作、聆聽、說話、文學、中華文化、品德情意、

思維與語文自學九個學習範疇，其中以文學、中

華文化、品德情意、思維與語文自學五個範疇為

學習內容的主體，以閱讀、寫作、聆聽、說話四

個範疇為能力導向，達到對中國語文有較全面的

認識與提高學生語文能力，配合天主教五大核心

價值從而培養品德情意與繼續學習本科的興趣。

本校善用不同的網上閱讀資源，希望能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和

文法能力。透過網上閱讀平台Scholastic	 BookFlix	 &	 Literacy	

Pro	 Library，學生可按閱讀系統或英文老師的安排，在家閱讀英

文圖書。六年級學生可以登入Disney	 Grammarland電子學習平

台，完成網上文法遊戲。

本校也在多元智能課

中舉辦「開心學英

語」和「英語話劇

（廣播劇）」小組，

讓學生能藉此提升英

語能力及學習英文的

興趣。

英 文 科

中 文 科

全校師生於中國文化日穿上華服向大家拜年

參賽作品
英語廣播劇比賽劇目

Escape	from	the	Butterfly	Flu

學生們一起製作中國傳統手工藝

范神父落力為大家表
演雜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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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數學科以實踐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生命、愛德、

義德、家庭、真理為原則，透過數學教育培養學生的邏輯思

維和探究精神，從而發展學生尋求真理的能力。在課堂上，

教師透過多元化的活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以提升學生的

運算及解難能力，並透過強化學生對數學概念及語言的理解

及運用，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本校常識科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歷，積

極參與校外各種相關的支援計劃，重視STEM教

育，啟發學生的創意潛能，發揮孩子的探究精

神，並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

	

本校參加了教育

局的校本支援計

劃，由大學教授

帶領下進行一系

列的研習活動。

數 學 科

常 
識 科

專題研習 
學生作品

實驗活動，認識冷和熱的科學
概念。

老師清晰引導學生實驗的步驟
。

透過一人一花栽種活動，培養環保意識，增加學生對植物
生長過程的了解。

學生積極參與科學實驗
在疫情下，本校仍積極為學生舉行各種活動，

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

學生利用數學遊戲學習邏輯思維
學生在早讀時閱讀數學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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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 探究科學校內 探究科學

EV3機械人編程課外活
動「智能機械由我創
2021」賽前準備。

香港大學電機電子工程系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主辦「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2020/21)，蔡美霞老師於英國語文教育組別獲得銅獎。

電子學習

在疫情期間，學生利用各種的電子器材進行比賽。

運用平板電腦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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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課程

配合各級的學習課題，進行混合式教學，
學生在復活節假期期間，將實驗的製作過
程拍成短片，並分享到電子學習平台，讓

老師和學生給予回饋。 學生透過動手做的實驗過程，認識不同物料的保冷效果。

無人機

參觀室內小型FPV競速機耐力賽：學生透過VR觀看無人機飛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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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積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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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生活 多姿彩

凝聚師生活動

六年級畢業活動留下美好回憶

聖誕聯歡會

劍擊校隊

畢業典禮明愛賣物會活動

結業禮

機械人課程

跆拳道

男子籃球校隊

乒乓球班

男子足球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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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宗教教育獎 凌卓桐、Kathlyne	Rose	Mercado、林穎嘉、崔德晴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獨誦）

季軍 譚迦睿

優良 凌卓楠、于澔賢、陳筠喬、梁芷僑、梁佑晴、黃嘉熹、項錫富、袁晴楒、李芷瑤

良好
黎洛桐、劉希藍、潘采婷、林紫晴、古世寧、翁 芬、劉貝兒、
連子善、黃可柔、張芷榆、屠紫媃、譚愷晴、彭嘉怡、文仲賢、陳逸鋒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獨誦）

亞軍 廖因信

優良
何倩晴、潘采婷、張沅晴、陳巧心、李采芝、古世寧、曾浩申、胡善雅、劉貝兒、郭熹駿、
蔡曉澄、連子善、方曉韻、黃俊華、梁智學、Kathlyne	Rose	Mercado、李芷瑤、金新偉

良好 黃晉㙟、李奇澧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獨誦）

優良 屠予睿、陳皓賢、張文希、文思穎、黃芷霏、梁智學、黃月晴、劉惠琳、姜麗雅、蔡佳㛓
良好 黃昕茹、周嘉莉、鄔安琪

余振強紀念中學45周年校慶
小學徵文比賽（中文組）

金獎 黃雅君、葉子亮

銀獎 徐芷柔、陳思行

銅獎 何穎蕾、鄧栢盈

優異獎 李	 欣、彭嘉怡、林紫晴、鄔安琪

余振強紀念中學45周年校慶
小學徵文比賽（英文組）

金獎 葉子亮

銀獎 陳希悅

銅獎 凌卓桐

優異獎 朱健俊、林	 毅、林紫晴、蘇晉樂、黃月晴、譚愷晴、唐卓廷、黃域迅、林進希

活動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第三十二屆舞動香江大賽 少年組：冠軍 凌卓桐

2020韻律杯全港藝術體操公開賽
個人全能：冠軍	
球操：冠軍	
徒手：冠軍

凌卓桐

香港游泳協會抗疫自強游泳短池分齡錦標賽

50米背泳季軍	
50米蝶泳季軍

屠予睿

50米自由泳亞軍	
50米背泳亞軍	
50米蝶泳殿軍

屠紫媃

2020全港社區藝術體操公開賽

圈操第一名	
縄操第一名
徒手操第一名	
球操第一名	
個人全能第一名

凌卓桐

Dance	Explosion	Online	Dance	Competition	in	UK Modern/Jazz:	3rd	place 凌卓桐

Starz	UK–The	Ultimate	UK	Dance	Competition Jazz/Modern：2nd	place 凌卓桐	

2020亞太盃國際藝術體操邀請賽（線上）

縄操：第三名	
球操：第四名	
個人全能：第二名
GymDance:	第二名	
Pre-JuniorTeam:	第二名	
Special	Award:	Miss	Expression

凌卓桐

舞出小天地—全港兒童舞蹈比賽 個人舞藝術體操：冠軍 凌卓桐

香港藝術體操錦標賽2020
徒手操：第二名	
球操：第二名	
個人全能：第二名

凌卓桐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2020-2021年度全港藝術體操公開賽
預備中級組：球操第一名	
徒手操第一名

凌卓桐

第八屆凱港盃2020年全港學界舞蹈音樂藝術節 藝術體操舞：銀獎 凌卓桐

第十一屆香港傑出兒童舞蹈比賽 爵士舞：第2名 凌卓桐

第十二屆新歲盃香港圍棋公開賽 精英組：亞軍 葉子亮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1 中童組西畫：銅獎 林穎嘉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第四十六屆全港少年鋼琴精英賽 第一級：冠軍 文躍晞

全港中西滙萃青少年音樂家大賽 Piano	grade	3:	1st	place 陳巧心

防火安全海報設計及圖畫填色比賽

銅獎 孫紫琪

嘉許獎
張嘉恩、鄧媄華、鍾希敏、周紫瑩、
林柏藍、鍾蕊琳

近年校際

活動獲得的獎項：
學生          表現（學生獎項）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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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推行「校園爸媽」計劃，主要對象為一至

二年級的學生。計劃由本校老師擔任校園爸媽

的角色，帶領8-10位一至二年級的學生組織

成不同的家庭，家庭聚會時，透過不同的活動

包括互相認識、遊戲、分享等，營造跨年級的

共融關係及校園內互相關愛的氛圍。

哈羅香港國際學校英文拔尖課程
本校的英文科與哈羅香港國際學校合作，為二至三年級的學生舉

辦英語拔尖課程。哈羅小學校長親自教授的英語課堂，主要是透

過考察及高階的提問技巧，提升學生的寫作及溝通能力。

校園爸媽與子女合照校園家庭與青天熊合照

青天特色 活 動

Harrow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	Kong

校園爸媽

校園家庭聚會，
一起進行桌上遊

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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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本校交通資訊
交通路線：

西鐵（屯門站）

輕鐵（屯門站及杯渡站）
505、507、751、614、614P

巴士
60M、263、263A、B3M、961、A3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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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鐵接駁巴士
K51、K58、506、K53、K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