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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環境

學校簡介
    本校於一九六五年由「香港中國
婦女會」創辦，至今已踏入第五十六
年，最初只有十二個課室，分上下午
校。於一九九七年  蒙前教育署撥
款擴建校舍。校舍擴建後，本校即
於一九九九年九月開始轉為一所擁有
三十個課室的全日制學校。

教師年資
0-4年(5%)
5-9年(14%)

超過10年(81%)

本年度
關注事項

1. 營造正向校園文化，
促進活躍及健康的生活模式
2. 善用電子學習工具，
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

促進自主學習 教職員資料
    本年度教師有59名，學生輔
導人員2名、外籍英語教師3名、行
政主任1名、文員4名、教師助理5
名、資訊科技技術支援員2名及
工友9名。此外，本校全部英

文及普通話教師均達語
文基準要求。

校長及
教師學歷

碩士學位或以上(36%)
學士學位(100%)

    本校是一所擁有三十個課室的標準校

舍，另有獨立禮堂、電腦室、中央圖書

館、童夢巴士圖書館及STEM室、活動室、

英語室、音樂室、多用途室、籃球場等。

全校的課室、特別室及禮堂均有冷氣及電

腦設備，讓同學在舒適的環境下學習；每

個課室均設置儲物櫃，讓同學減輕書包的

重量。此外，本校設有多間特別室及多個

操場，讓同學進行不同的學習活動。	

辦學宗旨
    本校的抱負及使命是為秉承辦

學團體的辦學宗旨：提供多元優質教
育，實踐校訓「博學篤志」，樹立學生
良好品格及培育國家社會棟樑。本校
旨在為學童提供全人教育，著重學童
「德、智、體、群、美」五育的發
展，並致力建立淳樸的校風及

締造愉快的校園生活。

數科樂園

活動室

多用途室

童夢巴士圖書館

禮堂

操場

英語室



兩文三語 奠定基礎
    中文科方面，本校在二至六年級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文」

的課程，以「讀—說—寫」為重點，提升學生的中文能力。

本校初小以「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透過有趣而有效的方

法，讓初小學生循序漸進地學習中文，以鞏固學生的學習基礎，

從而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另外，本校推展「童書教學」校本課

程，透過「童書教學」，美化學生的心靈，引發他們的閱讀動機

和興趣，讓學生喜愛閱讀，並逐步培養出閱讀與自主學習的知識和能力。

    英文科參加教育局的「英文閱讀和寫作計劃(PLPRW)」，透過外籍英語老師及英文科任老師

讓學生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提升閱讀和寫作能力。此外，在三至六年級推行ELTA Programme，

透過外籍英語老師，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本年度參加香港中文大學的 ''Using e-Learning  to 

develop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21st century skills  in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ers' 

assessment  literacy'' ，重點發展四年級的英文閱讀和寫作課程，以提升學生的閱寫能力，加入自

主學習的元素，包括電子學

習、思維導圖、延伸閱讀等元

素，內容多元化，深化學習，

提升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及學與

教效能。

重視專業發展
    學校重視教師專業發展，舉辦教師發展日、講座、分享課等，以促進教師的交流。

資訊科技及電子學習
    全校課室和禮堂已舖設全新的無線網絡和寬頻，並購置

超過二百台iPad，讓全級學生能以一人一機形式在課室進行

電子互動學習。

    電腦室設有三十四台

手提電腦，學生可獨立使

用一台上電腦課，亦可進行分組學習或自學，學習效果理想。

    本學年開始在不同年級試行運用Google Classroom校本電子學

習平台，推展以「翻轉課室」模式的電子學習教學活動，設計具不

同適切性的課前預習和課後延伸的學習內容，讓學生能自主學習，

進一步發展高階思維能力，並能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與此同

時，運用多元化的電子學習資源，如︰Padlet、Nearpod、Kahoot!、 Edpuzzle等電子學習工具，設

計豐富而有趣的學習活動，加強課堂互動性，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除此之外，於各級的電腦科課程或多元智能課中，增新編程課程，如︰ozobot、Scratch、

mBot、micro-bit、3D Printing等

等，同時配合以STEM主題為本的專

題研習活動，透過進行手腦並用的 

STEM學習活動，培養學生對STEM

教育的興趣和好奇心，從而提升學

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的能力。

課程特色

英語室

SDL-STEM學習設計獎 
STEM組和校長合照

外籍英語老師透過做蛋糕，
讓學生學習英文寫作 蛋糕出爐了!

English workshop

普通話早會

香港大學教育應用資訊科技發展中
心頒發的獎座



數理科技 主動探索
    數學科推行應用題校本課程，學習解題策略及

解題工具，設高階思維題目庫，提升學生的解難能

力。本年度數學科參加香港中文大學的「促進實踐

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重點發展一年級

的課程，透過生活化的內容和學習活動，讓學生掌握及明瞭抽象的數學概念。

    本校推動STEM教育，為學生提供更多學習活動，讓學生能有效地結合科學、科技與數學知識，

運用和發揮探究、協作和解難能力，發展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培養創意和創新的精神。本年度常

識科參加香港大學的「以全方位自主學習推展校本STEM課程」，重點設計高小的課程。本校更在教

師獎勵計劃2021榮獲三個獎項，分別為SDL-STEM創新學校發展獎、SDL-STEM創新學校多層領導學

習獎及SDL-STEM學習設計獎，實在令人鼓舞。

多元化活動

自主學習 高階思維
    善用資訊科技資源，推行電子學習，優化課

程，深化課堂教學，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在課程加入創意、高

階思維元素、自主學習和STEM教育的元素，透過課堂有效的提問和課

堂活動，刺激學生思考，增強互動性，讓學生多角度思考。

    本校著重培育學生多元化發展，積極鼓勵學生

參與課堂內外活動，發展個人潛能。活動分別有：

多元化評估
    全學年舉行三次總結性評估，另

外，設有進展性評估。除了試卷外，

教師亦利用課堂觀察、口試、課業、

閱讀紀錄、專題練習、技能及態度等

評估形式，以評估學生的學習表現，

讓家長更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

結合生活 體驗學習
    本校為學生創造豐富而多元化的學

習經歷，舉辦境外交流、全方位學習活

動，結合戶外參觀和專題研習，培養學

生的共通能力，讓他們得到全面而均衡

的發展，奠下良好的學習基礎。

學習活動
    參觀活動、Stem同樂日、球類比賽、攤位活

動、English Fun Day、中文講故事比賽、中、英文寫

作比賽、普通話月、423世界閱讀日活動等。

English Assembly English Fun Day 中文講故事比賽

五年級同學利用mirco.bit
製作智能信箱

423世界閱讀日得獎同學

普通話早會活動

資訊素養問題比賽頒獎

同學在STEM課一起動手
動腦進行探究活動

Halloween

423世界閱讀日獲有趣動聽獎 

互動劇場—
「透過戲劇實踐法治」

健康促進學校計劃攤位同樂日



多元智能活動
    球類、電腦、中文小精

兵、英語、普通話、西方舞、

DIY小手作、喜閱天地、小小

科學家、數學小博士、手工

藝、編織、音樂等二十多項。

小小藝術家—壁畫創作

舞蹈團

管弦樂團

中國鼓隊

DIY小手作小小科學家

中樂團

數學小博士

編織

團隊訓練
    管弦樂團、中樂團、中

國鼓隊、合唱團、中國舞

團、西方舞團、田徑隊、各

類球隊、語文智叻星、英語

大使、普通話大使、集誦、

奧林匹克數、小小藝術家、創意機械人、常識智叻星、校

園電視台、3D模型設計師、戲劇等。

創意機械人



校風及學生支援
    本校素以校風淳樸，學生循規有禮見稱，甚得區內人士歡迎及讚賞。
    在學生支援方面，為了切合學生發展的需要，除了設有生命成長課，培育學生具備「丘
小」學生的生命教育素養要求：關愛、盡責、自律、堅毅及自信外，也會透過不同的訓輔活
動，例如「丘小Smart Kids獎勵計劃」、「風紀培訓」、「Super Class秩序比賽」及講座
等，以培養學生的品德及正面價值觀，讓他們發揮個人潛能，使其成為良好公民。此外，與
駐校學生輔導人員推展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並安排發展性輔導活動，例如：多元化講座、目
標導向小組、學生義工訓練、小六生活營、歷奇活動等，以幫助學生掌握生活及學習技巧，
增強學生的解難及領導能力。

大型活動
    聖誕聯歡會、旅

行、運動會、親子日

營、STEM DAY、中

華文化日等。

收費興趣班
    英語班、中國舞班、西樂

班、中樂班、繪畫班、奧數

班、科學探索、乒乓球隊等。

制服團隊及社會服務
    小女童軍、幼童軍、公益少年團及義工訓練等。

運動會

生命教育─自律之星

秋季旅行 聖誕聯歡會

古箏班 小提琴班

小女童軍、幼童軍

ZOOM中華文化日

風紀就職典禮

小四堅毅活動「我做得到」獎勵計劃 小一啟蒙禮 小六成長的天空

校本輔導活動─友誼之星

長號及短號班



家校合作

學生在學業及學業以外的表現
獎學金
    本校設立「香港中國婦女會」、「丘清清」、
「梁靳羽珊」及「家長教師會」獎學金，對學業表現
突出、品德表現優異、各科成績表現傑出、成績或操
行進步的學生，給予表揚和獎勵。

小六升中派位成績  
    本校學生升中派位成績理想，獲派第一志願的佔89%，獲派首三志願的佔97%。最多學
生獲派往的英文中學是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有18人，港島民生書院有15人，而其他獲派往
的英中分別是英華女學校、庇理羅士女子中學、聖士提反書院、張祝珊英文中學、聖馬可中

學、香港真光中學、嘉諾撒書院、中華基金中
學等。此外，本校學生獲派其他中學有金文泰
中學、衞理中學、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顯
理中學、慈幼英文學校、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嶺南中學、嶺南衡怡紀念中學等。

志願 本校 全港

首志願 89% 81%

首三志願 97% 92%

    家長教師會成立至今多
年，每年均舉辦親子日營或親
子一日遊，並會定期舉辦家長
專題講座及家長義工興趣班。
家長義工熱心服務，協助學校
推行活動，如看管午膳、伴讀
計劃、說話小先鋒計劃、中華
文化日、運動會、開放日，亦
會協助圖書館工作、帶領全方
位活動、繪畫壁畫等活動。

量體溫

中華文化曰
家長義工

香港中國婦女會主席授憑

小六升中派位

畢業聚餐 科技同樂日

家長日慈善花卉義賣

愛心送暖大行動



體育項目 獎項

2020 恆生「新一代」乒乓大比拼 男子 8 歲組優異獎  

音樂項目 獎項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三級鋼琴獨奏 亞軍 

五級鋼琴獨奏 季軍 

榮獲：4 項金獎；18 項銀獎；4 項銅獎

音樂智能之香港青少年
盃國際音樂比賽   

小三至小四組—大提琴 季軍  

小五至小六組—豎琴 優異獎  

2020 Hong Kong Music
Open Competition  

Harp Gold Medal

International Young Artist Music 
Contest 2020   

Class H5 Harp Third Place

Class S5 Strings Instuments Third Place

VMEB Video Competition (Spring) 
Hong Kong Region 2021

Piano Grade 5 Merit

第八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香港區初賽）

小提琴級別組一級組 季軍  

小提琴公開分齡組兒童 A 組 冠軍 

鋼琴專題組鋼琴小奏鳴曲組 金獎 

（國際總決賽）

豎琴五級組 亞軍 

小提琴級別組一級組 殿軍 

小提琴公開分齡組兒童 A 組 殿軍  

2020 華夏之星青少年藝術
展評古箏考級曲專項賽

省級公開賽—三級組 三等獎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2021 幼童組 銀獎  

第一屆全港學生木管樂比賽 小學 P5-P6—單簧管組別 銅獎  

藝術項目 獎項

2020 繪出我潛能創作比賽 小學組 最具創意作品獎

第二十五屆全港中小學
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英文硬筆書法小學組 
優秀入圍獎

「世界心臟日」香港心臟基金會繪畫
比賽 2020—小學組

團體最踴躍參與獎 銅獎

個人獎 冠軍

精英獎 優異獎

我的動物朋友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金獎  

我家愛寵全港繪畫比賽
初級組 優異獎 

高級組 優異獎 

關顧動物感受—全港小學生繪畫比賽
初小組 優異獎

高小組 亞軍

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2021 兒童高級組 銅獎

第十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21 中童組西畫 銅獎

「認識祖國．認識香港」系列比賽 2020  填色比賽—高小組別 優異獎  

香港青少年兒童繪畫公開賽 2020 少年組（主題：環遊世界）銀獎 

型格黑白繪畫大賽  繪畫組—高小組 銀獎

第四十一屆國際兒童繪畫比賽暨公開
攝影比賽

中級組（本地組）良好獎 

「讓科學插上藝術的翅膀—2021 華夏兒
藝美術書法攝影作品展暨《中國少年兒童美
術書法攝影作品》（第 23 卷）徵稿

美術壹等獎及畫集入選資格

「抗毒工程」無毒校園填色比賽 冠軍 亞軍 季軍 傑出作品

2020-2021
校外比賽主要獎項
	 	 本年度多項校外比賽取消，本校學生參加比賽的

主要獎項如下：

五六年級男子組普通話詩詞獨誦冠軍

其他項目 獎項
東區學校聯絡委員會主辦 東區學校模範生獎 東區學校進步生獎 

學術項目 獎項

第七十二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一、二年級男子組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五、六年級男子組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

二年級女子組
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榮獲：28項優良獎狀、
7項良好獎狀

香港兒童朗誦
公開賽2021

小學初級組—
普通話組亞軍

小學初級組—
英語組優良獎

港澳台語文競賽(HMTLC)20-21 中文組（初賽）
小學高年級組 金獎 

英文組（初賽）
小學高年級組 金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
香港賽區初賽
全國總決賽

華南賽區晉級賽

小學二年級 二等獎
小學一年級 二等獎 三等獎
小學二年級 三等獎
小學五年級 二等獎 三等獎
小學一年級 三等獎
小學二年級 三等獎
小學五年級 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2021
華南賽區晉級賽

小學二年級 二等獎 三等獎

小學三年級 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小學五年級 二等獎

小學六年級 一等獎

香港數學挑戰賽2020 小學四年級 二等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選拔賽2020（大灣賽區）

全國總決賽2020

小四級 三等獎
小五級 二等獎 三等獎 
小四級 三等獎
小五級 二等獎 三等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選拔賽2021（大灣賽區）
預選賽2021（香港賽區）

小五級 三等獎
小二級 三等獎
小五級 二等獎 
小六級 二等獎 

全國總決賽2021 小五級 三等獎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
晉級賽2020（香港賽區）
總決賽2020

小五級 銅獎 
小五級 優異獎  

2020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晉級賽
公開賽總決賽

小學二年級組 金獎
小學二年級組 銅獎

2021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小學三年級組 銅獎

小學四年級組 銅獎

小學五年級組 銅獎

小學六年級組 銅獎

第十四屆“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
香港初賽
香港總決賽

小學五年級 優異獎
小學五年級 優異獎

2021香港數學
遊戲公開賽

小學六年級組 銅獎

數學思維大激鬥2021 校際賽 團體優異獎

個人賽 銀獎 銅獎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Heat 
Round 2020 

Primary 5 Silver Award

2020年國際閃算比賽 C組 冠軍 季軍 

挑戰組 季軍 

2021年
國際閃存計算友好競賽

D組 冠軍 

F組 亞軍 第四名 

B組 第二名 

數學智能之
全港數學挑戰賽2020   

小學一年級組 季軍 卓越獎

小學二年級組 季軍

數學智能之第五屆
全港數學挑戰賽

小學二年級組 季軍

港澳台兩岸奧數盃2020-21初賽 五年級 銅獎

2020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小二數學組 銀獎

2020香港數學及奧數精英賽 小二數學組 冠軍 

語文智能之中英文寫作比賽2020 高小組—英文寫作 優異獎

香港理財月2021-金錢管理大挑戰
童話故事創作大賞

優異賞 

Greater Bay Area ''Knowledge．
Giftedness'' Cup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2021

Silver Award

網「樂」安全比賽2020/21 銀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