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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天主教小學 

2021 至 2022 年度周年校務報告 

 

二. 辦學宗旨  

1. 辦學宗旨 

實踐基督的精神，培育新一代的孩子，締造和諧美善的世界。 

2. 學校使命 

a. 透過基督的精神，發展全人教育，讓學生感受到自己的獨特性，並

能為大家帶來和諧與祝福； 

b. 提供以學生為本的課程設計，融合科技與創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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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營造綠色環保校園，創造學習生活空間，讓學生健康愉快地成長。 

3. 校訓 

榮主愛人  自強不息 

 

三. 我們的學校 

1. 學校簡介 

a. 本校創辦於一九七二年，是一所位於屯門市中心由天主教香港教區主辦

的政府資助全日制小學。 

b. 本校共有標準課室 24 間，課室內的設施齊備，全部課室均採用新式觸

控互動屏幕，以配合資訊科技教學。校舍設置中央圖書館、學生輔導室、

小班室、靜觀祈禱室、STEM Room、多用途活動室及有蓋操場和籃球場

等設施。圖書館內的電腦除作學習和網上資料搜集外，亦可作電子圖書

的閱讀。多用途活動室可作舞蹈練習或進行其他課外活動，更可作小型

演講室之用。STEM Room 可讓學生進行科探學習活動。靜觀祈禱室提供

一個寜靜的環境進行靜觀祈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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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管理： 

a. 本年度法團校董會由 15 位成員組合而成： 

辦學團體：8 人 

校長：1 人 

獨立校董：1 人 

教員校董：2 人 

家長校董：2 人 

校友校董：1 人 

法團校董會架構及各持分者所佔席位的百分率： 
 

成員 辦學團體 校長 獨立校董 教員校董 家長校董 校友校董 

2021/2022 8(53.3%) 1(6.7%) 1(6.7%) 2(13.3%) 2(13.3%) 1(6.7%) 

 

 

3. 學校實際上課日數  

                   2021-2022 年度學校實際上課日數统計表 

 

 

 

 

 

 

 

 

 

*2021-2022 年度校曆表上課天為 190 天，實際授課天(包括網課) 

                     

                                

  

1-5 年級 185 天 

6 年級 173 天 

2021-2022年度授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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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要學習領域的課時 
 

2021-2022 年度各主要學習領域的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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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注事項 

1.融匯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以培養學生活出青天素質。 

成就與反思 

本年度是三年發展計劃的第一年，而本校的關注事項一為融匯天主教教育五

大核心價值，以培養學生活出青天素質。透過各科組的配合、活動的推展及環境

的氛圍，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修養及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有關本年度各項目的配

合，活動的推展及成效詳列如下: 

1. 靈性及品德培育組 
1.1 靈性及品德培育組逢星期三進行靈德課，以聯課及班本形式推展。本年度以

《生命有祢 因愛動聽》為主題，全學年已完成五個單元，包括「青天學生素

質」、「生之美麗」、「生命勇士」、「生命因愛動聽」和「擁抱生命」。班主任於

靈德課或聯課活動中，與學生多分享、講解及教導學生青天學生素質，彼此

關愛及珍惜生命。而下年度在課題安排上可更聚焦及連貫，以突顯主題，並

提供一個清晰的課程規劃總覽供老師參閱，讓施教老師更清晰了解靈德課的

期望。 

 

1.2 青天學生打氣站 

大考、呈分試或放榜前，學生寫一些互相鼓勵的説話。透過勵志歌曲和訊息，

使學生在緊張的學習氣氛中得到支持。活動於 4 月 25 日的班主任課與訓輔活

動一同進行，學生首先觀看疫情‧感恩(上)的片段，並在課堂上寫出在疫情期

間，認為值得感恩的事，然後將便條貼在課室壁報板上「我愛祈禱」的位置上。

學生觀看疫情‧感恩(下)，並一同聆聽帶正面訊息的歌曲，把學生帶有正面訊

息的便條，張貼在靈性及品德培育組的壁報板上，再貼上一些由老師寫出的打

氣訊息，讓學生能於校園內，感染到校園樂觀正面的氣氛。 

 

1.3 贖青「喜」動長者學苑 

本校將與屯門天主教贖世主堂合作，於堂區內推廣「長者學苑」予長者教友。

本年度已進行養生太極氣功班、樂齡椅子瑜伽及「中風知多少」健康講座。所

有課程以 zoom 進行。學生積極參與活動，老師觀察到學生用心製作禮物及寫

心意卡。活動能提供機會，讓學生表達對父母的感謝及孝心。來年將繼續推行

此計劃和開辦不同的長者課程，並期望來年可以實體形式推行。將繼續邀請公

益少年團義工參與長者義工服務，並於校內推廣長幼共融的關愛氛圍。 

 

1.4 頌親恩活動 

靈德組於母親節及父親節周舉辦頌親恩活動，傳揚孝順父母的訊息。靈德組向

班主任預告即將進行的活動，如頌親恩活動，弘揚中華民族孝順的傳統美德。

學生於母親節及父親節前，表達對父母的感謝。學生於 5 月 4 日導修課，跟隨

教學影片製作 DIY 母親節手捧花及進行母親節歌曲欣賞。學生亦於 6 月 20 日

的班主任課堂中，頌唱家庭有關的聖詠及寫父親節心意卡。透過活動讓學生感

謝父母養育之恩，做個孝順好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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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靜觀課 

通過靜觀訓練，培養學生注意力、集中的心思和開放的態度，以提升記憶、

學習和執行能力的功效。於學生的學習方面，透過靜觀修習，學生開始能覺

察活在當下的感覺，從認識大腦結構與個人情緒、個人選擇的關係有一個初

步的認識。學生對於自我對正面的感覺有上升的趨勢；學生亦開始覺察懷著

感恩的心與他人建立和諧關係的重要性。此外，學生容易留意到自己的想法

和心情及有意識地專注做事情。而學校增設「靜觀祈禱室」，下年度老師可帶

學生進入靜觀祈禱室進行祈禱活動，讓同學可在一個寜靜的環境進行靜觀祈

禱活動。 
 

1.6 歷奇體驗： 

四年級同學進行低結構歷奇體驗活動，透過團隊合作體驗活動，加強個人對

班內學生的認識，從而提升班級凝聚力。活動於 6-8/9 及 10/9 完成。透過

半天的體驗活動，提供一個共同經歷的平台，在互相欣賞的過程中認識自

己，肯定自己的價值，以建立班內成員的共融關係。活動成效顯著，有效加

強班內成員的凝聚力，提升樂觀感、效能感及歸屬感，活動值得繼續推展。 

而六年級同學進行高結構歷奇體驗活動：由教育大學導師帶領老師進行共同

備課。共備單元為六年級「生命勇士」，單元共分六節，包括，班本活動、

歷奇體驗、繪本教學、生命故事分享等。歷奇體驗日為試行單元的最高峰體

驗。學生透過團隊合作體驗活動，加強個人對班內學生的認識，從而提升班

級凝聚力。此外，透過活動發現自己的才能，並學習與人分享，建立一個和

諧美善的關係。最後，透過活動反省個人的生活態度，培育正向思維，為自

己將來的中學生涯有所準備而訂下明確目標。因此，活動值得繼續推展。 

1.7 生涯規劃體驗： 

透過體驗活動，反省個人的生活態度，培育正向思維，六年級同學為自己將
來的中學生涯有所準備而訂下明確目標。為期三天的模擬遊戲，讓學生透過
不同的學習階段預演十年人生，並引入求職體驗活動，讓學生以親身經驗，
明白人生中除了靠自身努力，亦有不同際遇影響其路向。過程中不但讓學生
更認識自己及了解社會環境，而且啟發學生勇於追尋夢想，為自己的將來定
下目標，以裝備今天的自己，因此活動值得繼續推展。 

2.全方位學生輔導 

2.1 針對各級學生的特質和需要安排適切的預防性及發展性活動。例如初小舉行

有關情緒教育及學習適應及社交技巧的主題;為高小同學舉行關於網絡危機、

禁毒及處理壓力的講座。本年度安排了級本的體驗活動，讓學生認識品格強

項，從而發掘個人的性格特質及加以發揮，學生均享受級本活動，明年可沿

用此方式繼續推行全方位輔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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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成長的天空計劃 

運用教育局撥款推展小四至小六成長的天空計劃。以問卷識別有正向需要的

學生。全年舉辦小組、戶外活動、義工服務、宿營，提升學員的抗逆力、信

心及自我形象，建立積極人生觀。有關小四問卷中，超過 80%的學生同意活動

幫助他們的解難、情緒管理的能力及接受別人意見。而小五方面因實體集會

時間不多，成效較遜。50%組員能夠提升情緒管理，另 75%組員能夠接受別人

的意見及 75%組員能夠提升解難能力。小六同學方面，本年度 63%組員能夠提

升情緒管理，超過 75%組員能夠接受別人的意見及提升解難能力。下年度繼

續與機構保持緊密溝通，了解學生的期望及鼓勵家長及老師參與成長的天空

活動，令成效更顯著。由於疫情關係，戶外活動集中於學期尾舉行，同學及

家長非常珍惜可以參與戶外活動。唯日子過於集中，於場地及人手安排方面

有點困難。部份節數小組 ZOOM 形式進行，機構盡力於恢復面授課後加強有關

社交方面的活動，以補不足。 
 

2.3 活動推動: 

全年舉辦 17 項預防及發展性活動，以提升學生的自信心，並培養學生建立良

好的價值觀。包括:逆境自強及正向教育等。透過預防及發展性活動，建立學

生正確的價值觀。 
 

3. 宗教培育 

宗教組本年度推廣及深化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利用不同平台，宣講天主教教 

育核心價值。校園環境的營造:於班房壁報板上及校園範圍內張貼級主保聖人

的資料及製作祈禱咭;製作「聖經故事」壁紙，張貼於學校走廊及梯間，以營

造宗教氣氛。根據問卷調查所得，有接近九成的受訪同學認為「主保聖人」資

料及學生撰寫祈禱意向有助他們從聖人的故事認識「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的

意義。另外，約九成的受訪學生認為「聖經故事」壁紙有助提高學生認識聖經

故事及具體實踐「天主教教育教育核心價值」的意義。 

  

4. 圖書閱讀 

 透過閱讀不同類型的書籍及書籍分享，加深學生認識青天五大素質之關愛善良(Caring)、

主動積極 (Proactive)及自信創新(Confident)，培養學生活出青天人， 推行「悅讀生命

齊分享」計劃，於圖書課播放老師拍攝的短片，亦邀請了 3 位學生拍攝介紹書

籍短片。學生對於老師拍攝影片介紹書籍，他們都很專心收看，反應良好。可

是只四成學生表示有閱讀有關青天五大素質的書籍，可能本年只是首年推出青

天五大素質，學生仍未掌握，下年度將再深化活動，學生可以透過閱讀不同的

書籍，更能深入認識青天五大素質，並於生活中實踐青天五大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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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課程的配合 

各科組透過課程的配合，於課程中滲入五大核心價值，培育青天學生五大素質:  

Caring 關愛善良、Proactive 主動積極、Confident 自信創新、Patient 忍

耐等待、Sincere 真誠可信。老師表示學生對五大核心價值有深入的認識及了

解。疫情期間，老師與學生透過網上學習交流及面授課堂，分享學習內容，並

向學生灌輸正確的價值觀，有助強化學生對核心價值的認識及培育學生五大素

質。 

 

6. 總結 

學校本年度透過正規課程及非正規課程的配合及跨科組的活動推展，從生活

中培育學生良好的品德修養及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強化學生的五大核心價值

及培養學生青天五大素質。但因受疫情影響，各科組很多活動均取消，學生

未能於實際體驗中推展青天五大素質。下年度本校將繼續推展不同的活動及

課程的配合，強化學生五大核心價值及青天學生素質的培育，以培養學生良

好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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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 2.善用科技，培養學生主動學習能力，以提升學與教成效。  

成就與反思 

    本年度的關注事項二為善用科技，培養學生主動學習能力，以提升學與教成
效。本校於各科課程中加入電子學習元素，推行 STEM 教學，善用資訊科技，培養
學生主動學習能力。 
 

1. 老師透過共同備課，運用不同的學習策略，設計多元化的學習模式，讓學生於

課堂中互相學習及分享，達到「高參與、高互動、高分享」的目標，使學生更

主動學習，成為積極的學習者。教師宜透過共同備課分享及交流，於課堂中善

用電子白板及不同的電子學習工具的教學方法，從而提升課堂的互動性，吸引

學生主動學習。 

惟本年度因應疫情並配合教育局的指引，學生以「面對背式單行排坐，而教師

要以單向方式授課，故未能進行分組討論的活動，師生互動及生生互動的機會

相對減少。大部分學生於日常課堂中都投入學習，積極參與課堂活動。但於暫

停面授課期間的學習動機及主動性相對較低。 
 

2. 學校善用科技進行電子學習及 STEM 教育，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及效能。學校每

個課室均設有「電子白板，增加課堂學習與教學的互動性及提升學生的學習動

機。另一方面，學校雙周進行常識 STEM 課，強化學生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

的能力及培育學生的創造力。而下年度將進行課程統整及規劃，常識科進行

STEM 主題學習雙周，老師帶領學生到 STEM Room 進行科探學習，讓學生透過

「動手、動腦」，提升學生多思考及探索能力。 

 

3. 學校加強不同網上學習平台的應用，鼓勵學生自學或鞏固學習。高年級學生

較低年級學生更積極登入網上平台完成學習活動，部分低年級學生於登入及

使用平台方面需要較多協助。教師可先於課堂示範及與學生一起登入平台進

行網上學習，然後鼓勵及推動學生積極在家進行網上學習活動，提升學生自

主學習的能力。 

 

4. 本校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計劃，發展科學科探學習，計劃之下為教師提供

25 小時的專業培訓，提升老師對科學科探的興趣及教學能力。本年度進行了

「科學探究活動及認知」、「STEM 學習教材製作」、「編程課程」教師工作坊;

而下年度將進行「3D 打印」、「VR 教學及製作」、「軟硬件及有關設備的運用

技巧」及「Microbit 課程」教師工作坊。透過教師專業培訓，讓老師認識及

掌握 STEM 學習的教學技巧，提升老師 STEM 教學的能力，同時增強老

師 STEM 教學的信心，有助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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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總結 

   學校於課程中滲入電子學習元素，推行 STEM 教學，於課堂中鼓勵學生多互動，

高參與，並培養學生課堂前作預習，提升學生主動學習能力及興趣。而下年度

本校的 STEM Room 將會完成改建工程，安排學生進入 STEM Room 進行科探學

習，提升學生對科創科探的興趣及能力，亦有助提升學生的創作能力。 

 

 

 

 

 

 

 

 

 

 

 

四.閱讀習慣 2021-2022 年度校務報告 

本年度中央館借閱數量共 3823 次(中文:2872 次;英文:951 次)，平均每位

學生借閱 5 本中文書及 2 本英文書。由於疫情關係，學校要進行網課，於三月至

四月更要放特別假期，學生不能回校使用圖書館。復課後圖書館亦要減少人流使

用，所以在早會前時段有人數限制，人數為 25 人，而小息時段亦要分級給學生

使用，學生可以使用學校圖書館的時間大為減少，因此學生在校借閱圖書的數量

較以往減少。本年度學校購置 BOOKFLIX 網上閱讀平台，學生在家也可使用電腦

閱讀二百多本英文電子書。由於老師的鼓勵，於十月至十二月期間，學生使用

BOOKFLIX閱讀英文電子書的情況頗為理想。可是自一月停實體課及特別假期後，

學生使用數量大為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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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成就表現 

 

2021-2022 年度學生成就表現(學生獎項) 

活動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及班別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宗教教

育獎   

 5A 蘇朗程、5B李碩豐 

6A 陳希悅、6B葉子亮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獨誦) 

冠軍 

 

亞軍 

 

2D 張沅晴 

6A 廖因信 

3A 李采芝  

6B 梁智學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獨誦) 

優良 2A 潘采婷、2B 楊睿琳、2B 劉妤芊、 

2B 何倩晴、2C 鄭燊雅、2C 張嘉晴、 

2C 曾譜嘉、2C 安千悠、2D 黃晉㙟 

3C 劉梓童、3D 姚心悅、3D 林日朗、 

4A 胡善雅、4B 劉貝兒、4B 布珈朗、 

5C 李奇澧、6A 鍾迦琳、6D 林昊正、 

6D 錢宇濤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獨誦) 

優良 

 

2A 潘采婷、2D 張沅晴、3A 譚迦睿、 

4A 黃昕茹、4B 梁芷僑、5C 麥頌忻、

5C 黃凱程、5C 劉冠霆、5D 梁佑晴、 

6D 鄔安琪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獨誦) 

優良 5A 陳皓賢、5A 秦海華、5A 鄭子朗、 

5C 鄭玥  、5C 關梓冬、5C 麥頌忻、 

6B 黃月晴、6B 梁智學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宗教(獨誦) 

優良 4B 黎穎希 

 

2021香港盃 全港幼稚園及小

學數學邀請賽 (六年級) 

銀獎 6B 葉子亮 

2021全港社區  

藝術體操公開賽 

四級高級組  

波操-冠軍  

圈操-冠軍  

個人全能-冠軍 

6A 凌卓桐 

 

藝術體操舞蹈 

獨舞-冠軍  

群舞-冠軍 

第九屆 2021全港學界舞蹈音

樂節 藝術體操  

獨舞高小組 

金奬  

傑出表現大獎 

6A 凌卓桐 

 

香港兒童填色及繪畫大獎賽 

2021 

初小組 銅獎 2A 陳熹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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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學生成就表現(學生獎項) 

活動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及班別 

第八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銀奬 

銅奬 

優異奬 

5A 陳皓賢 

5B 簡駿逸 

5A 鍾希敏、5B 黃嘉熹、6B 葉子亮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22晉級賽 

二等獎 5B 黃嘉熹 

IYACC 第十三屆國際音樂大賽 小提琴二級組 

銀奬 

3D 楊智甯 

HKYPAF 第九屆香港國際  

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第 74 屆校際音樂節組 

小提琴二級組 

銀奬 

3D 楊智甯 

HKYPAF 第九屆香港國際  

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21朗誦及故事演講大賽 

詩詞獨誦 

亞軍 

3D 楊智甯 

香港跆拳道會邀請賽 2022 競技：Kyorugi 冠軍 

競技：Poomsae 亞軍 

3B 凌卓楠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

2022 (香港賽區) 

二等獎   6B 葉子亮 

國際網絡數學精英挑戰賽 

2021 (小六題目組) 

銀獎 
6B 葉子亮 

第 11 屆「小棋聖盃」全港 學

界網上棋藝大賽 

 

亞軍 6B 葉子亮 

第十三屆新歲盃香港圍棋 公

開賽  

冠軍 6B 葉子亮 

2022 國際圍棋快棋挑戰賽  冠軍 6B 葉子亮 

香港青年兒童藝術協會  

香港兒童填色及繪畫大獎賽

2022 初小組 填色比賽 

銀奬 2A 陳熹諺 

香港卓藝協會  

Holly Jolly Christmas  

樂滿聖誕繪畫比賽  

小學初級 P1-P2組 

銅獎 2A 陳熹諺 

屯門區陸運會 優異獎 6A 廖因信、6B 彭靖汶、4B 林紫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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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學生成就表現(學生獎項) 

 

 

活動名稱 獎項 學生姓名及班別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亞軍 3B 陳子悠、3D 陳巧心、4B 陳嘉哲 

優良 3B 于澔賢、3C 姜予晴、3D 温鰲天、 

4A 練樂晴、4A 翁 芬、4B 鍾昊霖、 

4C 林承浠、5A 葉珈希、5B 鄧媄華、 

5B 黃嘉熹 

良好 1A 陳意晴、1C 薛穎然、2D 林愷穎、 

3A 陳妙嘉、3D 楊智甯、4B 林紫曦、 

6A 關兆峰 

李琳明中學籃球比賽 優異 5A 陳皓賢、5A 秦海華、5C 帥凱迪、  

5D 何鎮安、5D 羅灝權、5E 何鎮宇、 

5E 錢日朗 

Be Smart 工作紙比賽 銅獎 1A林頴 

嘉許獎 1B何峻逸、1B李晟熹、2A陳紫澄、 

2A雷敏希、2C吳凱晴、2C曾俊軒、 

2C黎焯禧、2C關雅文 

The 14th English Radio 

Drama Competition 

Final round 6A 廖因信、6B 梁智學、6B 樂 怡、 

6C KATHLYNE ROSE MERCADOF、 

6C MEGAN ROSE JAC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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