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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Objectives
● 本校重視天主教五大教育核心價值：真理Trust, 公義Justice, 愛Love, 生命Life, 家庭Family，從而幫助學生建立正

確的人生觀及價值觀。

● 發展學生的學習能力和興趣，亦為學生邁向中學教育而奠定穩固的基礎，讓他們在知識、技能、價值觀和態度等
方面有更深 入的發展。

● 提供「多元化」學習活動和經歷，提升學生......
1. 透過國民及國家安全教育，認識國家和中華文化，培養國家觀念和國 民身份認同； 
2. 懂得分辨是非，能適切地履行自己在家庭、社會和國家所擔當的責任，展現堅毅、尊重他人、誠信和關愛等正面價

值觀和態度，並作出合情合理的判斷和行為； 
3. 具備連貫八個學習領域的知識基礎和視野，為個人成長和發展作好準備；
4. 積極主動地以兩文三語與人溝通； 
5. 全面發展共通能力和探究思維，獨立和主動學習；
6. 培養廣泛閱讀的興趣和主動閱讀的習慣，以理性和負責任的態度運用資訊及資訊科技；
7. 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發展個人興趣和潛能，樂於與不同社群相處，培養對體藝活動的興趣和基本欣賞能力，達 

至身心均衡發展 。 



 學習金字塔
(Learning Pyramid)

所學習的內
容如何記得
住呢？



科本學習(多互動、多參與) ─中文科
(Highly Interactiv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繪本閱讀
當小老師

角色扮演 辯論比賽普教中P.4-P.6

分組討論



科本學習(多互動、多參與) ─英文科
(Highly Interactive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外籍老師上課﹕
P.1-P.2 ：每星期四節 
P.3-P.6 ：每星期兩節



營造英語環境
(Enhancing English Learning Atmosphere)

World Book Day

Talkbo – English Robots
English Week



Hello, my name is 
Miss Spelling 

Bee!

Hi, there! I am 
Mr Spelling Bee!



數學科主題活動週
(Enhancing Mandarin Learning Atmosphere)

•數獨比賽、Rummikub比賽推理
思維活動



科本學習(多互動、多參與) ─數學
(Highly Interactive Mathematics Education)

實物操作、
探究式
學習數學



科本學習(多互動、多參與)─常識
(Highly Interactive General Studies)

小實驗學科學

合作學習

用iPad學習



體驗學習(全方位學習日)
(Experiential Learning)



體驗學習(STEM活動日)
(Experiential Learning STEM)

P.1浮沉 P.2鏡子 P.3冷與熱

P.4空氣的力量 P.5光 P.6鐘擺與平衡



科本學習(多互動、多參與)─術科
(Highly Interactive Arts Education & Physical Education)

欖球計畫

合作演奏
午間音樂會

普通話語境周

視藝創作意念分享

推廣閱讀



一至三年級常識科的學習(LBD課程)
P.1-3 General Studies Curriculum amendments

(LBD Course)
以遊戲、創作及設計、閱讀及實地考察等多元化的體驗活動為主軸，讓學生能
透過「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來培養學習樂趣，發展協作能力、溝通能
力、解決問題能力、創造力等。

愛的
氛圍

尊重孩
子不同

學生
參與

自主
學習

體驗
帶動
反思

將價值
觀實踐

在生活中學習，把
所學習到的應用在
生活上。



班級經營
Classroom management

歡迎小一生

佈置課室

班呼

玩遊戲，認識朋友



體驗中學習，重視反思與交流
Experiential Learning- Emphasize reflection and Communication

起動課程﹕
-熟悉學校的環境
-訓練溝通、合作、解
難等能力
-學會尊重、欣賞自
己及別人



體驗中學習，重視反思與交流
Experiential Learning- Emphasize reflection and Communication

獨特的我﹕
我的身
我的心



學習歷程檔案

實作評量用多元化方式呈現學習成果
Show Learning Outcomes in Multiple Ways



家長老師回饋自評互評 用多元化方式呈現學習成果
Show Learning Outcomes in Multiple Ways



體驗學習學校遊踪 製作學校模型

不一樣的學校



一至三年級常識科的學習(LBD課程)
P.1-3 General Studies Curriculum amendments

(LBD Course)
以遊戲、創作及設計、閱讀及實地考察等多元化的體驗活動為主軸，讓學生能
透過「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來培養學習樂趣，發展協作能力、溝通能
力、解決問題能力、創造力等。

愛的
氛圍

尊重孩
子不同

學生
參與

自主
學習

體驗
帶動
反思

將價值
觀實踐

在生活中學習，把
所學習到的應用在
生活上。



幼小銜接(照顧學生的需要)
(Kindergarten-primary One Transition: 

Continuous Care for New Primary One Students)

小一適應課程

大哥哥大姐姐計畫
小一滿月活動

雙班主任制



幼小銜接(學習適應)
(Kindergarten-primary One Transition: 

Learning Adaptation)

小老師計畫、言語大使計畫、伴讀大使計畫



「腦動Think Big」課程（小一至小六）

目標：
承接LBD及CIDA精神，發展學生動手做，多動腦思考為目標，提升學生
的高思維解難能力。
發展「成長式思維」，提升學生合作能力，勇於接受挑戰不放棄Don’t 
give up的精神。
培養學生自學能力，提升學習及其他的表現。



「Go高Goal」課程(小五)

目的:

● 善用抽離班資源,安排能力相近的學生同組上課,讓

科任老師可依學生的程度適時調整教學。根據學生的

能力,選擇教材進行教學,較能達成因材施教的理想,提

升學生整體學習水平。

● 增強學生學習動機,增益學習效果;使高能力者充分

發揮其能力,而較低能力者也不致屢遭挫敗。



幼小銜接(學習適應)
(Kindergarten-primary One Transition: 

Learning Adaptation)

小老師計畫、言語大使計畫、伴讀大使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