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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耶穌寶血女修會的辦學宗旨，以基督博愛及服務精神，實踐校訓「信、

望、愛、敬」，將學校發展為學習型組織。注重學生六育發展，透過多元化

學習模式，提昇學生素質，並熱愛中華文化，培養正確價值觀，勇於服務他

人，使成為有學識、有修養及愛國愛港的良好公民。 

在天主的愛內，營造一個關愛和歡樂的校園，盡顯共融和諧的精神。教師能因

材施教，讓學生孕育夢想，發展所長，喜愛學習，成為一個自律自愛、明辨是非、

愛國愛港的學生。他日能回饋母校，貢獻社會。家校同心，建立一所與時並進的學

校，成為教師和學生的第二個家，獲社區認同。師生身心靈健康，學生以學校為榮，

學校以學生為傲，為主作鹽作光。 

 運用多元教學策略，持續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與教成效。 

 深化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建立正向校園，提升整體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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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家長們： 

華寶全體師生熱烈歡迎入讀本校的小一和插班新同學加入我們的大家庭。雖然快要升上小一，但

華寶歡欣的校園及老師親切的笑臉對於小一生來說已不再陌生了。因在過去一年，學校藉著「升小預

備班」和「多元智能天地」等體驗及適應課程讓同學體會小學的學習生活。此外，部份同學亦因就讀

本校的哥哥姐姐而出席不同的大型活動和欣賞過一年一度的「Superheroes才藝舞台」演出。華寶透

過豐富多彩的校園生活，讓同學不但感受學校大家庭親切共融的氣氛，而且更喜歡上學。 

 

過往一年，學校積極與外界機構合作或申請校外計劃以改善學校的學習環境、提升學教的效能，

並擴闊學生的視野。在環保教育方面，學校與不同機構舉行有關健康飲食、製作酵素、廚餘回收及有

機耕作等活動，以提倡健康、簡約的生活。除此，學校與時共進，增添了學校不少設備，而且改善了

學校的環境及佈置，讓學生能在一個更舒適及完善的教學環境下學習。課程的推動方面，學校來年在

中、普、英的教學上，亦申請 QEF 及改善英語學習的津貼，加強學生的語文及表達能力。另外，在科

學探究的教學上，學校亦會繼續推動 STEM 教育，除加建 STEM ROOM 外，在課程上亦加強學生創意及

思考能力的研習活動。當然，在資訊科技發達的社會，善用平板電腦是必須的，學校 BYOD 計畫將於

小四至小六推行，提升學生課堂樂趣及自學能力。學業之餘，品行亦十分重要。學校是一所天主教學

校，秉承耶穌寶血女修會的辦學宗旨—犧牲與修和，關懷弱小，學校教導同學學習天主的慈愛。同時，

亦輔以正向教育，加強同學的六大美德。最後，當然不可缺少全方位學習活動，無論境內或境外，學

校提供多元智能的活動予學生。因此，未來三年將以「主恩滿載展潛能，正向校園齊共建」為三年發

展方向，為學生繼續提供優質教育。 

 

學生健康、快樂地成長，家校攜手合作是十分重要的。為了讓家長進一步了解學校，以及幫助子

女適應小學生活，學校編製了這本新生入學錦囊。另外，我亦會在學生上課或下課的時候，在學校大

門外跟大家見面，藉此了解學生及家長的需要、聆聽你們對學校的意見。稍後，學校也會舉辦不同活

動，加強家校的溝通和聯繫，家長亦可從中分享子女學習的樂趣。家校只要同心，學生必能發展所長，

成為一個喜愛學習、自律自知、愛主愛人的好孩子。 

 

 

主佑大家！ 

 

 

                                                                                           

鄒桂芳校長 

2019 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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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小一支援工作及科任教師 

 
校監 游勵明修女 

校長 鄒桂芳女士 

副校長 王文山先生 

課程統籌 鍾苑茵主任 

教務及評估 吳玉珍主任 

學生發展 盧寶臨主任 

特珠教育需要支援 羅  明主任 

訓輔 馬淑德主任 

學生活動 詹日恒主任 

午膳、校車 黃雯鳳老師 

小一支援 楊麗莎老師 

閱讀推廣 陳若鳳老師 

學生輔導人員 盧敏珺姑娘 

 

 

科任教師 

 

  班主任 中 英 數 常 音 體 視藝 普 生命 宗教 電腦 圖書 

一信 黎欣婷 楊麗莎 黃笑鳳 黎欣婷 江  敏 黎欣婷 楊佩茵 黎詩蔚 楊麗莎 黎欣婷 楊麗莎 黃笑鳳 陳若鳳 

一望 梁妙玲 梁妙玲 謝錦兒 麥家恩 陳若鳳 江  敏 鄺婉怡 梁思欣 梁妙玲 梁妙玲 李秀儀 鄭堯方 陳若鳳 

二信 周淵珠 周淵珠 陳麗潔 楊佩茵 黎詩蔚 馬淑德 楊佩茵 梁思欣 梁妙玲 陳麗潔 楊麗莎 張杏芳 陳若鳳 

二望 梁寶怡 洪秀芳 梁寶怡 鄭堯方 梁寶怡 黎欣婷 鄺婉怡 鄭堯方 鍾苑茵 梁寶怡 詹日恒 鄭堯方 陳若鳳 

三信 梁思欣 麥詠茵 黃詠璇 梁思欣 麥家恩 龐玉寶 詹日恒 黎詩蔚 張杏芳 梁思欣 李秀儀 盧寶臨 陳若鳳 

三望 何麗華 楊麗莎 黃雯鳳 何麗華 何麗華 馬淑德 詹日恒 黃美麗 張杏芳 何麗華 盧寶臨 何麗華 陳若鳳 

三愛 黎婉珍 黎婉珍 江  敏 鄺婉怡 李倩儀 龐玉寶 鄺婉怡 吳玉珍 黎婉珍 黎婉珍 盧寶臨 麥家恩 陳若鳳 

四信 黎詩蔚 黎詩蔚 黃美麗 詹日恒 陳麗潔 馬淑德 詹日恒 黃美麗 黎詩蔚 黎詩蔚 楊麗莎 梁思欣 陳若鳳 

四望 江  敏 梁妙玲 江  敏 何麗華 黃雯鳳 黎欣婷 詹日恒 吳玉珍 張杏芳 馬淑德 盧寶臨 鄭堯方 陳若鳳 

四愛 麥詠茵 麥詠茵 黃笑鳳 梁思欣 麥詠茵 馬淑德 王文山 吳玉珍 黎詩蔚 麥詠茵 楊麗莎 梁思欣 陳若鳳 

五信 張杏芳 張杏芳 鍾苑茵 黎欣婷 黎欣婷 馬淑德 王文山 黎詩蔚 張杏芳 張杏芳 李秀儀 何麗華 陳若鳳 

五望 黃詠璇 盧寶臨 黃詠璇 鄭堯方 吳玉珍 黃詠璇 詹日恒 黎詩蔚 黎婉珍 黃詠璇 盧寶臨 謝錦兒 陳若鳳 

五愛 龐玉寶 龐玉寶 梁寶怡 羅  明 羅  明 黃詠璇 羅  明 周淵珠 張杏芳 龐玉寶 盧寶臨 謝錦兒 陳若鳳 

六信 洪秀芳 洪秀芳 謝錦兒 王文山 鄺婉怡 黃詠璇 王文山 鄭堯方 洪秀芳 洪秀芳 詹日恒 鄭堯方 陳若鳳 

六望 黃笑鳳 吳玉珍 黃笑鳳 麥家恩 盧寶臨 馬淑德 詹日恒 吳玉珍 洪秀芳 黃笑鳳 盧寶臨 麥家恩 陳若鳳 

六愛 楊佩茵 馬淑德 陳麗潔 楊佩茵 楊佩茵 馬淑德 詹日恒 周淵珠 黎婉珍 楊佩茵 麥詠茵 麥家恩 陳若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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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前準備 

給家長小提示 

1. 小學生活與幼稚園截然不同，家長應該簡單講給孩子知道，讓他

們明白小學的學習方式及生活，及定下開學目標。 

2. 培養孩子有良好的作息時間。由於小學和幼稚園的上下課時間和

模式不同，所以應早點讓孩子們適應早睡早起，定時進食早午

餐，逐步調整生理時鐘，重新建立有秩序的生活規律。 

3. 如果有時間，可以帶孩子往學校外面走一轉，讓他們熟悉學校的

位置和附近環境，及積極參與學校舉辦的適應課程。 

4. 鼓勵孩子多閱讀中英文圖書。 

自理訓練  

1. 教導孩子能讀出及寫出各科目名稱，訓練他們 

抄寫家課日誌。 

2. 鼓勵孩子主動說出自己的需要，如上廁或身體不適。 

3. 培養良好的上廁習慣。 

4. 教導孩子待人的簡單禮儀，如說早晨、午安、再見等。 

5. 讓孩子明白自己的責任，自己收拾功課。 

6. 教導孩子自理午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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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後注意 
家長錦囊 

1. 開課了，家長無需過分緊張，以致子女情緒受到影響。 

2. 重視子女上課，不可無故缺席，準時接送學生上學及放學。 

3. 為子女掛上名牌，如名牌遺失，請通知班主任補領。 

4. 藉着與其他家長傾談，使孩子們互相熟悉，不致感到孤獨。 

5. 教導孩子記下兩、三位同學的電話號碼，以便有需要時聯絡， 

例如漏抄家課日誌等，亦可利用本校電話應用程式，查看家課。 

但不可以無故致電騷擾同學。 

6. 多聆聽子女的感受，每天抽最少十分鐘與子女傾談， 

 給予他們安慰和支持。 

 

文具用品 

1. 文具用品應選擇款式簡單，輕便及實用為主，避免學生上課時分心。 

2. 預備一個功課袋，所有外套、文具及個人用品，應寫上/貼上學生姓名及

班別，以作識別。 

3. 筆盒/筆袋內準備五枝已刨好的鉛筆、一塊橡皮及一把尺子。 

4. 視覺藝術課的粉彩顏色筆是由學校代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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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重量 

1. 為孩子選購一個大小適中、輕便， 但具承托力的書包。 

2. 每天提示學生依時間表執拾所需要的課本和用品。 

防疫措施 

1.留意子女的健康狀況，如出現病徵，尤其發燒，切勿上學，並立即求醫。 

2.每天上課前為子女量度體溫，並每天填寫由本校提供的「量度體溫記錄

表」，簽署後由學生帶回學校。  

3.為防感染，請促請學生每天上學時包括乘坐校車、保姆車或其他交通工 具)

必須戴上口罩，並帶備紙巾。 

家課日誌 

1. 老師會在開課第一周細心教導學生如何抄寫家課。 

2. 每天放學五時後，家長可以在學校手機應用程式查閱當天之功課內容 ， 

詳情請瀏覽學校網頁：http://www.pbps.edu.hk。 

課外活動 

1. 學校的活動課(逢星期五 13:45-14:45) 舉行。 

小一至小三學生參加輪換組別活動，小四至小六學生參加固定組別活動。 

2. 學校舉辦的課外活動主要在星期一至五放學後及星期六舉行。 

暫定可參加的活動：空手道班、武術班、中國舞班、樂器小組、大提琴班、小提

琴班、劍擊班、小型壁球班、籃球班、花式跳繩及壘球班等。 

3. 課外活動的上課日期、時間、內容、收費詳情在開學後，以通告形式通知家長。 

http://www.pbps.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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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 
課程發展 

1. 科目：中文、英文、數學、常識、音樂、體育、視覺藝術、普通話、 
宗教、資訊科技、圖書、生命教育。 

2. 全校推行小班教學。 

3. 小一至小四以普通話教中文。 

4. 小一至小三推行「小學英語閱讀及寫作計畫」，由外籍英語老師和英文
科任老師協作教學。 

5. 重視閱讀，晨讀時段學生閱讀中、英文圖書(每天預備圖書)。 

6. 常識科著重高階思維學習，加強學生的思考、解難及創造能力。 

7. 著重幼小銜接，因應學生個人學習需要，安排適切的學習支援、 
課程調適、家課調適或默書調適。 

8. 跨學科主題學習。 

學習模式 

1. 多感官教學。 

2. 小班教學模式─透過合作學習，照顧不同學生學習風格，促進師生及生
生互動，加強學生協作和溝通能力與發展。 

3. 探究學習模式─以學生為中心，發展知識、共通能力及價值觀。 

4. 照顧學習差異- 發展資優十三式及分層課業。 

5. 電子學習－在各科推動一人一平板電子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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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政策 

1. 全學年共分上、下學期，上學期不設測考，不計分，故沒有成績表，

下學期設測驗及考試。 

2. 上學期中、英文科設有默寫活動，中、英、數設有學習任務，藉此鞏
固及評估學生所學。至於測驗日則進行專題研習，讓學生表現成果，

而考試一則設有模擬考試練習，讓學生熟習考試模式。 

3. 測驗二只評估中、英、數及常識四科。 

4. 下學期測驗及考試前，中、英、數三科設進展性評估(FA)，以鞏固學

生所學的學習重點及讓學生熟悉測考模式。每次進展性評估(FA)均須

記錄分數，以作常分之用。 

5. 測驗與考試一樣，共分三天進行，每節測考前均設溫習課。 

6. 中、英文說話提前考試。 

7. 每學期測驗佔分 30%，考試佔分 70%。 

8. 每次考試的總平均分按 38個積點作比例計算，以排名次。 

學生成績比重計算方法(38積點) 
 A學生    B學生  

科目 成績 比重  科目 成績 比重 

中文 60分 ×9  中文 85分 ×9 

英文 40分 ×9  英文 80分 ×9 

數學 70分 ×9  數學 90分 ×9 

常識 90分 ×6  常識 80分 ×6 

視藝 90分 ×3  視藝 55分 ×3 

音樂 90分 ×2  音樂 50分 ×2 

總分= 中文×9+英文×9 +數學×9+常識×6+視藝×3+音樂×2 

A學生總分=2520  B學生總分=3040 

學生缺考安排 

1. 「非呈分試」不安排補考，

包括提前測考的科目，該次測考將不排名次；如要補考，可以預先向學校

申請在同一天內，另外安排時間。 

2. 因要事早退/遲到/請假，最少一周前用書面向學校申請，說明原因，由校

長簽署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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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錦囊 

 
考 勤 

1. 準時上學是美德。 

2. 學校上課時間為上午八時正(於上課五分鐘前響預備鐘)， 
開閘時間為上午七時三十分，鼓勵同學於上課前十分鐘到校， 

並以智能卡記錄出席。 

3. 事假：須由家長或監護人於告假前至少一周，以書面通知學校， 

並由校長審批。  

4. 病假：當天上課前，致電通知學校，並於銷假日，利用「通訊欄」說明

原因，如因病缺席兩天或以上須呈交醫生證明。 

5. 遲到：須到校務處登記簽到，並寫明到校時間。 

6. 早退：須填寫早退紙，並由家人接返。 

午膳/補食 

1. 學校午膳時間為12:30至13:05。家長必須於11:05至12:30期間送飯到學

校，請選用膠內膽的。學校為照顧小一的同學，特別安排工友把飯餐送

到課室門口。 

2. 為學生健康着想，建議家長每天為學生準備水果，讓學生在小息及飯後

品嘗；不要為學生準備湯、粥及高鹽、不健康的食物作為午餐。 

3. 學生可在學校訂購午餐飯盒，2020-2021年度的膳食供應商為美味王餐飲

管理有限公司，飯盒定價港幣十八元正。 

4. 自備健康補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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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放學模式 

1. 小一、二學生：需由家長或校車接送。 

2. 小三至小六：可選擇家長、自行或校車接送，並於手冊上填妥放學方式。 

 

上學：家長可送到學校大門或大堂位置或可於星期一參與早會。 

放學：小一、小二家長需在指定等候區等候。 

小三至小六學生按填妥之放學方式放學。 

  

校服儀容 

1. 回校上課或參加校內、校外活動時，要穿整潔校服。 

2. 除指定之校章、工作證外，不得佩戴其他飾物。 

3. 體育課或活動課當日，須穿着學校體育制服及白色運動鞋回校。 

4. 當天文台發出寒冷警告時，同學可穿上黑色或深藍色外套回校。 

5. 女同學須直髮，不得佩戴髮飾（黑色或深藍色髮夾除外），若髮長及肩

必須束起。男同學髮長不可過耳，且需直髮（天生曲髮者除外）。 

6. 校服式樣，請參閱本校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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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車 

1. 學生每天應佩戴校車名牌，必須提早五分鐘到車站候車。 

2. 學生要安坐座位上，不得隨意走動或飲食。 

3. 乘車時切勿將頭或手伸出窗外。 

4. 2020-2021年度之校巴服務由Sunny & Company有

限公司承辦，聯絡電話為92208638。家長可向校

務處索取乘校巴申請表或致電古小姐查詢校巴

路線及月費。 

 

 

 

首五天（1/9-4/9）上學安排 

  受到2019新型冠狀病毒影響，教育局在八月初宣佈全港學校在新學年將

不能以面授形式上課，小一首周上課改以Zoom Meeting形式上課，請家長協

助學生透過電子便攜裝置，鍵入「Zoom課室ID及密碼」進入課堂。（Zoom

課室ID及密碼稍後會透過學校手機程式發放） 
 

上課時間：07:55至10:10 

上課方式：Zoom Meeting 
 

時間 01/09（二） 02/09（三） 03/09（四） 04/09（五） 

07:55-08:00 學生點名 

08:00-08:30 班主任課 科任與學生面見 科任與學生面見 科任與學生面見 

08:30-09:00 開學日，歡迎你！ 宗教禮儀 班級經營活動 主題學習樂分享 

09:00-09:10 小息（學生須保持靜音） 

09:10-09:40 IT學習你要知(I) IT學習你要知(II) 班級經營活動 閱讀智多FUN 

09:40-10:10 精靈護眼操 健康伸展操 班級經營活動 敬師立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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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富邨寶血小學 

2020至2021年度  

課室分佈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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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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