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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小備忘

作為升小家長，要為子女選擇合適小學，當然是緊張萬分，但

在選擇學校之際，也別忘了好好掌握時間，因此家長們需好好

記下小一入學統籌辦法的重要日程，分別在「自行分配學位」

與「統一派位」兩個階段的關鍵日子前，為小朋友入讀心儀小

學作好準備。

自行分配學位
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家長可不受地區限制，向任何一

間官立或資助小學遞交申請。如同時向多於一間官立或

資助小學申請學位，其子女的自行分配學位申請將會作

廢。

自行分配學額種類

1. 有兄/姊在該小學就讀 或 父/母在該小學任職

．約佔學校小一學額30%

． 未能盡用的學額，學校可根據「計分辦法準則」自行

分配

．如學額不足，則以原本預留作統一派位的學額填補

．凡屬此類別之申請學童，必獲取錄

2. 根據「計分辦法準則」分配的學位

．佔學校小一學額不少於20%

．學校不可進行任何形式的筆試或面試

計分辦法準則

a.  父/母全職於該小學同一校址的幼稚園或中學部工作  20分

b. 兄/姊在該小學同一校址的中學部就讀  20分

c. 父/母為該小學校董  20分

d. 父/母或兄/姊為該小學的畢業生  10分

e. 首名出生子女（即為家庭各子女中最年長者）  5分

以上五項只可選一項

 9月 領取「小一入學申請表」

 9月底 如欲申請「自行分配學位」，請將表格直接交回報讀學校

 11月 學校公布「自行分配學位」結果

 11月 獲「自行分配學位」取錄之學童需在此期間辦理註冊手續

 翌年1月或2月 參加「統一派位」之學童辦理選校手續

 6月 公布「統一派位」結果及辦理註冊手續

* 注意： 直接資助計劃（直資）小學、私立小學及英基學校協會旗下小學的小一學位，並不在小一入學統籌辦法之內。

 家長如欲為子女報讀此類學校的小一班級，請自行向心儀學校查詢申請細節。

f. 與該校的辦學團體有相同的宗教信仰  5分

g.  父/母為該小學主辦社團的成員  5分

以上兩項只可選一項

h.  適齡的兒童（即翌年九月開課時，年滿五歲八個月

至七歲）  10分

統一派位
統一派位約佔學校小一學額50%，其中10%不受學校

網限制，家長可選不超過三所任何學校網的小學。學

校餘下的小一學額則受學校網所限。未獲自行分配學

位的兒童，將參加統一派位而無須另行申請。若家長

曾為子女申請其網內某一小學的自行分配學位而未獲

取錄，仍可在此階段將該小學列入選擇之內。

統一派位電腦程序會首先處理不受學校網限制的學校

選擇，然後處理住址所屬的學校網選擇。統一派位基

本上是以家長的選擇作依歸，但若學校的小一學位求

過於供時，電腦將按「隨機編號」分派，務求公允。

如欲瞭解更多小學學位分配方法，可瀏覽教育局網站：www.edb.gov.hk，或致電2832 7700 / 2832 7740學位分配組查詢。

*本頁資料僅供參考，一切資料僅以學校及教育局公布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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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 S.P.A.R.K. 教學特色

每個家長都希望點亮子女的人生，因此要為子女選

擇最好的學校，但不同孩子各有需要，實在難以

一概而論何謂最好。今天邀得秀茂坪天主教小學葉春燕

校長分享教育心得之餘，也讓筆者悟出一個「最好的」

新指標，就是「選其校先觀其校長」。葉校長指出教育

離不開一個字 —「愛」。而這種愛，不獨是對教育

工作，亦是對所屬學校，更是在於對學生的愛，她認為

只要愛上了，便自然會對教育充滿熱誠，為孩子的成長

作真正的關懷與思考，從而設計切合學生需要的課程與

活動。當一所學校有這樣的校長，將愛的理念推及至老

師、學生，孩子自然也會得到全人發展，為點亮人生打

好基礎。

鼓勵運動鍛鍊抗逆力
教育工作源於愛，要令孩子對學習產生興趣，也是源於

愛，那是對學校歸屬的愛。當孩子享受在校園裡的時光，

自然有助於學習。因此當葉春燕校長到任秀茂坪天主教小

學之後，首要推行的就是校園空間大改造。她直言：「我

要讓孩子對學校有家的感覺，並讓他們參與裝飾過程，讓

學生產生歸屬感，享受留在學校中的每分每秒。」因為她

深明現代家庭中，父母均為工作而忙碌，與其讓孩子在閒

餘於校外活動，不如為他們提供足夠空間，即使星期六也

一樣開放校園讓學生回校活動。環顧學校，除了圖書館經

過改動，帶來舒適輕鬆的閱讀環境外，在這敞大的校園

中，更到處可見運動的蹤跡。各項球類活動不在話下，連

單車、詠春，甚至冷門的棍網球也可找得到，可見校長在

推動運動上十分積極。「教育要返璞歸真，運動鍛鍊就是

一大重點，現在的小朋友很多都不願走動，不想流汗，所

以要善用空間，多提供不同的活動，讓孩子透過運動訓

練，學習堅毅及永不放棄的精神，提升他們的抗逆能力，

也建立團隊合作精神。」

師生同在運動場上享受不同體育項
目帶來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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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全面改革創新猷
除了校園空間改造，學校在新一學年中，更大刀闊斧在小

一的課室與課程進行大改革。在課室設備上開創同區學校

的先河，率先在小一全面推行「輕觸式電子屏幕教學」，

以巨型屏幕取代傳統的黑板、投影機、電視等器材，一個

屏幕包含了電腦、電視、多媒體教學元素，配合靈活調動

的桌椅設計，讓課程更具互動性，也能提高學與教效能。

「這改革正好配合教育局推行電子學習新政策，我們先將

電子教學帶到老師手裡，透過他們的應用，整合學生所需

的電子學習方式。而輕觸式教學屏幕可以隨不同課程內容

而轉變用途，為學與教帶來靈活性，也讓學生得到更好的

學習體驗。」如學生在學習消化系統、立體圖形空間等知

識時，就可透過AR或VR真實地呈現，更透徹地掌握知識。

為配合先進設備而改變的，當然還有校本課程，老師們不

但因應器材而修整課程，更就學生需要設計適切的內容，

提升學生的學習主動性。當中成效顯著，更成為區內外不

少學校的借鏡。

擴闊連繫走出社區
在葉校長口中，秀天的學生都是天真又純品的一群，過去的學習

模式比較被動，但隨著課程改革與學校推行多元化活動後，學生

不但在自學能力上有所改善，在表達個人想法方面也變得主動，

促使學生的自信心與學習意欲也顯著提升。葉校長認為：「現

今社會十分注重如何與人相處、溝通、合作，但在資訊發達的

今天，對以上各項也造成不少阻礙。」誠然，孩子受惠於先進科

技，但卻習慣活於虛擬世界中，缺乏人與人之間的真實交流，因

此葉校長積極在校內校外開設不同活動，如跟恆生銀行合作開辦

乒乓球訓練計劃，讓孩子透過校外專業教練提升運動技巧與團隊

精神；又如透過芥菜籽計劃，讓學生在社區內落實改善生活的方

案，更成功獲選代表香港到外地交流；再如連繫了區內區外多家

中學、小學、幼稚園與大專院校及專業機構支援的「EduVision學

願計劃」。雖然全都是大型活動，推行上均須多方協調，但葉校

長與其團隊均排除萬難，達成目標，因為這些都是以愛的角度出

發，顧慮學生全人發展所需而設的活動，讓孩子在課堂之外，可

多與不同人接觸溝通，發掘個人的志趣所在，繼而建立自信，找

出人生方向。

聽過葉校長的一席話，發現教育原來並不是一板一眼的純粹規

劃，而是要瞭解學生的需要作出合適的施教方法，這正是老師的

專業可貴之處。就如葉校長所說：「天主教的理念是愛己及人，

當你視學生為自己的孩子，便會著緊為他們籌謀，是一種本能，

並不只是一份工作。」

葉校長積極參與各項教育研討會工作坊，旨在以身作則
推動改善教學方向，為學生帶來最好的學習模式。

學生除了在學科上爭取成績，同時也融入社會，將
知識應用在生活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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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
S

運動培訓鍛鍊意志

眾所周知，體育運動對任何年齡的人都是

百利而無一害，而最佳的運動起步點，

當然就是從小開始。因為對於精力充沛的小孩

來說，運動不但是鍛鍊體格的不二法門，更是

訓練意志與培養團隊精神的重要楔子。因此秀

茂坪天主教小學對於學生的運動培訓也一絲不

苟，除了日常體育課外，更安排專業教練團隊

為校內各項運動團隊執教，讓孩子在享受運動

帶來的樂趣之餘，也學習到相關的體育知識，

並在教練的領導下，建立團隊合作意識與堅持

到底的意志。從運動之中，體現學校引導孩子

凡事認真對待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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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在陸運會
中傾力以赴，除
了 得 到 獎 項 加
冕，更感受到運
動所帶來的快樂
能量。

積極推動師生運
動 的 葉 春 燕 校
長，於運動日也
在羽毛球場上一
展身手。

除了學生參與運動會，
學校也鼓勵家長投入參
與，跟小朋友一同分享
運動樂趣。

這裡的學生大多熱愛
籃球，這樣熱血的對
戰場面每天也會在學
校球場上演。

投球並非香港的熱門運
動，但透過參與及體驗活
動，同學感受到這種運動
的趣味，更擴闊了知識層
面。

王思穎

「自從參加籃球隊訓練後，在
日常鍛鍊和比賽中，讓我學懂
團隊精神的重要性，還有要堅
毅面對不同挑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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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教學培養品德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的校長與教師團隊，深

諳要建立良好個人品格，必須從小引

導，並在日常生活中加以薰陶，因此他們尤其

重視孩子的校園生活。在這裡不但找到對孩子

關懷備至的師長，也感受到學校銳意成為學生

「第二個家」的強大支援力量。學校深知現代

家庭的父母都忙於工作，未必能在日常全面兼

顧孩子的學業與心理狀態，因此他們推出不同

的措施，為有需要的家長與學生提供支援，讓

孩子感受師長的關懷，也學懂抒發個人感受。

除此之外，學校更透過校本學生輔導獎勵計劃

「快樂GPS」，鼓勵學生多參與活動及服務，並

在學科上完成不同的目標，從而提升個人自信

與對學校的歸屬感，並培養助人自助的良好習

慣，為全人發展打好基礎。

透過不同活動讓學生
多接觸校外人士，從
而訓練他們待人處事
的技巧。

良好的師生關係是良好的教育基礎所在，所以學校時常舉辦師生
同樂活動，建立起親密互信關係，對孩子品格發展有正面幫助。

Personality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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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中國文化能提升孩子的自我認
同，所以學校每年均舉辦中國文化
日，讓孩子多認識不同文化風俗。 品德培養應從生活日常

做起，所以學校將品德
學 習 內 容 融 進 學 科 之
中，在學生日常學習中
起潛移默化作用。

學校經常鼓勵同學發表個人意見，並將想
法付諸實行，使同學們明白實踐的重要
性，過程中也提升了個人自信。

透過與幼稚園的聯繫活
動，讓學生學習照顧幼
小，養成良好美德。

學校為學生製造不同的交流機會，遠及內地
教育部門，讓學生學習文化共融。

學校主張學生走
入社區，透過觀
察反思生活與環
境的關係。

學生在不同活動中，均需
擔當導賞角色，為來賓講
解活動細節，促使他們學
習與人溝通的技巧，並從
中學懂自我改善。

羅米奧	

「透過參加『芥菜籽計劃 2.0：創意思維
行動』，讓我進一步瞭解獨居老人的需
要。最初，我以為獨居老人較渴求物質
層面上的滿足，但探訪他們後，發現他
們更需要陪伴和傾訴。因此，當我在公
園看到長者的話，我會主動跟他們聊天，
乘車時亦會主動讓座給他們。當我探望
自己的祖父母，我亦非常珍惜與他們相
處的時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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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修養展現真善美

藝術能助長個人修養及培養審美眼光，

也有助於孩子成為對真善美有所追求的

人。而這種理念，則透過秀茂坪天主教小學的

視覺藝術課呈現出來，最大的特點就在於他們

為一至六年級視藝課加入藝術家駐校課程，讓

藝術家與老師以「開放、啟發、交流」的學習

理念共同規劃課程，讓學生透過創作體驗與藝

術家的經驗分享，擴闊藝術視野與深化藝術技

巧，從小開始灌輸美的概念。此外，學校同時

也為學生大開『耳』界，除了每年進行的音樂

周外，更為一至三年級學生舉行「樂韻播萬千

音樂會」，和為四至六年級學生舉辦「銅管樂

五重奏」音樂會及工作坊，不但豐富學生的學

習經歷，更有助提升學生對音樂的評賞能力。

由此可見，學校對培育學生的藝術修養同樣不

遺餘力。

Ar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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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行藝術創作的時候，學校也鼓
勵親子創作，這就是家長與孩子共
同參加玻璃畫創作的得獎時刻。

班際「關愛」動作歌歌唱
比賽，讓學生體會歌曲的
意思，加強對音樂的欣賞
能力及唱歌技巧，更能提
升班級的凝聚力。

一群來自音樂事務處的中樂
小組導師，正在為初小同學
提供表演，讓他們耳聞傳統
中國樂器的繞樑之聲。

學校每年舉辦視覺藝術
展，讓家長見證孩子們
的藝術才華。

除了音樂會，更為高小學生舉辦「銅管樂
五重奏」工作坊，增加他們的評賞力和對
音樂的興趣。

同學正聚精會神進行創作，在
運用所學的視藝技巧的同時，
也學會賞析及體會藝術之美。

學生在視覺藝術課上激發創
意，創造出一幅幅極具個人
特色的藝術作品呢！

李穎禧

「我參加了駐校藝術家計劃兩年，完
成了三份藝術創作，包括水墨畫風
景、恤衫紮染和小組立體城堡創
作。課堂中我體驗到不同素材的
特性，更嘗試運用不同媒介進行
創作，對我藝術創作有很大的
啓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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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建構知識根基

「閱讀是知識之源」，是不少教育學家的至理名言，而秀茂坪天主教小

學認為閱讀更是培養小孩自學之本，所以近年學校致力為學生提供

完善的閱讀空間，不但推行改善圖書館設施的計劃，更在學校不同角落設立書桌

與書櫃，讓學生隨時隨地可享受閱讀樂趣，並培養閱讀習慣，讓孩子透過輕鬆的

自發性閱讀，吸收不同範疇的知識，從而擴闊知識基礎，並建立從書本中找尋答

案的自學能力。除了硬件的改善，學校也透過豐富活動推動閱讀風氣，如「悅

讀好拍檔」伴讀訓練計劃正是一大重點。其透過對四、五年級學生進行說故事訓

練，然後讓他們跟小一同學或區內幼稚園學生進行伴讀活動，從中不但提升了他

們的閱讀興趣，更建立起分享文化，一舉兩得。

Reading
R

學校不只在校園內大
力推動閱讀風氣，更分別

鼓勵家長參與講故事活動和
同學愛心伴讀，既增加親子
閱讀時光，也讓同學透過陪
伴低年級同學閱讀，學懂
分享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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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推行「好書分享」活動，讓學生在閱讀後，將自己喜歡的
作品，以匯報形式介紹給同學們，同時訓練了學生整理讀後感
的能力與演講技巧。

學生出任圖書館管理員一職，不但對提升閱讀興趣有幫助，更
對圖書管理學有更深刻的認知。

為了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這裡的圖書館並不如傳統般侷促，讓孩子舒適
得如在家閱讀一般。

康文署署長李美
嫦女士認真了解
秀天同學的閱讀
情況。

圖書館主任更會為學
生安排作家分享，讓
同學可近距離跟作家
交流，聽取寫作心得。

早前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李美嫦女士到訪秀天校
園，與校監馮神父及葉校長合照留念。

譚宇軒

「我是圖書館領袖生隊長，學校不但提
供了舒適的校園閱讀環境讓我們閱讀，
還推行了不同的閱讀活動，提升大家的
閱讀興趣，近年還鼓勵我們多看電子圖
書，當進行專題研習時，都可以從電子
圖書搜集資料，學到很豐富的知識呢！」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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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教學提升主動學習

面對資訊發達的科技世代，秀茂坪天主

教小學明白學與教也不能墨守成規，

因此學校近年開始由小一推行革新課程，以全

新切合孩子需要的校本課程，配合創新科技學

與教，讓孩子能在有趣的活動教學中吸收知

識，並提升主動學習的意欲。除了初小的課程

改革，教師團隊在不同學科上的內容、形式也

滲入了新元素，如在中國藝術及文化專題學習

中，配合光雕及紙板電子琴兩大創新科技教

學，讓學生以有趣新穎的方式探究中國文化，

並接觸不同創新科技元素，啟發創新思維。

 Knowledge
K

為提升學生的主動學習意識，學校致力
為學生提供更多不同趣味與知識性兼備
的課程，迎合科技新時代的需要。

學生在成果分享會
上跟老師及同學分
享學習成果，並把
不同的科技知識在
校園推廣。



15

豐富有趣的活動教學
模式，令學生不再害
怕學習英語，而且玩
得不亦樂乎，從而更
易吸收知識。

在英語日當中，同學
們都被各項遊戲所吸
引， 自 然 地 運 用 英
語，並潛移默化地學
習生活英語。

同學正在分組討論，透過多媒體學習和
討論，學懂與人合作。

同學正在學習立體打印
技術，從中瞭解技術中
的應用原理。

在數學專題活動中，同學都積極搜集資料，並進行
分工及研習，繼而發揮創意，創作出不同立體圖形，
如圖中的未來交通工具就是當中的作品。

學生於小息時段踴躍參與數學攤位遊戲，在輕鬆的氣氛
下，不知不覺便對日常所學加深理解。

透過實際試驗和紀錄，
讓學生更具體地認識不
同學科原理，也使他們
更投入於學習當中。

15



16

校內校外緊密連繫

除了在校內推行全人生命教育外，秀茂坪

天主教小學也鼓勵學生參與校外活動、

比賽，並積極連繫校外力量，以期擴闊學校資

源及學生的學習經歷，透過跟不同中、小學、

幼稚園合作舉行多元化的活動、教師專業培訓

工作坊，讓師生也可透過互動交流，不斷提升

學與教的水平與效率，為學校教育帶來豐碩果

效。當中尤為突出的，就是正在進行得如火如

荼的「EduVision學願」智慧校園新里程計劃，

其與柴灣角天主教小學、荃灣天主教小學合作

主辦，並邀請多家幼稚園與內地小學及幼稚園

作跨地區學習交流，加上得到多個專業團體的

協作，為學生帶來以城市種植為學習的新穎主

題，大大豐富了學生的學習經歷，對全人發展

有莫大裨益。

 Connectio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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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校主題學習添新意
學校在推行跨校活動時，不但著重趣味性與社會

意義，更希望將學科學習融進其中，使學生能體

驗更為豐富的學習歷程，如「EduVision學願」

以中草藥種植為題，融入科技支援與紀錄報告程

序，讓不同地區的中、小學與幼稚園學生，透過

同一主題研習不同層面的科學知識，發揮共享教

育資源的最大效益。

專業培訓促教學相長
因為明白孩子的成長時間十分寶貴，所以在秀茂坪天

主教小學內，除了學生需要學習，老師同樣積極學習

新知識、新技術，以為學生帶來最適時的學習模式與

內容。因此學校在推行改革的同時，也為老師提供不

同層面的培訓、校外老師交流等活動，透過不同主題

工作坊或研討，共同改良教學方法，以求不斷進步與

提升。

參與中文大學「胡秀英植物標本館」瀕危植物保育計劃，同學從
植物保育中反思人與生態的關係。

「EduVision 學願」計劃的源頭，本來是為了善用校內「綠田園」花園，
現在則成了連繫不同學校及學生的學習基地。

學生交流活動遍及內地，透過兩地科學研究交流，孩子在比賽中
學習提升科研能力。

秀茂坪天主教小學可算是區內
老師的交流基地，經常為不
同學校老師帶來專家研習工作
坊，共同學習新知識，並改良
現有教學方式。

為老師提供的 STEM 工作坊，讓老師也體驗學
習新科技的細節，從而為學生設計適合的學科
內容。

老師交流同樣遍及內地，透過兩地老師見面交流，
增加雙方對兩地教學文化的認識，並互取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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茁壯成長芥菜籽

「芥菜籽計劃2.0：創意思維行動」，是由香港小童群益會及香港創意

思維行動協會協辦的活動，讓學生透過這個聯繫社區的項目，從

小組活動中學習與人合作，並為學校和社區創作及實踐有效的改善計劃。

當中從構思到實行均由學生負責，促成他們認真處理每一細節，並學習

跟社區內不同人士溝通、實踐計劃。經過學生的努力與師長從旁指導

下，他們不但在社區內做出改善生活的好成績，更在校際活動中得

獎，代表香港到澳門、台灣等地，跟其他學生交流和分享，未來

更有機會到梵蒂岡講解其計劃及構思。由此可見，只要學校能

開放平台讓孩子嘗試、參與，學生必定能透過各種多元智

能活動取得顯著成績與成長，對建立自信與未來發展有

莫大幫助。

 Connectio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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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參與「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除了誘
發同學的創新科技思維外，亦得到大會認同獲
得獎勵。

這次公民教育活動更衝出香港，帶領學生到訪北京，
一登長城做好漢。 

在師生同樂日中，師生打成一片，
同時感受運動帶來的樂趣。

每年一度的「中國文化日」，動靜
活動皆在其中，讓同學多方面瞭解
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

同學們在日常課
堂也十分投入與
享受，有助提升
學與教效能。

同是「中國文
化日」活動，
古箏演奏就突
顯了同學的溫
文爾雅。

同學踴躍參與「香港
（學界）光雕節」，
不但增進跨學科知
識，更跟不同學校的
學生建立友誼。

透過兩地交流科研
活動，大大開闊同
學們的科學視野。

同學對班際勵志歌曲歌唱比賽也十分
認真，為大家帶來賞心悅目的表演。

學年精彩活動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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