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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概覽



學校簡介
辦學宗旨
本校秉承天主教教學宗旨，發展全人教育，培育
身心健全的年青人。本着基督精神，實踐愛的教
育，使學生充滿愛心，關懷別人，關心社會，為
社會培育良好公民。

辦學使命
‧ 實踐校訓「博學弘德」精神，灌輸學生豐富
知識，培養學生高尚品德。

‧ 秉承天主教辦學精神，透過愛德、真理、生
命、家庭、義德的培育，協助學生建立正確
的價值觀，讓學生活出豐盛人生。

‧ 發展全人教育，透過德、智、體、群、美、
靈的培養，提升學生個人素質。

願景
‧ 提升兩文三語的能力，培養學生的自學
能力，以面對社會新挑戰。

‧ 透過靈性活動，實踐愛的教育，培育學
生學習基督愛主愛人的精神。營造關愛
校園。

‧ 促進學生的均衡發展，為學生提供多元
學習經歷，使其有更多機會參與，發揮
潛能，盡展所長。

校訓

博學弘德
電腦室及語言室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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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教育主題
力行仁愛 常喜樂

與主相偕 享平安

班級結構

級別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總班數

班數 4 4 4 4 4 4 24

教師資歷2020-2021

教師學歷 教師文憑 學士學位 碩士或以上

佔全校教師人數% 100% 100% 42%

教學經驗 0-4年 5-9年 10年或以上

佔全校教師人數% 19% 17% 64%

校舍設施
本校設有標準課室二十四間，另有多
用途活動室、電腦室、語言室、禮
堂、視藝室、音樂室、常識室、賽馬
會運算思維創意天地、圖書館、小組
教學室、資源室、祈禱室、室外籃球
場、室內操場、午膳間等。

本校全部課室均設有電腦、投影機和
實物投影機；小一至小三課室安裝電
子白板；小五及小六課室安裝大電視
及白板。另所有課室、特別室及禮堂
均安裝空調。

籃球場

跑道

賽馬會運算思維創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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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培育
‧ 各級每週設宗教課

‧ 每週設宗教早會，由校長及宗教
老師作福音講解及見證分享，並
以「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為主
題，向學生分享「天主是愛」的
宗教訊息

‧ 定期舉行宗教祈禱聚會，同心讚
美和感謝天主

‧ 透過多元化的宗教活動，促進師
生及家長的靈性發展，探討生命
的可貴，認識天主教的核心價
值，建立正確的人生觀

宗教培育

基督小先鋒宗教早會

師生及親子朝聖

祈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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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教育的五大核心價值：
本校秉承天主教辦學精神，透過真理、義德、愛德、生命、家庭的培育，協助
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讓學生活出豐盛人生。

真理：辨別善惡、說話真誠、捍衞真理、不怕犧牲。

義德：尊重人權、人人平等、實踐公義、共建和諧。

愛德：天主是愛、美善之源、彼此服務、分享主愛。

生命：主賜生命、神聖尊貴、活得豐盛、活得卓越。

家庭：重視婚姻、維護家庭、父慈子孝、幸福祥和。

親子福傳聚會

聖母像基督小先鋒

師生及親子朝聖

 內廣場的金句分享

教師宗教培育活動

4



愉快的中文課堂

運用中文電子學習教材

中華文化日

寫作課，多有趣

聲情並茂班際朗誦比賽

校本課程特色—中文科
教學語言
本校一年級以廣東話作為教學語言。翌年升讀二年級時，本校會實施「分流」模式，家長可按意願、學生成
績及學習表現等，選擇入讀用普通話教中文或用廣東話教中文的班別。

學中文　多有趣
校本中文課程「快樂誦寫」及多元化的
電子教學，讓學生掌握學習語文的策
略，主動研習課文的內容，感受文字之
美。學生能自發地搜集寫作材料，學習
遣詞用句，結構及情節鋪排，並能草擬
寫作大綱，互相評賞作品，養成修訂自
己的作品的習慣，提升寫作能力。

為了弘揚我國中華文化，本校以「中華
文化日」推動學生學習語文的興趣，提
升他們的語文素養。

應用不同的寫作策略，提升寫作水平。

透過參與隊際中文比賽，提升語文
能力，增進了同學間彼此的友誼。

參與朗誦比賽，發揮合作精神，分設計動作、製作小道具，
增強表演效果。

透過活動讓學生發揮所能，提升學習中文的動機。

透過STEM應用於中文課堂，推動學生自主學習中文。

同學投入中文課堂，快樂學中文。

中華文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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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特色—數學科
數學科與常識科及資訊科技科進行跨學科教學活動，將STEM融入課程中。

在小四學習「方向」的
課題時，利用micro :b i t
及G i g o積木套件自製指
南針辨別方位，並在校
園內進行遊踪活動。

本校參加天主教教區QEF計劃，運
用Scratch編程軟件，教授小六「質
數及合成數」學科知識及培育運算
思維。

小三至小六各級均設有奧數先鋒隊，
小四至小六各級均設有奧數特訓班，
目標是培訓數學精英。他們曾代表學
校參加不同的公開比賽，奪得多個獎
項，成績令人鼓舞。

學生於課堂中以平
板電腦進行活動，
透過不同的應用軟
件，如：Geogebra、
Seesaw、Wordwall、
Nearpod等，藉以提
升對數學的興趣。

教師利用平板電腦進行互動教學

學生透過不同應用軟件輔助學習

第十屆世界數學團體錦標賽「個人賽」金獎

計劃運用Scratch編程作為教學法教授小六「質數及合成數」（截圖）

學生利用自製的microbit指南針及
平板電腦在校園進行遊踪活動

學生利用microbit編程軟件設計及
製作指南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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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特色—英文科
Developing School-based 
Learning Materials
‘Effective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is always our 
major concern. Hence, our school joined the School-
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Support Services from 
the Education Bureau. A series of school-based English 
learning materials are designed in order to facilitate 
students’ learning and cater for learners’ diversity. 

Implementing Space Town Literacy Programme
We have joined the Space Town Literacy Programme and co-planned with the advisory teacher from NET 
Section of the Education Bureau. In this programme, students will have 4 interactive lessons with the NET 
in the English Room and other GE lessons with the LET in the classroom every week. Teachers will help 
students master four language skills through immersion strategies, e-learning, self-directed learning and 
self-evaluation.

Hurray! We make a cake in our English 
lesson!

We are having fun in our phonics lessons!

There are lots of fun activities in our Space 
Town Programme.

We are all little chef now and we know how to read 
and write recipe.

Space Town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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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ng E-learning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We believe that all our students can 
thrive in digital classrooms that are 
engag ing ,  l ea rn ing - focused  and 
inclusive. Therefore, using e-learning 
and e-resources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glish is also our main concern. 
Through the use of the e-board and 
other e-learning tools, students can be 
more motivated and engaged.

Here are our engaging English lessons with 
various e-learning tools.

We all enjoy participating in the exciting post-exam 
English activity – Kahoot! Super Bo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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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致力培育學生具備21世紀所需的創造力和自主學習能力，是「賽馬會運算思維教育」計劃的先導學校
之一。計劃由香港教育大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及香港城市大學共同策劃。學生於課程中利用Scratch及App 
Inventor進行編程活動。

培育運算思維‧啟發數碼創意

技能滿分屢獲佳績
我們的學生在「全港小學生運算思維
比賽2019」取得App Inventor組優異
獎，他們的「買餸易」程式解決了雙
職媽媽購買新鮮食材的難題。電視節
目《學是學非》更走進樂天校園訪問
獲獎同學，向觀眾介紹此程式。

疫情持續，樂天學生化身為小
小「創客」，設計多個程式及
裝置，協助市民共同抗疫。當
中「抗疫專家」移動裝置程式
於「全港小學生運算思維比賽
2020」中奪得優異獎及最佳科技
應用獎。

學生於2021年的「口罩佩戴AI辨識裝置設
計比賽」中，憑着人工智能口罩辨識及消
毒裝置「疫來迅手」勇奪亞軍。

培育運算思維‧啟發數碼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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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發展STEM教育

．發展創意及探究精神

為了推動常識科校本STEM課程的發展，提升同學
對學習 S T E M的興趣和激起他們的探究精神，科
任老師設計一系列的研習活動，並引入更多最新
的STEM元素，例如：Micro:bit編程思維、Makey 
Makey及Scratch編程。

利用最新的STEM學習工具，進行導電測試。

分組合作，一同發揮創意，製作
獨一無二的遊戲手制。

利用紙條製作高塔，學習建築結構。

自行製造水動力車，培養動手動腦的能力。

利用電腦學習運算思維，學習
遊戲手制的編程原理。

利用平板電腦進行戶外學習，
增加學習的趣味性。

互相展示作品，共享學習成果。 10



培育多元智能發展
‧ 提供不同活動經歷，發揮學生潛能。

‧ 重視全人發展，找出學生獨特的閃亮點。

SLOVAKIAN DANCE

足球隊

英語話劇

花式跳繩隊 田徑隊

民族舞隊

機關王

木笛隊普通話拼拼樂拉丁舞隊

手鈴隊

手球隊

幼童軍 基督小先鋒

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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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藝展才華

一生一體藝幼苗成長計劃

‧ 提供更多表演機會及增強學生自信心。

‧ 家長心聲：感激學校提供理想的表演平台，讓學生盡展所長。

為每位一、二年級學生提供一項體藝活動。

重視學業及才藝的培育，提升學生多元智能，面對將來不同的挑戰。

全體表演生與嘉賓大合照。 突破自己，是表演生的共同目標。

同學享受舞台，展現
最美的一刻。

小二跆拳道學生展示力的表現。

小二花式跳繩

小二K-pop小一跆拳道小一武術

小一合奏小組小一Hip Hop

學藝展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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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交流
韓國文化及科技學習之旅

與當地小學的學生進行交流活動。

擴闊學生視野，在科技的學習和發展上帶來新衝擊。

讓學生走出課室，親身了解韓國的歷史及文化。

韓國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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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英文學習之旅   New Zealand Study Tour
In order to broaden students’ world-wide perspective and develop their linguistic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our school organised a 12-day study tour to New Zealand in June. 

Both English lessons and excursion visits were scheduled in the trip. Our students had 
an opportunity to attend different classes at a local school in New Zealand and immerse 
themselves in the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Also, our students had several sightseeing 
trips to the famous tourist spots in Auckland. Students had learnt a lot about the New Zealand 
culture which they could never get from books.

Apart from lessons in the local school and the eye-opening visits, staying along with local families was also a very 
unique and incredible opportunity for our students to experience the life of local people and practice their oral 
English every day This study tour was definitely a treasurable and memorable experience for the students. 

擴闊學生視野，在科技的學習和發展上帶來新衝擊。

We had an opportunity to study in a local school in Auckland.

We DO love our New Zealand Study Tour!We went to the Sheep World and fed the little lamb.

What a surprise! 
We were invited by 

the cabin crew and we 
helped on the flight.

We had a great time 
with our NZ learning 

buddies.

We learnt a lot in Auckland Museum, Auckland Zoo and the historic village.

New Zealand Study 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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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
接待區內幼稚園老師、家長及學生

進行訪校活動、講座及工作坊

出版刊物
《樂天園地》

《學校概覽》

六月份 新小一家長會

六至七月份 小學生活體驗課

八月份
新小一家長會

新小一適應課程

九月份
小一家長課程

小學生活體驗課結業禮

十月份 新小一面談會

十一月份

小一家長觀課

小一百日宴

開放日

幼小銜接
為了讓學生及家長適應小一新生活，於全年不
同時間舉辦「幼小銜接」活動：

新小一學生適應校園生活

小一家長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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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校小提示
家長選擇心儀小學時，可留意以下的小提示：

‧ 子女的個性及需要

‧ 子女的學習能力及專長

‧ 子女承受壓力的能力

‧ 參閱學校網頁資料

‧ 觀察該校學生的表現及秩序

‧ 學校的老師能關愛學生，發展學生潛能

‧ 參與小學之學習體驗課、深入了解學校辦學方針及
課程

‧ 不容忽視口碑，可向幼稚園老師、家長或朋友查詢
學校的情況

申請小一入學資料
本校於每年 9月份接受小一入學申請，所需文件 
包括：

‧ 小一入學申請表

‧ 兒童出生紙或有關文件正本及副本

‧ 家長或監護人之身份證正本及副本

‧ 申報居住地址之證明文件正本及副本

‧ 如有兄姊就讀本校，請提交學生手冊之學籍表副本及
兄姊之出生紙副本

‧ 如父母或兄姊為畢業生，請出示畢業證書正本及副本

‧ 若為天主教教友，請出示領洗證明文件正本及副本

‧ 詳情可瀏覽本校網頁之《新生入學》，或致電本校與
校務處職員聯絡。

小一家長觀課

小一百日宴的熱鬧情況

新小一家長專心聆聽校長及班主任講解開學備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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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概況
小六學生派位情況
2019-2020年度獲派首3志願中學的學生90%，而獲派首5志願中學
的學生佔95%。同學獲派官津中學佔97%，直資中學則佔3%。大
部份學生獲派配合志願的理想中學。

校友中學生活分享會
邀請就讀中學的樂天校友回校，與六年級
同學分享經驗。

升中輔導班
為學生準備迎接升中的挑戰，包
括升中講座及面試訓練等。

恭賀本校同學升讀他區名校：聖保祿中學、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黃棣
珊紀念中學、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2019-2020年度升中派位成績

恭賀本校同學升讀本區名校：聖言中學、觀塘瑪利諾書院、藍田聖保祿中學、聖傑靈女子中學、順利天主教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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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佳績
科目 比賽／活動項目 獎項

中文

香港學校朗誦比賽 1項亞軍、3項亞軍

凝聚正向能量‧關心香港未來徵文比賽 一等獎、2項小學組優異獎

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季軍、優異星、優異、良好各1項

GAPSK普通話朗誦比賽 卓越、優異、良好各1項

英文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8/2019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Stage Effect、Cooperation
Hong Kong School Speech Festival 2nd Runner-up
Asia Children Education Association Hong Kong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Senior Primary Division Most Creative Writer - Bronze

全港小學校際英文Crossword比賽 團體總亞軍、全場個人總季軍

聯校Scrabble比賽—新手組 全場個人總亞軍

全港校際Scrabble比賽—總會盃 團體總冠軍、High Game、High Word

全港小學校際英文拼字挑戰賽 團體總亞軍、全場個人總亞軍

全港聯校Scrabble大比拼 團體總冠軍、全場個人總冠軍

數學

第九屆世界數學團體錦標賽 個人賽金獎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金獎、銀獎、銅獎（共17個）
團體賽季軍、團體賽優異獎

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金獎、銀獎、銅獎（共20個）

香港天主教教區聯會數學比賽 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

華夏盃初賽、晉級賽及總決賽 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共174個）

聯校魔力橋邀請賽 個人賽三等獎

常識
「學得有法」學習營記憶力及專注力比賽 亞軍

小學太陽能模型車MINI奧運會 冠軍

翻轉海陸空STEAM大發現—水火箭比賽 亞軍

體育

九東遊戲日 冠軍、殿軍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游泳賽 季軍、女子丙組團體亞軍

九東區校際田徑比賽 亞軍、季軍、優異獎、女子丙組團體優異

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亞軍、季軍、殿軍、女乙團體總殿軍

粉嶺公立學校五人手球比賽 碟賽冠軍

觀塘區三人足球賽 碟賽季軍

校際花式跳繩錦標賽2019
冠軍、亞軍、季軍（共13個）、 
小學表演盃殿軍

音樂

香港校際音樂節—合唱隊 季軍

聯校音樂大賽—小組合唱、木笛 金獎

聯校音樂大賽—手鈴隊、手鐘隊 銅獎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手鈴隊 銀獎

視藝 第三屆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亞軍

資訊
科技

賽馬會運算思維教育—全港小學生運算思維比賽 優異獎及最佳科技應用獎

口罩佩載AI辨識裝置設計比賽 亞軍

小學校際流動應用程式編程比賽 優異獎

課外
活動

全港小學學界品勢比賽 冠軍、殿軍

「學校舞蹈節」 優等獎、甲等獎、乙級獎

體育舞蹈錦標賽校際賽 冠軍、亞軍、季軍（共18個）

校際體育舞蹈團隊舞公開賽 銀獎

觀塘區中小學生圓夢計劃獎學金 觀塘區中小學生圓夢計劃獎學金港幣3000元正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青少年進步獎及獎學金港幣1000元正

觀塘區學生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學業成績獎、勇於服務獎、品格行為及獎學金港幣500元正

觀塘區優秀學生獎勵計劃 觀塘區優秀學生獎及獎學金港幣3000元正

學生校外獲獎紀錄表
2018-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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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本校方法
◎  於觀塘港鐵站A出口往裕民坊公共運輸交匯處，轉乘專線
小巴22M或巴士28S，在樂華社區中心下車。

◎  於彩福邨、彩盈邨、彩霞邨，可乘28B巴士，在樂華南邨
下車。

◎  於秀茂坪邨、寶達邨、安達邨，可乘13X巴士，在樂華社
區中心下車。

學校位置圖

聯絡我們
地址：九龍觀塘振華道81號
電話：2758 5767    傳真：2758 3258
電郵：lwcps@lwcps.edu.hk   網址：http://www.lwcps.edu.hk

樂華天主教小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