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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可教育文憑

* 大學學位

* 碩士學位

* 特殊教育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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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33%

50%

學校資料

校監

校長

學校類別

學生性別

辦學團體

宗教

: 程兆海先生

: 黃偉堅先生

: 全日制

: 男女

: 鮑思高慈幼會

: 天主教

級別

班數

P1

5

P2

5

P3

5

P4

5

P5

5

P6

5

合計

30

◆ 班級編制 ◆

學校設備

設備：

引入Temi導賞機械人，

STEM實體虛擬賽車練習場，電競

Robomaster練習場。課室、特別室

及禮堂，均設有一體化電腦、投影

器、實物投影機、音響等設備。近

年新增智能卡印製機、電子白板、

四驅車賽道、iPAD平板電腦等IT設

備，提升教學效能。

校園環境：

操場上四周遍植樹木，花圃四

周有廣闊的休憩地方；另設小

農田，教育環保種植。

小食部及飯堂：

環境衛生清潔，致力為學生

提供營養及健康的飲食。

詳情請瀏覽本校網頁：http://www.syh.edu.hk/

設施：

本校設有三十間標準課室，寬敞的禮堂、三

個籃球場、一個有蓋操場、小農場和沙池跑

道；特別室有：小聖堂、電腦室、語言學習

室、英語室、視藝室、陶藝室、

音樂室、多用途活動室、中央圖

書館及輔導室等。

聯絡本校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郵地址

網頁位址

：葵涌石籬石排街9號

：2429 1177

：2423 3616

：e-mail@syh.edu.hk

：http://www.syh.edu.hk瀏覽本校網頁

梨木道

梨木樹邨

安蔭邨

怡峰苑 

石圍角 

石蔭邨商場及街市 

象山邨

浩景臺

翠瑤苑

祖堯村

荔景

荔瑤

石蔭東邨 

石籬一邨商場

葵芳

荃灣 MTR

愉景新城

荃景花園

荃灣西

荃新天地

海濱花園

和宜合道運動場對面 

雍雅軒 (榮華藥房) 

葵涌邨

大窩口石頭街

麗城花園

寧峰苑

石富樓 (金花)

和宜合道運動場對面 

校車路線 

願景宣言

以「真理、公義、愛德、生命、家庭」為核心價值；
秉承校訓，活出「誠信、儉樸」的美德；
遵從天主聖言，以慈幼聖人的聖德芳表為指引，培育學生回應天主
召請，承擔使命；
以鮑思高預防教育法「理智、宗教、仁愛」教育學生，時常陪伴學
生；與持分者共負責任，並關注學生的培育及責任承擔。

★
★
★

★

★

★

★

我們堅守以下的價值來實踐使命：

我們承諾竭盡所能：

致力實踐「預防教育法」，並會以身作則，作為學生的榜樣。與其
他持分者合作，共同把學校營造成一個充滿關愛的大家庭。
成為一隊有素質的教師團隊，致力營造一個愉快、開放的學習環境，
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因材施教，培養學生共通能力，令學生成
為一個有自學能力，樂於終身學習的人。
帶領學生與基督相遇，認識福音喜訊，培育學生具備慈青的特質。
我們會尊重和欣賞學生學習成果，努力創建一個理想的學習園地，
豐富學生的經歷，讓他們認識、建構及內化正確的價值觀。

使命宣言

價值宣言

我們希望看見學生在喜樂中學習，懂得熱愛
生命，積極進取，盡展潛能，心存感恩，擁
有正確價值觀，主動回應天主的召叫，貢獻
社會及國家。

誠信、儉樸誠信、儉樸

學校概覽 2022

學生成就
本校一直致力發展學生的潛能，使其成為有自信的青年。故學校每年均為學生提供

多元化的課外活動，鼓勵學生積極參與，發展所長。
在新冠狀病毒病的陰霾下，本年度部分的比賽取消了，學生亦要在炎夏帶着口罩接

受訓練，但卻無阻學生積極參與的決心，相反，他們更培養出堅毅的精神，奪得優秀的
成績。在本年度中，學生共取得476個校外比賽的獎項，部份更是全港公開性的比賽。
尤以田徑隊的表現更為突出，在小學校際田徑比賽中囊括團體賽四個冠軍及一個亞軍，
成績彪炳。下列是部份本校學生在本年度的校外獲獎記錄：

2021-22
卓越表現

電子學習、電子學習自攜裝置(BYOD)
計劃、STEM教育發展

學校積極推動電子學習的發展，各科加入電子學習元素。學校四
至六年級推行「電子學習自攜裝置(BYOD)計劃」。各項設置，方便學
生於學校及家中進行學習，以加強學生於資訊素養、自主學習、協作
等能力的培養及發展。

四至六年級設STEM校本專題課程，而一至三年級
配合課題，設STEM探究活動。來年，學校將會建立
STEM特別室，進一步支援推動STEM教育的工作。

▲ STEM 實體虛擬賽車練習場

▲ STEM 實體虛擬賽車

▲ 四驅車賽道 ▲ 電子白板 ▲ 自印智能卡機

 STEM 實體虛擬賽車

▲ 電競 Robomaster

▲ Temi 導賞機械人

程兆海校監 黃偉堅校長 

項目名稱範疇
「尊師重道」— 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生命教育徵文比賽一等
獎、優秀作品獎、季軍一名、優異獎一名
全港小學生日記設計比賽優異獎一名
明報 2020/21學年「小作家培訓計劃」小作家培訓計劃高小
組最佳表現獎
「老友鬼鬼」共融故事演繹比賽高小組優異獎一名
第44屆全港學界朗誦比賽廣東話散文冠軍
第九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2021 — 朗誦及故事演講
大賽粵語散文獨誦小三男子組亞軍
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生命教育徵文比賽高小組優秀作品獎四
名、一等獎一名、三等獎一名、季軍一名
第三屆粵港澳大灣區生命教育徵文比賽 — 初小組優秀作品獎
七名、一等獎兩名、優異獎兩名
第六十一屆散文寫作大賽少年組冠軍一名
正向創藝閃耀人生硬筆書法比賽 — 高小組參與
兒童閱讀分享及演講比賽(童)話圖書小學組冠軍
香港教育城中文狀元挑戰計劃2020-21年度第二期中級組中
文狀元
香港教育城創作獎勵計劃最受歡迎作品獎
香港教育城創作獎勵計劃閱讀隨筆亞軍
祝福寄語徵集活動 — 初小組最感動人心獎
祝福寄語徵集活動 — 高小組最激勵士氣獎
第五屆全港小學生創意閱讀報告比賽 — 初小組「立體
Lapbook 組」冠軍一名、亞軍一名、優異獎一名
愛閱讀•書籍分享短片創作比賽最佳說書人獎兩名
我的家故事創作大賽入圍獎
2021[粵港澳大灣區朗誦大賽]香港賽區小學普通話組優秀
獎一名
2021慶回歸普通話誦讀大賽參與獎
2022廣播之聲全國青少年藝術大賽 — 香港賽區P3-P4：
普通話新詩一等獎
GAPSK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卓越獎一名、冠軍一名、優異
獎一名
全國青少年藝術大賽2022廣播之聲 (香港賽區-語音及音
樂 — 普通話朗誦) 一等獎
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良好獎3名、優異星獎一名
全港兒童故事演講及朗誦比賽(普通話朗誦)金獎
全港學界朗誦比賽(普通話詩歌)冠軍一名、金獎一名、銀
獎一名
香港兒童朗誦精英賽2021普通話朗誦中級組 P.3-P.4優良獎
朗誦之星秋季評選賽(普通話詩詞獨誦)亞軍
國際兒童及青少年普通話朗誦大賽亞軍一名、季軍一名
第十屆全港「藝海之星」綜藝比賽普通話詩歌獨誦(男子組)冠軍
散文寫作大賽(兒童組)冠軍
誦藝盃校際朗誦比賽普通話詩歌高小組別季軍一名
16th Global Children and Youth English Recitation 
Competition English Recitation Champion
2022全港才藝網上比賽 P5-P6 English Recitation 2nd Runner Up
XmaSTAR聖誕之星朗誦比賽英語朗誦中級組 P.3-P.4 Gold
香港兒童朗誦精英賽小學英語朗誦中級組優良獎一名
香港兒童朗誦精英賽小學英語朗誦高級組優良獎一名
朗誦大賽英語小學高級P5-P6組銀獎一名
語文智能之中英文寫作比賽初小組英文寫作亞軍一名
學界朗誦比賽2022英語小學高級P5-P6組優良獎一名
學界精英匯萃朗誦比賽2022英語朗誦中級組冠軍一名
大灣盃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二等獎4名、三等獎7名
大灣盃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拔賽一等獎一名、優異獎3名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個人金獎一名、銅奬兩名、優異奬9名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總決賽銅獎一名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銀獎一名、銅獎3名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銅獎一名
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奧數組)銅獎一名
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數學組)銀獎一名、銅獎一名
香港學界數學及奧數精英賽銀獎一名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銀獎一名、銅獎10名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銅獎5名、優異獎3名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銅獎兩名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全國總決賽二等獎一名
數學思維大激鬥個人銅獎兩名
數學智能之第六屆全港數學盃挑戰賽卓越獎一名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二等獎4名、三等獎11名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進階賽二等獎
2021-2022第十七屆香港科技推廣計劃：水火箭車大賽最型
爆設計一等獎
2021-2022第十七屆香港科技推廣計劃：水火箭車大賽最高
速度優異獎

中文

普通話

閱讀

英文

數學

常識

香港學校音樂節箏獨奏季軍一名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笛獨奏 (小學初級組) 銀獎一名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 — 三級銀獎
第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銀獎一名
「葵青區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25 周年繪畫比賽」繪畫比
賽優異獎一名
2021-22創意護照創意學生獎勵計劃金章一名
全港口罩擴香儀設計大賽兒童及青少年組卓越獎一名
招財貓設計比賽少年組金獎一名
花鳥蟲魚親子填色比賽小學組(校外賽)優異獎一名
花燈設計比賽 — 願望童組別花燈設計比賽 — 願望童組別亞軍一名
惜水識河兒童填色比賽小學組亞軍一名
第十一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2中童組 — 西畫銅獎一名
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2021全港繪畫大賽(第四季)兒童初級組
銀獎一名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小學組金章一名、銀章一名
「正向創藝 閃耀人生」填色比賽高小組填色比賽︰小四至小
六組亞軍一名
Now TV Stem Awards 2021銅獎一名
香港小學電腦奧林匹克比賽優異獎4名
無人機分區挑戰賽立體迷宮逃脫賽亞軍
無人機分區挑戰賽編程障礙賽冠軍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團體冠軍、200米冠軍、鉛球冠軍、
400米亞軍、跳遠亞軍、壘球亞軍、100米殿軍，跳高殿軍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子甲組團體冠軍、鉛球冠軍、60米亞軍、
200米亞軍、400米亞軍、跳高亞軍、跳遠殿軍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乙組團體冠軍、200米冠軍、跳高冠軍、
跳遠亞軍、100米季軍、壘球季軍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丙組團體冠軍、100米亞軍、跳遠殿軍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乙組團體亞軍、200米亞軍、跳遠亞軍、
壘球殿軍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丙組跳遠亞軍
天主教教區主教盃籃球邀請賽季軍
巴迪仔挑戰杯 (U10) 碟賽亞軍
巴迪仔挑戰杯 (U12) 碗賽冠軍
中銀青少年發展計劃新界小學分區劍擊比賽葵青區男子乙組
重劍冠軍
2021香港韻律泳公開賽 25m Eggbeater Travelling Sideways 
季軍
2021香港韻律泳公開賽 25m Foot First Paddle Scull 亞軍
2021香港韻律泳公開賽 25m Foot First Scull 冠軍
2021香港韻律泳公開賽 25m Head First Scull 亞軍
2021香港韻律泳公開賽 25m Prepeller 冠軍
2021香港韻律泳公開賽 Free Solo 冠軍
2021香港韻律泳公開賽 Squence Swim 亞軍
中國香港U系列游泳比賽男子9歲100米個人四式冠軍
中國香港U系列游泳比賽男子9歲50米捷泳季軍
史丹福跨區精英錦標賽2021男子C組4x50米混合泳接力冠軍、
50米蛙泳冠軍、100米蛙泳亞軍
史丹福跨區精英錦標賽女子4乘50米自由泳接力殿軍
全港社區體育舞蹈公開賽雙人組11歲牛仔舞亞軍
全港社區體育舞蹈公開賽雙人組11歲查查查亞軍
全港社區體育舞蹈公開賽雙人組11歲倫巴組冠軍
第22屆區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小學校際單人倫巴組季軍
第22屆區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倫巴舞組優等級獎
第22屆區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雙人牛仔冠軍
第22屆區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雙人倫巴季軍
第22屆區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雙人華爾滋季軍
第22屆區際校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小學4-6初級單人倫巴組
季軍
ISI Skate Hong Kong 2021Freestyle 2  1st Place
香港學生十優公民大使獎
2022年度「同燃希望」同燃希望大使一名、優異獎一名
第十一屆閃耀之星才華拓展獎學金 — 閃耀之星
無國界義工關愛小天使計劃個人組銀獎一名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金章一名、銀章一名、銅章一名、優異獎17名
環保風紀計劃傑出表現6名，嘉許狀14名
小小Youtuber:發掘孩子創意思維的奇葩拍攝比賽最佳製作獎
小小Youtuber:發掘孩子創意思維的奇葩拍攝比賽優異獎一名
區區落力齊減塑之「你至識減」(小學組)短片比賽卓越獎 — 
減塑之星
新春WhatsApp Stickers創作比賽最具創意獎、優異獎4名
全港校際雜耍比賽小學新秀個人舞台組優異獎兩名

體育

其他

項目名稱範疇

音樂

視藝

資訊科技

天主教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天主教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
•
•
•

提升學生持續學習的能力，應付未來化的需要
推展多元評估，以評估促進學習
建構式學習，經歷為本，培養學生多元發展
照顧不同能力學生的學習需要

•
•
•
•

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
發揚慈幼青年的特質
培養學生多元潛能
優化校本課程

2 優化評估政策，推
展多元評估，以評
估促進學習

利用AQP進行試題分析，掌握學
生學習難點，及早識別，並介入
合適的拔尖和保底的措施
評估工具以考核能力為本
小一前置知識測試
中英數常設進展性評估，恆常回
饋學與教
多元化評估模式
各項電子學習評估平台

•

•
•
•

•
•

中文科：「喜閱寫意」課程、閱讀策略、練筆
英文科校本拼音課程、校本寫作課程
優化語境，幫助學生提升語文能力
數學科滲入思維能力元素
常識科加入思維訓練、時事閱讀，發展學生明辨性思考能力
優化專題研習，提升學生的研習能力
優化「合作學習」，提升學生共通能力
普教中校本課程：「拼音樂園」、「拼音小天地」、 
「拼音遊樂場」、「拼音特工隊」、「拼音加油站」、
「快樂拼音寫作」、「愛拼才會贏」
資優課程：推行「資優三重模式」，各科課程滲入資優
教育三元素
語文科加入「創意思考策略」
小一適應課程、升中銜接課程
電子學習、STEM教育、電腦科推行編程課

提升學生持續學習的能力，應付未
來化的需要

•
•
•
•
•
•
•
•

•

•

•

1

建構式學習，經歷為
本，培養學生多元發展

•
•
•

探究式學習
全方位學習活動
初小自理及生活技能訓練計劃

3

優化「合作學習」模式的課堂學習策略
以不同層次的提問幫助不同能力的學生提升學習效能
分層課業設計
透過「三層支援模式」，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
「每天完成功課」計劃
加強輔導班、課後輔導班、課後功課輔導班
功課調適、考試調適
言語治療、教育心理學家

照顧不同能力學生的學習需要

•
•
•
•
•
•
•
•

4
提升自學能力5

•

•

•
•

持續培養閱讀習慣及興趣(閱讀加油
站、親子閱讀獎勵計劃、星級閱讀獎勵
計劃、創意閱讀班、學生閱讀P-I-E、
多元化閱讀經歷、科本閱讀、跨課程閱
讀、中英文廣泛閱讀、同步閱讀、時事
新聞閱讀、e悅讀學校計劃、讀書會等)
各科於不同學習階段加入閱讀元素，加
強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提升學生應用資訊科技進行自學的能力
學生進行預習、資料搜集、摘錄筆記，
培養自學能力及態度

發揚慈幼青年的特質6
•
•

深化靈、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
隱性課程：宗教禮儀、德育/歷奇
活動、善會、領袖訓練、慈青校
隊等

7 培養學生多元潛能

•
•

「一生一體藝」
資優課程：聯課設電子繪本課程、
創意班、科學探究、無人機課程
等；不同科組的浮尖項目30多項，
拔尖項目40多項

與校外教育機構協作優化校本課程

•

•
•

•

•

•
•
•

•

8
香港中文大學QSIP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傳承『動』
起來：香港中華文化課程設計與推廣」第三期計劃
香港中文大學QSIP優質學校改進計劃：跨課程閱讀
香港大學電機電子工程系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透過
自主學習為策略推動STEM教育
香港中文大學：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
劃(英文科)
教育局中國語文教育組：促進普通話學與教效能 — 善
用學與教材料 / 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百仁基金：「童擁AI」計劃
教育局外籍英語教師組：支援外籍英語教師
書伴我行 (Bring Me A Book) (主辦機構)、曾氏集團 
(書包圖書館捐贈者及義工服務提供)：書伴我行—書
包圖書館、義工到校與學生分享圖書及兒童啟蒙老師
訓練(家長活動)
香港教育大學：教大賽馬會升小銜接計劃

2022-2023學校課程重點

社區聯繫  家校合作

家長教師會
為加強家校合作

與聯繫，使學生能健
康及愉快地成長，本校於
1997年成立了家長教師會。
家教會每年均舉辦不同類型
的活動，例如：親子講座、
電影欣賞等活動，為老師及
家長提供互相溝通的機會。
另外，家教會亦出版會訊，
讓會員對會務有進一步的瞭
解。

學生成長及支援發展策略

以慈幼會的道德教育為核心，設計
校本靈、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

以慈幼會「預防教育法」為核心

建立三層支援
模式，照顧不
同學生的成長
需要

完善的適別機制，
及早提供協助

多參與，高成就 

多元化獎勵計劃

全校參與，訓輔合一 

善用社區聯繫網絡

培育學生
成為一個自律、

有自信、
懂得明辨是非和

有愛心的人，並能
愛主、愛人。 

透過服務學習，
建立愛心，回饋
社會

學生成長及支援發展策略

學生成長及支援

關注學生正面價值觀的培養

提升學校靈育的氛圍

關注學生發展「全人發
展」的情況關注學生適應中學生活

培養學生達致「終
身學習、全人發展」
的願景

幫助學生建立積極的人生態度

建立健康校園

提升學生面對新環
境的適應

加強全校的祈禱氣氛

提升學生適應中學
課程的能力

更新信仰小團體的培育，
提高校內信仰的氛圍

提升聖召文化

本校校友會於2021年成立，藉此加強校友與

母校的聯繫，培養校友對母校之感情和熱忱，建立

對母校的歸屬感。本會將定期舉辦不同的活動，鼓

勵校友積極參與，以聯繫及團結校友間的感情，發

揮互助互愛的精神。

校友會

致力發掘學生潛能
本校透過不同時段為學生提供全方位的學

習活動，以發掘學生於「體」和「藝」兩方面

的潛能為核心目標，並加以適當的栽培。

服務隊伍
於課後時段，設有不同的服

務隊伍給學生參與，讓學生從群

體生活中學習自律，加強其自理

能力，培養學生的責任感、

合群及服務精神，並能回饋

社會。例：紅十字會、小女

童軍、少年警訊等。本校另

設立慈青善會，讓學生成為

善會會員，藉參與多樣的宗

教活動和服務，傳播福音。

課餘活動
於課後或周末，為學生提

供不同類型的課餘活動(部分項

目須由學生自費參與)，培養學生於學藝和體藝方面

的興趣及技能。例：奧林匹克數學班、繪畫班、弦樂

班、手鐘訓練班、拉丁舞班、游泳訓練班、田徑訓

練班、欖球訓練班、跆拳道班及羽毛球訓練班等。

長期發展項目
聯課活動時段為不同學科課

程的延伸，培育學生於體藝項目

的興趣之餘，亦為其個人專項的發展作好準備。例：靈性

培育、閱讀、戲劇、手鐘、聲響設計、奧林匹克數學、機

械人工作坊、小小工程師、科學探究、陶藝創作、欖球、

籃球及羽毛球等。

校隊訓練
於每周固定的課餘時間提供長期訓練，對

表現優秀的學生加以培育，讓學生代表學校參加各類型校

際或其他公開比賽，擴闊視野，爭取殊榮。例：中英文朗

誦、中文廣播劇、女子籃球隊、男女子游泳隊、男女子田

徑隊、女子欖球隊、男女子羽毛球隊、手鐘隊、歌詠團、

英語戲劇班及英語音樂劇等。

四年級學生參加英德山區

欖球 手鐘隊

歌詠

游泳

男子足球隊

紅十字會

羽毛球

陶藝

電腦

田徑隊

籃球
雜耍

奧數

P.5黃埔軍校

學生體藝及服務學習發展

義工團隊

學校的義工團隊主要由家長義工組成，

成員積極參與校內支援服務，例如：防疫工

作及照顧小一新生等。家長義工協助學校籌

備大型活動方面不遺餘力，例如：圖書館義

工，聖誕聯歡會，電影欣賞等等，她們的全

程投入，使活動得以順

利完成。由此可見，家

長義工團隊確是本校的

一個重要支柱，共同參

與校務工作，提升學校

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