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犧牲與修和」作指標

藉天主的慈愛、基督的恩寵、聖神的光照為信念

傳揚福音為主作實踐

達至全人的教育

「敬主愛人」是本校秉承基督的精神



本年度主題﹕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蘇智勇副校長蘇智勇副校長



副校⾧
本校設有兩名副校⾧，分別負責四個

範疇的工作。
蘇智勇副校⾧
[範疇㇐(管理與組織)及範疇二(學與教)]

主要角色是協助校⾧監察及督導各部門的
工作，重點是學校行政、教師發展和學與
教。
若有任何查詢，歡迎家⾧向兩位副校⾧了
解。



上學安排上學安排



全年分上、下學期

上學期：九月至一月

下學期：二月至七月



Day B

Day C

Day D

Day E

Day F

Day A



星期一至四:

DAY A 至DAY E，每天 7 節課；
DAY F 有6 節課；
每天另有一節導修課
每課節40分鐘
星期五:每課節35分鐘

上課節數



學生上學及放學時間

進校時間 放學時間

平日
(星期一至四) 7:50 a.m. 3:10 p.m.

星期五 7:50 a.m. 2:15 p.m.

課外活動(星期一至四)
(星期五)

4:10 p.m.
4:15 p.m.



DAY
A

DAY 
B

DAY
C

DAY
D

DAY
E

DAY
F

7:45 -

8:15 輔導 輔導

8:15 -

8:30 祈禱、班務、早讀(雙週)、早操(雙週)

小一至小三沒有輔導課



小息及午膳時間

第一個小息
星期一至四

9:50 - 10:05

星期五

9:35 - 9:50

午膳 12:15 - 1:00 12:20 - 12:55

第二個小息 1:00-1:10 12:55-1:00

小休 2:30-2:35 11:05-11:10



導修時間

星期 一至四 五

DAY
A

DAY
B

DAY
C

DAY
D

DAY
E

DAY
F

2:35
-

3:05

導修 導修/
閱讀
(雙週)

導修/
週會

導修 導修 1:50 
-

2:20
導修

1:35
-

2:10
導修



手冊:

記錄家課

通訊欄

校曆表

考試時間表

獎懲細則



請

每天

為孩子

查看手冊

並加以簽署



颱風、暴雨
請留意電台或電視

廣播



學生通告及表格
請填妥各項資料

多謝合作！



李嘉雄副校長

學生成長支援及學生表現



 請家長協助維持良好校風

注意孩子在校外行為
( 如在快餐店/商場/港鐵內 )

教導孩子注意言行舉止
( 不奔跑追逐、不喧嘩等 )



請家長注意使用社交群組(學生)

( 不要互相指責，如有學生問題交予學校處理 )



請家長多與孩子講解學校規則

及訓練學生自理



如有任何關於學生行為、情緒等問

題，可找李副校長、鄭主任或鍾姑娘









黑皮鞋





黑皮鞋

黑皮鞋





請查閱學生手冊並每日檢查及簽署，
督促貴子弟善為保存，

勿用塗改液改去任何通知或家課欄。

請 貴家長用固定之印鑑或簽署式樣。

如遺失學生手冊，須書面申請方可補買。

手冊處理



A 隊為家長隊
家長必須由青年中心側門進入雨天操場接
回 貴子弟，並由大操場正門離開。

B 隊為校車隊
於 11/9才開始為小一學生提供校車服務。

C 隊為自行放學隊( 由兄姊接放學 )
各班的科任老師將帶領學生至青年中心旁
的地面樓梯口才解散，請接放學的家長在
青年中心旁的地面樓梯口附近空地等候貴
子弟。

放學隊伍分為三隊：







如有個別需要，請以書面向校方申請。









獎懲制度

本校之獎懲辦法，以鼓勵為主，並
希望與家長攜手合作，建立學生正
確的價值觀。

本校引入功過相抵的策略。學生如
有犯錯，本校會鼓勵他們自我反省
及積極改過。



本校希望家長不應在上課日子(如試
後活動或農曆新年假期前)為外遊而
替 貴子弟請假，以免影響學習進
度。
如未經校方同意而請事假，校方則
視作曠課論，有關紀錄將列印於成
績表內。



請督促 貴子弟切勿沉迷玩手機遊
戲及注意 貴子弟在網絡上的行
為。
請勿讓 貴子弟在校門外或穿著校
服時玩手機遊戲。

請提示 貴子弟多注意在校外的言
行舉止。



全年模範班
級挑戰賽

守紀律大賽

清潔
比賽

秩序比賽

2017-2018訓輔活動

最受歡迎領袖生選舉沿途有你計劃

全校清潔日全校清潔日



模範生選舉—表揚品學優異的同學

步步高獎勵計劃—鼓勵品行及學業
有進步的同學

自我閃耀獎勵計劃—鼓勵課堂表現
良好及有禮貌的同學

2017-2018獎勵計劃

寶

優

季

寶季卡—由校長表揚行為良好的同學
( 憑卡可到校務處抽取獎品 )

寶季卡—由校長表揚行為良好的同學
( 憑卡可到校務處抽取獎品 )



呼拉圈/跳繩區
日期：逢Day A 至 F 的

午膳小息
對象：小一及小二

彩虹櫈位置
設置區域讓低年級同學可坐下來一起吃
東西，同時亦可增進同學間之友誼。

對象：小一至小二

小息活動



建議小息/午膳後可進行的活動建議小息/午膳後可進行的活動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教務組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教務組



利用循環週模式上課，以減少
假日對課程造成的影響。

實
施
循
環
週



家
課
政
策

科目 數量

中文 不超過兩樣

英文 不超過兩樣

數學 不超過兩樣

常識 不超過兩樣

當天功課總數 不超過六樣
目的:
1.幫助學生鞏固學習，讓汲取的知識可以持續。
2.作為教學的回饋，讓老師了解學生對學習內容的掌握，以提升教學質素。
3.在課堂以外的時間，延展和加強學生的學習。
4.協助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進度及須改善的地方。



中文 1.中作P.18
2.明天默書

英文 1.TB P7,8
2.Pen

數學 1.作P.6

常識

其他 1.明天八達通繳費$85
2.明帶圖書課用品 [3]已派
買書收據

通告 45E

例子 (手冊)



考試時間表
時段 時間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1

8:15-8:30 祈禱

8:30-8:45 預備

8:45-9:35 中文 英文 數學 常識

9:35-9:40 收卷

9:40-9:55 小息

2

10:10-
11:00

英文會話 /

溫習

英文寫作 /

英文會話 /

溫習

英文會話 /

溫習

英文會話 /

班務

11:05 收卷、祈禱及放學

每學期考核兩次，分別為段考及期考，一年共四次考試，並無測驗。



中文及英文默書

中文/英文默書：每學期約四至五次

為協助新生適應小一生活，第一次考試(上學
期段考)前暫停默書

中
文
及
英
文
默
書



• 二年級至六年級
設一班精英班 >
信班

• 其他三班則由成
績平均分配，故
此三班成績相約

• 一年級由電腦隨
機分班

班別 二信
2A

二望
2B

二愛
2C

二德
2D

全級
名次

約 1-32 33-130 

以上示例只作參考，每年學生人數略有不同



本校課程



科目
學生學習的科目共有十㇐科學生學習的科目共有十㇐科::

中英數常中英數常
倫生音體視普電倫生音體視普電



根據學習目標根據學習目標
調整調整課文課文
按教育局指引﹕
教師就學習重點作校本的剪
裁，以編訂教學計畫。
只要能涵蓋該學期的擬訂學
習重點，部分課文可以選取重
點略教，甚至刪去。



功課類型
科目 類別

中國語文 詞語、抄書、作業、補充練
習、工作紙、朗讀練習

數學 數學A、B簿、堂課簿、
作業、補充練習、
工作紙、跟數學做個Friend

常識 作業、工作紙、專題設計
(下學期期考10%)



除以上功課外，各班教
師可按學習需要加入合
適的練習，家⾧若有任
何疑問，歡迎聯絡有關
老師或班主任。



資資 訊訊 科科 技技



智 能 卡 系 統



每一個學生有一張
八達通卡(個人/普通)

用途：1. 點名出席
2. 繳費

不宜多於50元
(收費時除外)

家長可記下卡上編號



每天上課前拍卡

如遺失請自行補購
及回校註冊

電子貨幣=真實貨幣

帶八達通回校註冊
(有通告通知)

家長可查閱紀錄



電子通告系統



為了提升家校通訊的效
率，本校推行「電子通告」
系統，讓家長能利用智能
電話查閱及回覆學校通告



可在 PLAY STORE或APP STORE
安裝「寶季通訊」

輸入校方派發的登入名稱及密碼

登入後便可閱讀由校方發出的
各類訊息及通告

如有未讀訊息，在該訊息類別
旁會出現一個紅圈數字，表
示未讀訊息的數目



所有通告會上載至
學校網頁內
(所有通告都有編號，
例：1 3 4 E )

如因特別原因而未能參加者，
須書面通知校方

不是所有的通告都會用
電子通告形式發放

通告編號

代表電
子通告





傳
統
課
本
知
識

嶄新學習的體驗



全方位學習歷程
全方位學習歷程







電子教學的方向電子教學的方向

1. 1. 與傳統的學習配合與傳統的學習配合 ----
擴闊學習領域擴闊學習領域

2.2. 循序漸進循序漸進 ----
由部分學科及年級先推行由部分學科及年級先推行



全日制

午膳的前奏



1. 本年度的午膳供應商：

帆船美膳制作有限公司

2. 午膳飯盒定價：19元

(每星期提供新鮮水果一個)

3.  11-9-2017 (一) 午膳商開始供

應午膳



午膳方式：
1.自備飯盒：
a)餐盒、餐墊、餐具及環保袋上必須
寫上姓名及班別；不可帶熱湯，以免
燙傷；切勿用玻璃或易碎的器皿，更
應考慮內膽是否
安全；並懇請
家長支持環保。



b)如家人送飯者，送飯時間為
11:30-11:50 a.m.，並把飯
盒放於地下彩虹枱指定的位置上。



2.訂購飯盒(只可月訂，不設散訂)
如自備飯盒者家中有突發事，需個別

日子買散餐，必須書面通知學校。



注意事項

1.為子女的健康着想，五穀類、蔬菜

類和肉類佔飯盒的容量比例是

3:2:1 (即最多是五穀類，其次是

蔬菜，而肉類佔最少)，避免弄煎

炸的食物。



注意事項

2.自備飯盒者，請留意：

a) 為確保食物衛生及安全，切勿為

子女準備壽司、沙律等。

b) 請勿攜帶熱湯或流質食物，以免

打翻危及學生安全。



注意事項

3. 更不應從食肆買外賣作為子女之午

膳，此舉違反了校方與供應商訂定

的午膳合約。

4. 5/9(二)或以前交九月訂餐

表格(不收現金)

5. 退餐須知詳見餐單，敬請留意。



注意事項

6. 全校師生均可免費獲發餐具及餐盤

(一份)

a)餐具：需每天帶回家清洗。

b)餐盤：在校午膳後，學生需抹乾淨

，放在課室便可，每星期

由供應商收回後加以清洗。



注意事項

7. 自備飯盒者，請每天自備紙巾或

手帕、餐具及餐墊回校午膳，

然後帶回家清洗。



注意事項

8. 請所有家長首兩星期在家多訓練

貴子弟自行吃飯及餐桌禮儀



2017-2018年度在校免費午膳計劃

申請通告只派給小二至小六的學生，

如小一學生日後書簿津貼獲發「全
額」而欲申請者，請向小一班主任索
取有關回條。

「申請者」繳交回條時，必須同時附
上2017/18學年學生資助計劃「全額
津貼」文件副本。



希望家長和學校合作：
1.培養學生有健康的飲食習慣。

2. 培養學生能珍惜食物。



想知更多有關本校午膳資訊，可瀏
覽本校網頁中的---有「營」天地。

http://www.kmw.edu.hk



多謝
各位!





學業輔導
(四至六年級)

關顧學生的學業情況，
為有需要的學生安排學業輔導



家⾧單張



小一及早識別及支援計劃
全港公營小學每年都進行的工作
由學校的學生支援小組統籌，
教育局教育心理學家提供支援



小一及早識別及支援計劃
目的是協助學校及早識別
可能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
以便為他們提供適時的支援



工
作
流
程
圖
︰



小一及早識別及支援計劃
老師由九月初開始觀察學生
的學習及行為表現

在十二月為他們填寫
《小一學生之學習情況量表》



小一及早識別及支援計劃
老師為全體一年級學生填寫
量表，然後跟進可能有學習
困難的學生



小一及早識別及支援計劃
老師會定期檢視學生的進展
運用學校的資源為學生安排
適當的支援服務，如「大哥
哥大姐姐計劃」、「沿途有你」
等



功課研習班
(一至三年級)

為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家課輔導
**(一年級功課研習班的開班情況視乎
及早識別結果)



功課研習班
(一至三年級)

時間： ， ， ， ， 的

導修課



English panel head: Mr Wong (	��)
NET teacher: Mr O’Neill (from Canada)

English Language



English Room



English Day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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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和理念
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培育他們對藝術和體育的興趣
及潛能

著重學生均衡的發展，致力提升他們在學科及全面的
「其他學習經歷」的表現

通過全方位的學習機會，學生應可獲取五種基要(德育
及公民教育、智能發展、社會服務、體藝發展、與工
作有關的經驗)的學習經歷，促進全人發展

盡量利用課堂內外的學習機會，讓學生開闊眼界



課堂以內

範疇 上課時間表以內的學習時段

德育及公民教育
社會服務

德育課、生命教育課、倫宗課、早會、
周訓及班主任時段

智能發展 各學習領域的課堂學習、聯課活動

藝術發展 音樂課、視藝課、戲劇訓練

體育發展 體育課

體育課、藝術(音樂、視藝)課、生命教育課、班主
任課及「其他學習經歷」時段



課堂以外

範疇 上課時間表以外的學習時段
德育及公民教育 交流團、模擬選舉、貧富宴等

社會服務
公益少年團、制服團隊、義工服務、

服務大使計劃、校內「沿途有你」計劃、
清潔校園、課後探訪⾧者

智能發展 各學習領域的課餘收費或免費活動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模擬面試、生涯規劃活動、飛越未來活動

藝術發展 午間音樂欣賞會、出席校外音樂會及美術展
體育發展 校隊訓練及校外比賽

• 社會服務、德育及公民教育、有組織的藝術發展及與工作有關
的經驗



活動類別及舉隅
體育活動 ：籃球訓練、體操班……
藝術活動 ：美術班、管樂班 ……
興趣活動 ：LEGO 工程師、校園小記者 ……
學術活動 ：奧數班、劍橋英語班 ……
服務活動 ：童軍、紅十字會、圖書館活動……





1. 全校參與的大型活動
全部或大部份學生參與
營造愉快學習的環境
走出教室
增加學生對學校和班的歸屬感
旅行、運動會、遊戲日、

聖誕聯歡……



2. DAY F 聯課活動
逢Day F 2:25PM – 3:05PM舉行「聯課活動」

(星期五：1:35PM – 2:10PM)

全校老師參與和負責各項聯課活動
活動為期㇐年 ，以訓練小組和循環小組形式進行
發展學生的多元興趣
活動涵蓋「五種基要的學習經歷」
促進學生身、心、靈的發展



3. 午間活動
在午膳後在午膳後(12:40PM(12:40PM至至1:10PM)1:10PM)舉行的活動舉行的活動

((逢星期五暫停逢星期五暫停 ))

如朗誦或管樂欣賞、午間舞蹈、棋藝活動、如朗誦或管樂欣賞、午間舞蹈、棋藝活動、
呼啦圈、籃球投籃活動，而圖書館及電腦室呼啦圈、籃球投籃活動，而圖書館及電腦室
亦會開放亦會開放

鼓勵學生午膳後走出班房，舒展身心，與同鼓勵學生午膳後走出班房，舒展身心，與同
學交流學交流



4. 課後活動(收費/免費)
於星期一至五放學後舉行的活動，時間為星

期一至四3:10PM至4:10PM，星期五
2:15PM至4:15PM ; 另安排星期六上午舉行

讓學生接受長期、有系統和有計劃的訓練，
期望能掌握該項活動的技能 。

學生可以自由參加

包括校隊訓練，朗誦、歌詠、舞蹈及其他收
費活動



考試前的準備



考試範圍表 (中文)



考試範圍表(英文)



Hello !



青苗計劃



協助學生面對/ 處理在成長過程
中出現的不同挑戰

-學習、行為、情緒、社交、

自我形象、與家人關係等

為家長提供諮詢服務

推行學生/ 家長小組及活動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
簡介簡介

20172017年年88月月3030日日



第九屆執行委員名單及職位第九屆執行委員名單及職位

家教會成立的願景：

成為家長與學校溝通的橋樑，共建關愛校園。

主席 ：邱佩芬女士

副主席 ：譚笑萍女士、謝國貞校長

秘書 ：呂玉琼女士、趙瑞儀老師

司庫 ：陳納新女士、李嘉雄副校長

執委 ：曾少倫女士、黃婉珊女士、張巧宜女士、王運娣女士、
潘月琴女士、潘秀珍女士、林小花女士、奚金秋女士、
陳靄媚副校長、鄭祖昌主任、鍾詠嫺主任、張莉莉主任、

連麗雲老師、黃敬慈老師、陳景老師、鍾淑珊姑娘



活動簡介
家教會



家長教師會家長委員選舉暨
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選舉

• 小一「守時之
星」頒獎禮~



冬夏季校服回收及義賣冬夏季校服回收及義賣
• 感謝家長捐出孩子的校服予
家教會作義賣，善款全數捐
予家教會作活動經費。



家長講座家長講座



校運會校運會
• 感謝家長義工協助校運會，
使活動順利完成。



親子遊親子遊
由家教會舉辦親子遊，感謝老師們的協
助，製造開心親子回憶。



全校清潔日全校清潔日
• 感謝家長義工教授學生清潔
技巧，並與學生一起落力清
潔校園。



領袖生選舉投票日領袖生選舉投票日
感謝家長義工協助投票日的工作，讓學
生體會投票的意義及過程。



繞口令比賽繞口令比賽
• 感謝家長義工協助學校舉行
比賽，增加學生對普通話的
熟悉。



義工茶聚義工茶聚
感謝家長義工去年鼎力支持家教會及校方的活
動，家教會舉行義工茶聚，答謝一眾義工。



感謝家長義工和委員的努力感謝家長義工和委員的努力~~

以上活動進行順利、開心愉快。



點樣成為會員？點樣成為會員？

• 凡本校家長均自動成為「基本會
員」。

• 不論多少兄弟姊妹，都作一個會藉。

• 會籍年費港幣三十元正。



歡迎加入家長義工行列歡迎加入家長義工行列~~



我們需要你我們需要你~~

• 成為「家長教師會」
的會員。

• 加入「家長義工」的
行列。

• 出席9月23日「第十屆
家長教師會選舉暨家
長校董選舉」。



祝各位身心健康祝各位身心健康~~
小朋友適應順利、開心小朋友適應順利、開心~~

多謝多謝 Thank You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