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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長的話 
 

  「愛心」、「上進心」、「專心」、「恆心」和「開心」是我對聖心學生的祝

福和期望。「聖心人，有愛心，有禮貌，有信心。」我期望每一位聖心學生都懂

感恩、惜恩和充滿「愛心」。 
 
  「上進心」是學生求學求知應有的態度。求進是求自身的進步，而非與人比

較。「訂定目標」、「積極實踐」、「檢討反思」和「再訂目標」是求進的過

程。而「專心」往往是成功的鑰匙。每位學生必須從小培養專心專注地上課、做

家課和溫習的態度，更需「持之以恆」、「堅持到底」。有一句英文諺語頗有意

思： “Winners never quit. Quitters never win.”。 
 
   後，我祝願亦深信聖心學生有一個「開心」的校園生活，在愛內成長。讓我

引用聖道明 沙維豪的話作結，他曾說：「我們在這裡喜樂生活、遠避罪惡和善盡

本分，藉此修德成聖。」感謝天主！ 
 
  
 
主內王玉嫻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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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主教學校的願景與核心價值 

天主教學校矢志延續天主教會對教育的貢獻，故須維護下列核心價值，以及將

有關價值傳授給青少年，為他們日後立身處世作準備，並以此作為學校的願景與使

命。 

(一) 真理：真理讓人辨別善惡和真偽，真理要求人說真話，同時，為捍衛真理而

不怕犧牲。 

(二) 公義：公義要求尊重他人的權利，建立和諧及平等的人際關係，能重視個人

和整體的利益。 

(三) 愛德：愛是所有德行的總綱。天主是生命和一切美善的泉源。源於天主的

愛，祂創造了萬物，創造了人和婚姻，完成了救贖工程，讓所有的人分享祂的

愛和喜樂。就是源於愛，我們可以謙虛地彼此服務，照顧有需要的人，尤其是

社會的弱勢社群。 

(四) 生命：生命是天主賜給我們無價的禮物，生命是神聖的，我們都是按天主的

肖像造成，因此，生命必須受到無條件的尊重。只有當社會尊重每一個個體生

命，我們才能得見人類整體的快樂和幸福。 

(五) 家庭：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婚姻是家庭的基礎，緊密而融和的家庭是兒

童及青少年成長的優質土壤。而婚姻是建基於夫妻間毫無保留和彼此自我交付

的純真的愛。 

 
3. 校訓 

「信、望、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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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學宗旨 

秉承天主教教育的目標與方向，注重培養身心健全的學生，使他們 : 

(一) 充滿愛心、關心別人、關心社會； 

(二) 在心智和精神上做好準備，迎接生活上和工作上的挑戰，貢獻社會； 

(三) 認識上主，瞭解基督徒的價值觀，並且身體力行； 

(四) 接受全人教育，包括德、智、體、群、美、靈六方面。 

 
5. 2019-2020 年度教職員名單： 

行政團隊： 
校監 李惠芳 女士  

校長 王玉嫻 校長  

副校長 朱天佑 副校長 宗教培育組主席 

學校管理主任 陳嘉恒 主任 IT 科主席  

學生支援主任 郭英慧 主任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龔思茵 主任  

課程統籌主任 毛灝華 主任 英文科主席 

訓輔主任 謝錦玉 主任  

學生活動主任 葉榮均 主任 數學科主席 

學校事務主任 楊子花 主任 中文科主席 

宗教事務主任 陳瑩瑩 主任 宗教科主席 

總務主任 蔡偉民 主任 圖書主任 

班主任老師： 
1A 班主任 梁美凌 老師 視覺藝術科主席 

1A 副班主任 蔡美珠 老師  

1B 班主任 馮嘉欣 老師  

1B 副班主任 陳思雅 老師  

2A 班主任 何嘉雯 老師  

2B 班主任 黃美琪 老師  

3A 班主任 梁曉峰 老師  

3B 班主任 謝錦玉 主任  

4A 班主任 林子良 老師  

5A 班主任 鄭潔慧 老師 英文科主席 

5B 班主任 廖港森 老師  

6A 班主任 梁靜兒 老師 普通話科主席 

6A 副班主任 陳瑩瑩 主任 宗教科主席 

6B 班主任 楊子花 主任 中文科主席 

6B 副班主任 葉榮均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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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任老師 
科任 張穎汶 老師  

科任 王弘開 老師 音樂科主席 

科任 鄧喆朗 老師  

科任 郭漢桂 老師 體育科主席 

NET 外籍英語老師 Evan Binkley  

 
學校支援服務人員： 

學生輔導員 黃靜汶 姑娘  

學校行政主任 高樂言 先生  

書記 姚惠兒 女士  

文書助理 陳敏華 女士  

文書助理 羅惠敏 女士  

教學助理 許靜翹 女士  

資訊科技員 楊世敏 先生  

牧民助理 李志雄 先生  

校務助理 謝玉娟 女士  

校務助理 馮少影 女士  

校務助理 張麗娟 女士  

校務助理 鄭禮富 先生  

 
 

6. 本年度關注事項： 

一、 培養正確價值觀，活出聖心人愛主愛人素質。 

認識及實踐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愛德、生命、真理。 

「聖心鐵路生命號、愛德真理樂滿途」 

二、深化以學生為本的教學策略，提升學生學習效能。(課堂分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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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9-2020 年度 上、下學期 行事曆   

週
次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月訓 應辦事項 學校假期 

1 

九 

月 

1  2  3  4  5  6 7 

生
命
旅
程
滿
希
望 

2/9 開課日  

2 8  9  10  11  12  13  14    

3 15  16  17  18  19  20  21    

4 22  23  24  25  26  27  28  27/9 家長座談會 (晚上)  

5 29  30  1  2  3  4 5   
14/9 中秋節翌日 

1/10 國慶日 

6 

十 

月 

○6   7  8  9  10  11  12 

生
命
路
上
尋
真
理 

6/10 明愛步行籌款 7/10 重陽節 

7 ○13   ◇14   15  16  17  18  19  13/10 花地瑪聖母敬禮巡遊 14/10 教師發展日 

8 20  21  22  23  24  25  26   25/10 運動會翌日 

9 27  28  29  30  31  1 2  29/10 秋季旅行 30/10 秋季旅行翌日 

10 

十 

一 

月 

3  4  5  6  7  8 9  8/11 小六升中學生家長講座  

11 ○10   11  12  13  14  15  16  10/11 明愛賣物會 11/11 明愛賣物會翌日 

12 17  18  19  20  21  22  23  18-22/11：第一次評估  

13 24  25  26  27  28  29  30  25-29/11：全方位學習  

14 

十 

二 

月 

1  2  3  4  5  6 7 

善
用
智
慧
求
真
理 

  

15 8  9  10  11  12  13  ○14   14/12 聯校開放日  

16 15  16  17  18  19  20  21  20/12 聖誕慶祝會  

17 22  23  24  25  26  27  28   23/12-1/1 聖誕節及新年假期

18 29  30  31  1  2  3 ○4   4/1 家長日  

19 

一 

月 

5  6  7  8  9  10  ○11  
堅
毅
求
真
說
實
話 

11/1 親子運動同樂日  

20 12  13  14  15  16  17  18    

21 19  20  21  22  23  24  25  21/1 中國文化日(上午) 22/1-1/2 農曆年假期 

22 26  27  28  29  30  31  1    

 註：        假期    X  評估     ○X  星期六及星期日活動日   ◇教師發展日學生不用上課   

 

 註：        假期    X  評估     ○X  星期六及星期日活動日   ◇教師發展日學生不用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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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上學、下課時間： 

 

週
次 

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月訓 應辦事項 學校假期 

23 

二 

月 

2  3  4  5  6  7  8 

捍
衛
真
理
存
愛
心 

3/2 (下學期開課)   

24 9  10  11  12  13  14  15    

25 16  17  18  19  20  21  22  21/2 家教會週年大會  

26 23  24  25  26  27  28  29    

27 

三 

月 

1  2  3  4  5  6  7  4/3-6/3：小一至小五第二次評估 
2/3-6/3：小六第二次評估 

 

28 8  9  10  11  12  13  14   

29 15  16  17  18  19  20  21 

以
愛
發
出
真
理
光 

20/3 學藝嘉年華  

30 22  23  24  25  26  27  28    

31 29  30  31  1  2  3  4  3/4 小六升中家長講座 4/4 清明節  

32 

四 

月 

5  6  7  8  9  10  11   8/4–18/4 復活節假期  

33 12  13  14  15  16  17  18    

34 19  20  21  22  23  24  25    

35 
26  27  28  29  30  1  2   

30/4 佛誕  
1/5 勞動節 

36 

五 

月 

3  4  5  6  7  8  9  8/5 小四、五學生升中家長講座  

37 ○10   ◇11   ◇12   13  14  15  16 

活
出
真
理
路 

10/5 主保瞻禮      11/5 教師發展日 

38 17  18  19  20  21  22  23   12/5 教師發展日 

39 24  25  26  27  28  29  30    

40 

六 

月 

31  1  2  3  4  5  6  1-5/6：第三次評估  

41 7  8  9  10  11  12  13    

42 14  15  16  17  18  19  20  17-19/6 小六畢業營  

43 21  22  23  24  25  26  27   25/6 端午節 

44 

七 

月 

28  29  30  1  2  3  4  4/7 聯校畢業典禮 1/7 香港特區成立紀念日 

45 5  6  7  8  9  10  11  7/7 升中派位  

46 12  13  14  15  16  17  18 
 

10/7 P1-5家長日及結業禮 13/7-31/8 暑假 

47 19  20  21  22  23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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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學 午    膳 放    學 

上午 8:10 下午 12:40─1:30 

星期一、二、四、五： 

下午 3:30 

星期三： 

下午 2:45 

 
9. 午飯 

學生午膳形式： 

1. 回家午膳 

i. 家長須為學生申請「回家午膳証」，申請時繳交學生相片一張； 

ii. 學生離校午膳前，須佩戴「回家午膳証」，讓當值老師檢查後才可離校； 

iii. 小一學生必須由家長接送； 

iv. 學生不能隨意離校。家長臨時決定學生回家/出外午膳，必須及早通知學校

（書面/口頭）； 

v. 不可讓貴子女自行在島上的食店午膳； 

vi. 午飯後，請督促學生準時回校（下午 1 時 30 分前），勿讓學生在其他地方

流連。 

2. 家長送午飯到校 

i. 家長可以送飯到校，惟須注意學校不會提供翻熱服務； 

ii. 家長為學生送飯，請在中午 12 時 30 分前放置在禮堂的飯盒收集箱裏。 

iii. 飯盒可放於手挽袋內，袋面寫上學生姓名及班別，以便學生自行拿取 

（1-2 年級的學生家長可把飯盒放置於二樓正門入口的收集箱，由本校職

工代為送到課室）； 

iv. 學生須自備濕毛巾、餐墊、餐具及食水，並須注意保持學校清潔； 

v. 學生食具及餐墊須自行攜帶回家清洗。 

3. 訂購飯盒 

i. 學生家長可到島上提供預訂及送貨服務的食肆訂購飯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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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食店將食物送到學校後，由學生自行拿取（1-2 年級飯盒由本校職工送至

課室）； 

iii. 飯後，學生須將飯盒放置於食肆提供的回收箱內，或自行交回有關食店； 

iv. 貴家長如選擇此服務，須在本校開始全日上課前到有關食肆辦妥有關手

續。 

 

10. 請假、遲到、早退 

1. 請假 

i. 學生因病或事告假，請在學生手冊第 15 頁的「學生請假表」內填妥，並

簽章通知學校。 

ii. 學生如發燒或患傳染病，如白喉、腮腺炎、手足口病、非典型肺炎、感冒

及流行性感冒等，必須通知校方，並須留在家中療養，待完全康復後，才

回校復課。 

iii. 學生於上學前告假若干課節，便視作告假半天； 

iv. 上課期間告假或離開學校，亦視作告假半天。 

2. 遲到 

i. 學校 8 時 10 分打鐘，校門便關上，未能於側門入校的同學便是遲到，須

由正門入校。 

ii. 遲到學生，須於二樓服務處前等候主任於 8 時 30 分的面見，以了解其遲

到原因。 

iii. 學生遲到須由二樓接待處職工於手冊家課欄中蓋印作記錄，並於新增的遲

到記錄簿內記錄下來。 

iv. 學生遲到 3 次需由班主任電聯家長、6 次需由訓輔組老師電聯、9 次需由

班主任及訓輔組老師聯同面見家長。 

3. 早退 

i. 學生早退必須由家長親自到校簽署確認方可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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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上課期間告假或離開學校，亦視作告假半天。 

 
11. 學生校服 

夏季校服： 

1. 男生須穿著配有校徽的短袖白恤衫、短藍西褲、短白襪及黑皮鞋(上衣須束上)。 

2. 女生須穿著配有校徽的及膝白色連身校裙、短白襪及黑皮鞋。 

3. 若有體育課，學生須穿著整齊運動服裝、短白襪及白色運動鞋(上衣須束上)。 

4. 若天氣稍涼，可加穿純白色無花邊外套。 

5. 各學生宜有兩套校服替換，並須穿上白色內衣或底裙。 

冬季校服： 

1. 男生須穿著配有校徽的校褸及長袖白恤衫、長藍西褲、短白襪及黑皮鞋(上衣須

束上)。 

2. 女生須穿著配有校徽的校褸、長袖白恤衫、配有校徽的及膝深藍色圓領背心校

裙、紅色腰帶、長白襪及黑皮鞋。 

3. 若有體育課，學生須穿著整齊運動服裝、短白襪及白色運動鞋。 

4. 可加穿純深藍色無花邊外套。 

5. 若氣溫在攝氏 12 度或以下，學生可選擇改穿其他禦寒衣物回校。 

6. 各學生宜有兩套校服替換，並須穿上白色內衣或底裙。 

飾物： 

1. 校方不鼓勵學生配戴耳環、手鏈、戒指等飾物，學生衣飾應以樸素為主。 

2. 學生如須配戴飾物，請向校方提出合理解釋。 

3. 學生不得塗指甲油及染髮。 

4. 學生須經常修剪指甲，並保持衣物、頭髮、手帕、鞋等整潔。 

頭髮與髮飾： 

女生頭髮若長至肩膊，則須束起，所有髮飾以白、黃、黑、啡、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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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簡單為主。 

 

12. 上課時須帶備的物品 

1. 每天帶備學生手冊; 

2. 每天依上課時間表執拾所需書本用品及相關習作簿； 

3. 如上視覺藝術課須帶備圍裙、手袖及視藝用品； 

4. 建議帶備個人飲水瓶、擦汗手帕、紙巾及食物袋。 

 
13. 特定用途收費 

1. 學校為改善學校設施，支付及維修全校的空調設施，每年均須向學生收取「特

定用途收費」。 

2. 本項收費已獲政府批准，並受法團校董會監管。 

3. 學生須於每學年的上、下學期繳交兩次費用，每期港幣 140 元。 

 
14. 書簿及其他津貼申請 

小學生資助 

1. 申請須知 

i. 為就讀於官立學校、資助學校、按位津貼學校及直接資助計劃下的本地私

立學校而經濟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津貼，以支付必須的書簿費用及雜項就學

開支。 

ii. 申請人必須通過家庭入息審查；同時，申領資助的子女必須是未婚的香港

居民、與申請人家庭同住、擁有香港居留權、入境權或不附帶任何逗留條

件（逗留期限除外）的有效香港居留許可。 

iii. 每年 5 月，學生資助辦事處將自行與已接獲申請資助的家庭聯絡，跟進新

學年的資助申請。  

iv. 沒有參與資助計劃或曾申請但不獲批准的家庭，如有意提出申請，可向學

校索取申請表格。申請者需自行將表格寄回資助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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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項申請的基本條件及資助幅度 

i. 學校書簿津貼：合資格的學生可獲書簿津貼之全額或半額。 

ii. 上網費津貼  ：為合資格的家庭提供津貼，以資助學生在家裏上網學習費

用。 

 

15. 在校免費午膳 

1. 特區政府推行的援助項目，包括 2019/20 學年為低收入家庭的小學生提供在

校免費午膳計劃，讓這些學生在校期間能獲得較均衡及充足的膳食。 

2. 對象學生 

i. 在學生資助計劃下，獲得 2019/20 學年全額津貼；及 

ii. 就讀全日制官立、資助或直接資助計劃(直資)小學；及 

iii. 由其就讀的學校安排午膳。 

3. 參與方法 

i. 政府將家長午膳津貼整筆款項撥予學校代為處理，不會將津貼撥給家長； 

ii. 學校會根據學生資助辦事處送來的資料，發信予取得全額書簿津貼的學 

生家長，徵詢其參加意願； 

iii. 參與家長將獲發「午膳代用券」,可到參與本計劃的食店為學生訂購午膳，

學校為學生代付飯款，惟家長不能退飯折取現金。 
 

16. 學生保健服務 

1. 「學生健康服務」和「學童牙科保健服務」由衛生署提供。 

2. 家長只須在新學年開始(九月份)填妥由學校派發的表格。 

3. 「學生健康服務」：參加健康服務的學生會被安排前往學生健康服務中心，接

受每年一次的免費健康服務。經檢查後如發現有健康問題，會被轉介至健康評

估中心或專科診所接受詳細評估及跟進。 

4. 「學童牙科保健服務」：參加費用三十元，參加牙科保健的學生會被安排到衛

生署轄下的學童牙科診所接受一般性牙科醫療服務。 

5. 以上兩項服務皆有專車接送往返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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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熱帶氣旋及暴雨警告訊號 

 

天 氣 情 況 學 校 上 課 情 況 

一號風球 -  學校照常上課。 

三號風球 -  學校照常上課，除非另行通知。 

八號或以上風球  

1. 在早上 6：15 前懸掛 - 學校停課，學生應留在家中，不須回校。

2. 在學生上學途中懸掛 - 在正常情況下，學生應繼續前往學校。 

- 校舍將會開放；已抵達學校的學生應留在校

內，直至情況安全，才可回家。 

- 家長應盡快來校接子女回家。 

 

         天文台發出暴雨警告信號，學校上課安排。 

 

天 氣 情 況 學 校 上 課 情 況 

黃色警告信號 -  學校照常上課。 

紅色或黑色警告信號  

1. 上課時間前發出 - 學校停課，學生應留在家中，不須回

校。 

2. 在學生上學途中發出 

 

- 在正常情況下，學生應繼續前往學

校。 

- 校舍開放，教職員照顧返抵學校的

學生，並於適當時候妥善地安排學

生返家。 

- 家長應盡快來校接子女回家。 

3. 在上課時間內發出 - 學生繼續上課，直至正常放學時間

為止，並在安全情況下，學生才可放

學回家。 

- 家長可自行決定是否來校接子女回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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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文台發出八號或以上風球、紅色或黑色警告信號時，校內評估將順延舉行；而

所有戶外活動將會取消。 
 
18. 學生手冊及通告 

1. 學生手冊為學校的重要文件，請督促  貴子弟妥為保存。 

2. 每學期派發一本，請於學期初在第 8、9 頁填寫資料及貼上  貴子女的照片，

並在第 4、8、9 及 10 頁簽署。 

3. 請每日查閱  貴子女之手冊及簽署，藉以了解其在校內之學習情況，並加以

督導。 

4. 每學期第一次評估後，班主任會於第 12 頁登錄學生各科之成績及簽署，請查

閱及簽署。 

5. 如有特殊事情須通知校方或約見老師者，請填寫於「學校/家長通訊」欄，交

班主任簽署並作跟進。 

6. 有關學校特別事項，如戶外活動、收費等皆以通告形式知會家長，並會著學

生記於家課表內，請盡速簽閱並交回班主任辦理為荷。 

7. 學生手冊可供整學期使用，若有遺失，家長需盡快向校方購回；如遺失通

告，可於學校網頁下載。 
 
 
19. 家校聯繫 

1. 家長座談會歡：本年將舉行以下家長座談會，迎各位家長蒞臨本校出席，並提出

寶貴意見。 
i. 27/9/2019 (下午 7:00 至 8:30) 

2. 出席家長日：學期評估後，本校特舉辦家長日，藉以加強家校的聯繫，透過溝通

及合作以促進學生的學習情況及行為表現。本年度長日日期如下： 
i. 4/1/2020 
ii. 10/7/2020 

3. 學生手冊 
學生手冊為家長與學校溝通的橋樑，家長宜每天查看，以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

此外，請善用「學校／家長通訊」，與學校家長保持緊密聯繫及合作關係。 
4. 閱覽學校通告 

學校各項重要事項及活動，皆會透過通告向家長傳達，家長應細閱及跟進，遇

有通告內不清楚之處，歡迎撥電本校查詢。 
5. 瀏覽本校網頁 

本校一切的 新資訊，學校會透過學校網頁向家長傳達，故請家長不時瀏覽本

校網頁。(www.ccshs.edu.hk) 
6. 約見社工、教師及有關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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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上 貴子弟在學業、管教及行為方面有問題時，歡迎家長致電與學校聯繫，

約見本校社工或老師，磋商處理辦法。 
7. 週二早晨 

為加強家長與學校之間的聯繫，了解學生的校園生活，本校由 9 月 10 日起推

行「週二早晨」活動，歡迎家長於送子女到校後，進入校園陪伴子女，更可與

本校老師聯繫交流。早會將於 8:10 開始進行，如家長參與，請於禮堂後面位置

站立，並保持安靜。 

8. 學校內聯網 

本校內聯網的網址為 http://www.eclass.ccshs.edu.hk 

家長可在本校網頁的連結直接登入內聯網 :  

 
 
 
 
 
 
 
 

 
 

登入內聯網除可查看學生每天的家課，亦可運用電郵與老師溝通。 
9. 家校流動通訊應用程式 

為加強家校溝通，方便訊息即時發放，學校運用家校流動通訊程式，為

Android 手機或 iPhone (IOS)手機提供即時通訊服務。 
安裝步驟如下: 

i. 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尋 teamwork school 的應用

程式。 
ii. 下載及安裝程式。 
iii. 開啟程式，並在「請選擇學校」一欄中選擇「長洲聖心學校」。 
iv. 輸入學校提供的用戶名稱及密碼，然後按「登入」，即可使用。 

 
20. 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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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星期四早上 8:10 於學校禮堂進行 
 

21. 德育課 
逢星期三的第七節課為德育課，德育課分為月訓、德育及公民教育課、成長課，

以循環模式上課； 
 
 

22. 家課政策 

1. 政策： 

本校根據教育局建議，並依據校本方針，按學生的年級、班別、能力和興趣等，配合

課程發展需要，為學生安排及設計適切的家課。 

2. 家課目的： 

i. 結合課堂教學目標及進度，幫助學生鞏固學習； 

ii. 作為課前的準備； 

iii. 讓老師、家長及學生知道學生之學習情況，從而改善學習。 

3. 家課的形式和種類  

功課形式包括： 

i. 紙筆書寫之練習 

 包括隨教科書出版社之工作紙及作業； 

 教師會按照學生的需要、能力、興趣及學科目標設計不同形式的課業或課後

補充工作紙； 

 為培養學生個別範疇技巧或提升其學習能力之補充練習。 

ii. 非紙筆形式的功課  

 圖書/報章閱讀、網上閱讀、預習、温習、網上搜集資料、課後延申活動、生

活實踐等： 

 網上學習平台之互動練習(學生及家長可參閱本校網頁及內聯網之學習平台

登入捷徑及學生手冊內之登入方法及密碼)。 

4. 家課的次數和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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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教師分配家課時，會顧及學生的能力、學習需要，讓學生有餘暇參與課外活動及

休息。 

ii. 為照顧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有關老師會進行功課調適，給予適切的模式及功課

量。 

iii. 除改正外，本校建議中文、英文、數學、常識科平日不多於兩項功課，其他科目

不宜多於一項。然而，周末或長假期可作彈性而合理的安排。 

iv. 各班、各科教師佈置家課時會作整體考慮及協調，讓學生能在合理時間內完成功課。 

5. 回饋 

i. 教師會適當地批改功課，給予等第/評分/評語； 

ii. 對於學生之錯處或學習難點，教師會跟進學生之改正及學習進程。 

 
23. 中、英文默書 

科目 年級 次數 內容/範圍 

中文 一至六年級  隔週默書 

 每學期約 5 次 

一至二年級： 

詞語/句子/課外高頻詞語/趣味默書 

三至六年級： 

詞語/課文讀默或背默/佳句/句式/新句/課外

讀默及趣味默書 

英文 一至六年級  隔週默書 

 每學期約 5 次 

一至三年級： 

詞語/句子/動詞/挑戰站 

四至六年級： 

詞語/句子/段落/動詞/挑戰站 

 老師批改默書後，學生需做改正。 

 老師批改後會於默書簿上登分，家長需簽署。 

 

24. 評估 

1. 評估類型 

i. 進展性評估： 

 默書(中、英文)(隔週進行) 

 中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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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習作(宗教、視藝) 

 單元小測 

ii. 總結性評估 

 全學年共進行3次評估分別於11月、3月及6月舉行。 

小一至小五 

 第一次評估 第二次評估 第三次評估 

日期 11 月 18 – 22 日 

(五天) 

  3 月 4 – 6 日

(三天) 

6 月 1 – 5 日 

(五天) 

科目 

( 一 至 五

年級) 

中文(閱讀、寫作、聆聽、說話)、

英文(閱讀及寫作、聆聽、說話)、

數學、常識、視覺藝術、體育、 

普通話(聆聽及拼寫、朗讀、說

話)、音樂(聆聽及音樂知識、唱

歌、演奏)、資訊科技(知識及應用)

中文(閱讀、說話) 

英文(閱讀及寫作) 

數學 

常識 

中文(閱讀、寫作、聆聽)、 

英文(閱讀及寫作、聆聽、說話)、

數學、常識、視覺藝術、體育、 

普通話(聆聽及拼寫、朗讀、說

話)、音樂(聆聽及音樂知識、唱

歌、演奏)、資訊科技(知識及應用)

小六 

 第一次評估 第二次評估 第三次評估 

日期 11 月 18 – 22 日 

(五天) 

3 月 4 – 6 日 

(五天) 

6 月 1 – 5 日 

(五天) 

科目 

(六年級) 

中文(閱讀、寫作、聆聽、說話)、

英文(閱讀及寫作、聆聽、說話)、

數學、常識、視覺藝術、體育、 

普通話(聆聽及拼寫、朗讀、說

話)、音樂(聆聽及音樂知識、唱

歌、演奏)、資訊科技(知識及應用)

中文(閱讀、寫作、

聆聽、說話)、英文

(閱讀及寫作、聆

聽、說話)、數學、

常識、視覺藝術、 

音樂(聆聽及音樂知

識、唱歌、演奏)、 

中文(閱讀) 

英文(閱讀及寫作) 

數學、常識、體育、 

普通話(聆聽及拼寫、朗讀、說話) 

資訊科技(知識及應用) 

#部分科目/分卷安排於評估時間表以外時間進行評估，部分科目不設紙筆評估 

2. 中、英文各卷別及佔分比重 

中文科 

一至四年級  五至六年級 

卷別/範疇 佔分(%)  卷別/範疇 佔分(%) 

閱讀 60%  閱讀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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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 

(a) 默書          5% 

(b) 進展性評估   10% 

(c) 總結性評估   15% 

30%   寫作 

  

30% 

說話 5%  說話 5% 

聆聽 5%  聆聽 5% 

總分 100%  總分 100% 
英文科 

一至四年級  五至六年級 

卷別/範疇 佔分(%)  卷別/範疇 佔分(%) 

閱讀及寫作 85%  閱讀及寫作 90% 

聆聽 5%  聆聽 5% 

說話 5%  說話 5% 

默書 5%  總分 100% 

總分 100%   

 
25. 家長教師會 

a. 家教會職能： 

增進家長與教師之聯繫，加強家長親子關係，為學生實踐全面教育及推廣學生之

福利事宜。 

 
b. 家教會會章(節錄)： 

1. 名稱：「長洲聖心學校家長教師會」 

‘CHEUNG CHAU SACRED HEART SCHOOL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2. 會址：長洲東灣教堂路長洲聖心學校 

3. 宗旨：增進家長與教師之聯系，加強家長親子關係，為學生實踐全面教育

及推廣學生之福利事宜。 

4. 活動：為達到本會之宗旨，本會每年將會舉辦若干活動，如研討會、教育

講座、輔導班、康樂活動等等。 

5. 會員： 

(一) 普通會員：凡本校學生父親及母親或監護人均為本會普通會員。 

(二) 當然會員：現任校監、校長及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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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權利與義務：凡本會會員皆享有選舉權及被選權，有出席會員大會之義

務，遵守會章及會員大會通過之決定。 

7. 會費：  

(甲) 普通會員每年繳納會費四十元正。 

(乙) 本會會費只限用於會務活動和辦公費用，及本會週年或特別會員大會 

   和常務委員會決定之用途。 

(丙) 會費款額增減得由常務委員會議決執行。 
 

26.  家校合作活動 

 本年度家校合作活動如下： 

1. 秋季旅行 

舉行日期：29/10/2019 

活動內容：教師與家長合作，舉辦一年一度的親友秋季旅行。 

2. 親子朝聖活動(P1–P2)  

舉行日期：7/12/2019 (六) 

活動內容：教師與家長及小一、二同學舉行一次朝聖活動，上午參觀聖堂，中

午一同進餐。 

3. 聯校開放日 

舉行日期：14/12/2019 

活動內容：長洲聖心學校及聖心幼稚園合作舉辦開放日，藉以加強兩校聯繫，   

促進伙伴合作關係，並邀家長參與，加強溝通。 

4. 親子運動同樂日 

舉行日期：11/1/2020 

活動內容：教師與家長合作，為全校學生舉行班際的田徑比賽、 

     師生、家長、校友接力比賽，又邀請聖心幼稚園進行 

     競技活動。 

5. 中國文化日 

舉行日期：21/1/2020 

活動內容：教師與家長合作，為全校學生舉辦各項發揚中國文化 

     的活動，例如：攤位遊戲、手工藝製作、小食…… 

6. 家教會週年大會暨學業成績優良獎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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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日期：21/2/2020 

活動內容：家教會週年大會 

          會務報告、財務報告、家長委員選舉、修章動議…… 

          學業成績優良獎頒獎禮 

          頒發學業成績優良獎、操行獎、學生才藝表演…… 

7. 親子活動 

舉行日期：21/3/2020 (六) 

活動內容：計劃中。 

8. 親子歷奇活動(小一至小三) 

舉行日期：20/6/2020 (六) 

活動內容：讓家長與子女一起參與歷奇活動，加強與子女的溝通…. 

9. 畢業禮聯歡晚會 

舉行日期：4/7/2020 

活動內容：贊助畢業生紀念品，資助家境有需要的學生參加聯歡 

          晚會…… 

活動內容：計劃中。 

 
27.  法團校董會及家長校董選舉 

本校於 2015 年 4 月 1 日正式成立「長洲聖心學校法團校董會」，以加強問責 

性及透明度，繼續領導學校的發展。法團校董會的成員包括「香港天主教教區」所

委任的「辦學團體校董」及「獨立校董」，由持分者選舉產生的「教員校董」、「家長

校董」及「校友校董」。「長洲聖心學校家長教師會」亦於 2015 年 4 月 23 日獲法

團校董會一致通過為本校唯一認可的「家長教師會」，並會按教育局之規定進行家

長校董選舉，選出「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各一名，代表全校學生家長，

加入本校法團校董會。根據《天主教香港教區法團校董會章程》規定，「家長校董」

必須認同天主教教區的辦學理念、宗旨和核心價值，以協助發展學校，並須出席校

董會會議。惟只有「家長校董」具有投票權，當「家長校董」缺席會議時，「替代家

長校董」可代為投票。每屆選出家長校董及替代家長校董任期為兩個學年，可連任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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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常祈禱經文 

1. 天主經 

我們的天父，願祢的名受顯揚，願祢的國來臨，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

在天上，求祢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祢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

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亞孟。 

 

    Lord’s Prayer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Amen. 

Our Father in heaven, holy be your name. Your kingdom come, your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n heaven. Give us today our daily bread. And forgive us 

our Sins, as we forgive those who sin against us. Do not bring us to the test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Amen.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Amen.  

 

2. 聖母經 

萬福瑪利亞，妳充滿聖寵！主與妳同在，妳在婦女中受讚頌。妳的親子耶

穌，同受讚頌。天主聖母瑪利亞，求妳現在和我們臨終時，為我們罪人祈求

天主。亞孟。 

   Hail Mary 

Hail Mary, full of grace, the Lord is with you, blessed are you among women, 

and blessed is the fruit of your womb, Jesus. Holy Mary, Mother of God, pray 

for us sinners, now and at the hour of our death, Amen. 

3. 聖三光榮經 

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亞孟。 

   The Glory Prayer  

Glory be to the Father, and to the Son, and to the Holy Spirit, as it wa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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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ning, is now, and ever shall be, world without end, Amen. 

 

4. 飯前禱文 

天父，感謝祢！祢創造並賜給我們作食物的魚、肉、蔬菜、米飯和水果。求

祢使這些食物，化作我們精神的力量，使我們能常常精力充沛，樂於愛主愛

人。 

 The Mealtime Prayer 

Thank you for the food we eat, Hallelujeh. 

Thank you for the friends we meet, Hallelujeh. 

Thank you for the birds that sing, Hallelujeh. 

Thank you God for everything, Hallelujeh. 

 

5. 短誦 

耶穌至聖之心，矜憐我等。 

Most Sacred Heart of Jesus, Have Mercy on 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