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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資料

2021-2024年度學校關注事項2021-2024年度學校關注事項
1  透過與科技及科學相關的學習活動，培養學生創新精神，提升學生學習動
力及信心。

2 推行正向教育，培育學生品德素養，建立正向校園文化。
3 認識祖國，加強國民身分認同，培育成為守法的良好公民。

學校管理委員會學校管理委員會
本校學校管理委員會成員包括一位教育局首長級人員、校長（當然成員）、

2位教員成員、2位家長成員和3位獨立成員。

教師資歷教師資歷
本校師資優良，教師團隊達60人，其中包括圖書館主任及學校社工，全部均
受教育專業訓練。本校英文及普通話老師已達語文基準，其中98%持有學士
或以上學歷，37%持有碩士、博士學位或以上，另有外籍英語教師與本校英
文科老師進行協作教學及推動英文科活動。

班級編制班級編制
一至二年級混合能力編班，三至六年級按學生的成績、學習

能力及需要編班。

學習評估學習評估
二至五年級全年全科舉行兩次測驗及兩次考試，六年級全年

全科一次測驗及兩次考試。除舉行測考外，亦運用進展性評

估、專題研習活動、課堂觀察、自評、社交及情意範疇表現

指標問卷評鑑學生的學習能力、價值觀和學習態度。

上課時間上課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8時10分至下午3時05分
課外活動：

星期五下午2時15分至下午3時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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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官立中學聯繫官立中學
本校升中派位校網為九龍第二網（深水埗區），而聯繫官立中學包括：荃灣

官立中學、何文田官立中學、賽馬會官立中學、九龍工業學校和官立嘉道理

爵士中學（西九龍）。

升中派位升中派位
近年本校學生獲派的中學包括：荃灣官立中學、何文田官立中學、香港四邑

商工總會黃棣珊紀念中學、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德雅中學、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迦密主恩中學、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荃灣聖芳濟中學、迦密愛禮信中學、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保良

局唐乃勤初中書院、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鄭榮之中學、聖公會聖馬

利亞堂莫慶堯中學和佛教大雄中學等。

入學手續申請入學手續申請
本 校 小 一 學 校 網 為 第 4 0
號，一年級新生家長如欲申

請本校一年級學位，可於每

年九月教育局自行分配小一

學位程序，到本校辦理申

請入學手續，取錄名單將於

十一月公布；家長亦可透過

教育局統一派位辦法申請入

讀本校。

如有學位空缺，二至五年級

申請插班生家長可到校務處

索取申請書或於本校網頁下

載申請書，並於交回填妥的

申請書時，把子女的出生證

明文件、最近成績表副本及

所需文件一併交回校務處。

本校將於指定日期安排入學

試以決定取錄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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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環境及設施學校環境及設施
本校樓高七層，設有三十個標準課室，大型禮堂、圖書館、學生活動中心、電腦室、

創意科技室、音樂室、視覺藝術室、輔導室、家長資源室、英語室、籃球場、露天劇

場、舞蹈室及足球場等，為學生提供充裕及理想的學習環境。

學校資料

3
樓

2
樓

1
樓

地
下

足球場足球場 籃球場籃球場 有蓋操場有蓋操場

會議室會議室家長資源室家長資源室露天劇場露天劇場

一樓平台一樓平台 活動室活動室 舞蹈室舞蹈室

音樂室音樂室 電腦室電腦室 視覺藝術室視覺藝術室

圖書館圖書館 英語室英語室 創意科技室創意科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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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以「建立正向品格」為主題策劃多

元化的全校性活動（例如：早會主題分

享、月訓分享、校園廣播、專題講座、

學生級訓輔活動等），藉以教導學生正

向價值，推動朋輩互助互愛的關愛精

神，培育學生的品德素養，建立正向品

格，成為良好的公民。

同學們在禮堂集隊時很整齊！同學們在禮堂集隊時很整齊！

講座結束前，香港導盲犬協會的義工和導盲犬KoKo與同學講座結束前，香港導盲犬協會的義工和導盲犬KoKo與同學
一同拍照留念。一同拍照留念。

講座中姑娘以不同的訓輔活動，帶出正向的思想，講座中姑娘以不同的訓輔活動，帶出正向的思想，
藉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培育學生良好品格及藉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培育學生良好品格及
正向價值觀。同學們都積極參與，反應熱烈！正向價值觀。同學們都積極參與，反應熱烈！

本校致力營造一個關愛的校園，讓學生愉快學習，連續多年獲得「關愛校園」的榮譽。本校致力營造一個關愛的校園，讓學生愉快學習，連續多年獲得「關愛校園」的榮譽。

學校透過「畫出彩虹」獎勵計劃鼓勵學生在品學校透過「畫出彩虹」獎勵計劃鼓勵學生在品
德、學業及服務上積極進取，以獲取足夠的彩德、學業及服務上積極進取，以獲取足夠的彩
虹能量寶石，培養他們成為一個知禮守規、富虹能量寶石，培養他們成為一個知禮守規、富
有勇氣、仁愛、懂謙遜和公義的好學生。有勇氣、仁愛、懂謙遜和公義的好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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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學生心聲

我們很享受校園學習生活，大家一起上課，我們很享受校園學習生活，大家一起上課，
樂也融融。樂也融融。

我們透過集體遊戲，學習彼此我們透過集體遊戲，學習彼此
尊重，彼此分享，多溫馨！尊重，彼此分享，多溫馨！

這是我們最期待的生日會！這是我們最期待的生日會！

看看我們的笑臉，大家都流露出看看我們的笑臉，大家都流露出
愉悅的心情。愉悅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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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運動會勇於嘗試，我們在運動會勇於嘗試，
突破自我，爭取佳績。突破自我，爭取佳績。

今天我參與了小一適應課程，學習了很多新知識，今天我參與了小一適應課程，學習了很多新知識，
謝謝老師！謝謝老師！

大家在體適能測試同樂日都很投入活動，真是興奮啊！大家在體適能測試同樂日都很投入活動，真是興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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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 scheme及英文科活動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for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and 
expose our students to a language-rich environment, we have 
fun-filled activities like English Fun Day, English Theatre and Play 
Time with NET.

We also incorporate with Daily Online Reading Programme 
and Space Town Literacy Programme to enhance our students’ 
language competence and to promote good reading habits. Campus TV broadcastingCampus TV broadcasting

Drama performanceDrama performance

English Choral Speaking ContestEnglish Choral Speaking Contest

Mid Autumn Festival Guessing the riddlesMid Autumn Festival Guessing the riddles

P.3 NET Scheme making  of P.3 NET Scheme making  of 
rubberband carrubberband car

P.6 interview workshopP.6 interview workshop

Puppetry performancePuppetry performance
Singing with the NET in English RoomSinging with the NET in English Room

English Fun DayEnglish Fun DayTrick or Treat Halloween recess activityTrick or Treat Halloween recess activity

English TheatreEnglish Thea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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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手動腦實踐中學習
本校運用多元化的學與教策略，透過動手動腦做實驗及跨科學習，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提高

學生的學習動機，以推動及啟發學生的科學探究精神。

動手動腦做實驗動手動腦做實驗

STEM跨科學習STEM跨科學習

與中學合辦探究活動，令同學們的眼界更廣闊。與中學合辦探究活動，令同學們的眼界更廣闊。

帶着好奇心的學習，印象是最深刻的。帶着好奇心的學習，印象是最深刻的。

光能否轉換成動力能源，光能否轉換成動力能源，
測試過後就知曉！測試過後就知曉！

看！我們小組製作的作品是最好的。看！我們小組製作的作品是最好的。

同學製作的玩具車，跑得快又美觀。同學製作的玩具車，跑得快又美觀。

空氣在哪裏？重量是多少？通過活動空氣在哪裏？重量是多少？通過活動
同學們也學會了。同學們也學會了。

同學們齊齊動手動腦做實驗，啟發探究的精神。同學們齊齊動手動腦做實驗，啟發探究的精神。

同學們小心求證、記錄及分析實驗結果。同學們小心求證、記錄及分析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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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服團隊
本校成立了21隊服務及制服團隊，透過不同的服務團隊和服務活動，為學生提供更多學習服務的
機會，培育學生關愛的精神，並能與人和諧相處，建立自信心、責任感和自律，懂得尊重和欣賞

他人，以及建立正向的價值觀。

校隊
為使學生盡展體藝潛能及讓學生得到均衡全面的發展，本校設

有不同的校隊。體育校隊方面設有田徑隊、足球隊及獅藝校隊

等；藝術校隊方面有合唱團、中國鼓及朗誦隊等。本校積極鼓

勵學生參與各校隊訓練，以發展學生所長。

升旗禮升旗禮 升旗隊為升旗禮作準備升旗隊為升旗禮作準備

升旗隊升旗隊

幼童軍幼童軍

服務團隊宣誓儀式服務團隊宣誓儀式

排球校隊排球校隊

風紀培訓風紀培訓

中國舞中國舞

活動大使活動大使

服務團隊大合照服務團隊大合照

合唱團合唱團

新聞大使新聞大使

風紀大合照風紀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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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藝班
本校為學生開辦不同類別的學藝班，安排專

業的導師或教練授課，為學生的體藝發展提

供了全方位的培育。

排球校隊排球校隊

中樂團中樂團 乒乓球乒乓球

足球足球

獅藝獅藝

田徑校隊田徑校隊 中國鼓中國鼓

花式跳繩花式跳繩

國術國術

跆拳道跆拳道

水墨畫班水墨畫班

中國鼓中國鼓

圍棋班圍棋班樂高機械人樂高機械人 劍橋英語班劍橋英語班

非洲鼓非洲鼓

奧數班奧數班芭蕾舞班芭蕾舞班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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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
本校透過舉行升旗禮和旗下講話，以及一

系列國安教育活動，培育學生國民身份認

同感，關心社會及國家的情操，加強學生

對祖國的認識，並幫助學生確立正向價值

觀及培養良好品格，教導學生成為守法守

規的良好公民。

升旗禮升旗禮

國家憲法及基本法填色比賽國家憲法及基本法填色比賽

國慶72週年賀卡及生日卡設計活動國慶72週年賀卡及生日卡設計活動

國慶72週年賀卡及生日卡設計活動傑出表現學生合照國慶72週年賀卡及生日卡設計活動傑出表現學生合照

中國文化活動日中國文化活動日 旗下講話旗下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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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摩與交流 姊妹情更濃
本校參加了教育局舉辦的姊妹學校計劃，與北京市海淀

區東升實驗小學及深圳市坪山區碧嶺小學兩間內地小學

締結為姊妹學校。近年，本校以各種形式舉辦姊妹學校

交流活動，包括親身到校訪問、網上實時視像交流、筆

友書信等，有效促進老師們在行政工作方面的交流，以

及學生在學習、活動和中國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藉以

加強學生對祖國的認識和國民身份的認同。

雖然相隔千里，無阻網上交流雖然相隔千里，無阻網上交流

完成網上交流後的合影完成網上交流後的合影

參與本校網上交流會的深圳市坪山區碧嶺小學的老師和學生們參與本校網上交流會的深圳市坪山區碧嶺小學的老師和學生們

深圳市坪山區碧嶺小學的老師們與深官中樂團濟濟一堂深圳市坪山區碧嶺小學的老師們與深官中樂團濟濟一堂

深官與東升小學網上交流的「大合照」深官與東升小學網上交流的「大合照」歡迎深圳市坪山區碧嶺小學的老師到校交流歡迎深圳市坪山區碧嶺小學的老師到校交流

與深圳市坪山區碧嶺小學網上交流會後的深官師生合照與深圳市坪山區碧嶺小學網上交流會後的深官師生合照
深圳市坪山區碧嶺小學筆友的來信深圳市坪山區碧嶺小學筆友的來信

深圳市坪山區碧嶺小學的老師們深圳市坪山區碧嶺小學的老師們
在觀摩學生上英語課在觀摩學生上英語課

東升實驗小學學生的古箏表演非常精彩東升實驗小學學生的古箏表演非常精彩

走
出
課
室 

擴
闊
視
野

1313



家長教師會
深水埗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成立於2002年11月15日，旨在加強家校合作及聯繫，讓
家長與老師彼此合作，建立一個和諧關愛的校園，讓孩子可以愉快成長。歷屆家教

會委員致力籌辦各項多元化活動及協助學校推行計劃，如：中國文化嘉年華攤位義

賣、親子旅行、家長興趣班、家長講座、爸媽茶聚等，家長委員為學校作出無私的

奉獻，與本校攜手合作，陪伴孩子在深官小共同成長的理念。

家長義工

我們精心準備和佈置攤位，齊齊參與義賣籌款活動，家長和我們精心準備和佈置攤位，齊齊參與義賣籌款活動，家長和
同學們都反應熱烈！同學們都反應熱烈！

又到小息了！我們一切準備就緒，同學們亦排好隊等待換領禮物。又到小息了！我們一切準備就緒，同學們亦排好隊等待換領禮物。

家長教師會週年會員大會家長教師會週年會員大會——
頒發義工感謝紀念品頒發義工感謝紀念品 DIY押花加濕小夜燈班DIY押花加濕小夜燈班

敬師日敬師日——家教會致送水果籃給全體老師表謝意家教會致送水果籃給全體老師表謝意

家長教師會週年會員大會家長教師會週年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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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活動

家長講座

家長興趣班

DIY押花加濕小夜燈班DIY押花加濕小夜燈班

「提升孩子意志力及處理逆境能力」講座「提升孩子意志力及處理逆境能力」講座 「『機不離手？』正向親子溝通」講座「『機不離手？』正向親子溝通」講座

親子旅行親子旅行

水墨畫班水墨畫班

家
校
同
心 

合
作
無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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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積極極進進取取  自自我我完完善善

碧海藍天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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