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堯天主教小學
CHO YIU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大家好！我是本年度新加入祖堯天主教小學的何麗君校長，很高興在這裡與大家
相遇、認識、同行。你們都應該知道本校的校訓是甚麼?能夠加入這個大家庭，我相
信是天主希望我能在這裡發揮祂給與我的天賦才能，同祖天的成員和學生一樣，以校
訓「基督之光」，身體力行，貢獻出自己的力量，做到發光發熱，服務社會。

校址：新界葵涌祖堯邨敬祖路十號
電話：2742 3701       
傳真：2742 3704
網址：http://www.choyiu.edu.hk
電郵：cyw-mail@choyi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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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主的羊，努力承主愛
祖堯天主教小學為培育學生在靈性上的發展，本學年以「我是主的羊，努力承主
愛」為牧民方向，盼望祖天大家庭各成員能事事做好自己，時時能 I DO MY BEST。
耶穌曾在聖經中以善牧的身分向我們說明耶穌自己做一個好牧人，祂把生命奉獻
給我們大家。耶穌顯示祂是無私無我的，祂從未使祂的子民失望，祂屈辱自己而舉揚
我們大家。真正的領袖不是那些 野心勃勃、運用詭計的人，而是跟隨耶穌基督的榜樣，
寧願為眾人之末、誠懇的作眾人的奴僕，就如同耶穌所說：『人子不是來受服事，而
是來服事人，並交出自己 的性命，為大眾作贖價。』（谷 10:44） 祂為祂的羊尋找茂
盛的草場。羊群的保護、生長和福祉是祂最優先照顧的。
祖天大家庭於 9 月 2 日舉行開學禮，本學年的主題為「我是主的羊」，願祖天學
生人人成為羊兒，在基督的羊棧內成長。活動當天，由校監黃敏冰女士帶領全體師生
詠唱我們全心感謝天主，多謝天父賜給我們父母﹑老師及所有為我們服務的人。學生
代表誦讀耶穌是善牧的聖經章節後，由校長何麗君女士以互動的方式向學生分享聖經
中的喜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活出羊兒的真正精神，將基督之光的校訓由學校擴展至
社區，讓更多人回應耶穌善牧，成為羊棧中的羊兒。在開學禮的尾聲，學生代表在校
監及校長手上領受小羊兒，承諾一心一德用行動及生活去回應耶穌基督的呼召，努力
成為善牧基督好羊兒，承行主愛祖天人。
耶穌說︰一個牧羊人會花所有的時間，與他的羊群在一起，一年 365 天，一天 24 小時，
每天同出同進。牧人和羊群已經真正結合為一家，因此牧人知道他每隻羊的情況，譬
如哪隻羊蹄受傷了，哪隻羊吃了什麼生病了，哪隻很容易走失…等等。這就是為什麼
『牧人知道他的羊，而羊也知道祂。』
為讓大家庭各成員明白天主的聖意，於九月十九日在聖斯德望堂舉行祈禱禮，並
由校董成啟明神父主禮。祈禱禮的主題為「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成神父在講道
中更提示我們要忠信，並積極回應基督的邀請，追隨祂的旨意，將身、心、靈轉化。
成神父在祈禱禮中更向一眾老師祝福，並派發小羊的座枱擺設，提示老師要成為學生
的牧羊人，帶領他們走上基督的道路，走進上主的羊棧。
耶穌做一個好牧人，祂知道我們每一個人，就像牧羊人一樣，祂也一年 365 天，
一天 24 小時都跟我們在一起。『我要與你們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耶穌清
楚認識我們每一個人。祂卑微自己，把自己變成像我們一樣的人，祂知道我們每一
個人的生活情況，祂感覺得到我們內心的喜悅、夢想、悲傷和我們的問題。
在祖天大家庭內，老師們與學生之間的關係，正正如同善牧基督與羊兒一
樣。與他們一同生活，一同懷抱夢想。為實踐善牧老師的理念大家庭於 10 月
26 日舉行第一次 I DO MY BEST 跳躍生命之旅活動，在過程中學生與班主任老
師共同透過遊戲﹑分享共同發揮羊棧效應，達致「我是主的羊，努力承主愛」
的牧民方向，共同為天主、祖天大家庭獻出自己
的一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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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透過全校參與的健康校園計劃，促進學校各人的身、心、靈健康。
配合科本核心課程，設計分層課業及完善進展性評估，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
透過電子學習，推動教師的專業交流，激發學生的自學精神，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優化道德及公民教育課程，培養學生的品德及公民素質。

學校圖書館各項數據統計
學生從圖書館借用讀物的頻次統計（2012-13 年度）
頻度

從不

每月少於
每月一次
一次

每兩周
一次

每周一次
或以上

總數

人數

0

4

75

234

218

565

%

0%

0.75%

14.12%

44.07%

41.06%

100%

總數

2012-2013 年度 學校財政報告
津貼帳目

本年度教統局津貼 本年度實際支出

  1. 學校及班級津貼
  2. 升降機保養津貼
  3. 防止噪音津貼
  4. 普通話課程津貼
  5.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6. 增補津貼
  7. 公民教育津貼
  8. 補充津貼
  9. 培訓及發展津貼
10. 綜合資訊科技津貼
11.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津貼
12. 英文廣泛閱讀計劃津貼
13. 學生輔導及訓育津貼
14. 綜合傢俬及設備津貼
合共：

382,267.00
82,632.00
59,523.00
1,435.00
40,368.00
5,496.00
11,904.00
133,638.00
7,557.00
324,904.00
7,464.00
7,464.00
5,280.00
190,296.00

378,173.46
76,740.00
58,800.00
508.20
34,753.71
4,970.00
6,544.40
71,114.89
2,775.00
182,986.97
7,671.09
7,528.80
5,433.80
315,374.00

1,260,228.00

1,153,374.32

2012-2013 年度 特定用途收費
總收入
上年度結餘
特定用途學生收費
銀行利息

總支出

359,691.17
131,400.00
39.75

課室冷氣機電費
清洗 / 維修地下有蓋操場冷氣機
學生保障保險
更換課室冷氣機
更換課室冷氣機水盆
清洗 / 維修課室冷氣機
教育界專業責任保險
合共：

47,776.07
4,490.00
5,460.00
45,840.00
2,700.00
4,981.00
12,300.00

491,130.92 123,54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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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及公民教育科

同學們留心聆聽導賞員的講解

透過靈性的培育，包括灌輸天主教的教理和核心價值，
有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因此各級課程於本年度
會按需要加入靈性培育的元素。此外，為提高學生的抗逆
力，讓他們懂得珍惜、尊重和熱愛生命，課程也會同時增
強生命教育的內容。除正規課程外，學校也舉辦了「同根同
心」內地交流計劃、升旗隊、中華文化日、「生命小領袖」
培訓計劃、「傳媒小博士」等多元化活動培養學生正面的價
值取向，懂得欣賞中華文化和建立國家認同感。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活動
本校一年一度的「中華文化日」活
動，於春節前夕舉行。活動當天得到老師
及家長義工們的協助，讓學生能在刺激又
興奮的氣氛中度過難忘的一天。除了攤位
遊戲及課室手工藝活動外，今年更為高年
級同學加插「中華文化常識問題比賽」，
變變變，剪出一個春字， 務求讓學生在歡度佳節之餘，亦能在中國
祝大家新春大吉！
傳統文化的學習領域上有所得益，從而傳
揚中華文化。

同根同心

為了擴濶學習空間，讓學生能親身踏
足中國內地，本年度德民科續辦「同根同
心」內地交流活動。36位四年級學生在老
師帶領下，到廣東惠州進行兩日一夜的學
習活動。四年級同學對能參加此活動感到
十分興奮，畢來大部份學生都是首次離開
家人，與同學們出發到外地呢！

一起來張大合照吧！

同學們合力煎年糕

同學們在課室內製作中國吊飾

中華文化日
緊張刺激的
問答比賽即
將開始了！
自己所煎的年糕，
味道怎麼樣？
一同製作紙燈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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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下觀眾亦須參與回答問題

電子化學習平台―
利用電子白板及平版電腦
進行專題研習

電子白板
在英文課堂利用電子白板進行
互動教學，提升學生參與度

在電腦課堂利用電子白板配合繪圖軟件繪畫。

為持續推動祖堯天主教小學的電子學習發展，本校於本年度引入多點觸控電子白
板，以促進老師與學生在課堂中的互動。
老師能在課堂中透過電子白板直接操控電腦，從而節省課堂上操控電腦的時間，促
進課堂活動的連貫性。另一方面，老師在課堂教學時可即時在電子教材上將學習重點以
特別的顏色或圖形標示，幫助學生掌握學習重點。

P.4 常識科 參觀歷史博物館
2013年10月7日本校與香港中文大學資訊科技促進中心合作，於香港歷史博物館為四年
級學生舉辦常識科戶外學習活動。活動中，學生根據老師的指示到博物館內的不同地點，利
用安裝在iPad平板電腦內的戶外學習軟件完成與香港歷史相關的學習任務，使他們經歷自發
性的學習經驗。活動後，老師透過無線網絡接收學生的答案，從而給予回饋。

課外活動小組
<< 流動數碼探險家 >>
      祖堯天主教小學獲世界自然基金會
(香港分會)邀請，於2013年9月30日與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組
及元朗官立小學合作，於西貢海下灣海岸公園及世界自然基金
會海洋生物中心進行野外研習活動。學生透過親身體驗，利用
    iPad平板電腦，配合戶外學習軟件及GPS全球衛星定位系
         統進行自主學習，增加對海岸公園及近岸動植物的認識，                
                       從而了解人與大自然環境的關係及環境保育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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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堯天主教小學於五月十六日舉行35周年校慶
祈禱禮，由天主教香港教區林銘副主教擔任主禮嘉
賓，並邀請得教育局葵青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甄寶
華先生、天主教教育事務處葉成標助理，以及各友
校校監和校長蒞臨參與。
林副主教在講道時強調『光』的重要，並指出
人要在光明中行走，如同我們在充滿黑暗(誘惑)的世界中要懂得如何活出光明，如何學習基
督用愛及禱告將世界改變。在林副主教勉勵師生後，由學生、老師、校友、家長及職工代
表，獻上代表着祖天大家庭35年成果的時間囊，並在延續不斷的聖詠下祈禱，願天主時時刻
刻與我們同在，而一眾出席者以手牽手的方式詠唱天主經，更把祈禱禮推向高潮。在「光之
頌」的環節中，林副主教與校董成啟明神父為學生代表燃點燭光，並帶領全體嘉賓在聖母畫
像前詠唱聖母頌，感謝聖母為世人轉禱及對世人的眷顧，並藉聖母的引領讓眾人在信德的大
道上邁進。
祈禱禮結束後，隨之進行了一連串以「主愛世界」為題的表演節目，包括︰手鐘、舞蹈
及歌詠，帶領一眾嘉賓置身於樂韻悠揚、輕歌曼舞之中。最後，胡艷芬校長、舊生會主席莊
璟珉先生與學生代表以話當年的形式細說祖天大家庭的事蹟，而整個校慶慶祝活動亦在節奏
樂團奏出校歌，以及合唱團與師生們一同獻唱祖天校歌而圓滿結束。
為讓祖天大家庭的各成員有機會重溫祖天昔日的光輝歲月，
校方特別於5月20日至5月24日期間舉行相片展覽，
讓祖天家長及師生們透過相片，重溫祖天昔日
的歷史，讓大家對祖天多加一點認識。

林銘到主教在祈禱禮中分享地鹽世光

林銘副主教在燭光禮中燃點學生
代表手中的蠟燭，寓意薪火相傳

眾主禮嘉實於祈禱禮後
切餅慶祝創校35周年

學生代表獻上感恩卡，感謝
老師及職工對學校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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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參加者同心合意為祖天
大家庭獻上祝福與祈禱

近年，境外交流成為一項
新興的學習活動，透過全方位境
外交流學習活動，促進學生增加
對不同文化的認識，培養學生對
環境保護的意識，並提升學生的
自理能力。而在12-13年度，本
校進行第一次境外交流，
目的地為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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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堯天主教小學家長教師會
CHO YIU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2012-2013年度家長教師會 義務工作計劃

2012-2013年度家長教師會 工作計劃
        日期
14/9/2012 (五)
6/12/2012 (四)
15/3/2013 (五)
24/5/2013 (五)
25/8/2012 (六)
6/12/2012 (四)
19/9/2012 (三)
24/10/2012 (三)
14/11/2012 (三)
10/12/2012 (一)
25/2/2013 (一)
18/3/2013 (一)
22/4/2013 (一)
20/5/2013 (一)
22/9/2012 (六)
26/9/2012 (三)
24/10/2012(三)
14/11/2012 (三)
23/11/2012 (五)
20/2/2013 (三)
13/3/2013 (三)
24/4/2013 (三)
28/9/2012 (五)
22/12/2012 (六)
2/3/2013 (六)
26/3/2013 (二)
20/10/2012 (六)
17/11/2012 (六)
19/1/2013 (六)
25/2/2013 (一)
18/3/2013 (一)
22/4/2013 (一)
20/5/2013 (一)
16/7/2013 (二)

日期
10 - 21/9/2012
9-10/2013
20–27/9/2012
28/9/2012 (五)
30/9–3/10/2013
10-12/2013
3/10/2012 (三)
4/10/2012 (四)
29/10/2012 (一)
2/11/2012 (五)
8/11/2012 (四)
7/12/2012 (五)
10-11/12/2013
12/12/2013 (三)

活動名稱
家長教師會常務會議

業務監管委員會會議

監察學生午膳 (共八次)

小一、二學生與家長參加聖多默宗徒堂
朝聖及親子競技活動

11/1/2013 (五)
耶穌同鄉會聚會

22/1/2013 (二)
30/1/2013 (三)
6/2/2013 (三)
23/2/2013 (六)

參與開學感恩祭
聖誕親子美食之旅
親子暨校友旅行
復活節親子美食之旅
小一、二家長資訊科技工作坊
與學生支援組合辦家長講座
家長講座及家教會週年會員大會

28/2/2013 (四)
21/3/2013 (四)
25/3/2013 (一)
20/2/2013 (三)
13/3/2013 (三)
10/4/2013 (三)
24/4/2013 (三)
15/5/2013 (三)
29/5/2013 (三)
20/3/2013 (三)
17/4/2013 (三)
22/5/2013 (三)
14/5/2013 (二)
21-22/5/2013 (二、三)

6A父母學堂 - 家長工作坊
家長委員聚餐

家長教師會財政結餘(截至29/6/2013)
                 項目
上年度財政結餘(支票戶ロ)
上年度財政結餘(儲蓄戶ロ)
12-13年度上學期會費收入
12-13年度下學期會費收入
12-13年度親子旅行收入   ($46340+$3790)
利息

收入

支出

【1】 贊助購買「學生意外保險計劃」費用
【2】 購買活動禮物
【3】 購買家教會委員及義工保險
【4】 親子旅行費用
【5】 贊助上學期學業獎禮物(書劵)
【6】 耶穌同鄉會家長活動費用
【7】 祖天親子美食之旅活動費用
【8】 親子旅行禮物費用
【9】 贊助上學期學業獎、服務獎費用
【10】 銀行費用
【11】 贊助三十五周校慶紀念品
(珠仔及配件)
【12】 家教會誌送學校三十五周年校慶禮物
         (座地花籃)
【13】 贊助下學期服務獎、學業獎
【14】 贊助下學期學業獎書卷
【15】 贊助12-13家長教師會周年聚餐費用
【16】 家長教師會周年聚餐相片沖印費用
                 總數

結餘

$34,481.4
$28,971.0
$9,940.0
$9,960.0
$50,130.0
$10.9
$2,730.0
$150.0
$800.0
$49,812.0
$900.0
$199.0
$380.0
$2,926.3
$2,262.0
$127.94
$239.0
$300.0
$5,812.0
$1,150.0
$1,000.0
$36.0
$133,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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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24.24

$64,669.06

活動名稱
校內義務工作 (協助小一、小二進行午膳)
協助科組包書(課外讀物)
協助準備開學感恩祭物資
協助小四學生到聖堂進行朝聖活動
協助準備「小一滿月了」物資
協助製作校內壁報
協助「小一滿月了」工作
協助帶領小四學生參觀歷史博物館
協助午間宗教活動
協助「校運會」工作
協助午間宗教活動
協助「戶外學習日」工作
協助帶領小四學生到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
協助帶領小一學生到聖堂進行朝聖活動
協助教授「園藝組」及
「創藝小兵團」組員製作天然潤唇膏
協助進行「普語日」活動
協助準備「中華文化日」的物資工作
協助「中華文化日」工作
協助「家長日」義賣工作
協助帶領小二同學參觀荔景消防局及
小三學生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
協助英文科語境活動(製作健康小食)
協助「愛心午餐」活動
家長義工與
福傳小組帶領
小一至小三學生進行活動
(慶禮院)
家長義工及祖天學長
與小一講故事
及進行遊戲
協助帶領小一同學參觀荔枝角公園
協助英文科午間活動 (雙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