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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校 長 的         

 有一天，兩兄弟興高采烈地踢完足球回家，弟弟急不及待打

開雪櫃，只聽見他失望地說：「噢，為什麼只剩下半樽冰涼的

水呢？是誰喝了？」反之，哥哥卻興奮地說：「真好，還有半樽

水，上一位喝水的人還留下一半給別人呢！」同樣是半樽水，

正面樂觀的人會慶幸尚可擁有的；負面悲觀的人會埋怨自己沒

有的。可見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我們能懂得珍惜，轉個角度想一

想，便會發現生命之路沿途都開滿花，生活總是美好的。

	 我會盡力推崇正面文化，希望孩子能

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從而培育他們成為四

好祖天生（天父的好羊兒、父母的好兒女、

學校的好學生、社會的好公民）。每次跟

孩子說起何謂正面的價值觀，我就會引用

「半樽水」的故事作比喻。

	 鼓勵孩子自主學習，提升學習表現，是本年度我校的重點關注事項。為了配合課程，以資訊科

技融入學科輔助課堂教學，提升教學效能，我期望家長能多鼓勵孩子善用資源，主動探索新知識，

	 	 	 	 	 	 	 	 	 	提升孩子在家自學的效果。

	 													「愛其實很簡單」，德蘭修女以身作則，教我們愛

人如己，她無私的愛時刻提醒著我對教育的初衷。作為教育工作

者，我堅信幫助孩子培養良好的品德，建立正確的價值觀，老師

及父母責無旁貸。

	 本年度我校將積極推動價值教育，並以天主經中的一句「不要

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為骨幹，配合天主教教育

的五大核心價值理念，透過非常規課程及主題活動，在愛德、生

命、家庭、真理及公義五大範疇上，讓孩子有更多認識及領會，

身體力行，活出愛主愛人的精神。

何麗君校長

二零一四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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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教育  灌溉心靈出四好
資訊科技  學習自主用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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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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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941.00   420,064.33 

  2. 升降機保養津貼  86,016.00   85,290.00 

  3. 防止噪音津貼  61,964.00   61,800.00 

  4. 普通話課程津貼  1,494.00   1,494.00 

  5.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42,024.00   41,800.50 

  6. 增補津貼  5,712.00   5,140.60 

  7. 公民教育津貼  12,384.00   6,208.90 

  8. 補充津貼  139,117.00   96,121.68 

  9. 培訓及發展津貼  7,867.00   7,830.00 

10. 綜合資訊科技津貼  338,225.00   607,996.80 

11. 中文廣泛閱讀計劃津貼  7,770.00   7,250.80 

12. 英文廣泛閱讀計劃津貼  7,770.00   7,682.00 

13. 學生輔導及訓育津貼  5,496.00   4,586.90 

14. 綜合傢俬及設備津貼  198,096.00   262,992.00

 
                     合共：  1,311,876.00   1,616,258.51

2013-2014 年度 特定用途收費
   總收入   總支出 

上年度結餘  367,583.85  

特定用途學生收費  127,680.00  

銀行利息  41.45  

  

課室冷氣機電費   55,430.94 

清洗 / 維修有蓋操場冷氣機   1,305.00 

學生保障保險   5,290.00 

清洗 / 維修課室冷氣機   4,305.00 

教育界專業責任保險   12,300.00 

  
                              合共：  495,305.30   78,630.94  

生命之旅
活動

一年級英文科聯課活動

中華文化日開幕禮

英語日營
---話劇演出 六年級成長的

天空活動

紅十字少年團
參加急救比賽

葵涌區田徑賽
美化校園大行動

非洲鼓表演

手鐘表演

 聖誕聯歡

遊學團一台南之旅

參觀聖堂

從學生借閱圖書的數據顯示，本校學生的閱讀習慣令人滿意。

1. 以天主教核心價值教育，培養學生正面品德，彰顯基督之光。

2. 善用資訊科技提升學與教效能，鼓勵學生自主學習。

3. 優化行政架構及考績制度，激勵教師追求卓越，發揮專業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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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號周 計劃年

旅行

升旗禮

芭蕾舞表演



 近年，學校由五育並重的教育則改成六育並重，把靈性的價值放在一個重要

的位置。心靈教育重視開發和培養學生在心靈上的感召與覺察能力。為讓學生有

靈性活動的經驗，本年度嘗試為五年級的同學探討如何運用宗教建築去提升他們

的心靈素質，並了解天主教教會的辦學傳統。他們分別參觀了三所不同風格的聖

堂，包括中環堅道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灣仔聖母聖衣堂及元朗聖伯多祿聖保祿

堂。根據收回的學生意見，反映出他們在過程中能掌握和活用所學習得來的藝術

創作技巧，並對本校的宗教傳統及辦學理念有更深的認識與了解。

 為讓祖堯兒女有更多機會認識何麗君校長，認

識她和天主之間的關係與那份「真情」，本校於五

月份舉行第一次「我和何校長有約」的宗教活動。

活動以祈禱﹑分享與喜樂為題，何校長特別安排本

校的天主教學生參與是次活動，希望他們能在愉快

            的環境下與校長一同享用午膳，

           一同分享成為天父好兒女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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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 天           之 旅         身心靈

我 和 何 校 長有約



    本校與中文大學資訊

   科技教育促進中心合作，

   於2014年6月19日首辦

西貢鹽田梓村電子遊蹤學習活動，為4、5年級學生舉辦宗教培育

活動-「香港百年天主教古蹟探索之旅」，讓學生認識天主教在

香港的歷史，了解西貢鹽田梓村的人、地、事。老師運用平板電

腦、戶外學習軟件教材套、全球衛星定位系統、雲端儲存技術及

視像通話軟件，配合流動寬頻服務，讓學生經歷非一般的電子遊

蹤學習及朝聖活動。

 是次活動不但能讓學生了解天主教在西貢的傳教歷史、懂得

愛惜天主賜予的資源，更能讓學生提升在靈性方面的發展。學生

在充滿天主教氣氛的鹽田梓村內享受學習經歷，獲益良多。

香 港 百 年 天 主 教            探 索 之 旅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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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遊聖母像
 本校於五月二十七日舉行一年一度聖母像巡遊活動，主

題是「天主之母‧我的慈母」。當天早上，由一年級的學生

代表扮演天使帶領全校師生在校園內遊行，參加學生以歌聲

階同聖母瑪利亞向天父祈求。低年級的學生揮動聖母花環，

慶祝聖母月的結束，而高年級的學生代表則手持聖母旗，並

學習昔日的朝聖者，手持玫瑰唸珠及玫瑰花，以祈禱

的方法參加出遊活動，讓整個校園充滿歌聲與禱聲。

活動的高潮就是全校師生環繞學校詠唱聖母頌

的時刻，聖母像由學生帶領到達操

場中間，讓全校學生以不同的方式

向聖母致敬，氣氛溫馨動人。



 為了加強學生對國家的認識，培養國民

身分認同感，學校於2014年6月27至28日舉

辦了「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2014)─惠州

環保設施及自然保護區之旅」，36名四年級

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到國內惠州作參觀和研

習活動，到訪的地點包括大鵬古城、惠州大

亞灣石化工業區、惠東海龜國家級自然保護

區、惠州西湖和惠州科技館。

同根同心內
地交流計劃

(2014)

我們也要做
守城勇士！

同學們專心聆聽導賞員
講解大鵬古城的歷史。

在惠東海龜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同學們正細心觀賞海龜的生態

在惠州西湖，同學們向導賞員
提問有關西湖引清工程的運作

在惠州科技館的展品真有趣，
同學們都被深深吸引住了

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2014)

 為配合社會的變化和學生的需要，從而培育他們
的共通能力、品德情意及知識，是以本校一直致力發展
校本課程，使各科的教學內容切合本校學生的需要，令
教學的效益達到最高。本年度校方除把各科的校本課程
小冊子重新編修外，並特別加上彩色封面，突顯校本課
程單元冊的重要性。單元冊封面上的鹽粒，象
徵着單元冊內的每一個部份，都是一眾老師把
他們的心血結晶，為學生無條件的奉上。

校 本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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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於大鵬古城前
合照留念



平板電腦輔助學習
 本校於年內其中一項關注事項與電

子學習有關，故校方購置了不少平板電

腦，以便應用在日常的學習活動中。校方

  亦善用平板電腦的個優點進行了多次的

          戶外電子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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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電子學習活動

流動數碼探險家
 本校課外活動小組—流動數碼探險家先

後進行了兩次戶外學習活動，獲得了不少寶貴

的學習經歷。其中一次獲世界自然基金會邀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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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流

  動數碼探險家成員又參加了「祖天至叻星」

    工作坊，往聖斯德望幼稚園帶領該校學

         生在聖堂內進行數碼遊蹤活動。

歷史博物館電子學習活動
 本校與中文大學資訊科技促進中心合作，由老師帶

領四年級學生往香港歷史博物館進行常識科戶外學習活

動。學生根據老師指示到博物館內不同地點，利用平板

電腦的戶外學習軟件完成與香港歷史有關的學習任務，

使他們經歷一次自發性的學習經驗。活動後，老師透過

無線網絡接收學生答案，並給予回饋。

全新的多媒體
語言學習中心

修葺後的聖母池

色彩繽紛
的視藝廊

翻新後的校舍

台南遊學團與
校內同學隔空交流

 由五、六年級師生組成的遊學團身處台

灣七股鹽田，與在港的四年級同學利用平板

電腦及Face Time軟件進行即時對話，構成了

一次別開生面的台、港兩地隔空交流活動。

      對話後學生以小組形式利用Edmodo

             學習軟件完成相關問題。

校舍新貌

校園圍牆新裝



2013-2014年度  義務工作計劃

 日期 活動名稱 
 8/2013 – 7/2014 壁報製作
9/9/2013 - 18/9/2013 協助一、二年級班主任看管午膳秩序
 14/9/2013 (六) 協助教授幼稚園學生及家長冰皮月餅製作
 19/9/2013 (四) 協助小四學生於聖堂進行活動
 27/9/2013 (五) 協助「小一滿月了」活動
 5/7/2013 (六) 協助帶領「生命小領袖」出外參與活動
 7/10/2013(一) 協助帶領學生參觀歷史博物館及香港科學館
 19/10/2013 (六) 協助帶領「生命小領袖」出外參與活動
 30/10/2013 (三) 與小一學生講故事及進行遊戲
 1/11/2013 (五) 於「校運會」中協助維持秩序及拍攝等工作
 24/11/2013 (日) 千人萬步健康路 2013
 27/11/2013 (三) 為小一學生講故事及進行遊戲
 6/12/2013 (五) 於「戶外學習日」中協助維持秩序
 27/1/2014 (一) 協助「中華文化日」活動
 2/2014-3/2014 協助帶領學生參觀荔景消防局及動植物公園
 22/2/2014 (六) 協助「家長日」義賣工作
 22/2/2014 (六) 協助帶領「升旗隊」隊員出外參與活動
 26/3/2014 (三) 協助帶領小一學生進行福傳遊戲活動
 30/4/2014 (三) 協助帶領學生參觀荔枝角公園
 22/5/2014 (五) 協助英文科午間活動 (雙親節)
 2/7/2014 (三) 協助普通話科「語境日」活動

家長教師會財政報告 (截至31/8/2014)

                  項目  收入  支出 結餘

上年度財政結餘(支票戶ロ) $ 15,657.16  
上年度財政結餘(儲蓄戶ロ) $ 49,011.9  
13-14年度上學期會費收入 $ 9,780  
*13-14年度下學期會費收入 $ 9,780  
中秋親子同樂坊收入 $ 570  
利息($6.7+$6.3) $ 13  
13-14年度親子旅行收入
$43620(本校學生)+$4050(教師及舊生) $ 47,670  

【1】  贊助小六升中宣傳海報費用   $ 203 
【2】  贊助購買「學生意外保險計劃」費用   $ 2,116 
【3】  中秋親子同樂坊開支   $ 1,341.20 
【4】  耶穌同鄉會(一)家長活動費用   $ 62 
【5】  耶穌同鄉會(二)家長活動費用   $ 56.80 
【6】  耶穌同鄉會(三)家長活動費用   $ 87.20 
【7】  購買家教會委員及義工保險   $ 800 
【8】  親子旅行禮物費用   $ 2,208 
【9】  親子旅行小食包費用   $ 2,730 
【10】贊助上學期學業獎書卷   $ 1,100 
【11】耶穌同鄉會(四)家長活動費用   $ 142.90 
【12】贊助上學期學業獎、服務獎費用   $ 2,352 
【13】親子旅行費用   $ 46,252 
【14】親子旅行膠袋費用   $ 98 
【15】耶穌同鄉會(六)家長活動費用   $ 108.60 
【16】祖天親子復活節美食之旅   $ 200 
【17】贊助下學期進步獎、服務獎費用   $ 5,812 
【18】贊助下學期學業獎書卷   $ 1,100 
【19】贊助下學期學業獎書卷(後補)   $ 50 
【20】贊助13-14家長教師會周年聚餐費用   $ 1,600 

                   總數 $132,482.06   $68,419.70  $64,06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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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 堯 天 主 教 小 學 家 長 教 師 會
CHO YIU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中華文化日主持攤位遊戲

戶外學習日協助維持秩序

家長義工活動

帶領參觀活動 

陸運會

家教會旅行

2013-2014年度家長教師會  工作計劃

        日期  活動名稱 

 24/8/2013 (六)
 13/12/2013 (五) 

業務監管委員會會議

 12/9/2013 (四)
 13/12/2013 (五)
 14/3/2014 (五) 

家長教師會常務會議

 22/5/2014 (五) 

 18/9/2013 (三)
 21/10/2013 (一)
 18/11/2013 (一)
 9/12/2013 (一) 

監察學生午膳 (共八次)
 24/2/2014 (一)
 17/3/2013 (一)
 28/4/2014 (一)
 26/5/2014 (一) 

21/10/2013 (一)
 18/11/2013 (一)
 9/12/2013 (一) 

耶穌同鄉會聚會
 10/2/2014 (一)
 17/3/2013 (一)
 26/5/2014 (一) 

 19/9/2013 (四) 參與開學感恩祭

 7/12/2013 (六) 聖誕親子美食之旅

 4/1/2014 (六) 家長講座

 1/3/2014 (六) 親子暨校友旅行及家教會週年會員大會

 12/4/2014 (六) 復活節親子美食之旅

 15/7/2014 (二) 家長委員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