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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一月及六月亦會招收插班生。申請者可帶同出生證明文件及近期成績表副

本到本校一字樓校務處辦理手續。

插 班 生：

小一派位及插班生

小一新生可按教育局制訂之「小一入學統籌辦法」申請入讀全港之官立及資助小

學。申請者可於每年九月中通過「自行分配學位」填表申請，或於一月中通過

「統一派位」方式申請。如欲申請入讀本校，申請者必須選擇本校為首志願。

小一派位：

九龍第三網
（九龍城區）



2 3設計新穎的音樂室是同學們學習和
表演的好地方

本著基督精神，實踐全人教育。

本著基督精神，致力培育學生在靈、德、

智、體、群、美各方面得到均衡的發展，

並效法主保聖博德逆境自強、關愛共融的

精神，成為負責任的良好公民。

本校一至六年級共 25班，其中 1班為

加強輔導班，另有一、二、四、五年

級共16組輔導小組。

本校是一所由天主教香港教區主辦的政府

津貼全日制男女小學，於一九六五年創

校，分上、下午校上課，至二零零二年才

分拆成兩所全日制小學，前上午校(即本

校)留於原址。

本校教職員共 62人:包括校長 1名，主任 9

名(當中包括學生輔導主任 1名)，教師 35

名(包括加強輔導老師 1名、圖書館主任 1

名、外籍英語老師1名)；非教職員包括:教

育心理學家 1名、言語治療師 1名、學校文

員 3名、資訊科技員 3名、教學助理 1名、

牧民助理1名及校務員7名。

11 辦學宗旨

22 使命宣言

33 學校簡介

44 教職員資料

55 班級編制

6 學生學習生活6

#每課節35分鐘

07:40 – 08:15 輔導課

08:15 – 08:30 早讀課或早會

08:30 - 08:40  班主任課

08:40 – 12:50 上午學習時間 

12:50 – 13:35 午膳

13:35 – 15:20 下午學習時間

77 學校收費
學費 無

堂費 無

家長教師會會費(六年) 150元

認可特定用途年費 300元

本校設有完善校車服務，服務範圍包括：樂富、九龍城、黃

大仙、慈雲山、鑽石山及橫頭磡等地。為照顧居住於較偏遠

地區之學生，校車均安排一位褓姆隨車照顧，確保學生安

全。

本校成立校車車長隊，協助管理學生在車上秩序，亦會委派

老師專責監察及管理校車服務，以確保服務質素。

88 校車服務

為培養學生良好飲食習慣，學校參與「健康飲食在校園運

動」，午膳安排亦根據衞生署「小學生午膳營養指引」，

與午膳供應商定期舉行檢討會議，亦向供應商反映家長及

學生對午膳餐盒的意見，為學生提供健康飲食的環境。

99 午膳安排

1010 學校設施
 名稱 數量 備註

 課室 24 設有電腦、實物投影機、投射器、螢幕

 特別室 5 音樂室、視藝室、電腦室、輔導學習室及多媒體語

   言學習室

 會議室 3 設有電腦、投射器、螢幕、實物投影機、音響設備

 小聖堂 1 進行宗教活動及讓學生課餘時段祈禱

 家長資源中心 1 供家長使用及借用有關培育子女的書籍及光碟

 中央圖書館 1 進行圖書課，讓學生課餘閱讀及搜集資料

 圖書館天台 1 學生課餘閱讀及小組互動學習的場所

 有蓋天台 1 學生休憩及活動場所

同學們於知識的寶庫中，埋首尋找
珍貴的寶藏

學 校 簡 介

老師、褓姆和車長管理校車秩序

飯後一水果，
健康長伴我

午膳的食物營
養豐富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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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自去年開始在小一推行小班教學，本年度將推展至小二。為善用小班的教學環

境，進一步優化課堂教學，本校將透過教師專業培訓、共同備課及同儕觀課等活

動，加強教師之間的教學交流及經驗分享，以提升教學效能。此外，「普教中」將

推展至小五，英文科亦成功申請教育局「English Enhancement Grant Scheme for 
Primary Schools」，計劃有助提升語文教師的專業發展及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此
外，為培養學生健康的生活習慣及建立正面的人生觀與價值觀，本校將落實推行

「健康校園政策」，讓學生身、心、靈都得到全面的發展。

2 .營造語言環境，提升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

3.透過多元學習，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擴闊生活體驗和聯繫相關的
學習經歷
國內交流

常識科全方位學習日

跨學科主題學習活動

跨學科專題研習

生活教育課

參觀及探訪活動

二至五年級全面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

小一至小三推行普通話科校本拼音課程，加強學生的拼音知識；

一至三年級推行英文故事書教學，加強課堂互動及提升學生閱讀能力；

三至六年級逐步推行閱讀寫作課 (Reading to Writing Workshop)，以小班或協作
形式教學；

透過「博德卓越寶簿」計劃，鼓勵學生以英語或普通話交談；

外籍英語教師參與課堂協作教學，增加學生與外籍人士接觸和溝通的機會；

透過每周的「英語日」及「普通話日」，加強校內英語及普通話氛圍。

1. 引入外界資源，支援學與教
 科目 支援/協作機構 計劃名稱

 中文 語常會 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
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 (2009-2012)

 英文 香港教育學院 優質的觀課與評課 (TALON) (2009-2012)

  語常會 English Enhancement Grant Scheme for Primary 
Schools - Reading to Writing Workshop

  教育局 外籍英語教師計劃

 數學 課程發展處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數學）

 資訊科技 優質教育基金 深化及落實小學常識科遠程教學計劃
「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
內地交流計劃（2010）

  教育局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校本津貼)

  香港明愛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區本計劃

 課程發展 課程發展處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
（課程領導－學習社群計劃）

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

學生支援

本年度課程發展重點

課程特色

「如何防止青少年濫用藥
物」專題研習分享會

常識科全方位學習日 常識科科技學習活動

樂富「街坊行」活動 英語話劇欣賞

「博德學習日」攤位遊戲

課 程 發 展

「全能小博士」常識問答比賽

德育、公民及
國民及教育

中文辯論比賽



6 7

以不同的校本活動、專題講座，完善獎

勵制度，培養學生自律守規的精神；

推行「學業品行積點獎勵計劃」，並舉

辦：禮貌之星、優秀風紀員、模範生及

優異生等選舉活動，鼓勵學生追求「自

我完善、自我超越」的目標；

透過早會月訓、德育及公民教育一分鐘

等活動，培養學生良好的品德情操。

訓育
聘用牧民助理，推動福傳；

設心靈休憩站，於小息時段講述宗教故事及帶領

學生祈禱；

按節令舉行禮儀；

舉辦兒童慕道班—「小天使班」及「小腳印

班」，將天主的喜訊帶給學生，並讓他們以歌詠

讚美天主；

為基督小先鋒舉辦朝聖及探訪活動，鼓勵他們以

基督為榜樣，建立正確積極的人生觀及實踐「敬

主愛人」的精神；

帶領公教學生參加聯校朝聖活動；

舉辦靈性培育活動—玫瑰月及聖母月誦唸玫瑰

經；煉靈月撰寫禱文，為亡者祈禱；四旬期舉行

籌款活動，讓學生捐助弱小，關愛近人。

目標：

推行家長教育，提升家長的管教

技巧和照顧子女的能力；

促進家校溝通和合作，作為家長

和學校的橋樑；

支援學校工作，協助學校發展；

配合學校發展及學生的需要，舉

辦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I .  家長教師會

輔導

學習支援

設駐校教育心理學家及參加特殊學校暨資源中

心計劃，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外聘言語治療師，支援學生及家長，並舉辦教

師培訓；

成功申請成長的天空計劃(小學)，引用外間資

源，提升小四至小六學生的抗逆能力；

推行「博德卓越寶簿」計劃，培養學生的良好

行為；

參加「明愛出色小義工獎勵計劃」，透過參與

校內的義工服務，提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一至六年級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功課

輔導班）

二、四、五年級中、英、數學科輔導班

三及六年級中、英、數保底班

四、五、六年級中、英、數拔尖班；六

年級英數班

六年級升中銜接課程

秩序及清潔比賽獲獎班別 

參觀國民教育中心，培
養學生國民身份認同

三、四及六年級加強輔導班（英文課

採抽離式學習）；六年級加強輔導班

（中文課採抽離式學習）

為了更完善地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本校另設有多元化的學習小組，如：

讀寫輔導組、英文拼音班、每日讀、

默、寫、朋輩輔導計劃、奧林匹克數

學班和英文興趣班等。

靈性培育

家教會及校友會

學生往聖多默
宗徒堂朝聖
學生往聖多默
宗徒堂朝聖

小六篆刻班 
由家長義務
導師負責

目標：

聯絡及團結校友；

為會員舉辦聯誼活動及定期聚會；

安排舊生回饋母校，協助校務發展。

II .  校友會

百多位校友、老師和家長在校內小操場參與
燒烤活動

學 生 支 援

「博德卓越寶簿」計劃中，同學利用
老師所贈的蓋印換領禮物

「成長的天
空計劃」親
子日營活動

校慶感恩祭

同學們參觀李
嘉堂探知館，
藉此認識聖人
鮑思高

湛江少林學校的師生
與本校的童軍團交流

學校重視家
校聯繫，常
舉辦家長興
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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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致力發展學生多方面的潛能，提供超過30多種課外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肯定自
我，發展潛能。除了按學術、音樂、體育、視藝、宗教方面舉行周五課外活動及校隊訓練外，

並於課餘時間開辦多元化的興趣小組，包括英語拼音班、劍橋英語班、優質珠心算班、奧數

班、管弦樂隊、小提琴班、古箏班、綜合藝術班、獅藝、粵劇、舞蹈組、游泳班等，讓學生培

養興趣，各展所長。此外，本校還成立了基督小先鋒、小童軍、幼童軍及小女童軍等制服團

隊，透過參與社會服務及有規律的團體生活，讓學生培養自律性，將來成為良好的公民。

活動/比賽名稱 獎項

「第八屆明愛出色小義工獎勵計劃」 傑出表現獎

第八屆香港文學節–文學作品演繹比賽 冠軍

第九屆全港小學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銅獎

2010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金獎

第六屆香港小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銅獎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 銅獎

彩虹天主教英文中學4X50米自由泳友校邀請賽 冠軍

九龍北區游泳比賽女甲100米自由泳 季軍

九北游泳比賽女甲100米自由泳 季軍

九龍北區學界女子籃球比賽 冠軍

外展教練計劃-五人足球比賽 季軍

聖博德天主教小學(蒲崗村道) 友校邀請賽 冠軍

天主教伍華小學友校邀請賽 亞軍

博智天主教小學友校邀請賽 亞軍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友校邀請賽 亞軍

九北學界田徑比賽女甲100米 亞軍

屯門區第二十四屆舞蹈比賽 銀獎

兒童脊科基金護脊標語 亞軍

Know Drug No Drug—黃大仙區城市定向  2010 亞軍

第62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初級組口琴 第二名

第62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男童聲(13歲或以下) 第二名

第62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初級組揚琴 第二名

第62屆香港學校音樂節—五級鋼琴 第三名

第62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長號(初級組) 第三名

本校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外比賽，並屢獲佳績。升中派位結果
小六學生獲派首三志願比率：

本校升中派位網：九龍第三網（九龍城區）
本校學生獲派往以下中學

課外活動

升中現況 學生表現

2006-2008年度 2007-2009年度 2008-2010年度
0

60
70
80
90

100

92% 90% 94%

九龍城區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中學 他區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中學

學 生 表 現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迦密中學

陳瑞祺(喇沙)書院

協恩中學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嘉諾撒聖家書院

喇沙書院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民生書院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華英中學

基督教女青年會丘佐榮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

官立嘉道理爵士中學(西九龍)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華仁書院(九龍)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德雅中學

德愛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聖母書院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五旬節林漢光中學

聖羅撒書院

沙田循道衞理中學

沙田崇真中學

沙田培英中學

在九龍北區學界女
子籃球比賽中再次
奪得冠軍

同學在屯門區第二十四屆
舞蹈比賽中奪得銀獎

校外的音樂匯演

5B班黃盛恒及施任偉同學，
榮獲第八屆香港文學節–文
學作品演繹比賽全港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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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學習知識增   健康校園樂身心主動學習知識增   健康校園樂身心

提升自學能力

照顧學習差異

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提升語文能力

一. 優化課堂教學，提升學與教效能

2010-11年度關注事項

培養自律守規的精神

宣揚關愛文化

二. 加強品德培育，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提升學生學業成績

提升學生學習自信

三. 提升學生表現

「全港挺直」展現內活力全方位學習日 – 參觀海防博物館

同學參與朝聖，增加對天主的認識

「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 
在黃埔軍校集訓

學有所成，與大眾一同分享 

東亞運金牌得主 – 曾錦濤校友到校分享 

常識科探究活動 – 炮架製作

普通話旅遊大使有信心與遊客溝通

本 年 度 主 題



升中派位網： 聖博德學校
St.Patrick’s School

2010-11年度

學校概覽

地 址：九龍橫頭磡富美東街12號
網 址：http://www.sps.edu.hk
電 郵：email@sps.edu.hk
電 話：2337 0133
傳 真：2337 9549

本校於一月及六月亦會招收插班生。申請者可帶同出生證明文件及近期成績表副

本到本校一字樓校務處辦理手續。

插 班 生：

小一派位及插班生

小一新生可按教育局制訂之「小一入學統籌辦法」申請入讀全港之官立及資助小

學。申請者可於每年九月中通過「自行分配學位」填表申請，或於一月中通過

「統一派位」方式申請。如欲申請入讀本校，申請者必須選擇本校為首志願。

小一派位：

九龍第三網
（九龍城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