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遞交小一入學申請表
       日期： 2021年9月20日(星期一)至2021年9月27日(星期一)
       時間：上午9：00至正午12：00
                   下午2：00至下午4：00
       地點：香港新界青衣長亨邨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學校網址：www.skhhcw.edu.hk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2022-2023年度小一入學申請須知

家長遞交表格時請攜備下列文件﹕
1. 小一入學申請表；
2. 出生證明書正、副本(如非在香港出生，須出示出生地之出生證明書及            

居港證明文件正本及提交副本)
3. 近三個月住址證明(所申報的居住地址證明文件，如已蓋釐印的租約、 

差餉單、公屋租咭、水／電／煤氣／住宅電話收費單的正本及副本 。
文件上的姓名須與家長／監護人的姓名相同。)

4. 申請人或其父或其母為基督教或天主教教會之教友洗禮證正、副本
5. 如有兄姊在本校就讀，請提交兄姊本學期手冊之學籍登記表(p.1)副本

及兄、姊之出生證明書正、副本。
6. 如父／母／兄／姊為本校畢業生（本校接納在聖公會思晃小學畢業之

舊生為本校畢業生），請提交畢業證書正、副本
及出生證明書正、副本。

7. 申請人身份證明正、副本（如申請人
委託他人交回表格，須出示申請人身
份證明文件副本及遞交申請授權書。）



備註﹕
1.本校設有校車服務，路線途經青衣、荃灣、葵芳、葵盛、葵涌、大窩口等區內
   屋苑及屋邨，亦有保母車服務往返荃灣、石籬、深井及馬灣。
2.為提升學生的學業水平及啟發學生多方面的潛能，本校為有潛質的學生提供課
   後 資優教育課程、課後學習增值活動、校隊培訓津貼等。

校本核心課程 
中文科
本校的中國語文科除致力培育學生的語文能力外，亦會重視學生於中國文學、中華文化、品德情
意、思維及語文自學能力的發展。本校從小一開始教導學生預習的策略，培養學生自學能力，達
致學會學習的目標。本校在初小階段推行識字教學，學生透過分散部件識字、部首識字、形聲字
識字和故事識字等方法學習，讓學生能愉快和有效地大量識字，為高小階段的廣泛閱讀作好準
備。在不同的學習階段，學生透過運用不同的閱讀策略，提升閱讀理解能力，以達到從閱讀中學
習的最終目標，中文課會透過教授中國詩詞，讓學生多讀多誦多感悟，收聲入心通，積學儲寶庫
之效，帶領學生欣賞中國文學的情與美。

英文科
本校的英文科課程兼顧縱向及橫向的連繫與發展，幫助學生有系統及全面地學習英語。當中，於
一至三年級推行的「PLP-R/W英語閱讀及寫作計劃」，既能培養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又能提升
他們的英文閱讀及寫作能力。為了完善英語學習環境，本校調撥資源增聘一名外籍英語老師，提
升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

數學科
本校數學科利用審題技巧指引及思考圖引導學生有系統地分析題目。老師於課堂上透過多元化的
活動加強學生的高階思維，亦利用校本設計的照顧個別差異工作紙，因應學生的程度協助他們掌
握數學概念。除了透過各級校本思考題課程，讓學生掌握多角度思考及提高解難能力，本校亦開
設數學奧林匹克培訓班，讓學生參與持續的訓練。此外，每學期各級均會進行IQ題及聰明格活動
以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

常識科
本校常識科的課程設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如：科學探究、模型製作、專題研習等，給學生手腦並
用的學習機會，讓他們從中掌握觀察、思考、分析事理的能力，加上活動多以小組形式進行，學
生更能培養出與人溝通的正確態度及協作的技能。此外，本校致力推行STEM校本課程，以培養學
生在協作、解難、創意思維各方面的能力。為配合課文內容，每單元加入時事思考題的討論，藉
此提高學生批判思考的能力。

普通話科
普通話是國家標準語言，又是國際語言，因此本校非常著重培養學生具備聽說普通話的能力；在
普通話課堂上，教師靈活地運用教材，透過兒歌、繞口令、角色扮演及情景創設等活動，鼓勵學
生靈活地運用普通話。此外，學生從一年級開始學習漢語拼音系統，以促進識字、朗讀及自學能
力。學校也定期為學生舉行各類普通話活動，例如：攤位遊戲、詩詞欣賞、普通話影片欣賞、普
通話節目、朗誦及普通話比賽等活動，使學生能從多方面增加學習普通話的機會。



校本資優教育課程
本校推行資優教育，首要目的是為高學習能力的學生提

供額外的照顧。若把照顧整體學生需要的課程視為「一

般課程」，那麼，資優課程就是一般課程的補充，令學

校的課程更為充實，讓學生的潛能得到充分的發揮。

 2021-2022各年級的資優教育課程：

一年級：I Can Code(Cubetto課程)

二年級：Kids Code Club(Neuron課程)

三年級：Code Builder(Dash&Dots課程)

四年級：Micro:bit 編程初階

五年級：Micro:bit 編程進階

六年級：mBot機械編程

家長謝函節錄家長謝函節錄
敬愛的張校長、各位教職員、工友叔叔和工友姨姨：

        大家好！我是6A班鄭禮言的家長。時光荏苒，歲月易逝，轉眼間禮言已在聖公會何澤芸小學完成了六年豐盛的小學生活，現已在一所

心儀已久的全港性第一組別中學就讀中一；感謝您們悉心地照顧與用心地教導，令他由一位膽小的幼稚園學生轉變成今天充滿自信，充滿活

力、主動學習、且具有責任感的好學生。

        衷心感謝各位老師發掘禮言各方面的潛能，並給予機會讓他能盡展所長。老師們常常鼓勵他參加朗誦比賽，亦邀請他在台上表演樂器，

禮言在過程中慢慢地建立了自信心，學會克服恐懼，勇於在人前表現自己。禮言在五年級時參與了牧羊人計劃，正好讓他學習如何照顧小一

的學弟、學妹，發揮「非以役人 乃役於人」的精神去服務他人。另外，禮言亦被老師挑選擔任風紀，逢星期二、星期四清早時分，他都會按

時回校參與風紀步操，藉此學習紀律，而每天守岡也讓他學習觀察別人的言行舉止是否合宜，並予以提醒，從中訓練他成為一個有責任感的

人。

        謝謝張校長早在疫情初期已經安排Zoom網上實時課堂，好讓學生可以在安全的環境下繼續學習，達致「停課不停學」的果效。起初老師

和學生也面對很多操作上及網絡故障的問題，經過大家一番努力，各人勇於面對挑戰，衝破難關，成就了今天大家也成為操作Zoom網上學習

平台的專家呢！在這段Zoom網上實時課堂的日子裡，除了可以繼續學習校內的課程，同時破天荒以網上上課的形式以延續學習的歷程亦讓大

家學習到要勇於接受新事物，只要以正面態度去面對，問題終能迎刃而解。這個寶貴的經驗的確令學生畢生受用。

        在此，我特別感謝各位老師，你們在疫情期間盡心盡力地為學生準備教學簡報，並附有聲音導航，令學生在參與Zoom 網上實時課堂時更

能掌握課堂的內容。謝謝老師們為了六年級的學生能有充足的準備去應付升中的面試，特別安排他們參與升中面試技巧培訓班，教導他們如

何準備自我介紹、面試的技巧等，均讓他們獲益良多。此外，學校還安排老師為每一位同學在Zoom網上平台進行模擬面試，對學生而言，彷

如打了一支「強心針」，好讓他們更熟悉面試的流程，更掌握面試的技巧，以迎接即將來臨的面試日。

        當禮言知道快要畢業，快要離開聖公會何澤芸小學這個讓他感到既幸福又溫暖的大家庭，將要邁進一個全新的學習環境。實有臨別依依

之感，我們都充滿了感激之情，也充滿了不捨之情。再次感謝張校長及各位老師對他的栽培，令他在大家用心地灌溉下，猶如一棵幼苗茁壯

地成長了。在此祝願校長、各位老師、校工叔叔、校工姨姨身心康泰，願聖公會何澤芸小學繼續發揚仁愛精神去培育下一代的莘莘學子以為

社會作出良好的貢獻。

                                                                                                                                                                                           2020-2021年度6A班鄭禮言家長上

豐富的學習歷程
本校以「培育學生有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作為重要的

教育目標，學生透過服務學習及參加公益活動，認識

自己，學習與人相處。此外，全方位的學習活動讓學

生認識社會，擴闊視野；每年六年級的學生會由學

校安排到國內參加跨境交流學習活動，以認識不同文

化、了解國情，關心世界，增強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另一方面，本校亦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課外活動，鼓

勵學生參加，培養他們的多元智能及各方面的興趣，

提升自信，發揮潛能。

親愛的校長、老師、校工：

       我是6B班劉家駿家長，兒子家駿六年的小學生涯轉眼即逝，我感慨萬千，同時也獲益良多，感謝你們一直都恪守崗位，兢兢業業。

       一個快樂的童年生活直接影響一個人的生活價值觀，所以作為媽媽，我衷心感謝你們每一位在這六年來對我兒子的關懷、愛護和諄諄教誨，使他成為一個

樂觀、積極向上、刻苦耐勞的好學生，尊師重道、尊老愛幼的好孩子。經過六年的時光洗禮，他已不再是曾經那個腼腆的男孩子，而是帶着鮮艷奪目的風紀

巾，領着我入校園的好學生，他自信、從容自在的笑容告訴我這是他引以為榮的學校。

       很快兒子就要離開何澤芸小學這個温暖的大家庭了，在此，我特别感谢班主任李老師，她是一位盡心盡力的好老師，在這五六年級期間學業壓力特别大，

作為家長的我也不懂得去疏導孩子的情緒及管教，多次在班主任的循循善誘下孩子在學習上有很大的進步，還學會面對困難，積極解決問題。

       我再次向全體的師長及工友，表示真誠的感謝同祝福，願你們繼續為社會培育出優秀的下一代。

2020－2021年度6B班劉家駿家長上



大家好！我是聖公會何澤芸小學2000-2001年度畢業生黃慧如，本人僥倖能於
2008年中學會考中獲得十優佳績，小學母校的栽培實在功不可沒，因為在老
師的循循善誘下，助我於語文和數理方面打好了紮實的基礎：記得老師常常
鼓勵我們在作文時運用從課文中學到的句式、詞語，多作新的嘗試；而在數
理方面，老師在基礎運算上給予我們適切的訓練，亦着重數理概念的解說，
許多在小學時學會的技巧，如分數、方程式等，在中學的課程中大派用場，
為我打造好一道讓我拾級而上、步向成功的台階。
除了讓我在學問上有所增長外，母校亦重視培養我們良好的品德，老師給我

港大醫科生校友張富泉感謝母校的栽培港大醫科生校友張富泉感謝母校的栽培
Thanksgiving words from one of our outstanding alumni, Mr. Cheung Fu Chuen, Johnny.

       My name is Cheung Fu Chuen, Johnny. I graduated from S.K.H. Ho Chak Wan Primary School in 2012, 
and I am currently a Year 4 student at the Faculty of Medicine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 am very 
grateful for the solid academic foundation my alma mater has provided me with. I do not need to attend 
tutorial classes because teachers here helped me build my knowledge. In Primary 1, former Principal Wong 
always wrote inspirational words on test papers to encourage me to keep up the efforts. I still remember her 
encouragement even now. My primary school also granted me numerous chances to develop my leadership 
skills and to gain exposure outside school. In my secondary school (Lam Woo), my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asked me which primary school I graduated from, because I could get top scores in school exams. This made 
me very proud of Ho Chak Wan. I am also very thankful to the staff here for their kindness and support 
to the graduates. Principal Cheung is very caring. He always asks me about my latest school life whenever 
I come back to visit my primary school. Also, some teachers here provided me information so that I could 
better prepare for my DSE exam. Once again, I feel very grateful for everything my primary school has given 
to me. I can say that it was a wise choice to study here. At last, may I wish the very best for my primary school 
in the coming years! 

My Primary School LifeMy Primary School Life
                                         6A (2020-2021)  Ngai Yee Tung, Eden
       Time flies. It’s only a few months before the end of my primary school life. We are going to 
start a new chapter of our life soon.
       I remember that in my school life, Principal Cheung taught me that ‘A good start is half the 
success’. He has encouraged me to have self control and bring up good habits. 
       I will also miss my teachers. They have inspired us to think about questions in different ways 
and they have opened our minds.
       My school life has been full of joy, thanks to my classmates. We have laughed, played, and 
learnt together. They have always helped me face different problems and witnessed our change into 
a  mature person. 
       Although the time has passed and the circumstances may not be the same as before, I wouldn’t 
forget the time we have gone through together. I would cherish all the time left for us and all the 
memories we have.
       I believe we will have a bright future ahead of us. May God bless the school and the graduates 
alway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