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 全方位學習概覽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7 月) 

【中文科】 日期 適合年級 

指定圖書閱讀報告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約瑟專欄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快樂閱讀花園」網上閱讀龍虎榜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共唱詩詞賀中秋 9月 一至六年級 

猜燈謎 9月 一至六年級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中文) 11月 一至六年級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集誦─粵語) 11月至 12月 一至二年級 

中文科寫作比賽 2月 一至六年級 

中文科拔尖班 2月至 5月 四至五年級 

中文科綜合才藝表演 7月 5日 一至五年級 

   

【英文科】   

每日天氣報告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週四英語時間(Time for English)、 

英語說話日(chit-chat station)及英語午會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英文拔尖班─Readers' Circle 全學年(隔周星期六) 四至六年級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10月 一至六年級 

英語話劇訓練 10月至 6月 四至六年級 

英語周(小一至小三英語集體遊戲，英語活動) 
10月 31日-11月 4

日 

一至三年級 

英語周(小四至小六英語話劇表演) 
10月 31日-11月 4

日 

四至六年級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個人及集誦項目) 11月 一至六年級 

小六英文面試技巧訓練 12月至 1月 六年級 

AFS英語文化交流日 12月 9日 六年級 

英文拔尖班 2月至 5月 二年級 

參加香港學校戲劇節比賽 3月 2日 四至六年級 

聯校新加坡交流團 4月 四至六年級 

Readers’Circle The Battle of the Books Competition 6月 13,14日 四至六年級 

新小一英語活動 8月下旬 下年度小一生 

   

【數學科】   

趣味數學角問答比賽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奧林匹克數學班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奧林匹克數學尖子訓練 全學年 四至六年級 

聖公會奧數比賽 1月 20日 四至六年級 

數學估量比賽 6月 一至六年級 

數學綜合活動日 6月 28日 一至六年級 

教協數學比賽 6月 28日 一至六年級 

 



【常識科】   

小電台:約瑟大事回顧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小眼睛看大世界時事活動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科技探究活動:主題家課 上學期 一至六年級 

小一錦田遊參觀 9月 27日 一年級 

種植講座 10月 9日 六年級 

禁毒講座 10月 30日 五年級 

參觀藥物資訊天地 10月 23日 五年級 

一人一花 10月至 11月 一至三年級 

專題出外訪問 11月 20日 三年級 

參觀香港立法會 
11月 27日、 

12月 21日 
六年級 

小學校際科學思維競賽 12月 3日 五至六年級 

小一慶祝會 12月 4日 一年級 

玩具大使同樂日 12月 4日 二年級 

科技日 1月 19日 一至六年級 

參觀發電廠 1月 23,25日 五年級 

2017-2018全港學生科技大賽 1月 27日 六年級 

香港故事—綿亙萬里·世界文遺產展覽 2月 7日 四乙 

活的歷史—趣看歷史:香港的交通工具工作坊 2月 8日 四甲 

聖公會冬季機械人奧運會 3月 3日 五至六年級 

專題「港島遊」校外參觀 4月 10日 四年級 

第二十一屆「常識百搭」小學 STEM探究展覽 5月 18日 五年級 

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 6月 19日 一年級 

   

【視藝科】   

藝術家及作品介紹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國畫班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區本油畫班 上學期 四至六年級 

約瑟藝術家拔尖課程 下學期 四至六年級 

美化校園-中秋燈籠掛飾設計 9月 一至六年級 

第九屆「春雨故事由我創」比賽  11月 四至六年級 

親子聖誕卡設計比賽(校外及校內比賽) 12月 一至六年級 

美化校園 -聖誕吊飾設計 12月 一至六年級 

美化校園 -新年掛飾設計 1月 一至六年級 

書叢活動(與圖書科合作) 2月 一至六年級 

約瑟藝術家拔尖課程 3月 四至六年級 

親子劊意復活蛋設計比賽 3月 一至六年級 

服務學習繪本設計 3月 六年級 

「友愛睦鄰、關愛社區」海報設計比賽 3月 約瑟藝術家 

"母親頌"第三十三屆國際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5月 一至六年級 

「母親節填色比賽」 5月 一至六年級 

「健康四格漫畫創作大賽」2018 及漫畫工作坊 6月 約瑟藝術家 

校內約瑟視藝作品展 6月 26至 30日 一至六年級 



【體育科】   

田徑訓練 全學年 三至六年級 

壁球訓練班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體適能獎勵計劃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小小運動家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活力廣場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晨跑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香港青少年地區精英培訓計劃 全學年 四至六年級 

香港青苗壁球培訓計劃 全學年 至六年級 

乒乓球訓練 全學年 三至六年級 

Head 香港青少年壁球公開賽 2017 8月 四至六年級 

Prince 香港青少年壁球錦標賽 2017 10月 三至六年級 

sportACT獎勵計劃 10月至 12月 一至六年級 

第二十六屆陸運會 10月 20日 一至六年級 

元朗區學界田徑比賽  11月 23至 24日 四至六年級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11月至 3月 六年級 

聖公會榮真小學接力邀請賽 12月 5日 五至六年級 

鄉郊體育齊參與 12月 6日 二、三年級 

約瑟傑出運動員選舉 12月 一至六年級 

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 2017-2018 12月 2,3,9日 四至六年級 

籃球訓練班及第二屆錦田熱血少年籃球聯賽 1月至 6月 三至六年級 

元朗區學界乒乓球比賽  1月 10,17日 四至六年級 

八鄉中心小學接力邀請賽 1月 26日 五至六年級 

隊際外展壁球比賽 2017/2018 2月 3,4,24日 四至六年級 

富士菲林全港小型壁球校際比賽 2017-2018 3月 4,10,11,17日 一至六年級 

賽馬會優秀運動員獎勵計劃 3月 9日 二至六年級 

富士菲林小型壁球計劃 2017-2018-小型壁球大獎賽及頒獎禮 3月 18日 一至四年級 

體育活動日(社際籃球比賽、社際乒乓球比賽、社際競技比賽、 

社際計步比賽及體育活動攤位) 

3月 22日 一至六年級 

體適能日 4月 11日 一至三年級 

元朗區小學校際水運會 5月 17至 18日 四年級 

2017 簡易運動大賽—富士菲林小型壁球比賽 5月 12,13,20 日 二至六年級 

第八屆約瑟小型壁球比賽 6月 一至六年級 

社際體適能比賽(個人賽及隊際賽) 6至 7月 一至六年級 

壁球慶祝會(校內) 7月 3日 一至六年級 

   

【電腦科】   

資訊科技小老師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I.T.小領袖 全學年 四至六年級 

勇闖打字城 全學年 三至六年級 

中文拆字碼比賽 5月至 6月 四至六年級 

英文打字比賽 6月 三年級 

中文打字比賽 6月 四至六年級 

   



【全人發展組】   

(生命教育組、訓輔組、健康教育組、德育及公民教育)   

聖公宗小學「生命、心靈及價值教育計劃」(2017-2018)  

聯校活動及親子比賽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班級經營計劃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約瑟好孩子」計劃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健康大使計劃 全學年 四至六年級 

健康校園資訊角及健康一分鐘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繪本教學及成長課主題故事伸展教學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升旗儀式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和諧大使 全學年 四至六年級 

「WE 正向新動力」計劃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校園「心思語」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生命教育壁報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周會講座、主題分享 全學年 四至六年級 

繪本圖書學習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綠優校園計劃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青苗大使」計劃 8月至 10月 四至六年級 

專心寶寶上學去—小一適應及親子專注課訓練 8月 26至 27日 一年級 

「愛．觸動生命」生命教育計劃  9月至 12月 四至六年級 

敬師日 9月 8日 一至六年級 

中華文化—變臉講座 9月 20日 一至六年級 

中國活動日 9月 29日 一至六年級 

班際清潔比賽 10月至 12月 一至六年級 

小五成長的天空計劃(強化課程) 10月至 1月 五年級 

小六成長的天空計劃(強化課程) 10月至 2月 六年級 

廚餘精算師計劃 10月至 3月 三至五年級 

綠優校園環保實踐手冊 10月至 4月 一至六年級 

小六升中面試工作坊 11月 六年級 

小四生命教育主題活動 11月 四年級 

生命小領袖訓練 12月至 5月 一至六年級 

「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廣州 12月 14至 15日 四至六年級 

小六升中模擬面試 1月 六年級 

小五生命教育主題活動 1月 五年級 

開心果月班際比賽 1月 一至六年級 

小四成長的天空計劃(輔助課程)  1月至 6月 四年級 

「齊心愛自然 海岸清潔」服務學習計劃 1月 7日 四年級 

綠 D班環保車 1月 17日,18 日 一至六年級 

健康周(攤位遊戲、健康講座、健康訊息分享) 1月 22日至 26日 一至六年級 

氣候變化與低碳生活健康講座 1月 22日 一至六年級 

參觀「電力世界」 1月 23日,25 日 五年級 

節能綠+Fun健康講座 1月 24日 一至六年級 

中華文化活動—繩結工作坊 1月 29日 三年級 

   



中華文化活動—造紙工作坊 2月 5日 二年級 

小六挑戰日營 2月 7日 六年級 

活的歷史—趣看歷史工作坊 2月 8日 四年級 

《愛生活》環保教育體驗演出 3月 13日 一至六年級 

小二生命教育主題活動 4月 二年級 

小三生命教育主題活動 4月 三年級 

開心果月水果大食會 4月 10日  

和諧周 4月 9日至 13日 一至六年級 

中華文化活動—從前的家居擺設展覽 4月 9日至 13日 一年級 

「探訪幼稚園—故事齊分享」服務學習活動 4月 17日,27 日 六年級 

互聯網講座 5月 7日 五至六年級 

完全的信心—小六生活營 5月 9日至 11日 六年級 

「約瑟孩兒顯愛心-耆趣樂融融」之服務學習活動 6月 11日 五至六年級 

中華文化活動—模擬農村社會旅程 6月 12日 五年級 

中華文化活動—中國傳統小食(雞屎藤)工作坊 6月 13日,14 日 四年級 

中華文化活動—入榫(手工藝) 6月 27日 六年級 

小六升中適應講座 7月 6日 六年級 

   

【音樂科】   

合唱團訓練 全學年 四至六年級 

手鐘管樂班 全學年 五至六年級 

唱遊樂器班 全學年 一至二年級 

步操樂團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午會領唱 全學年 二至六年級 

「午間音樂會」 全學年四次 一至六年級 

音樂事務處《小夜曲》弦樂音樂會 10月 17日 四至六年級 

合唱團獻唱 12月 21日 四至六年級 

香港步操樂團公開賽 2017 12月 30日 二至六年級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個人項目及團體項目) 2月至 3月 一至六年級 

聖公宗春雨歌唱比賽 5月 6日 五至六年級 

本校畢業典禮(學生司琴及手鐘隊表演)  6月 25日 五至六年級 

約瑟小型音樂會 6月 29日 一至六年級 

   

【普通話科】   

普通話午會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普通話大使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普通話地帶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普通話一分鐘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2017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元朗大會堂主辦) 10月至 11月 一至六年級 

第六十九屆校際朗誦節(普通話組別) 11月至 12月 一至六年級 

標語創作比賽 11月至 12月 一至六年級 

小學巡迴教育劇場-《路在口邊》 3月 12日 一至六年級 

   

   



【圖書科】   

書叢悅閱俱樂部閱讀獎勵計劃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同儕伴讀計劃 全學年 一、二、四、五年級 

東亞銀行親子閱讀證書計劃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星級圖書館閱讀計劃(網上自學課程)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借閱中、英、數、常及宗教科指定讀物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繪本教學及成長課主題故事伸展教學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校園電視台—約瑟館藏齊推薦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4.23 世界閱讀日—「我的圖書館」心意咭設計比賽 11 月至 12 月 一至三年級 

家長日書展及電腦軟件展 12月 9日 一至六年級 

第十五屆書叢榜投票活動 1 月至 2 月 一至六年級 

書叢榜活動：閱讀報告寫作比賽(閱讀指定圖書跟進活動) 1 月至 2 月 一至六年級 

書叢榜活動：書籤設計比賽(閱讀指定圖書跟進活動) 1 月至 2 月 一至六年級 

參觀元朗圖書館 3月 7日,5月 7日 一至二年級 

家長日書展 4 月 14 日 一至六年級 

作家講座— 魔法小怪 X魔幻偵探所 一本書的誕生 (新雅編輯) 4 月 23 日 四至六年級 

響應 4.23世界閱讀日校內活動—潛入約瑟書海 探尋科學知識  4 月 23至 27日 一至六年級 

作家講座—《老鼠記者》故事分享活動(新雅編輯) 4月 25日 一至三年級 

「約瑟讀書會」(跨課程閱讀) 4月至 5月 一至六年級 

十本好讀選舉(網上投票活動) 4月至 5月 四至六年級 

學生活動日書展(售賣特價圖書) 7月 4日 一至六年級 

學生暑期閱讀計劃 7月至 8月 一至五年級 

   

【宗教科】   

開學禮崇拜、聖誕崇拜、復活節崇拜及結業禮崇拜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午會崇拜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基督小精兵」班際選舉 9月 一至六年級 

班曲選舉 9月 一至六年級 

小一學生背誦英語及普通話主禱文 10月 一年級 

小一導修祈禱活動 10月 一年級 

「校園美事」活動 10月至 6月 一至六年級 

宗教課外讀物閱讀報告 10月至 6月 一至六年級 

聖經故事小組 10月至 6月 一至二年級 

午會代禱分享 10月至 6月 一至六年級 

各班周會獻詩 10月至 6月 二至六年級 

將臨期活動 11月至 12月 一至六年級 

播放聖誕詩歌及點唱活動 12月 一至六年級 

合唱團獻唱 12月 四至六年級 

報佳音活動 12月 四至六年級 

聖經朗誦節 3月 五年級 

大齋期活動 3至 4月 一至六年級 

小六感恩崇拜 6月 六年級 

   

   



【學習支援小組】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加強言語治療服務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抽離輔導或協作教學計劃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小組教學計劃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伴讀大使」計劃 全學年 一至二年級 

四至五年級 

「及早識別和輔導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計劃 8月至 2月 一年級 

「喜伴同行」計劃 1月至 5月 四至六年級 

「小老師」計劃 3月至 5月 一、四至五年級 

「讀寫小奇兵」專注讀寫小組 2月至 5月 二年級 

   

【活動組】   

校際花式跳繩錦標賽 2017 7月 9日 二至四年級 

學校文化日計劃─普劇場《克己復禮》 10月 19日 二至三年級 

千人跳繩同樂日 2017『Jump.Smile.Fun』 10月 22日 一至六年級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英文及普通話獨誦) 11月至 12月 一至六年級 

葵青區跳繩錦標賽 2017 11月 12日 三至六年級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第二屆左鄰右里數理嘉年華」— 

花式跳繩表演 
11月 25日 三至六年級 

學校旅行 12月 1日 一至六年級 

「校友燒烤同樂夜 2017/18」花式跳繩表演及龍獅藝表演 12月 16日 二至六年級 

「聖約瑟堂盆菜宴」龍獅藝表演 1月 13日 一至六年級 

第五十四屆香港學校舞蹈節(中國舞比賽) 1月 20日 一至六年級 

「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青年交流金盃賽 2018」跆拳道比賽 1月 21日 一至六年級 

全港校際新春花式跳繩比賽 2018 2月 4日 三至六年級 

錦田熱血少年籃球聯賽開幕禮暨籃球體驗活動 2月 24日 四至六年級 

鳳溪盃小學跳繩比賽 3月 11日 二至六年級 

香港音樂劇藝術學院《古蹟校園 2052!》未來狂想音樂劇 3月 15日 四至六年級 

海下灣海洋教育項目—「海下小偵探」 3月 16,23 日 六年級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中學課堂體驗 ichiban」課程 4月 21,28 日 

5 月 5日 

六年級 

遠足旅行─南丫島一日遊(小女童軍、童軍團隊和龍獅隊) 4月 22日 三至六年級 

「聖約瑟堂堂慶」花式跳繩表演 5月 6日 三至六年級 

小學巡迴教育劇場《一個不錯的錯誤》 5月 22日 一至六年級 

「第二屆熱血籃球聯賽閉幕暨頒獎禮」花式跳繩表演 6月 16日 三至六年級 

「全港十八區武動人生慈善金盃賽 2018」 6月 24日 一至五年級 

本校畢業典禮(中國舞及花式跳繩表演) 6月 25日 一至五年級 

「香港學校體育學會成立典禮」花式跳繩表演 6月 26日 三至六年級 

「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科學體驗日 6月 30日 三至五年級 

第三屆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7月 2日 一至六年級 

「寶礦力水特」健康教育活動 7月 3日 一至五年級 

「參觀石崗軍營」親子活動 7月 7日 一至六年級 

童夢城之「合味道杯麵工作坊」 7月 10,12 日 一、二年級 

童夢城之「出前一丁工作坊」 7月 10,12 日 五年級 



參觀「航空探知館」 7月 10,12 日 一至二年級 

參觀沙田可口可樂廠 7月 11,12,13 日 三至五年級 

趣味科學示範及綜合節目 7月 13日 三至四年級 

   

【課程統整主題教學及專題研習】   

快樂進約瑟─愛己愛校篇 9月至 12月 一年級 

愛惜生命─濫藥 Say No 9月至 1月 五年級 

生物世界─約瑟園丁 9月至 1月 六年級 

遊戲分、紛、Fun─玩具大使篇 10月至 1月 二年級 

健康的我─健康大使篇 10月至 1月 三年級 

我長大了─照顧自己 1月 一年級 

我愛我家─我的親人 2月至 3月 一年級 

香港今昔─昔日香港 2月至 6月 四年級 

遊公園─愛護公園篇 3月至 6月 一年級 

 

【本年度課外培訓及興趣班】 

幼童軍 龍獅藝班 中文集誦訓練 

小女童軍 籃球班 中文拔尖班 

步操銅管樂團 高爾夫球班 英詩集誦訓練 

合唱團 生命小領袖培訓 英文拔尖班 

中國舞班 校園小電台 英語話劇培訓 

田徑訓練 龍獅藝班 
英語拔尖活動─Readers' 
Circle 

壁球訓練 STEM LEGO機械人課程 英詩集誦訓練 

花式跳繩班 STEM LEGO機械人尖子培訓 奧林匹克數學班 

花式跳繩尖子班 STEM micro:bit拔尖班 奧林匹克數學尖子訓練 

乒乓球班 約瑟藝術家 跆拳道班 

區本計劃 ─ 油畫班 國畫班  

區本計劃 ─ 龍獅藝班   

多元智能課 ─ 低年級循環小組(一、二年級) 包括:趣味手工班、雜耍班、唱遊樂器班、聖經故事班、 
壁球遊戲班、趣味英語班 

多元智能課 ─ 中年級循環小組(三、四年級) 包括:電子創作班、趣味手語班、棋藝班、花式跳繩班、 
扭氣球班、手作班、熱熨膠珠製作班 

多元智能課 ─ 創藝循環教室(一、二年級) 包括: 魔術班、扭氣球班、視覺藝術班 

多元智能課 ─ 創藝循環教室(三、四年級) 包括: 魔術班、扭氣球班、視覺藝術班 

多元智能課 ─ 體育活動循環組 (包括: 排球班和花式跳繩班。) 

多元智能課 ─ 布藝編織樂 

多元智能課 ─ 手鐘器樂班 

多元智能課 ─ 創意視藝教室 

多元智能課 ─ 四驅車班 

多元智能課 ─ 科學模型製作 

多元智能課 ─ 乒乓球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