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聖約瑟小學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 全方位學習概覽    

(2020 年 9月至 2021 年 8月) 

 

【中文科】 日期 適合年級 

中文寫作比賽《不一樣的童話結局》 2月至 5月 一至六年級 

中文科活動日 6月 30日 一至六年級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獨誦—粵語) 11月至 12月 一至六年級 
   

   

【英文科】   

小六英文面試技巧訓練 9月至 5月 六年級 

From Reading to Writing Drawing /Writing Competition 3 月 三至六年級 
語常會英語活動 Language Lab 4月 14日 三年級 

語常會英語活動 Dr Grammar 6月 16日 二年級 

劍橋英語班 FLYERS 11月至 5月 五、六年級 

英語活動 6月 15-17 日 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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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至 5月 一至六年級 

數學估量比賽 6月 一至六年級 

   

   

【常識科】   

時事 5分鐘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專題研習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小一快樂進約瑟專題活動─【生活技能-做好課堂的預備】 9月至 10月 一年級 

小一快樂進約瑟專題活動─學校設施大檢閱 10月  一年級 

科技探究活動：主題家課 11月 一至六年級 

STREAM 教育—珍惜水資源 11月至 2月 四年級 

科技探究活動 1月至 2月 一至六年級 

STEM LEGO機械人尖子培訓課程 3月至 5月 五至六年級 

STEM LEGO機械人課程 3月至 5月 一至四年級 

STEM 活動日 7月 一至六年級 

   

   

【普通話科】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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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藝科】   
介紹藝術家/作品 全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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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一至六年級 

親子校園智能卡設計比賽 2月至 3月 一至六年級 

校內比賽：親子劊意復活蛋設計比賽 3月 一至六年級 

國畫班 4月至 6月 一至六年級 

區本計劃【油畫班】 4月至 6月 三至六年級 

   

【音樂科】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個人項目) 2月至 3月 一至六年級 
聖公宗春雨歌唱比賽 3月 學校推薦 
   

   

【體育科】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11月至 5月 六年級 

寶礦力水特問答活動(第一期) 11月至 12月 一至六年級 

寶礦力水特問答活動(第二期) 2月至 3月 一至六年級 

香港青少年地區精英培訓計劃 2月開始 三至六年級 

香港青苗壁球培訓計劃 4月開始 三至六年級 

體育先鋒培訓計劃之【凝動足球班】 4月至 7月 三至五年級 

「疫境挑戰-----家居體適能挑戰」計劃 3月至 6月 一至六年級 

親子家居體育遊戲創作比賽 6月至 7月 一至六年級 

   

   

【資訊科技科】   
中文拆碼比賽 下學期 四至六年級 

   
   
【宗教科】   

開學禮崇拜 9月 一至六年級 

早會崇拜 上學期 一至六年級 

宗教加油站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小一學生背誦英語、普通話主禱文 9月至 10月 一年級 

班曲選舉 10月 一至六年級 

將臨期活動 11月至 12月 一至六年級 

聖誕崇拜及抽獎 12月 一至六年級 

復活節崇拜暨福音佈道會 3月 一至六年級 

小六畢業感恩崇拜 6月 六年級 

結業禮崇拜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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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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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悅讀學校計劃 (電子閱讀)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中國活動日—中華文化圖書閱讀分享 10月 一至六年級 

4.23世界閱讀日 — 「我的圖書天地」水彩畫設計比賽 11月至 12月 一至三年級 

科技日(閱讀指定讀物) 1月 一至六年級 

第十八屆書叢榜投票活動 1月至 3月 一至六年級 

書叢榜活動：書叢繪出喜「閱」比賽 

(閱讀指定圖書跟進活動) 

1月至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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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一至六年級 

「齊來讀，齊來答」有獎問答遊戲 3月至 5月 一至六年級 

第十八屆十本好讀選舉(網上投票活動) 4月至 5月 一至六年級 

早讀獎勵計劃 5月至 6月 一至六年級 

生命教育繪本課 6月 一至六年級 

STEM活動日(閱讀指定讀物) 7月 一至六年級 

學生暑期閱讀計劃 7月至 8月 一至五年級 

   

   

【學習支援小組】   

「喜伴同行」計劃 全學年 二至六年級 

小一課後中文增潤小組 5至 6月 一年級 

小一課後數學增潤小組 5至 6月 一年級 

小一課後執行技巧訓練小組 6至 7月 一年級 

暑期專注力訓練—兒童黏土興趣班 7月至 8月  

共融活動系列─攻防箭 7月至 8月 三至四年級 

   

   

【活動組】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英文及普通話獨誦) 11月至 12月 一至六年級 

區本計劃【心路歷程─山野鍛鍊】活動 5月 8、15及 

22日 

四至六年級 

區本計劃【我做得到─歷奇訓練】活動 6月 5及 12日 六年級 

迷你生態缸工作坊 7月 四至六年級 

扯鈴工作坊暨雜耍表演 7月 三至四年級 

轉碟工作坊暨雜耍表演 7月 一至二年級 

趣味手作班 7月 一至二年級 

抗逆歷奇挑戰日 7月 三至五年級 

 

 
  



 

【全人發展組】   

(訓輔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生命教育組、健康教育組)   

訓輔組、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班級經營計劃 上學期 一至六年級 

「約瑟好孩子」計劃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升旗儀式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專心寶寶上學去—小一適應及親子專注課訓練 8月 27至 28日 一年級 

「青苗大使」計劃 9月至 10月 四至六年級 

小五成長的天空計劃(強化課程) 10月至 6月 五年級 

小六成長的天空計劃(強化課程) 11月至 5月 六年級 

小六升中面試工作坊 12月 14日 六年級 

小四成長的天空計劃(輔助課程) 1月至 6月 四年級 

小六升中模擬面試 1月 9日 六年級 

升中適應工作坊 7月 7日 六年級 

「伴你高飛」小六歡送會 7月 7日 六年級 

正向教育-校園遊蹤活動 8月 21日 五至六年級 

生命教育組：   

校園「心思語」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生命教育主題曲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周會講座、主題分享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繪本圖書學習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好人好事」紀錄紙 第一二次考試前 一至六年級 
「好人好事」班內分享 第一次考試後 一至六年級 
校園電視台「好人好事」分享站 年終考試後 一至六年級 
生命教育電影欣賞 2月 26日 一至六年級 
健康教育組：   

健康校園資訊角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健康一分鐘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節能大使」計劃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抗疫小先鋒」計劃 全學年 一至六年級 
生命鬥士 (周會) 1月 8日 一至六年級 
開心果月 5月至 6月 一至六年級 
中中學堂 Power Kid Channel 6月 19至 25日 一至六年級 
   
 

 

 

 

 

 

 

 

  



 

【本年度課外培訓及興趣班】 

劍橋英語班 FLYERS 

魔術班 

STEM LEGO 機械人課程  

STEM LEGO 機械人尖子培訓 

國畫班  

區本計劃【油畫班】 

區本計劃【STEM創科學習之旅】 

區本計劃【多元手工藝班】 

區本計劃【創藝循環教室(一、二年級組)】 

(內容：1.科學家班 及 2.環保小手作班) 

區本計劃【創藝循環教室(三年級組)】 

(內容：1.自然護理手作班 及 2.扭氣球班 ) 

區本計劃【創藝循環教室(四年級組)】 

(內容：1.魔術班 及 2.扭氣球班) 

 

 

【家長教師會】 

親子卡通彩繪蛋糕卷工作坊 6月 12及 19日 一至六年級 

親子皮革證件套工作坊 7月 10日 一至六年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