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校合作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

家長是學校的持分者之一，對推動學校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我校會透過不同的途徑與家長溝通，例如家長
日、家長講座、家長晚會，以及本年度新嘗試的家長茶座等，促進家校間的交流溝通，讓彼此了解，互相配合，共
同協助同學的身心及學習成長，收事半功倍之效。
本校亦設有家長教師會作為家長與校方的橋樑。家教會每年除舉行會員大會外，亦協助校方籌辦大型活動，如
親子旅行、年宵義賣等，以致同學們的收費課外活動，從中與老師們建立密切的伙伴關係，體現家校同心的精神。

YAN CHAI HOSPITAL
CHIU TSANG HOK WAN PRIMARY SCHOOL
校址：新界青衣島青衣邨第二期校舍（近偉景花園）
電話：2433 1788
傳真：2435 7023
電郵：info@ychcthwps.edu.hk
網址：http://www.ychcthwps.edu.hk

校友會
仁濟醫院趙曾學韞小學校友會於
2010年成立，目的為促進校友與母校
之間的聯繫。自成立後曾多次舉辦會員
大會、就職禮、盆菜宴及燒烤等活動，
廣結校友網絡，期望能為母校的發展貢
獻自己的力量，回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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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 年宵 義賣

親子旅行

趙校位置圖

青衣邨

青衣運動場

本校位於青衣邨二期，距離青衣港鐵站約10分鐘步行路程，附
近設施包括：青衣游泳池、青衣運動場、青衣公園、青衣城等。

學校資料

本校為仁濟醫院所興建的第三所政
府津貼小學。創辦於1989年9月，位於青
衣島上。荷蒙本院永遠顧問兼本校校監
趙曾學韞教授BBS太平紳士慷慨樂捐伍拾
萬元贊助建校經費，遂以其芳名為本校
命名。我校致力營造愉快的學習環境，
關注學生的兩文三語發展，並透過多元
化的學習經歷，提高學生的公民意識，
建立正面的價值觀，發掘學生不同的潛
能，達致全人教育。

上課時間

辦學宗旨
校訓

校
監：趙曾學韞教授BBS太平紳士
校
長：彭紹良先生
創立日期：1989年9月
學校類別：津貼（全日制）
評核次數：上下學期各1測1考
校車服務：青衣、葵涌、荃灣
（有需要的家庭可個別申請
		 校車車費資助）

尊仁濟世

以踏實、進取的信念，致力把學校
發展成為愉快學習的園地。培育學生具
有誠懇信實的整全人格，建立積極的人
生 觀 ，服 務 社 會 ，實 踐 理 想 ，開 創
未來。

健康校園

學校背景

學生輔導
本校以關愛、禮貌、誠信及承擔為四個發展重點，推行「趙小有
品，你我共創」成長計劃。透過各種服務和活動，使同學全方位發揮自
己的潛能，培養誠信及正面的價值觀，加強承擔精神，並回饋社會。
另外，老師與社工配合，以服務學習（Service Learning）為策略，
引導學生學習籌劃活動，並參與當中的過程，發揮自己的領導潛能，加
強與人溝通的技巧，促進校園和諧。
學校亦提供完善的課後延展服務及支援。一、二年級有需要的學
生，可以在放學後，免費留校接受功課指導，直至五時三十分。我校與
附近中學有聯繫，由中學每天選派兩位大哥哥大姐姐到校，協助原班老
師教導低年級同學完成功課。
我校也特別為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提供言語治療、社交小組、抽離學
習、功課及測考調適……老師還會定期與個別家長討論協助子女成長的
方案。

成長 小組

每星期上課五天，每天十節
（最後兩節為導修課）
上課時間：上午8時10分
放學時間：星期一至四下午4時正
星期五下午1時30分
學生可留校至5時30分參加課外活動、
延展服務
* 逢星期四下午設有免費興趣小組課

和諧快線

全校 閱讀 氣氛 濃厚

書包也瘦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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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外觀

自律 小精 英故 事創 作比

家長也積極推動閱讀文化
聯校義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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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介

升中概況
本校歷屆小六學生參加升中派位的成績優良，2011年度獲派首三志願的學生達到
96.9%，並升讀葵青、荃灣區的著名中學。
近年本校學生獲分派的中學，包括有：
有機 種植 收穫 豐

香甜水果齊品嚐

齊來切割水仙頭

健康校園

本校極著重學生的全人發展，特別是同學的健康
成長。健康飲食有助促進學童健康成長，對預防肥
胖、心臟病、糖尿病、癌症等慢性疾病至為重要。惟
現時本港大部份學生未能遵行健康飲食原則，致使學
童肥胖率由十年前的約每六位學童有一位屬肥胖，飆
升至現時約每五位已有一位，所以培養學童保持良好
飲食習慣已是刻不容緩。
為使本校的學生能健康成長和提升他們的學習能
力，本校除了參加衞生署舉辦的「至『營』學校認證
計劃」，亦透過舉辦各項活動，包括：家長協助監察
午膳質素、親子健康飲食講座、印發健康飲食資訊、
親子健康小食製作班、健康飲食攤位遊戲、健康飲食
資訊展覽、參觀流動教育中心、開心果月、陽光笑容
滿校園……以營造一個清潔衞生及健康飲食的環境，
幫助學生養成良好的均衡飲食習慣，減低他們罹患各
種都市病的機會，日後可以健康、快樂地成長及愉快
地學習。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健康小食味道好

家長共同參與監察午膳質素

參觀流動教育中心
（個人衞生及飲食）

親子參與樂趣多

陽光笑容滿校園領袖工作坊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東華三院陳兆文中學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東華三院吳祥川紀念中學

可風中學

皇仁舊生會中學

趙曾學韞校監與畢業同學合照

學生升中離開母校後，除有空回校探望老師外，更有些學生寫信回校抒發對母校的
情懷，節錄其中一段如下:「非常感謝您們六年來悉心教導我，令我可以考到自己心儀的
中學，還有要感謝老師六年來不斷教我知識，雖然有時會責罰我，但當我做對了，您們
亦會稱讚我……」

學校設施

菜園採收蕃茄

本校設有標準課室二十四間，另設有多媒體教室兩間、學生活動室、視藝室、音樂
室、中央圖書館、英文閱讀室、童軍室、學生輔導室、護理室、遊戲室、環保室、多用
途室、親子種植園地等，地方廣闊，讓同學有充足的發展空間。
各課室均裝設有空氣調節、玻璃隔熱膜、電腦連網路系統、投映機、投映幕、圖書
角等設施，有效輔助同學愉快學習。
另外，為貫徹關愛校園精神，本校亦擁有升降機、特別洗手間及無障礙通道等設
施，照顧有特別需要的同學。
其他的設施還有小賣部、園圃、閱讀角、飲水機、紅外線體溫探測器和無線WiFi網
絡等。

親子健康飲食講座

種菜園地

視藝室

英語閱讀室

護理室

鳥語花香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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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種瓜得瓜，種「薯

」得薯
戶外學習

流動教育中心

親子微波爐烘焙講座

校園遊樂場

多媒體學習室

小賣部

活動室

圖書館

啟發學生潛能

課程特色
ö
ö
ö
ö

ö

推行小班教學，加強學生之間的互動，並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鼓勵閱讀，獲得語常會基金撥款50萬，推動小四至小六英文閱讀及
寫作，提升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
以數學科為起步點，循序漸進發展電子教學ELearning，協助同學掌
握基礎知識和穩固基礎，增強自學能力。
小一預備班也懂得
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推出不同的支援，包括分組學習、小組學
用ipad輔助學習
習、課後支援、小一新生適應課程、朋輩輔導計劃及個別學習計劃
等，提升學生自信及學業成績。
鼓勵全方位學習，通過海外交流活動，培養學生積極的人生觀、高尚的品德，以及廣闊
的世界視野。

我是童 軍了

專業訓練與指導

回收膠 樽，養 成環保 習慣

跆拳道練習踼腿好功架
與台北長庚小學交流

體驗台北夜市

英語話劇成功演出

中文科
ö

ö
ö

ö

一至六年級推行普通話教中文，並致力
提高學生的語文能力、共通能力及協作
能力。
一至三年級教授校本拼音教材，讓學生
盡早打好漢語拼音基礎。
透過早讀課、廣泛閱讀計劃、網上學習
等活動，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和習慣，
增強閱讀能力、理解能力及說話能力。
參與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教授中文寫
作策略（P.5-P.6年級讀寫結合），優化
中文科課堂教學。

智能機 械啟迪 我心

操場進行早讀課

探究 水火 箭如 何一 飛衝

天

運用ipad資訊科技，跟上時代潮流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組（詩詞獨誦）
冠軍：嚴俊華
社區活動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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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荃灣公共圖書館

操場早讀課

齊來猜猜歇後語

齊齊 來上 網（ 中文 八達

通）

視藝同樂日之「妙筆生花」

「綠色 小組」 成員長 洲文化 保育之 旅

課程特色

英文科

Visit to Ocean Park

Making a pizza
TVB智激校園比才能

ö 本校設英語閱讀室及外籍英語教師教
學室，並常駐外籍英語老師任教。
ö 為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與教育局
NET Section合作，在一至三年級
推行英文閱讀及寫作計劃（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Reading/
Writing），讓學生在豐富的語言環
境中學習英語閱讀及寫作技巧。
ö 本地教師與外籍英語教師共同備課
及協作教學，設計校本英語課程。
ö 在各級教授英語拼音。
ö 舉辦不同的英語活動，營造良好的
語言環境，讓學生學習語言及建
立自信，例如：Halloween Quiz，
English Day及Professor Paws等。

Professor Paws

Making Jelly

啟發學生潛能

「大 細路 理財 劇」 做個 精明 理財 人

小學階段是孩子們培養興趣，發
掘潛能的重要時期。本校為學生提供
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務使學生各展所
長，建立自信，為未來升學、就業奠
下良好的基礎。活動包括運動、智
能、群育及藝術等各個層面，企望最
終能達致「一生一體藝」的目標。

English Drama
Halloween Quiz

Making a Paper Plate Mask

數學科
培養園 藝種植 心

ö

ö

ö

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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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衣區運會非一般速度的趙校健兒

Making porridge

音樂Fun Fun Show發掘音樂人

本科將透過課堂活動、趣味數學遊
戲及電子學習媒體（ipad），培養
同學學習數學的興趣，建立及發展
同學的思維、傳意、探究、解難和
創造能力，加強終身學習的能力，
以及自我學習的精神。
設有「奧林匹克數學」興趣班，提
拔有潛質的同學，提升高階思維的
能力。
在教育局的協助下，本校數學科老
師與國內數學專科老師共同合作備
課，加強課堂教與學的質素。
已申請仁濟醫院董事局特別撥款30
萬圓，於三年內加強本科學與教，
提升同學成績。

撲克牌也可以用來上數學課

一起研究立體圖形

5
七巧板拼圖

開心上數學課

ö
ö
ö
ö
ö
ö

專業支援與伙伴協作

透過專題研習，讓學生培養協作、溝通、創造、思考、分析、組織及表
達的能力。
提升學生對科技探究的興趣。
培養學生關心祖國的情懷。
培育學生關愛、尊重及欣賞別人的態度。
善用社區資源，拓闊學生全方位學習的經驗。
透過觀察、訪問、個案研究、小組討論、報告、角色扮演、實驗、專題
設計和遊戲等學習活動，提升學習效能。

ö
ö
ö

5年級參觀香港藝術博物館

ö
ö

ö

常識 科技 日

五年級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秦始皇一統天 下」展覽

4年級參 觀水資源 教育中心

2,3 年級 參觀 香港 歷史
博物 館

資訊科技教育
ö
參加創新科技嘉年華

ö
ö
ö
獲得公開軟件創作獎項

電子學習也能增強溝通能力

專業支援與伙伴協作

常識科

ö

ö

本校積極推動資訊科技教育，以電子學習平台加強學
與教，使學習更趣味化、時代化及自主化。
老師與家長共同合作，成立研究小組，開發校本小軟
件，支援學生學習（部分作品更獲公開獎項）。
全校學生皆使用智能咭記錄出席及繳交部分學校
費用。
各班家長每天可瀏覽學校網頁，查看子女出席、家
課、繳費、活動及通告等資料。學生亦可透過各科的
網上學習平台及內聯網，進行學習，培養自學能力。

學校與教育局、仁濟醫院辦學團體及各大教育機構建立伙伴網
絡，善用不同資源發展專業及支援。
由教育局提供支援及協助，中文科支援組督學與老師們共同備
課、觀課、檢討、修訂，幫助同學提升中文寫作能力。
參與內地數學協作計劃，內地專科老師與本校老師共同研課，針
對學生難點，共擬學習計劃，互相交流，取長補短，提高同學的
數學成績。
運用特區政府的關愛基金，讓學生到外地交流（2013年是台灣環保
之旅）。讓學生了解其他地方的不同文化，擴闊視野，增廣見聞。
學校參與教聯會協辦的「同根同心」計劃。同學可以付最優惠的
價錢到內地交流，帶領同學從多角度體驗中國內地最新發展及認
識中華文化。同學曾到梅州實地考察及體驗當地的風土人情。
英文科的「EEGS-English Enhancement Grant Scheme」幫助學校發
展英文科課程。老師學習及運用「GUIDED READING」策略，幫
助及發展四至六年級學生的閱讀及寫作能力。
融合教育促使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進入學校內，學校必須裝備
自己，接受挑戰。因此學校參與教育局的「加強支援自閉症學生
試驗計劃」，由專業機構提供服務，教導老師支援策略及培訓專
業技巧，在校內支援有自閉症學生。
戲劇教學能幫助學生學習語文，仁濟醫院辦學團體撥款給學校，
由專業機構教導學生及老師用英語演繹莎士比亞戲劇，並成功於
劇院公開演出，大獲好評！

同學親到梅州學習客家文化

同學分享梅州之旅

同學 在放 天燈 祝願 學業

進步

小沙翁舞台劇練習

專業導師講解小沙翁戲劇

戶外數碼遊踪

6
親子數碼活動

7
電子媒體學習多認真

梅州食品真美味

到野柳地質公園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