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相片解像度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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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o our best

力
臻
至
善

辦學宗旨

學校使命

本校以「剛毅求真」為校訓，發揚基督博愛
與服務的精神，效法若翰洗者體證真理的典範；
以學生為本，引導他們建立積極的價值觀及追求
真理、力求創新及具承擔的精神，使他們成為熱
愛生命、充滿愛心、關心社會、心懷國家的人；
並在優良及愉快的學習環境中，啟動學生的多元
智能及發揮其創意，引發他們主動學習的興趣，
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進而為社會作出貢獻。

本校把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真理、義
德、愛德、生命、家庭落實於校園學

習生活中，並藉「學生標記」的
訂立，鼓勵學生在靈、德、智、

體、羣、美六育中均衡發展，
活出積極人生。

校訓
「剛毅求真」是活出生命的一種態度。人的

生命及能力有限，要活出姿采，延續主創造工程，
共建更美好的世界，每個人必須熱愛生命：為學
處事堅定目標，遇難面對，剛毅不屈，求真窮理，
鍥而不捨；待人接物，尊重真誠。

《論語 ‧ 子路》：「剛毅木訥近仁。」意即
意志堅强，待人誠樸，真摯者可稱為仁者。



一級一聖人

學校歷史
本 校 於 2003 年 落 成，

原 名 聖 若 翰 學 校 上 午 校，
1962 年 於 觀 塘 創 校。 至
2003 年 9 月， 學 校 遷 入
九龍灣現址。本校為一所
提供高質素基礎教育的全

日制男女小學，校舍屬三十課室千禧設計，佔地 7285
平方米，設備完善。學校由創校至今不斷發展，是孩
子「第一個學習樂園」、「第二個溫馨的家」。

九龍灣聖若翰天主教小學創校校監為李志源神父，
2016 年 9 月張明德神父接替李神父擔任校監。蘇蘊
珩女士擔任首任校長，至 2013 年榮休。現任校長為
胡艷芬女士。

一年級主保
 聖若翰

二年級主保
聖若望鮑思高    可敬麗達．奧其納

三年級主保
真福雷永明

四年級主保
聖若望保祿二世

五年級主保
聖德肋撒

六年級主保
聖雷鳴道    聖高惠黎 11



學校設施
本校佔地 7,285 平方米，較一

般千禧校舍略大，面積比舊校校舍
大 2.7 倍，設施更齊備；連地下全
樓高 8 層，可分為教學大樓、特別
室大樓及多用途活動場地。

每科目均設其專用之特別室
或輔導教學室如：英文閱讀室、電
腦輔助學習室、視覺藝術室、音樂
室和祈禱室等。語言室及常識室於
2018-2019 年度重新設置成「KBSJB 
STEM 學園」，增設虛擬實境 (VR)、
擴增實境 (AR)、水耕種植、風力水
槽、無人機設備等。30 個多媒體課
室及特別室均設多媒體中央廣播系
統、投影設備、WIFI 網絡等。全校
共超過 200 多台電腦和 100 多台平
板電腦供教學及行政等用途。

一樓學生天地可作舞蹈室、音
樂室或進行各類型活動之用；可同
時容納 600 餘人之禮堂 ，亦是兩個
室內羽毛球場；而地下操場為兩個
籃球場亦可作一足球場之用；其他
特別室有中央圖書館、家長資源中
心等。其他設施包括：無牆課室、
3 線 60 米跑道。

全校室內場地：包括飯堂及禮
堂，均已安裝空調設備；校內廣種
植物，綠化校園。學生能在舒適、
理想的學習環境下，提高學習興趣
及效能，愉快地學習。

 祈禱室

 學校正門

 藝術走廊

 六十米跑道  涼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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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室  閱讀天地

 聖母山池  聖若翰壁畫

 無人機設備  虛擬實境 (VR) 設備  風力水槽

 偌大的操場  畢業班壁畫創作

 英文閱讀室  學校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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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特色
本校重視培養孩子品學，實踐天主教五大核心價值，

致力讓孩子養成關愛近人及認真的學習態度。

課程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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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富校本特色的課程下，學生成就 :

 學生們與小狗一起伴讀 學生在閱讀天地分享圖書

 學生利用 EduVenture 到長者家居進行訪問

 學生在學與教博覽分享 
無人機編程學習經驗

 全港小學田徑區際比賽男甲接力成績優異

 常識科老師在 [ 學與教博
覽 ] 分享課程發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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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組五年級剪紙  中文組四年級齊學皮影戲  數學組五年級製作多面體

多元智能課

 英文組外籍老師與學生一同製作美食，提高運用英語能力。

學校為啟發學生多元智能，培養學生建立自主學習的能力，
提升學習興趣，特於逢星期二、四下午設「多元智能課」。課程
分為六組：中文、英文、數學、STEM、藝術、體育，每級學生全
學年分別上各組的課程，而課程均由本校老師設計，配合學生
多元智能的發展，包括邏輯數學、語文、音樂、自然
觀察、空間視覺、肢體動覺、人際、內省智能。單元
主題如欖球、升中面試技巧、皮影戲偶製作、紙皮
城市、敲擊樂、科學探索等，藉以豐富學生的學
習經歷。因應學生的興趣及學習需要，除校內老師
主教外，學校也會外聘專業導師教授。

學生投入上課，表現雀躍；透過不同的學習經歷，
培養學生多元智能的發展。多元智能課令下午的課堂變得不一
樣，讓學生有更豐富、充實、愉快的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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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組五年級 
Be a Scientist

 數學組三年級製作計時器

 體育組五年級欖球訓練

 藝術組三年級紙皮城市 體育組二年級小小奧運會  STEM 組六年級製作氣球車

 藝術組五年級粵劇表演

 STEM 組六年級進行 Mbot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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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nce 科學
透過不同的實驗，認
識科學原理，把科學
融入生活之中。

echnology 科技
運用編程及電腦軟
件，進行無人機 
及 VR 課程。

eligion 宗教
實踐天主教五大核心
價值，關懷別人，為
近人服務。

S

T

R

STREAM
綜合和應用知識與技能，透過手腦並用的

實作活動及編程活動，提升學生對 STREAM
的興趣，找出解決日常生活問題的方法及激
發創意。

 同學認真進行降溫實驗 (S)

 學生運用 Google Expedition
認識植物 (T)

 學生愛近人，為他人服務 (R)

 學生訪問長者對設計產品的
意見，關心長者需要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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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AM專題研習「家有一寶」「家有一寶」
六年級學生把香港人口老化問題與生活

結合，運用 micro:bit 及 VR 的意念和長者生
活的需要，設計幫助他們生活解難的產品；
學生並透過長者講座，訪問長者對產品的意
見進行設計循環，改良產品，最後到啟業邨
進行服務學習，介紹他們的產品，建立正確
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態度，把知識、技
能、態度結合起來，發揮自主學習精神，達
致十個學生標記，學以致用的目的。

athematics 數學
利用合適的工具測量
及記錄數據，綜合 
及分析數據結果。

rt 藝術
運用五感學習，進行
產 品 設 計 創 作 與 包
裝，認識人文與藝術
情境。

ngineering 工程
設計及製作保溫瓶，
改 良 循 環， 優 化 產
品。

M

A

E

 學生製作立方米支架 (M)

 學習無人機編程課程 (T)

 學生製作水火箭 (E)

 學生利用四驅車
探究速率 (M) 進行設計循環，

改善產品 (A)

 成果 - 啟業邨服務學習 (STREAM)

 設計包裝 VR 產品 (A)

專題報導專題報導

明報教得樂
(2018)

明報常識學堂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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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學習

 
本 校 一 至 六 年

級跨學科專題研習，
以常識科為縱軸，發
展 校 本 STREAM 教 育

及提升學生學習效
能。

跨
學
科專

題研習
跨

學
科專

題研習

 
五年級以中文科「中國

歷史人物」為骨幹，連結常識
及英文科，讓學生認識孫中山先生的

歷史，並邀請孫中山紀念館館長到校進
行講座，豐富學生學習經歷。視藝科又介
紹蘇軾的書畫藝術，圖書科提供不同的歷史
人物讀物，電腦科教授以 AR 製作閱讀報告，
學生並於世界閱讀日分享讀後感，最後數

學科以 Google Form 讓學生投選最喜歡
的書籍，擴闊學生的閲讀量及閲讀

面，完成有系統的閱讀課程規
劃。

跨課程

閱
讀

跨課程

閱
讀

二年級學生利用不同的
環保物料製作「自製玩具」，透

過設計改良循環，分享匯報，讓學生
發揮潛能，提升創意思維能力，培養珍

惜玩具的態度。宗教科更邀請慈幼會梁定
國神父以聖鮑思高作結，深化學生珍惜
及善用自己的才能，如同鮑思高一樣，

樂於分享關心別人，並鼓勵善用天
父賜予的塔冷通，常懷愛德，

繼續為近人服務。

1.「自製玩具」1.「自製玩具」

五年級學生透過常識課
探索生命的價值，配合不同的

講座豐富學習經歷，加上多元化的
服務學習，例如到慈幼會少懷之家探

訪神長、觀塘長者中心及粉嶺聖若瑟
安老院探訪長者，與他們製作賀年手
工，讓學生學懂服務他人，以積極

的態度面對壓力和挫折，建立
樂觀正面的人生觀。

2.「積極人生」2.「積極人生」

 同學們到少懷 
之家探訪神長

 學生利用 iPad 
搜集資料

 同學們與神父一同分
享自製玩具的經驗

 學生對 AR 閱讀
報告感興趣

 二年級學生發揮
創意製作足球機

 二年級學生互相
分享自製玩具

 學生閱讀 AR 
閱讀報告

例
子

舉
隅

例
子

舉
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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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

藝藝 術術
教教 育育

本校致力啟發學生在藝術領域
的發展，音樂科與視藝科均在校本課程
中融合了相互領域的藝術元素：從視覺藝
術中誘發出音樂創作的靈感，從音樂藝術中
激發藝術創作的思維，以提供多元化藝術
學習經歷，實踐跨藝術形式學習。為
開拓本校藝術教學空間與設備，
本校向優質教育基金申請撥款
資助，改造退役巴士成為
若翰多感官藝術體驗室 
(ArtsLab)、成立敲擊樂
樂團等，為同學提供
優質的藝術學習體驗。

同 時， 學 生 更 可
走進社區參與不同的藝
術學習活動，讓學生在
真實情境中經歷藝術，如
欣賞音樂會、與樂團或戲劇團
成員一同演出、參觀藝術展覽、實
地創作壁畫、欣賞電影等。本校亦積極連
繫坊間不同團體，使活動與課堂學習相輔相
成，例如參觀三山國王誕、邀請粵劇演員、
香港管弦樂團、藝術家到校分享等。

此外，本校藝術教育學習領域更
會與其他學習領域或科目協作，以
實踐跨領域的學習，幫助學生聯
繫不同範疇的知識和技能，提
升學習效能。

 樂團隊員在台上演奏

 在戶外進行寫生

 學生與香港管弦樂團成員交流

 認真思考如何利用紙皮製作建築物

 學生製作及穿上戲服表演粵劇

 學校手鐘隊 學生們熱烈歡迎退役巴士進駐學校
 學生以視覺及聽覺元素
創作視、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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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境教學

中文中文

ENGLISHENGLISH

本校中文科及普通話科運用豐富的語言環境來優化學生學習
表現，在課堂內、外進行不同學習活動，如中華文化日、普普樂
園等，讓學生以廣東話及普通話進行表達，加強口語表達能力。

本校二至三年級以普通話教授中文，一至六年級亦設有普通
話課，以提升學生的中文水平。

Objectives:
 Building an environment that helps language flourish;
 Raising students' motivation and interest in using English;
 Engaging students in authentic, practical and functional use 
of English for meaningful purposes through different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Encouraging the use of English outside the classroom among peers 
and between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side the classroom:
 Promotion of the use of English in all English lessons and beyond 
 U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for Interactive Learning 
 Encouraging language learning through Multiple Intelligence Lessons 
 Boosting motivation by displaying students' work 
 Enhancing reading through Reading Corners and Topic Reading 
Scheme

Reading Schemes Reading Session on Friday: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read English books and sha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books with their groups / class.

Beyond the classroom:
 Students read only English books on Thursdays. 
 Super Thursday activities every week, for all the six levels, in the 
covered playground. 

 • ‘Read with Parents’ Corner  • Chat Corner 
• Board Games  • Cyber Thursday   
• Storytelling  • Good Book Sharing 

Additional NET 
One extra NET is being employed, in order to support English teaching 
and to enhanc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大家都在專心學習武術

 在小息時學生參
與普通話攤位

 學生在中華文化
日中學習製作傳
統花牌

 Students constructed 
stories through 
imagination

 Students interacted with 
exchange students from 
New Zealand

 Students performed a 
drama show

 Students talked to NET in 
the Chat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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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教育
本校一向重視培養學生的正面價值觀，透過

周會、價值觀教育課及主題活動等形式，持續及
有系統地推動學生身、心、靈健康。當中特別加
入天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支援學生成長過程
中的需要。

課程設計以生活化事例作為引入，鼓勵學生
在課堂中積極討論，在活動中踴躍參與，勇於嘗
試，互相學習，提升明辨性思考的能力。為培養
良好的品德，更會舉辦校內外不同的體驗學習活
動，讓學生的學習經歷豐富而多樣，務求從「知、
情、意、行」不同的層面培育他們的正面價值觀。

本校鼓勵學生以基督的真理作為生命的路
標，從身邊點滴做起，成為一個熱愛生命、愛人
如愛己、關心社會、心懷國家的世界好公民。

   價值觀教育課活動

 文物館摘抄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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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類
尖子

田徑   游泳   籃球   足球   排球   羽毛球
乒乓球   花式跳繩   九東遊戲
舞蹈 ( 青苗組 )   舞蹈 ( 高級組 )      

學術類
尖子

數學尖子   中文尖子   手語尖子   英文尖子 (ICAS)   英文尖子 (Elites)   
STEM 尖子 (Halocoder)   STEM 尖子 (LEGO)   辯論隊   中文集誦
英文集誦   普通話集誦   獨誦 ( 中文 / 英文 / 普通話 / 宗教 )      

周五興
趣小組

法文   剪紙   JAZZ   魔力橋   健康軍團   信仰樂園   中華文化   英語劇場   
趣味數學   科學探究   趣味普通話   校園小記者   Readers' Theatre
黏土樂繽紛   齊齊學手語   創意小手工   福傳小天地   英語桌上遊戲
數理桌上遊戲   電腦程式設計   繪本閱讀花園   3D 打印與機械人      

藝術類
尖子

二胡   笛子   古箏   直笛   歌詠團   小提琴大提琴
弦樂團   非洲鼓   口風琴   手鐘隊   敲擊樂隊
英語音樂劇   國畫組   藝術動起來   藝術蒙太奇      

制服
團隊

幼童軍   小女童軍
小約翰團   基督小先鋒      

繽紛
星期六

兒童陶藝班   跆拳道班   足球   Microbit   Arts & Crafts Class
STEM(Little scientist)    Interview Techniques   花式跳繩班   中國舞 
綜合視藝班   小小工程師 ( 初階能量學 )   小小工程師 ( 進階測量學 )         

全方位學習活動
學校設立不同課外活動組別及校隊合共七十多組，

以學生興趣為中心，讓學生盡展所長，發揮潛能。

1414



 小約翰團步操訓練
 英語音樂劇

 JAZZ

 Little Scientist

 健康軍團

 辯論隊

 歌詠團及弦樂團於國慶 
聯歡宴會中表演

 普通話集誦隊

 小女童軍進行服務學習

 羽毛球
 足球

 中國舞 1515



為了讓入讀小一
的學生盡早適應小學學習及生

活模式作準備，本校除了透過「小一迎
新日」，讓家長能與學校建立良好溝通橋樑外，

亦提供一連四天的「幼小銜接課程」，讓新生和家長適應
學校環境與學習模式。

開課第一天為家長舉辦「校
本課程」簡介會，讓家長認識學校

課程的不同事項，期望家長能協助小
一學生適應學習上的轉變。而學校透

過校本的幼小銜接課業 – 「學習篇及
成長篇」及常規訓練等，讓小一學生認適

應校園生活，並培養良好的自理能力及學習
態度。課程中更加入不同的活動，以遊戲形式

讓學生互相認識、認識學校及天主教五大核心價
值等，以打破隔膜，投入校園生活。

學生適應校園生活一個月後，學校會舉行「小一滿
月禮」，慶祝學生順利適應小學生活。

境外學習交流活動
為了豐富同學們的學習經歷，擴闊

視野，加強團隊合作精神，學校每年都
會根據年度學習主題，擬定境外學習目
的地及主題。境外學習交流之旅甚受同
學歡迎，透過前往不同地方參觀，一方
面學習到新事物，認識當地風土人情與
歷史文化，另一方面也加強訓練自理能
力和提升與別人溝通、合作的技巧。境
外學習交流完畢，同學們會撰寫報告總

結所學，亦會在分享會中與其
他同學分享學習心得

與感受。

近年曾到訪地點及主題近年曾到訪地點及主題
地點 主題

新西蘭 ( 奧克蘭 ) 新西蘭英語遊學之旅
南韓 ( 首爾 ) 南韓科技與創新學習之旅

日本 ( 沖繩 ) 沖繩島琉球文化與生態 
保育學習之旅

台灣
( 台北、宜蘭 )

台北、宜蘭大自然與文化之旅
台北環保及科技學習之旅

廣州
廣州西式建築及歷史文化之旅

廣州嶺南文化之旅
東莞及中山 東莞及中山的歷史人物及事件

湖南
湖南文化探索之旅

湖南張家界文化探索之旅
深圳 深港姊妹學校交流

 參觀 Sheep World 餵綿羊

 結下深厚的友誼

 體驗消防員的辛勞

 在旅程中記下所見所聞

 農場吊橋新體驗

 與寄宿家庭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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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入讀小一
的學生盡早適應小學學習及生

活模式作準備，本校除了透過「小一迎
新日」，讓家長能與學校建立良好溝通橋樑外，

亦提供一連四天的「幼小銜接課程」，讓新生和家長適應
學校環境與學習模式。

開課第一天為家長舉辦「校
本課程」簡介會，讓家長認識學校

課程的不同事項，期望家長能協助小
一學生適應學習上的轉變。而學校透

過校本的幼小銜接課業 – 「學習篇及
成長篇」及常規訓練等，讓小一學生認適

應校園生活，並培養良好的自理能力及學習
態度。課程中更加入不同的活動，以遊戲形式

讓學生互相認識、認識學校及天主教五大核心價
值等，以打破隔膜，投入校園生活。

學生適應校園生活一個月後，學校會舉行「小一滿
月禮」，慶祝學生順利適應小學生活。

升中派位
本校近年升中派位獲派首三志願的學生

超過 90%，升讀傳統英中的學校有：喇沙、
九龍華仁、瑪利諾修院學校 ( 中學部 )、高
主教、德望、華英、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
學、協和、郭得勝、迦密主恩、上智、黃
笏南等，觀塘區中學包括：聖言、藍田聖保
祿、順利天主教、觀塘瑪利諾、聖傑靈、梁
式芝、聖若瑟等。

幼小銜接

 小一新生在幼小銜 
接課程用心學習

 小一滿月成長禮
 積極投入新的 
校園生活

 小息樂趣多

 培養關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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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培育
為培養學生身、心、靈的健康及實踐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並讓學生達致

以基督及其完美人格作為學習榜樣，本校提供不同的宗教經驗，幫助學生在日
常生活中思索生命價值及愛的真締，培養富靈性的正向價值觀；與學生一同關
注及認識弱勢社群的需要，為有需要的人服務，把「剛毅求真」的精神向近人
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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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輔與校風建立
本校採用「全校參與訓輔

模式」，目標是幫助學生發展
自尊、自律和正面的態度，培
養他們的責任感、尊重他人、了
解自己的個人成長及發展等；所
有教師均積極參與學生的支援工作。
在協助學生成長方面，本校更強調陶造學
生良好品德，透過不同活動加強學生的正
向思維，培養積極健康的人生觀。我們亦
明白每位學生的獨特性，按學生的需要及
才能提供適切的支援。

另外，本校亦運用不同班級經營活
動及校本訓輔活動，讓學生在個人
及群性方面的發展能得以強
化，期望以不同層面的活
動，建立一所具活力的
「正向校園」，陪伴
學生一起愉快及健
康成長。

 風紀隊精神抖擻， 
是學校的模範生

   風紀培訓

  各班學生在台上高喊班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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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支援

家校合作

為幫助陶造學生良好品格，本校透
過以下策略創造愛與關懷的校園文化：

• 透過關愛大使服務計劃，讓高年級學
生協助小一同學適應校園生活、提升
自理能力、指導功課、伴讀和參與校
園學習活動等，從中培養關愛大使的
愛心、提升對自己職責的要求和堅持。

• 透過廣播分享活動，讓學生學懂感激
家人、欣賞身邊的人與事物，承擔自己
的責任，並且提升自我價值的肯定。

• 透過與外界機構合作，舉辦校外體驗及共融
活動，提升同學面對困難的態度、學習技巧、自
信心、協作及領導才能。

• 引入外界資源，讓學生認識有不同需要的人士的特
徵，提升學生的支援技巧和關愛文化。

 家庭是學校的好夥伴，學校強調「家校合一，育人育
才」。因此，學校保持與家長有良好的溝通，家長亦積極參與
學校活動，更擔任家長愛心義工隊，協助不同的活動，其中包括
照顧小一學生午饍、戶外學習日、英文伴讀、運動會及各科組攤位遊
戲等，充份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

 照顧小一
學生午膳

 外界資源

 關愛大使

 廣播分享活動

 廣播分享活動

 家長義工協助運動會2020



十個學生標記
為教養學生成為一個品行端正的人，學校

訂立了「十個學生標記」，協助學生發掘自己
的正面特質，幫助他們在成長過程中認識和發
揮自己的品格強項，建立個人的成就感和目標。
在完成六年小學學習生活後，能擁有十個特質。

 主動學習

 有自信

 豁達合群

 富創意

 長科技

 勇於承擔

 品學理想 熱愛生命

 自律守紀

 實踐基督仁愛精神

 關愛大使

 廣播分享活動

 廣播分享活動

 家長義工協助運動會 2121



學校位置及聯絡方法
本校座落於九龍灣啟業道，校車覆蓋範圍遍及觀塘、藍田、秀茂坪、調景嶺

沿線等。除了校車服務外，本校鄰近亦設有港鐵站、巴士及小巴站，交通四通八達。

港鐵： 九龍灣站 B 出口， 
步行約 8-10 分鐘。

巴士： 1A, 2A, 3D, 6D, 11B, 11C, 11D, 
13D, 14, 15, 16, 17, 93K, 296C

小巴： 46, 51M, 56, 61, 87, 102

學校交通工具

地址： 九龍觀塘啟業道 23 號 No.23, Kai Yip Road, Kwun Tong, Kowloon
電話： 2343 2311 電郵： sch@kbsjb.edu.hk
傳真： 2343 3011 網址： www.kbsjb.edu.hk

學校網址

宗教培育
為培養學生身、心、靈的健康及實踐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並讓學生達致

以基督及其完美人格作為學習榜樣，本校提供不同的宗教經驗，幫助學生在日
常生活中思索生命價值及愛的真締，培養富靈性的正向價值觀；與學生一同關
注及認識弱勢社群的需要，為有需要的人服務，把「剛毅求真」的精神向近人
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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