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





學校簡介

•2000年開校

•30班全日制津貼小學

•小一至小六，各級五班

•推行小班教學，每班約25人

•家長可為子女選擇以普通話或粵語作為中
文科的學習語言；2000年開始推行「普教
中」；



連創佳績十五年 續闖高峰耀明天

十五周年校慶紀念壁畫
培僑小學





連創佳績十五年 續闖高峰耀明天

十五周年校慶紀念壁畫
培僑小學



卓越教學 屢獲殊榮

連創佳績十五年 續闖高峰耀明天

十五周年校慶紀念壁畫
培僑小學



卓越的教師團隊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of Teachers



卓越的教師團隊

本校教師專業、有愛心、學歷高；屢獲專業

殊榮，包括：「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優秀數學教師」、「數碼教學榮譽獎」等；



行政長官卓越教㈻獎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綜藝(06-07):    石詩蘭主任、吳佳筠校長、

余日昇主任、劉雅莉主任、何美銀老師



行政長官卓越教㈻獎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體育(07-08): 劉家俊主任



行政長官卓越教㈻獎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中文(09-10): 鄭曉棠主任



行政長官卓越教㈻獎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英文(09-10):
Mr Kevin Wong 、歐陽月玲主任、 Ms Tighe 、楊奕芳主任、陸泳賢主任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數學(10-11):吳佳筠校長 、黃清洪主任、張儀老師



行政長官卓越教㈻獎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課程領導(13-14):    吳佳筠校長、何美瑩主任、
潘和華主任、黃穎詩主任、文寳珊主任



行政長官卓越教㈻獎Chief Executive's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德肓及公民教育(14-15):    蔡曼粧老師



努力不懈 追求卓越

榮獲共七項行政長官教學獎並是唯一能在

中英數三個主科皆獲獎的小學；在課程領

導領域獲獎學校全港只有兩間。



如何裝備學生去面對
他們的未來？

課程特色



21st Century Skills
Ways of thinking
(創造, 批判, 解難, 
學會學習, 自主學習)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Critical thinking, problem solving
Learning to learn, meta-cognition

Ways of working
(溝通, 團隊協作)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teamwork)

Tools of working
(資訊素養, 溝通素養)

Information literacy
ICT literacy

Living in the world
(地區及全球公民意識,
平衡生活與工作,
個人修養, 社會責任)

Citizenship – local and global
Life and career
Person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Source: Microsoft-Intel-Cisco ATC21S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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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閱讀 蔚然成風

連創佳績十五年 續闖高峰耀明天

十五周年校慶紀念壁畫
培僑小學



---



我是讀書人



我是讀書人



讀書人
尋寶夜



塑造讀書人文化







Reading Success Program 
(RSP)

英語閱讀課(每星期三節)



中文科：低年級(繪本教學)
高年級(自主閱讀計劃)

常識科：閱讀課



鷹架教學 促進自學

連創佳績十五年 續闖高峰耀明天

十五周年校慶紀念壁畫
培僑小學



我們以「自主學習」作為2014至2016年度的週期
發展計劃目標，並分階段以「愛自學」、「懂自
學」、「勤自學」逐年實現計劃。











21st Century Skills
Ways of thinking
(創造, 批判, 解難, 
學會學習, 自主學習)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Critical thinking, problem solving
Learning to learn, meta-cognition

Ways of working
(溝通, 團隊協作)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teamwork)

Tools of working
(資訊素養, 溝通素養)

Information literacy
ICT literacy

Living in the world
(地區及全球公民意識,
平衡生活與工作,
個人修養, 社會責任)

Citizenship – local and global
Life and career
Person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Source: Microsoft-Intel-Cisco ATC21S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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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合作學習」引進課堂





已連續六年被教育局
邀請成「專業發展學
校」，協助其他學效
發展數學科課程，焦
點：「合作學習」策
略的運用。



2013年到訪北京清華附屬小學作公開數學課





21st Century Skills
Ways of thinking
(創造, 批判, 解難, 
學會學習, 自主學習)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Critical thinking, problem solving
Learning to learn, meta-cognition

Ways of working
(溝通, 團隊協作)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teamwork)

Tools of working
(資訊素養, 溝通素養)

Information literacy
ICT literacy

Living in the world
(地區及全球公民意識,
平衡生活與工作,
個人修養, 社會責任)

Citizenship – local and global
Life and career
Person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Source: Microsoft-Intel-Cisco ATC21S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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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課室(共30個AP)
‧特別室及場地(約25-30個AP)
‧全校覆蓋率逾90%

考慮使用需要及使用量，
以下地方將使用家用式Router代替：
社工室(207室)、校務處、
107室、307室、507室、607室



全校 40 部

‧30部(學生)
‧10部(老師)

‧35部(學生)
‧ 5部(老師)vs





21st Century Skills
Ways of thinking
(創造, 批判, 解難, 
學會學習, 自主學習)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Critical thinking, problem solving
Learning to learn, meta-cognition

Ways of working
(溝通, 團隊協作)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teamwork)

Tools of working
(資訊素養, 溝通素養)

Information literacy
ICT literacy

Living in the world
(地區及全球公民意識,
平衡生活與工作,
個人修養, 社會責任)

Citizenship – local and global
Life and career
Person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Source: Microsoft-Intel-Cisco ATC21S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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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學生 情智兼備



常存感恩 健康身心

連創佳績十五年 續闖高峰耀明天

十五周年校慶紀念壁畫
培僑小學















全面發展，體驗生命：
學習珍惜、關懷、分享

一年級

生命教育



I am a father / mother!



• 在正規課程中滲透生命教育：珍惜、關懷、分享

小朋友，你知道家人照顧你是多麼的辛苦嗎？
現在你們也來嘗試當爸媽，照顧蛋蛋一星期。

出世日期:

父親/母親:

蛋蛋的名字:

一年級上學期常識科
專題研習

我的家

我當了爸媽





怎樣學?
學了甚麼?

•體驗

•角色的乾坤大挪移



蛋蛋生日會-珍惜、關懷、分享















讓學生學會表達感恩



2013-2014年度

學生能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







2014-2015年度
培養學生健康心靈













2015-2017年度

營造健康校園

培養學生關心學校、愛護環境 ，並能實踐「綠色生活」







價值、情意
如何學？如何教？



培育 反覆灌輸



2010年5月(教育局)外評報告
總 結

學校的發展重點積極回應教改及學生的需要，在
設置及安排上，耗用心思，讓學生有豐富的學習
經歷，並各展所長；

學校的發展目標及願景清晰，深受教師認同。各
科、組密切聯繫，互相支援；學校上下一心，團
隊士氣佳。



家校合作 風雨同行

連創佳績十五年 續闖高峰耀明天

十五周年校慶紀念壁畫
培僑小學



我們對家長的期望

•重視子女的學業成長： 承擔家長的責任，
與學校互相配合，養成子女良好的學習習慣
及重視學習的態度，不輕易缺課；督促子女
依時用心完成家課。

•重視子女的品格成長： 與學校配合，以身
作則，培養子女成為談吐有禮、衣着整潔、
懂尊重、識包容、有愛心，常感恩，具高尚
情操的孩子。



我們對家長的期望

•願意學習： 出席家長會、工作坊，參加成功
父母學堂等活動，了解學校的課程、掌握與
子女溝通及幫助子女成功的方法，與子女一
起成長，實踐「人人學習」。





我們對家長的期望
•鼓勵及支持子女閱讀： 提供資源及時間，使
子女喜歡閱讀並逐步形成習慣及需要。經常及
習慣性地帶子女到圖書館與子女伴讀或交流心
得設定閱讀時間表等。

•關愛子女：刻意安排有質素的「親子時間」，
與子女建立親密的關係，關心子女的學業及情
緒，給予支持，同時，給予適當的指導和期望。



聯課活動豐富多采





全校有接近40項聯課活動



92







95



96



97



98





還有什麼你最關心的問題未談到？



2015-2016年度畢業生派位結果

本校百分比 全港百分比

第㆒志願 96% 80%

首㆔志願共 99% 92%



派獲全英中學生比率



自行分配 統一派位

(40%)
甲類

兄姊在該校就讀
或父母在職

(約30%)

乙類
按計分準則分派
(不少於20%)

(約50%)(約50%)

(10%)

不
限
網

限居住網內

約收38人

收不少25人

收13人

約收49人

培僑小一共收125人



甲) 必獲取錄：有兄／姊在該小學就讀或
父／母在該小學就職

(約佔30%；有餘歸「計分」，不足扣統一)

乙) 根據「計分辦法準則」分配的學位
(不少於該校小一學額的20%)

自行分配學位(約佔50%)

分為兩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