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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結構

級別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班數 4 3 2 3 4 4

辦學宗旨

  秉人本主義精神，以學生為本位，實踐全人教育及優質教育理想，陶造愉

快的學習環境、富歸屬感的校園生活，啟發學生潛能，培養公民素質，回饋社

會，服務人群。

校訓

 勤孝忠誠

教育目標

1. 提供一個充滿愛與關懷的生活環境，使學生能愉快地學習，健康地成長，成

為具備「勤、孝、忠、誠」的好學生。

2. 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在五育均衡的發展中，有足夠的機會去認識

和發展個人的特長。

3. 培養學生正確的道德觀念，使之成為一位正直負責的好公民。

4. 致力提高教學質素，讓學生在學術方面打好基礎，引發他們主動學習的興趣。

5. 建立學生的自信心，肯定自我價值，積極進取，發展潛能，進而為社會作出

貢獻。

6. 提高學生的審美及文化觀。

教師團隊資歷

98%

32%

32%

18%

50%

100%

87%

34%

72.8%

43%

100%

98%

32%

32%

18%

50%

100%

87%

34%

72.8%

43%

100%

認可教育文德

0-4年

學歷：

年資：

認可大學學位

5-9年

認可碩士學位

10年或以上

特殊教育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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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學生升中表現   2018-2019年度

中學 人數 中學 人數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5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10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3 粉嶺禮賢會中學 9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5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 2
田家炳中學 2 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3

聖公會陳融中學 4 神召會康樂中學 1
王肇枝中學 1 寧波公學 1
風采中學 6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1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8 鳳溪第一中學 9
中華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1 聖芳濟各書院 11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3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5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1 林大輝中學 1

*逾3成學生入讀英文中學，逾半學生入讀英中 / 英文班

98%

32%

32%

18%

50%

100%

87%

34%

72.8%

43%

100%

入讀區內

英文中學約

入讀第一

志願中學約

入讀首三

志願中學約

入讀首五

志願中學約

* 每年的數字（百分比）均略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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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 STEM 教育與編程學習

•以英語教授常識

•運用探究式學習，培養共通能力

•與時並進，分析時事，了解社會

•設計分層式課業，照顧差異

•細化閱讀過程，深入理解

•以讀帶寫，讀寫結合

•滲入品德情意教學，提升個人素質

•參加教育局校本支援計劃，並推廣
教學經驗，促進專業交流

中文科

多元課程 與時並進

•  Space  Town 
Programme (P.1- P.3)

•Grant Scheme on Promoting Effectiv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s (PEEGS, P.4- 6)

•Collaboration with  South  Island 
School (International School)

•Parents' Reading Workshops

•Collaboration with  General 
Studies  Department  and 
Music Department

英文科

•透過多元化的藝術創作形式，引
發學生對藝術學習的興趣

•以彩虹日記紀錄學習進度和感悟，
尋找自己可發揮的藝術領域

•定期舉辦畫展，組織參觀活動，擴闊
學生的視野

•積極參與校外各種繪畫比賽，
讓學生盡展所長

•自擬課業，加強拼寫教學

•小組活動，讓學生投入課堂

•舉辦攤位遊戲，營造語境

•積極參與比賽，建立信心

普通話科

視覺藝術科

教育局「以行求知」分享會

中文辯論班

常識科

 以英語教授常識

課程
以學生為本位
優化學與教策略
學生各盡所能
更易收穫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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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課程 與時並進
•推行「思、寫、
討、享」小組合作學習模式

•運用 ELPS 教學策略照顧學生學
習多樣性

•電子學習，網上評估，即時回饋

•數學奧林匹克精英班，讓學生切
磋砥礪

•推廣多元化的
體育活動，發掘學生潛能

•成立校隊，安排有系統的訓練

•積極參與校外比賽，增強自信
心及榮譽感

•學生學習自律、遵守比賽規則及

面對勝負的態度

體育科

•與時並進，發展圖書館館藏

•推動跨學科閱讀，鼓勵閱讀和創作

•鼓勵善用閒暇，隨時隨地閱讀

•培訓閱讀大使，推動閱讀風氣

•家長參與，樹立閱讀模範

圖書科

數學科
互動探究

•LED 水耕種植和電風扇專
題研習

•推行電子學習Wi-900

•推行「Makeblock 模型車」計劃

電腦科

•出版校本音樂
筆記

•成立合唱團、口琴表演隊、管
弦樂團

•建立校園音樂文化：「晨曲」計
劃、音樂劇工作坊

•養學生欣賞音樂的素質和
禮儀

音樂科

•從學習至實踐，連繫生活經驗

•編排六套初小校本課程，了解
動植物生長，培養珍惜習慣

•於高小舉辦生態工作坊，學習與
大自然共存，深植環保意識

環境教育科

生態工作坊

花繩獎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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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奧林匹克拔尖課程

因材施教 激發潛能

English Drama Class英語話劇班 中國舞隊

增潤課程
全校模式

• 引入「兩班三組」教學模式，在中、英、數三個科目增設六班，於正規課堂時段內抽離
上課，讓學習能力相近的學生互相啟發，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 建立「人才庫」，挑選學生參加校外拔尖課程，展現學生的潛能。
中文科 / 普通話科增潤課程

P.1-P.6 普通話朗誦精英訓練  P.5 中文辯論班

英文科增潤課程
P.1-P.6 英文朗誦精英訓練 P.1-P.2 Kids Read Class英語增潤課程

P.4-5 English Ambassador英語大使計劃 P.5 Elite Writing Class英文寫作拔尖班

P.5-6 English Drama Class英語話劇班 P.5-6  Radio Theatre Class 英文小主播班

 P.6  English STEAM Class英文STEAM拔尖課程

數學科增潤課程
P.2-P.6 數學奧林匹克拔尖課程

體藝增潤課程
體育科 中國舞隊、田徑隊、游泳隊、跳繩隊、籃球隊

音樂科 口琴表演隊、合唱團、管弦樂團

視藝科 校園藝術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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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暑期適應課程

成長的天空愛心之旅 全面支援
學術支援

• 設計核心和延伸課程，安排分層課業，照顧學生不同的能力。

• 開設中、英、數課後輔導課程 • 333小教師培訓計劃

• 「悅讀」訓練計劃 • 讀寫訓練小組

• 區本課後學習支援計劃 • 新來港學童支援計劃

個人成長支援

• 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

• 執行技巧訓練小組 • 社交訓練小組

• 專注力訓練小組 • 情緒溝通小組

• 自理小組 • 綜合訓練服務

• 成長的天空計劃

升小及升中銜接

• 小一入學前能力評估 • 小一暑期適應課程

• 小一開學週跨科適應課程 • 小一親子閱讀工作坊

• P.1 Phonics Class 英文拼音班 • 定期家長講座

• 小五、小六升中銜接課程 • 小六升中面試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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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服儀容整潔比賽

欣賞周

正向教育  邁向豐盛人生

★ 舉辦全校大型輔導活動，如「欣賞
周」、「班際秩序比賽」、「校服儀

容整潔比賽」，營造正面及有秩序的

校園氣氛。

★ 設立校本成長課專責小組，設計「校
本成長課」，整合及按級本需要調節

各項成長教育的主題，包括個人、群

性、學習及事業範疇；德育及公民教

育六項首要培養的價值觀及態度。

★ 透過級本的聯課活動 /週會，推行能
對焦各級學生需要的輔導工作，並提

升班主任在經營班級及協助學生成長

的角色及功能。

全校參與—以秩序品德為基礎，學生健康快樂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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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生就職典禮

小老師計劃

「貧富一餐」活動

★ 引入不同的社區資源，如「童創 100公
平世界」、「貧富一餐」，又推行「成長

的天空計劃」輔助課程，豐富及平衡各

項發展性。

★ 主張「從服務中學習」，建立學生所需及
級層發展的特色，透過班本、級本、朋輩

支援計劃，及全校性的服務組織和崗位，

建立學生關愛、責任感及承擔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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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孩子建立自信、成功的大舞台

學科 體藝

中文辯論班 校園藝術大使

朗誦技巧訓練班 黏土班

小小英語大師 合唱團

English Ambassador 管弦樂團

English STEAM Class 小提琴進階班

Elite Writing 口琴進階班

Kids´Read Class 中國舞隊

奧數 田徑隊

其他 跳繩隊

童軍 游泳隊

圍棋進階班 籃球隊

游泳隊

2  「多方式學習時段」

  星期三「多方式學習時段」共有二十多個活動，學生可選擇不同類型的課外活動，各展所長，有潛質
的學生更有機會獲選加入校隊。

街舞班

爵士舞班 跆拳道班 視藝精英班

3 「Love is all around TKS 」綜合文藝表演
    學校每年舉辦「love is all around TKS」綜合文藝表演，把

學生在課後活動及「多方式學習時段」所學的搬上舞台，讓學

生一展學習成果。

躍動生命載夢飛航

1 課後活動

合唱團

學科 體藝
中文創造劇 視藝精英班

Phonics Class 創意思維繪畫班

Smart Kids 塑膠彩班

Radio Theatre 低溫陶藝課程

English Drama 口琴初班

珠心算班 小、中提琴初班

速算技巧班 爵士舞班

小小科學家 街舞班

機械人mBot班 花式跳繩班

其他 跆拳道班

圍棋初班 籃球預備班

舞台魔術表演班 閃避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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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為本位  從體驗中學習—聯課學習周

1   六年級境外交流活動

  為配合學校的教育方向，我們以「環保與科技」作為交
流活動的主題，並選定兩個發展水平相近的相鄰城市作為交

流地點，讓學生觀摩考察，了解當地的環保政策和科技發展。

台北交流
團

新加坡交流團

2   五年級挑戰自我訓練營

  學校每年為五年級學生舉辦挑戰營，藉此提升學生的紀
律、自理能力及自信心。

3   學校活動

  除上述兩個大型活動外，學校為一至五年級學生舉辦的活
動有：童創 100、常識科參觀、生態工作坊、製作賀卡致送幼
稚園老師、科技日、冰壺體驗日、街頭藝術家、下棋樂、彩虹

傘、英文遊戲、悠揚的靈感、圖書推介及講座、環教及常識科

講座等十多個不同類型的活動。學生能走出課室，透過多元化

的學習活動得到更深的體會，受益匪淺。

街頭藝術家

上海交流團

科技日冰壺體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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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溝通

◆ 每年舉辦 2次全校家長日，班主任與家長個別面談。
◆ 開課後，班主任主動透過電話聯絡學生家長，關心學生及其家庭。
◆ 每年九月舉辦全校家長會，班主任及科任老師向家長發佈年度注意事項。
◆ 定期舉辦家長會、家長講座、工作坊等，以不同溝通渠道讓學校和家長保持緊密聯繫。

教育心理學家家長講座「語文學習有妙法」

家校同心 教育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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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

* 家長教師會及家長教育組

  我們視家長為最緊密的伙伴，本校家長教師會除處理日常事務外，亦定期舉辦不同活動予家長、學生和老師，
例如親子旅行、親子燒烤同樂日，家長的參與不單對子女學習有正面積極的效果，亦促進家長之間的聯繫，有助彼

此分享育兒經驗。除建立完善的溝通渠道，本校亦成立了家長教育組，每年均舉辦家長茶聚，讓家長與校長、教師

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互相交流，建立融洽關係。家長教育組會邀請不同專業人士到校與家長分享管教策略、閱讀、

溫習技巧和成長需要等活動。

* 家長義工

  本校家長義工團隊不斷成長，成員超過 80人。家長義工早上為學生消毒、探熱，午息時段則為學生說故事，
每星期均在圖書館義務工作，也協助處理校內、校外比賽的事務。另外，家長義工在不同的大型活動如中國文化周、

親子燒烤、運動會和表演活動中均發揮所長，負責籌備、採購、佈置、招待、拍攝、化妝等工作，展現家校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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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 2018-2019年度北區優秀學生選舉 高小組別
卓越智能獎和優異獎

6A 余欣婷

學術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第十六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2018（個人獎） 個人總成績第二名 6A 張澤恒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第十七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2019

（中文科）
金獎 6B 陳朗儀 6B 馬厚謙 6A 黃宇紳 6B 江楹楹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第十七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2019

（英文科）
金獎 6B 黃鑫媛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第十七屆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2019

（數學科）
金獎 6A 黃宇紳 6A 伍梓瑋 6A 梁智晴 6A 余雪桃

中文
第十四屆滬粵瓊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

（初賽組）
一等獎 4A 劉 榕

晶文薈萃網上優秀文章展廊2018-19年度第48期展覽 十優文章 6B 陳蘊男 5B 陳朗儀 6C 敖嘉彤

英文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獨誦小學五、六年級

男子組冠軍
6A 林子熙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獨誦小學五、六年級
男子組亞軍

6B 葉庭豪

英文獨誦小學三、四年級
男子組亞軍

3B 余浚熙

數學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AIMO）（泰國）
金獎 6A 張澤恒
銅獎 6A 林子熙 6B 龔煜涵

華夏盃中港澳台數學交流賽2018（台灣） 一等獎 6A 林子熙

亞太菁英數學交流營海外總決賽（台灣） 優異獎 6A 林子熙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個人賽金獎 6A 張澤恒 6B 香吉東

教育評議會風采中學 - 北區小學數學比拼日 全場總亞軍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華南賽區）晉級賽2018 特等獎 6A 張澤恒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全國總決賽2018 一等獎 4A 何宜燊

2019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 Open》 金獎 6A 張澤恒 4A 何宜燊 5A 余雪桃 3A 香瑞童
2019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杯晉級賽 金獎 6A 張澤恒 4A 何宜燊

2019 「華盃」數學奧林匹克全國聯合競賽（香港賽區） 特等獎 4A 何宜燊 3A 香瑞童

常識
2019北區小學生國情及基本法問答比賽 冠軍

2019香港小學科學奧林匹克 金獎 6A 蔡思穎 6A 陳俊均

資訊

科技

2018-2019北區小學STEM比賽 冠軍

e2Sports《塊學聯盟》 X 香港01《武備志》公開賽2019 冠軍 5A 余雪桃 5B 林康莉

音樂

及舞蹈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學組 13歲或以下

高音牧童笛獨奏 —優良
6A 林子熙

第四十一屆元朗區舞蹈比賽 銀獎

第四十二屆元朗區舞蹈比賽 銀獎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中國舞（群舞）優等獎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組中國舞（群舞）甲級獎

2019 田杯青少年體育舞蹈（國際舞）邀請賽 一等獎 5A 陳詩欣

體育 2018 - 2019年度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總團體 亞軍
女子乙組 總團體 優異
男子丙組 總團體 季軍

女子甲組 跳高 冠軍 6B 歐琨瑩
女子特組 鉛球 亞軍 6D 陳紫晴
女子乙組 200米 冠軍 5A 陳 華
男子丙組 60米 亞軍 4C 鄭 濤
男子丙組 跳遠 亞軍 4C 鄭 濤

女子甲組 4X100米接力 亞軍

昂首奮進 砥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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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2019 - 2020年度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 團體 優異
男子乙組 團體 季軍
男子丙組 團體 亞軍

傑出運動員 6A 余雪桃
女子特組 100米 冠軍
（破大會紀錄）

6A 余雪桃

女子特組 鉛球 冠軍 6A 余雪桃
女子特組 400米 冠軍 6B 溫 雯
女子甲組 200米 冠軍 6A 陳 華
男子甲組 跳高 冠軍 5A 曾嘉俊
男子乙組 跳遠 冠軍 5C 鄭 濤
男子乙組 跳高 亞軍 5D 陸維譽

男子丙組 60米 冠軍 4B 陳俊穎

男子丙組 100米 冠軍 4C 龍浩然

第二十一屆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女甲 4X100米接力 亞軍
男丙 4X100米接力 亞軍

2019 北區分齡田徑比賽

男子E組 跳高 冠軍 5D 陸維譽
男子F組 60米 冠軍
男子F組 100米 冠軍
男子F組 壘球 冠軍

4C 龍浩然

男子F組 60米 亞軍
男子F組 100米 亞軍 4B 陳俊穎

女子E組 200米 亞軍 6A 陳 華
男子E組 4X100米 冠軍

男子F組 4X100米 冠軍

女子F組 4X100米 冠軍

2018 - 2019年度 北區小學校際水運會

男子甲組 團體亞軍
男子乙組 總團體亞軍

男子甲組 100米自由泳冠軍 6B 陳 早
男子甲組 50 米自由泳冠軍 6B 陳 早
男子乙組50米蛙亞軍 5C 黃子軒

北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8 男子 200米蝶泳
H、I混合組12歲以下亞軍 6C 何偉樂

北區三人籃球比賽 女子小學組 亞軍

全港速度競技挑戰盃 2018

六年級組30秒全轉跳 冠軍 6A 文謙誠
六年級組30秒雙腳跳 亞軍 6B 劉梓洋
五年級組30秒開交叉腳跳亞軍 5B 謝雨軒
五年級組30秒單車步亞軍 5C 張昊然
五年級組30秒二重跳冠軍
五年級組30秒提膝雙腳跳亞軍
五年級組30秒單車步亞軍

5D 譚詠心

五年級組30秒全轉跳亞軍 5D 趙俊杰
三年級組30秒雙腳跳冠軍
三年級組30秒提膝雙腳跳冠軍 3A 劉 榕

賽馬山扶輪社盃全港小學跳繩比賽2019 女子乙組 雙人橫排跳 亞軍 3A 劉 榕
2018龍崗區第五屆運動會擊劍比賽 U12男子重劍亞軍 6D 高映川
香港騰龍扶輪社國際劍擊邀請賽 U12男子重劍亞軍 6D 高映川
恆生校園乒乓球訓練計劃聯校友誼賽 團體賽季軍

視藝
2018-2019年度消防安全填色創作比賽小學高年級

（四至六年級）
亞軍 6B 梁梓賢

無塑北區小學繪畫比賽 亞軍 3A 馬榕禧

其他 第八屆青少年德育勵進盃全港校際圍棋錦標賽 小六年級亞軍 6B 張澤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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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上水馬會道JOCKEY CLUB ROAD, SHEUNG SHUI
電  話：2670 0334（香港）
傳  真：2668 4311
網  址：www.tks.edu.hk
電  郵：學 校：mail@tks.edu.hk
 校友會：alumni@tks.edu.hk
 家教會：pta@tks.edu.hk

交  通：從上水港鐵站（B出口）或
巴士小巴總站，步行五分鐘

可達，亦可於馬會道進入。

巴 士  站 ：70K, 73K, 78K, 79K, 270A, 
270B, 273B, 273D, 276, 
276P, 278X, 373, 673

小巴總站：44, 50K, 51K, 55K, 57K, 
58K, 59K, 6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