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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新 求實創 追求卓
Efficient and Innovative   Strive for Excellence

 學校地址 大嶼山東涌逸東邨  
 電話 (852) 2109 0087
 傳真 (852) 2109 0086
 網址 www.hkfewwcb.edu.hk
 電郵 office@hkfewwcb.edu.hk
 Facebook專頁 www.facebook.com/hkfewwongchobau

* 本校設校巴服務，路線覆蓋：愉景灣、映灣園、	
昇薈、東環、迎東邨、滿東邨、富東邨等。
	 詳情請瀏覽「校巴資訊」網頁。



視專業培訓  促進教學交流
Emphasiz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moting the exchange of teaching ideas重

教師人數 * ( 包括校長 )
Total number of teachers  
in the school

48人*

碩士
Master's Degree 33%
學士
Bachelor's Degree 100%
教師專業資格
Teacher Certificate /  
Diploma in Education

100%

英文 / 普通話基準達標
Attained Language 
Proficiency Requirement 
for English / Putonghua 
Teachers 

100%

學宗旨
School vision辦

師學歷
Teacher qualifications教

師年資
 Teaching experience教

本校秉承校訓「求實創新」，追
求卓越精神，讓學生在優良及愉
快的環境內，學習中華優良文化，
啟發創意無限思維，從而發揮個
人的多元智能，尊重他人，尊重
生命，關心社會，關心國家，接
受全人教育。
Our school motto ‘Be efficient 
and innovative’ encourages the 
spirit of ‘striving for excellence’. We 
offer a superior environment for 
learning abou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spiring creativity and 
developing multiple intelligences. 
Our approach fosters all-rounded 
students with a profound respect 
for life, family and country.

學團體
Sponsoring body辦

學目標
School mission辦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成立於 1975 年，堅持「愛國愛港」的立場，服務教育同工，積極推
動教育改革，是一個充滿教育熱誠、理想、使命感及抱負、樂於為優質教育提供資源的
辦學團體。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Education Workers was established in 1975 and maintains the 
stand of “love the country and Hong Kong”. It aims to actively serve all education workers and 
promote education reform. It is a sponsoring body which is passionate about education and 
committed to providing resources for quality learning experiences.		
	擁有一個尊重教育事業、勇於承擔、敢於創新的校董會。
	 The school management committee works responsibly to foster innovation and holds 

education in high esteem.

	重視校長、教師使命感、專業態度、專業技能的培養和培訓。
	 The principal and teachers share a stro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wards education, and are 

dedicated to a continual development of skills and professional attitude.

	本校重視提升老師的教學水平，每年獲邀到不同地
區作重點培訓。

 The school has always focused on enhancing  
teaching standards.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cooperate with the school for special training.

	本校教師定期到不同地區進行教學交流。
 Teachers get a lot of opportunities to visit  

different places for academic development.

	校方接待教育專家及其他學校，進行教學	
交流。

 The school meets with different educators or  
schools for academic exchange.

	本校老師定期召開會議，分享及研究教學方法。
 Teachers have regular co-planning meetings to  

share teaching strategies. 

 發展多元智能  實現一生一體藝
 To develop students’ multiple intelligences, 

and achieve “One Life, One Sport, One Art”

 鍛煉健康體魄  推動綠色校園生活
 To build up a healthy body, and promote  

green living

 提升自主學習  啟發創新探究精神 
 To cultivate students' self-learning skills and 

attitude, and inspire creativity and inquiry.

 重視兩文三語  培育國際視野人才
 To develop language abilities in order to 

be trilingual and biliterate, and nurture 
students with global vision

 加強品德教育  培養優秀公民素質
 To emphasize moral education, and 

encourage students to be good citizens

 建立正面價值  學習抗逆與承擔
 To develop positive values, and learn to 

fight against adversity

 承傳中華文化  弘揚民族精神
 To carry forwar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promote national identity

校年份 
 Year of establishment創

2001 年

10年以上
10	Years	or	Above	70	%

0-4年 / Years 20 %

5-9年 / Years 10 %

本校與長春市朝陽區解放大路小學
締結為姊妹學校

本校與貴陽市省府路小學
締結為姊妹學校

全體老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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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殊榮 
School awards學

2010 年獲聯合國世界
衛生組織確認為「國際
安全學校」，為全港第
一間獲認證的小學

由 2009 年始，連續 9年	
獲頒發「關愛校園獎」

「綠色學校獎」
		金獎

中文、數學及常識科教師曾多次到教育局
擔任「借調老師」，為其他學校在課程發
展方面提供建議及協助。

本校老師曾多次獲教育局及大學之邀請，
為其他學校進行經驗分享。

「齊惜福廚餘
 回收耕種計劃」
							金獎

「咪嘥嘢校園」
減廢大獎亞軍

舉辦「21st Century 小學校長專業交流日」

好學習環境 優質學習設施
Good Learning environment, quality learning facilities良

本校佔地 12000 平方米，
地方寬敞，種植大量植
物，環境舒適優美，讓學
生健康、快樂地成長。

本校設大型禮堂、兩個操場及籃球場、中央圖書館、兩
個英語活動教學室、活動中心、教學輔導室、言語治療
室、電子多媒體教學室、電腦室、常識室、視藝室、音
樂室及舞蹈室等，也有特色的遊樂號和星級小舞台，學
生可在教學設備完善的環境下進行各類型學習。

全校已鋪設無線網絡，並備過百部平板電腦，	
資訊科技設備充足，讓學生進行電子學習。

有機耕作

學校操場

中央飯堂
電子多媒體教學室動感 Wonderland

英語活動教學室 中央圖書館

舞蹈室
遊樂號 視藝室 常識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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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特色
Learning and teaching教

重視三語學習  把握將來機遇
Developing language abilities to seize opportunities in the future

 設「普通話教中文」課程
 推行「外籍英語教師計劃」
 推行「英文故事閱讀計劃」	
 舉辦英語活動及英語日
 參與三語校際朗誦比賽

A Visit to Ocean Park
A Visit to HK International Airport 

Easter Egg Hunt

World Book Day 

重視探究學習  培育科研幼苗
Emphasizing inquiry-based learning to nurture diversified talents 
with different capabilities i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elds

提供科研學習的環境，讓學生們運用創意，
結合理論，探究科學知識。

校特色 

訓輔並重  關愛成長

學生為本  特色課程

School characteristics

Creating a caring environment

Student-oriented learning practice

學

本校致力營造一個關愛的學習環境，讓學生開心快樂地	
學習。經過多年的努力，「關愛」已成為本校的「標誌」。

 強調「訓輔合一」，學童在老師的關顧下，培養良好的品格。
 聘請駐校的資深社工，協助處理學生在學行上的問題。
 聘請專業的教育心理學家及言語治療師，為有特別需要的學生提供
適切的輔導。

 設風紀訓練、校園電視台等各項領袖培訓，培養學生的領袖才能。
 設「學長計劃」，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
 透過不同活動，培養學生正面的學習態度及價值觀。

除教授一般學科外，本校還加入其他學習項目：

早讀、午讀課
每天早上及星期二、星期四下午設有早讀和午讀時段，學生可自由閱讀書籍、電
子書或進行閱讀分享，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和興趣。

德育及公民課
用生活化的題材，有系統地協助學生
建立積極的人生觀和正確的價值觀。

功課輔導
最後一節為功輔課，由教師指導學生
解決功課問題及溫習。

學長計劃

講座

探訪

風紀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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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特色
Learning and teaching教

潛能發展  盡展所長

多元智能課 及 智庫學堂

Developing one’s potential to its fullest extent

Multiple intelligences and capacity building session

本校重視學生的全人發展，培養學生的共通能
力。因此每星期有兩天特別安排不同類型的學習
活動、服務及培訓，讓學生在不同的學習經歷中
盡展潛能、建立社群及培育領袖素質。

語言智能 (Linguistic)

粵語朗誦、英語朗誦、普通話朗誦、英文進階寫作、
英語話劇、粵語話劇、齊來說故事等

邏輯數學智能 (Logical-mathematical)

奧數、編程 (Coding)、科學探究、創科模型製作、
樂高機械人課程、棋藝等

音樂智能 (Musical)

鼓樂、二胡、笛子、小阮、中阮、古箏、小提琴、	
電子琴、小結他、牧童笛、合唱團、中國舞、	
爵士舞、古箏班、彈撥班等

推動資訊科技教育  配合時代發展
Promo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to keep abreast of the times

跨科主題學習  知識融會貫通
Integrating different knowledge through cross-curricular project learning

	按照學習主題，連繫不同的學習領域，進行課程改革，例如：「環境教育」、「健康
校園」、「中國文化與節日」等。透過知識、共通能力與價值觀並重的跨學科課程，
讓學生豐富學養，靈活運用所學知識，提高學習效能和興趣。

 在三至六年級設立超學科，發展具特色的校本 STEAM課程。課程結合了數學科、常
識科、電腦科及視藝科，在當中加入科學實驗、編程、3D打印、鐳射切割、機械人、
電子積木等元素。此外，超學科亦配合了學校原有的全方位學習、參觀等活動去設計
專題研習，讓學生在現實生活當中發現問題，再去探究、思考解決困難的方法。

 積極參加比賽及交流活動，擴闊學生視野，展現學習成果。
	 本校榮獲：	13 屆全國青少年未來工程師博覽與競賽創造	
	 智能作品比賽二等獎

	 	 2018 內地與港澳青少年 STEAM創客挑戰賽二等獎
	 	 2018 第十三屆創協盃創意科技機械人大賽一等獎
	 	 MakeX 機器人挑戰賽聯盟冠軍

 推行自攜裝置 (BYOD) 學習計劃
 學校獲選為「WiFi	100」先導學校，設
有完善的無線網絡，添置多部平板電
腦支援電子學習，加強課堂教學的互動
性，提升教與學效能。

「學校文化日」跨學科學習

「綠色生活」跨學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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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特色
Learning and teaching教

資優訓練課
School-based program for gifted children

日常課堂： 滲入高層次思維技巧、創造力
和個人及社交能力等資優教育
元素訓練

抽離訓練： 進行不同的增潤課程及專科延
伸課程（如：辯論隊、劍橋英
語班、奧數隊、機械人班、
STEM課程、3D打印課程）

特別訓練： 推薦資優學生參加校外
增潤及延伸課程、比賽
或培訓

自然辨識智能 (Naturalist)

綠 TEEN小組、減廢比賽、參觀太空館、	
參觀濕地公園、觀鳥等

身體動覺智能 (Bodily- kinesthetic)

單輪車、游泳、足球、籃球、羽毛球、乒乓球、	
田徑、閃避球、跆拳道、國術、傳統手工坊等

自省智能 (Intrapersonal)

正向思維訓練、生活教育課程、情緒管理小組、	
情緒講座、學業成績大挑戰獎勵計劃等

空間智能 (Spatial)

3D 打印、中國畫、視覺藝術訓練、	
形象思維訓練、意象及圖像思考訓練等

人際關係智能 (Interpersonal)

領袖訓練、境外文化交流活動、升旗隊、	
交通安全隊、幼童軍、公益少年團、少年警訊、	
朋輩輔導計劃等

照顧學習需要  提升學生信心
Catering for learner diversity to enhance students’ confidence in learning

 小一至小三採取小班教學，讓學童得到更充分	
的照顧。

 小四至小六設立精英班，充份發展學生潛能。
 配合學習能力，進行小組分科輔導教學。
 設有加強輔導班，加強對個別學生的學習支援。
 設課後支援學習小組，加強學習輔導。
 設課後語文學習特別班，加強個別學生學習	
語文的信心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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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特色
Learning and teaching教

走出課室學習  擴闊學習視野

不同的境外學習交流  

Learning outside the classroom to broaden students’ horizons

科學館

動植物公園

濕地公園

有機農莊

香港文化中心
中樂團演出

基本法北京交流學習

新加坡交流學習

禮賓府

歷史博物館

創科博覽館

韓國科技環保遊學團

長春姊妹學校交流學習

廣州、東莞環境保護及農業科技探索之旅

服務學習課
Service learning

透過不同服務，讓學生於群體生活中學習守規、
互助及和睦等良好品格；更鼓勵學生關心社會、
認識社群，提升公民意識，培養自律的精神及積
極的人生態度。		 升旗隊

幼童軍 女童軍 交通安全隊

2018 年全國青少年未來工程師博覽與競賽
北京交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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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合作 共育英才 
Home-school co-operation to nurture talents for the community家

求卓越  自我完善
Striving for excellence and perfection 追

	家長代表加入法團校董會，共謀學校發展事宜。
	定期舉辦家訪，增加教師與家長的溝通機會。
	經常舉辦家長課程，讓家長認識教導子女的技巧。
	舉辦家長觀課活動，讓家長了解子女學習的情況。
	組織家長義工隊，協助處理學校活動的後勤工作。
	定期召開座談會及設立意見箱，聽取家長對學校的意見。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
及前局長吳克儉先生等政府官員分別到校參觀、
觀課及了解學校課程。

	本校開設「自我評估」機制，在不同範疇的教學及活動
計劃中，配以相關的教師與學生評估方法，確保學校的
各項工作具成效，並提升學校發展質素。
	本校經常聯同教育局、各大專院校共同進行學與教的協
作計劃，提升學與教的質素。

本校為一條龍學校，學生可直接升讀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此外，亦有不少畢業生憑着驕人的成
績，考獲區外著名中學：

港島及九龍區：
	皇仁書院
	英皇書院
	英華女學校
	聖保羅書院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高主教書院

大學教學專家、香港學校校長、內地省教育廳
及內地教育專家到校觀課及交流   

一派位成績
Secondary one places allocation results中

100%
歷屆畢業生獲派首三志願接近
Graduates who are allocated in the 
first three choices in SSPA: nearly

新界區：
	荃灣官立中學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可風中學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沙田官立中學
	沙田培英中學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保祿六世書院
	保良局羅傑承 ( 一九八三 ) 中學
	賽馬會體藝中學
	培僑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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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地址 大嶼山東涌逸東邨  
 電話 (852) 2109 0087
 傳真 (852) 2109 0086
 網址 www.hkfewwcb.edu.hk
 電郵 office@hkfewwcb.edu.hk
 Facebook專頁 www.facebook.com/hkfewwongchobau

* 本校設校巴服務，路線覆蓋：愉景灣、映灣園、	
昇薈、東環、迎東邨、滿東邨、富東邨等。
	 詳情請瀏覽「校巴資訊」網頁。

聯絡我們

Facebook 微信 校網 校巴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