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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學校資料2022-2023

u一所有16班的小學，有學生370人，教師35人，外籍英文教師2人，社工2位，職員13人。

u雙班主任制，小班小校的管理，良好師生關係，正向文化，老師關愛學生，充足的支援

u愉快學習、愉快校園，學生上課時間表最後一節是功課輔導課，及課後一小時免費功課班

u高參與、多機會：多元化的英文教育、廣東話教中文、培養個性特質、培養體藝情操

u自資經營19座校巴接載上水粉嶺學生，跨境生由保姆車公司負責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班數

2班 2班 3班 4班 3班 2班 16班



東莞學校是一所優質小學

u全人教育理念，愉快學習校園 (Happy Learning School)

u以學術及品德為核心，配以音樂、體育和藝術為副的學習主導方向

u實施「經歷為本」的體驗式學習

u推展綠色環境教育課程

u免費首年本校校車$

u獲校董會教育基金獎學金$2500(送贈開學校服及書簿費)



We are TKS !
在 TKS，
我們的使命是致力培養具能力 (Talent) 、有智慧 (Knowledge)、奮進向前 (Strive) 的新一代。

u 我們幫助啟發學生認識自我、發揮潛能 (Talent)

u 我們引導學生追求學問、探究真理 (Knowledge)

u 我們幫助學生突破自我、追求卓越 (St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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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  適合小朋友能力 及 自己家庭情況



獲派首志願中學 獲派首三志願中學

獲派英文中學*

約75名
小六學生

80% 92%

每年升中學派位十分理想



中學 中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粉嶺禮賢會中學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迦密聖道中學

田家炳中學 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風采中學 神召會康樂中學

聖公會陳融中學 鳳溪第一中學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聖芳濟各書院

中華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新中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35名學生入讀英文中學*

成績
卓越



2018-2021年度學生卓越表現

學術成績
§ 2018-2019北區優秀學生選舉榮獲高小組別卓越智能獎及優異獎

§ 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18-19小六學術精英大挑戰」個人總成績第二名
§ 教育評議會風采中學北區小學數學比拼日榮獲北區總亞軍
§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AIMO)(泰國) 榮獲1金及2銅
§ 華夏盃中港澳台數學交流賽2018(台灣) 榮獲一等獎

§ 宣道會陳朱素華紀念中學「2018-2019北區小學STEM大賽」榮獲北區冠軍
§ 《塊學聯盟》全港校際比賽榮獲連續三年總冠軍

§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獲1冠、1亞及2季，普通話獨誦2冠1亞1季

體藝成績
§ 第五十五屆香港學校舞蹈節小學高年級組中國舞(群舞)榮獲優等獎
§ 北區校際田徑賽榮獲女甲總團體亞軍、男丙總體季軍、女乙總團體優異
§ 北區校際水運會榮獲男甲團體亞軍



全人教育、全人成長
• 成績重要，但均衡的個人發展更重要

• 學術與體藝並重，全面支援及照顧學生的成長

• 強調喜悅感(動機)、成功感(自信)



愉快校園，愉快學習

•上午專心學
求知若渴 Knowledge
中英數常音體視普

•下午體藝樂
展現天賦、勇於奮進

Talent、Strive



親和校園文化
•師生關係好
•學習支援足
•家校溝通夠

被關注，被愛護、被重視



家校共融的社區小學
•處理功課問題交給學校(校內完成)

• 8.6.方案(上午8點送到學校，下午6點前接回家)
•雙職無憂的三贏計劃
•上課時間表+專科補習時段+專項訓練時段
•專家支援學生
•自家校巴



處理功課問題交給學校
•功課重質不重量
•欠功課問題是行為問題為主，如果能力問題就會作出調適(減量)
•功課輔導節 + 專科補習時段/體藝樂時段 + 體藝樂時段
•運用獎勵計劃，鼓勵引發動機



教人，教『心』計劃
學生個性及習慣的形成，要下苦功。

• 『靜觀 Mindfulness』

• 『善意溝通Just Feel』
• 『成長的天空』

• 『心思師』締結學生與老師，成為學校裏的爸媽

• 校園種植，培養堅持與耐性，短時間內有成功感，有具體成果

• 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行為治療、感統…….



體驗式課堂
• 不是教了，而是學會了

• 自然教育課，身體力行，有趣的學習

• 課堂創造劇教學

• 針對強弱設立分層校本工作紙，有效能教學

• 優質校本課程，重視教學過程，課堂亮點



擁有機會，展現潛能
• 不論學生能力，每人都參與的機會

• 在正面鼓勵、經歷過程，建立個性成長，已是成功的表現

• 沒有標準尺，盡量發展個人潛能



成功感和自信心的舞台
• Love is all aroud TKS 綜合匯演，展現才能

• 一人一職，一體一藝

• 逢星期三有『多方式學習』，20多個興趣班，由校外專業導師到校教導
課堂上
• 小組朋輩學習

• 校本課程及分層工作紙，照顧學習差異

• 奧數班、小主持口才班、STEM編程、Mbot班、英文話劇，等等



團隊小組：
• 籃球
• 花式跳繩
• 奧林匹克數學
• 中國舞
• 爵士舞
• 街舞
• 田徑
• 游泳
• 合唱團
• 管弦樂團
• 口琴隊
• 小提琴隊
• 校園藝術大使
• 表演隊

星期三多方式學習時段：
參加「多方式學習」的學生透過

Love is all around TKS大匯演
展示成果。

建構自信、成功的舞台

關注發展項目
Ø英語教學
ØSTEM教育
Ø閱讀風氣



快樂英語教育
•生活英語，英語生活，創設英語學習氛圍
•新加坡英語體驗交流團
•港島南區國際學校合作，到校英語活動
•主題英語日，例如：聖誕節、萬聖節、食物反生活主題等等
•兩名外籍老師的趣味課堂
•校本英文課程，編寫WORD BANK小冊子
•英語興趣班



學習無界限
• 新加坡、國內城市、台灣等境外交流活動

• 香港境內境外，走出課室的學習

• 戶外生態學習，濕地生態、樹木、觀鳥的專題考察研習

• 本港的主題學習參觀

• 走入社區，照顧長輩和弱小

• 參與慈善及義工服務

• 校內各項服務學習



因材施教
全人發展

中文
環境

教育

多元
學習
經歷

英文

數學

Ø 重整校本課程

Ø 圖式教學

Ø 讀寫結合，分層教學 愛護環境，尊重自

然，實踐生命關懷
Ø 營造語境

Ø 「讀寫説」教學

課外活動、聯課周，

建構自信成功的大

舞台

Ø 校本工作紙

Ø 「思寫討享」探究學習

常識

Ø 發展STEM

Ø 課題生活化

Ø 小組學習培養綜合能力

跨科

學習

以主題統整各學科，

深化學習，提升學

習果效

設計校本課程，安排體驗學習



四至六年級
戶外生態自然課

一至三年級
種植體驗課

飼養昆蟲

校本環境教育課程，親親自然



• 拼音
• 閱讀
• 寫作

範疇 課堂

外籍教師及2位本地

教師共同任教

課程內容 活動

• 閱讀圖書
• 語文活動及寫作
• 電子學習

Space Town

(P.1-3)

鼓勵課外閱讀

• 每周三節
• 每單元一本大圖書
(Big Book)，每學

年共6個單元

PEEGS(P.4-6)

跨課程閱讀

與國際學

校協作

參與教育局的支援計劃，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Space Town

(P.1-3)

鼓勵課外閱讀

PEEGS(P.4-6)

跨課程閱讀

與國際學

校協作



• 匯豐銀行贊助Kids
Read課外閱讀計劃

閱讀計劃 家長閱讀培訓

家長義工擔任閱讀

爸爸、閱讀媽媽支

援Space	Town	

Programme

添置館藏

• 獲 DOORS	
Foundation贊助購

買英文圖書

Space Town

(P.1-3)

鼓勵課外閱讀

與國際學

校協作

PEEGS(P.4-6)

跨課程閱讀



• 交流周英文活動 • 小六面試班 • 小六STEAM班

Space Town

(P.1-3)

與國際學

校協作

PEEGS(P.4-6)

跨課程閱讀
鼓勵課外閱讀



參與教育局的支援計劃，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Space Town

(P.1-3)

鼓勵課外閱讀PEEGS(P.4-6)

跨課程閱讀

與國際學

校協作

Average reading level 
(1.15 à 5.65) 



體育：冰壺 視藝：街頭藝術家常識：科技日



少年警訊訓練營 童創100（天水圍考察） 生態工作坊



台北交流 新加坡交流上海交流



(四)乘風航

{透過海上歷奇訓練，提升學員的自信心，學習互相合
作、彼此扶持的態度，讓他們學習彼此接納和支持，
共建關懷校園。



自行分配學位成功入讀的機會率

1) 一間學校有學額63個(5班小一)，200名家長交申請表。

2) 一間學校有學額38個(3班小一)，38名家長交申請表。

⁄63 200 =31.5% (10個報名只有3個)

⁄38 38 =100%

還沒有減去世襲(必收類)學生

有世襲(必收類)學生，但數量不多

42%

P



綜合選校策略建議
認清目標，計算機會

以學生能力及家庭有的支援照顧為選校理據

以該小學實際教學及照顧學生為理據

挑選校舍，不如挑選老師

小班教學照顧佳，位置好方便探訪及定期家校合作

老師專注教學、有愛心，常與家長聯絡

愉快校園，學生能在寬敞潔淨的環境活動

學校與家長是伙伴，校長、老師及職員不會高高在
上，親切融洽地與家長及學生共同努力

注重英文教學及相關活動

支援不同能力的學生，全人發展及成長



快樂校園生活，成功的人生
從上水東莞學校啟航 !

請like我們facebook留意校園最新動向! 

東莞學校勞校長
26700334 / 68088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