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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閱讀中學習
閲讀興趣及習慣的培養︰設圖書課教授閲讀技巧，並全面推

動電子閲讀，使學生不受地區、時間的限制，從而提升學生的閲
讀興趣。推廣閲讀活動如「閲讀星空計劃」、「每天晨讀」、「閲讀
會」、「神祕老師講故事」、「故事分享」-「故事姨姨」、「Early Bird Reading 」、「書展」、
「全校參觀圖書館」等。校方亦安排每天課前個人早讀及早讀課，並全校推行每天五分鐘英文書
share reading；於初小推行PLP-R/W 讀寫計劃；於中文科設計閲讀策略教學單元及閲讀理解訓練，
並增加一節教學「延伸閲讀課」，讓學生享受一節自由閲讀的時間，並與圖書科協作增設「四本必
讀圖書」。本年度更全校推展「跨課程閲讀」，讓學生透過閲讀來鞏固學科知識，由中文、英文、
數學及常識科科任合作，配合圖書課程教授相關知識。

常識STEM專題研習的發展
本年度以常識科為主軸，設立STEM專題研習週，讓學生透過有系統的探究程序進行實體製

作，培養學生的理論知識、操作技巧和科研態度，並以「製作機械人班」和「無人機編程班」進行
拔尖訓練。在電腦科的課程中加入編程教學，讓課程更緊貼資訊科技的發展，配合創新科技的教
學。此外，為促進學生更有效能地學習各類STEM活動，本校早前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改建原有音樂
室為「蒙養常識科創活動室」，並成功獲批約港幣九十三萬元的撥款，將於本年暑假展開工程，學
生最快可以在下學年到全新的科創室學習。另外，學校安排學生參加不同的比賽，提高學生應用
STEM的能力，如「元朗區科學與科技培訓課程暨海、陸、空探索比賽」、由「香港STEM培育協會
舉辦之第三屆STEM香港小學生大獎賽」 、「WRO 2020機械人挑戰賽」等，皆獲得不俗的成績。

本年度各級STEM跨科專題研習週的主題為環保教育，各級的子題及活動如下：

子題 活動
一年級 物盡其用 環保過節   節日廢物大變身
二年級 循環再造 紙張循環   再造紙盆栽
三年級 減少使用 減塑   雨傘除水機
四年級 減少污染 清新空氣   空氣淨化機
五年級 節省能源 做個省電俠   光源增幅器
六年級 可再生能源 開發新能源   太陽能電動車

電子學習
為優化校本電腦課程，本年度大幅應用流動電子學習工具進行教學，以提升學

生的學習動機。全校師生與時並進，積極學習使用不同的電子學習軟件進行各科的教與學活動，如
中文科透過香港教育城「e悦讀計畫」為各級學生提供中文電子書，利用Mentimeter、Plickers、
Nearpod等加強生生互動；英文科利用Invitation Card Maker App、Kahoot、Puppet Pals 2等製作
不同的作品、動畫；數學科運用Padlet、Nearpod、Kahoot及Geogebra等互動教學軟件，讓學生觀
察及理解立體圖形的特性，藉此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並支援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另外，視藝科
亦參與「看得見的記憶」計劃，利用VR評賞視藝作品，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德育及公民教育
本週期推展正向教育，以「仁慈寬宏求卓越，忠心團結好公民」為

主題，期望學生能找出自己的品格強項，在不同範疇發揮自我的最大潛
能。日常除舉行升旗禮、唱國歌、中國歷史事件短講、設立常識板外，
亦鼓勵學生參加「全港基本法問題比賽」、「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網上
問答比賽」、「國家憲法日網上問答比賽」及參加境外交流活動等，以
加強學生對祖國的認識。在各級課程中加入認識中國元素，並籌辦「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暨
蒙養校園電視台成立典禮」，進行國民及國安教育，並舉辦中華文化日。透過成長課、義工小組、
德育短講、「以勒基金—Easy easy好小事」計劃及教育局「伴我高飛獎勵計劃」活動，以提升學
生的道德觀及公民意識。

各主要科目的重點發展情況  各主要科目的重點發展情況  

中文科
1. 透過各種有趣的教學設計及學習活動，培養學生的高階

思維，誘發學生的好奇心和創意。
2. 推行各項閱讀活動，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和能力。此

外，各級在正規課程外，增加了一節延伸閱讀課，讓學
生在課堂上享受自由閱讀的樂趣，並產生追看叢書的意
欲。

3. 積極參加校外比賽，為學生建立展示能力的平台。在書
法、朗誦、寫作方面，同學們都取得美滿的成績。

英文科
1. 學生利用Raz-kids（電子讀物）進行自主學習。 
2. 設計了各級的寫作冊，讓學生循序漸進地學習英文寫作。
3. 初小參加閱讀寫作計劃PLP-R/W，提升學生的閱讀及寫作能力。此外，我們也在四

年級開展KEYS 計劃，透過有系統的教學程序，訓練學生寫作。
4. 課後英語故事班，提升學生的說話技巧和創意。

數學科
1. 各級製作「數學秘笈」幫助非華語學生學習數學。
2. 利用不同的電子學習平台，促進學生學習。
3. 製作《蒙養數學報》，鼓勵學生從閱讀中學習數學。

常識科
1. 以常識科為主軸，設立STEM探究專題研習週，讓學生透

過有系統的探究程序進行實體製作，培養學生的理論知識、
操作技巧和科研態度。

2. 推展探究式教學，透過實作科學實驗將理論知識和操作技巧結合，逐步發現其中的
原理。 

3. 課餘設立機械人製作班、無人機班及不時參加有關STEM（科學、科技、工程和數
學）的比賽，以增加學生對此的興趣和了解。本校學生於校外比賽奪得多個獎項，
表現優異。

多元化的學習體驗多元化的學習體驗
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增加他們的自

信，提升自我形象，更可加強他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為了讓學
生更了解中國的傳統習俗和文化特色及體驗各種中華文化活動，
本校舉辦「中華文化日」活動。當天有寫揮春比賽、中式糕點
製作、粵劇工作坊及各種攤位遊戲供學生參與，還設學生表演環
節，讓學生經歷難忘又愉快的一天。

校外比賽成績校外比賽成績

校隊訓練校隊訓練

跨課程閲讀(RaC)跨課程閲讀(RaC)
發展「中、英、數、

常的跨課程閱讀」，讓學
生透過閱讀有質素的繪本
或圖書，促使學生更主動
投入學習。

學與教 – 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學與教 – 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 設雙班主任制照顧學生
● 增聘本地及非華語教學助理，照顧不同種族學生的

學習多樣性。
● 為新來港學童提供英文學習班。
● 為有需要學生安排「個別學習

計劃」，為學生訂定跟進計
劃。

● 針對學生的學習需要，為個別
學生提供考試調適、
課業調適安排。

● 安排課後輔導班
及加強輔導班。

● 為學業成績稍遜
的小一至小六學
生提供小組抽離加
強輔導教學。

教與學
面對二十一世紀的種種挑戰，我們的學生除了學習傳統學科的知識

外，更需要具備良好語文、數理及創新的能力。

我們以嚴謹的態度，因應學習內容及學生能力，設計校本課程及教學
活動，配合適切的教材及電子學習，讓學生具備二十一世紀的學習及創新

能力，培育學生追求學問的精神，建立終身學習的基礎。

民族服裝大合照

挑 選 各 方 面
有潛能的同學參加
不同的訓練，活動項
目有籃球、田徑、體
操、話劇、醒獅、花
式跳繩、舞蹈等。

2020香港青少年英文朗誦比賽
銅獎 2A 王子純 2A 葉峻曦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All Write Now!’英文作文比賽
參與證書 5A MOHAMMAD AIZA AYUB
 6A 陳樂然 6A 岑慧文
元朗商會中學英文演講比賽
參與證書 6A 岑慧文
 6A 廖嘉儀
 6A 許  捷
 6A 潘芊羽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歌獨誦(英文)
優良獎 2A 王子純 2A 葉峻曦
 3A 伍卓立 4A 鍾鎧名
 4A GURUNG GESANG
 5A  陳可懿
 5A  KHAPANGI MAGAR PRAYESHA
 6A  GAMILA ELARABY MOHAMED 
 6A  SACLOLO M-JEAN
 6A  MAHAMOOD MOHAMED AZANAN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散文獨誦(普通話)
優良獎 6A 周琨達
良好獎 6A 梁高銳 6A 歐陽旭成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普通話)
優良獎 2A 曾紫瑩 2A 王振舟
 4A 曾榮鑫 4A 楊語菲
 4A 林偉灝 5A 莫昊桐
良好獎 1A 劉思岐 2A 陳浩洋
 2A 岑煊桐 5A 陳浩倫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粵語)
優良獎 4A 陳晞暘 4A 羅綽琛
良好獎 3A 鄒汶恩 3A 張紫柔

學生與老師一起快樂地
唱英文「生果歌」(Fruit 
Songs)

學生透過遊戲，學習英語
説故事的技巧。

非華語教學助理協助非華語
學生學習中文

多元智能活動課多元智能活動課
本校提供十多項活動供學生參加，

活動包括音樂藝術、視覺藝術、體育及
制服團隊等。

幼童軍合照

小女童軍集隊

二胡表演

醒獅隊表演

齊學查篤撐

寫揮春

興趣小組興趣小組
課後與校外機構合辦興趣小組供同學

參與，興趣小組包括繪畫、紙黏土、無人
機、牧童笛、夏威夷小結他、二胡、節奏
樂、跆拳道等。

跆拳道節奏樂

表生 現學
錦田公立蒙養學校錦田公立蒙養學校

地址︰新界元朗錦田 地址︰新界元朗錦田 
電話︰2476 2414 電郵︰ktmy@ktmy.edu.hk電話︰2476 2414 電郵︰ktmy@ktmy.edu.hk
傳真︰2474 4416 網址︰http://www.ktmy.edu.hk傳真︰2474 4416 網址︰http://www.ktmy.edu.hk



錦田公立蒙養學校家長教師會十分重視家校
合作，視家長為學校的重要夥伴，透過不同的渠
道讓家長與學校保持緊密聯繫。為了讓家長掌握
親子溝通技巧及豐富學生的學習生活，家教會每
年都會舉辦親子旅行、多元化的講座、興趣小組
和工作坊等，讓學生和家長參與。

家長教師會簡介家長教師會簡介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2001年成立，宗旨是為了加強家長與教師間之聯繫及合作、支

援學校推廣教育及改善學生的福利及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的發展。本會每年均會舉辦週年
會員大會，每兩年選出新一屆執行委員會成員。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由十三名委員組
成，其中七名為家長委員，六名為學校委員，委員負責執行日常會務，並積極擔當家長
與學校之間的橋樑。

2019-2020年度2019-2020年度

2019-2020年度六年級學生派位成績理想，獲派首三志願學生的滿意率達87%。
獲派的中學概況，包括：

校本訓育活動校本訓育活動
訓輔組每年會透過德育成長課程和提供適切的輔導活

動，以強化學生的品德和行為。為配合2018-2021年度學校三
年發展計劃中「開展正向教育，發揮學生品格優點，建立正向校
園」的關注事項，本年訓育工作以強化學生的性格強項為目標，舉
行一系列活動，包括「蒙養正向之星」、「家中正向之星」、「正
向大使」及「給同學加油」，由學生、教師及家長三方面協助學生找出自
己的性格強項，讓他們各展所長。此外，設立「蒙養萬里通電子飛行里數
獎勵計劃」，以全年累計的方式獎勵學生，讓他們在學業或品行上都能
按自己能力，發揮所長，營造積極上進、互相關心的氣氛。

學習支援調適學習支援調適

未來計劃未來計劃

● 外聘職業治療師為有需要的學
生進行感統、手肌協調等訓練；

● 增聘校本言語治療師，一星期駐校最少一天為有言語
障礙的學生提供言語治療；

●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為學生提供學習評估，及早識別學
習有困難的學生並提供支援；

● 學習支援老師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相關協助
及訓練。

本年度訓輔組除了持續強化學生的品行及關愛精神外，亦會配
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的關注事項，透過校本訓輔活動來提升學生

的自我形象。同時，學校亦會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德育小組活動，
例如喜樂團、正向大使，一方面提升個人修養，另一方面學習

回饋社會。此外，校方亦會優化成長課及德育課，促進學
生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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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中 位升 況概

蒙養校園電視台

常識科創活動室
STEM Room

小息時，學生學習拼字遊戲，
寓遊戲於學習。

校園添了繽紛的色彩

蒙養視藝廊

辦學宗旨辦學宗旨 教職員資料教職員資料
學生概況學生概況 秉承「忠、信、勤、樸」之校訓，並致力推廣

「全人教育」。培育本鄉及各族裔之子弟，以養成其情
操，健全其人格，完善其道德，發展其潛能，使成完整之
個體。既可造福鄉梓，復能貢獻社禝。

2020/21學年教師資料(包括校長)
核准編制人數: 16
全校教師總人數: 23

學歷及專業培訓 (佔全校教師人數%)
教育文憑: 95%
學士: 100%
碩士、博士或以上: 27%
特殊教育培訓: 55%

年資 (佔全校教師人數%)
0-4年: 23%
5-9年: 23%
10年或以上: 54%

2020-2021年度本校小一至小六各
級有1班，共有學生176人。

班級結構： 
2020/21學年 班數 人數

小一 1 26

小二 1 31

小三 1 30

小四 1 31

小五 1 30

小六 1 28

總數 6 176

教育理念教育理念
本校肩負「啟蒙教養」之重任，為本地及少數族裔學生提

供適切的教學。我們深信人人能學，人人皆可成才。各人有不
同的潛能，只要有適當的教育和機會，就可把潛能發揮，作出
不同的貢獻。而本校所做的一切，就是讓學生能接受全面而均
衡的教育，以啟發其潛能，為社會作出貢獻。

學校簡介學校簡介
創校：

本校於1926年由本地鄉紳鄧伯裘太平紳士創辦。當時
在本鄉的一所祠堂授課，只有三間課室。 

發展：
由於學生日增，再於1949年增至六間教室。學校雖然擴充，但仍未能

滿足當時的需求，於是便有籌建新校舍之舉。當時的校監鄧乾新先生應本
鄉父老之請，將蒙養學校改為公立學校，成立建校委員會，向本鄉及各界
人士籌募經費，再由香港政府補助，興建新校舍，並於1953年9月正式啟
用。

新校舍質樸典雅，牆身為大麻石，金字形屋頂髹上粉紅漆油，矗立於
錦田鄉中，大半世紀以來，繼續秉承校訓「忠、信、勤、樸」的精神，在
「全人教育」的道路上，致力培育英才。

現況：
本校重點提升教學效能及營造關愛共融校園，深信「人人能學，人人

皆可成才。」透過多元化活動啓發學生潛能，並舉辦及鼓勵學生參與遊學
團及校外比賽，以親身體驗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本校各級設雙班主任，並透過分層支援策略、特殊教育服務及額外聘
請外籍英語老師及非華語教學助理，以支援學生學習的多樣性。配合現有
的智能卡系統及家長App，更能促進家校的溝通，一同培育孩子茁壯成長。

本校現已引入全校性電子獎勵系統，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力。透過優
質教育基金撥款支持，校園電視台、常識科創活動室(STEM Room)、重置電
腦室已陸續建設，以祈為莘莘學子提供更切合學習需要的環境。

校訓校訓

忠  信  勤  樸忠  信  勤  樸

親子旅行

本屆家長教師會執委合照

家長管教工作坊

運動會及中華文化日家長義工

蒙養苗圃

常規服務工作常規服務工作
本校歷年來以「人人皆可學，只要有接受教育的機會，潛能便可發揮出來。人人

力求上進，皆可成才。」為教育理念，致力締造一個和諧的大家庭，讓校內每個成員都
能互相尊重、關懷、愛護、信任和欣賞，共同營造愉快的學習和工作環境；並設「一人
一職」，為學生設立不同的服務崗位，讓學生盡展所長。不同才能的學生能參與各式各
樣的活動、比賽，如︰視藝、音樂、體育和科研比賽，期望能鼓勵學生透過熱心服務或
積極參與來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正面形象。校方亦設成長課，讓學生嘗試從多角度分析
問題，培養協作、溝通、解決問題和明辨性思考等共通能力。校方亦透過早會、生命教
育課及講座等進行品德教育，以強化學生的品德和良好行為。

校風 支與 援

正向卡通人物
設計比賽

蒙養苗圃的
生命教育

獲派中學 派位人數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1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3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1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3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3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1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2
葵涌蘇浙公學 1
天水圍香島中學 1

獲派中學 派位人數
伯裘書院 1
天主教培聖中學 1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2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4
元朗天主教中學 1
伯特利中學 3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1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1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吉利徑) 1

總數: 31



錦田公立蒙養學校家長教師會十分重視家校
合作，視家長為學校的重要夥伴，透過不同的渠
道讓家長與學校保持緊密聯繫。為了讓家長掌握
親子溝通技巧及豐富學生的學習生活，家教會每
年都會舉辦親子旅行、多元化的講座、興趣小組
和工作坊等，讓學生和家長參與。

家長教師會簡介家長教師會簡介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2001年成立，宗旨是為了加強家長與教師間之聯繫及合作、支

援學校推廣教育及改善學生的福利及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的發展。本會每年均會舉辦週年
會員大會，每兩年選出新一屆執行委員會成員。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由十三名委員組
成，其中七名為家長委員，六名為學校委員，委員負責執行日常會務，並積極擔當家長
與學校之間的橋樑。

2019-2020年度2019-2020年度

2019-2020年度六年級學生派位成績理想，獲派首三志願學生的滿意率達87%。
獲派的中學概況，包括：

校本訓育活動校本訓育活動
訓輔組每年會透過德育成長課程和提供適切的輔導活

動，以強化學生的品德和行為。為配合2018-2021年度學校三
年發展計劃中「開展正向教育，發揮學生品格優點，建立正向校
園」的關注事項，本年訓育工作以強化學生的性格強項為目標，舉
行一系列活動，包括「蒙養正向之星」、「家中正向之星」、「正
向大使」及「給同學加油」，由學生、教師及家長三方面協助學生找出自
己的性格強項，讓他們各展所長。此外，設立「蒙養萬里通電子飛行里數
獎勵計劃」，以全年累計的方式獎勵學生，讓他們在學業或品行上都能
按自己能力，發揮所長，營造積極上進、互相關心的氣氛。

學習支援調適學習支援調適

未來計劃未來計劃

● 外聘職業治療師為有需要的學
生進行感統、手肌協調等訓練；

● 增聘校本言語治療師，一星期駐校最少一天為有言語
障礙的學生提供言語治療；

●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為學生提供學習評估，及早識別學
習有困難的學生並提供支援；

● 學習支援老師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相關協助
及訓練。

本年度訓輔組除了持續強化學生的品行及關愛精神外，亦會配
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的關注事項，透過校本訓輔活動來提升學生

的自我形象。同時，學校亦會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德育小組活動，
例如喜樂團、正向大使，一方面提升個人修養，另一方面學習

回饋社會。此外，校方亦會優化成長課及德育課，促進學
生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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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學 旨辦 簡及 介 與理 組管 織 校家 合 作

派中 位升 況概

蒙養校園電視台

常識科創活動室
STEM Room

小息時，學生學習拼字遊戲，
寓遊戲於學習。

校園添了繽紛的色彩

蒙養視藝廊

辦學宗旨辦學宗旨 教職員資料教職員資料
學生概況學生概況 秉承「忠、信、勤、樸」之校訓，並致力推廣

「全人教育」。培育本鄉及各族裔之子弟，以養成其情
操，健全其人格，完善其道德，發展其潛能，使成完整之
個體。既可造福鄉梓，復能貢獻社禝。

2020/21學年教師資料(包括校長)
核准編制人數: 16
全校教師總人數: 23

學歷及專業培訓 (佔全校教師人數%)
教育文憑: 95%
學士: 100%
碩士、博士或以上: 27%
特殊教育培訓: 55%

年資 (佔全校教師人數%)
0-4年: 23%
5-9年: 23%
10年或以上: 54%

2020-2021年度本校小一至小六各
級有1班，共有學生176人。

班級結構： 
2020/21學年 班數 人數

小一 1 26

小二 1 31

小三 1 30

小四 1 31

小五 1 30

小六 1 28

總數 6 176

教育理念教育理念
本校肩負「啟蒙教養」之重任，為本地及少數族裔學生提

供適切的教學。我們深信人人能學，人人皆可成才。各人有不
同的潛能，只要有適當的教育和機會，就可把潛能發揮，作出
不同的貢獻。而本校所做的一切，就是讓學生能接受全面而均
衡的教育，以啟發其潛能，為社會作出貢獻。

學校簡介學校簡介
創校：

本校於1926年由本地鄉紳鄧伯裘太平紳士創辦。當時
在本鄉的一所祠堂授課，只有三間課室。 

發展：
由於學生日增，再於1949年增至六間教室。學校雖然擴充，但仍未能

滿足當時的需求，於是便有籌建新校舍之舉。當時的校監鄧乾新先生應本
鄉父老之請，將蒙養學校改為公立學校，成立建校委員會，向本鄉及各界
人士籌募經費，再由香港政府補助，興建新校舍，並於1953年9月正式啟
用。

新校舍質樸典雅，牆身為大麻石，金字形屋頂髹上粉紅漆油，矗立於
錦田鄉中，大半世紀以來，繼續秉承校訓「忠、信、勤、樸」的精神，在
「全人教育」的道路上，致力培育英才。

現況：
本校重點提升教學效能及營造關愛共融校園，深信「人人能學，人人

皆可成才。」透過多元化活動啓發學生潛能，並舉辦及鼓勵學生參與遊學
團及校外比賽，以親身體驗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本校各級設雙班主任，並透過分層支援策略、特殊教育服務及額外聘
請外籍英語老師及非華語教學助理，以支援學生學習的多樣性。配合現有
的智能卡系統及家長App，更能促進家校的溝通，一同培育孩子茁壯成長。

本校現已引入全校性電子獎勵系統，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力。透過優
質教育基金撥款支持，校園電視台、常識科創活動室(STEM Room)、重置電
腦室已陸續建設，以祈為莘莘學子提供更切合學習需要的環境。

校訓校訓

忠  信  勤  樸忠  信  勤  樸

親子旅行

本屆家長教師會執委合照

家長管教工作坊

運動會及中華文化日家長義工

蒙養苗圃

常規服務工作常規服務工作
本校歷年來以「人人皆可學，只要有接受教育的機會，潛能便可發揮出來。人人

力求上進，皆可成才。」為教育理念，致力締造一個和諧的大家庭，讓校內每個成員都
能互相尊重、關懷、愛護、信任和欣賞，共同營造愉快的學習和工作環境；並設「一人
一職」，為學生設立不同的服務崗位，讓學生盡展所長。不同才能的學生能參與各式各
樣的活動、比賽，如︰視藝、音樂、體育和科研比賽，期望能鼓勵學生透過熱心服務或
積極參與來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正面形象。校方亦設成長課，讓學生嘗試從多角度分析
問題，培養協作、溝通、解決問題和明辨性思考等共通能力。校方亦透過早會、生命教
育課及講座等進行品德教育，以強化學生的品德和良好行為。

校風 支與 援

正向卡通人物
設計比賽

蒙養苗圃的
生命教育

獲派中學 派位人數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1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3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1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3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3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1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2
葵涌蘇浙公學 1
天水圍香島中學 1

獲派中學 派位人數
伯裘書院 1
天主教培聖中學 1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2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4
元朗天主教中學 1
伯特利中學 3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1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1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吉利徑) 1

總數: 31



錦田公立蒙養學校家長教師會十分重視家校
合作，視家長為學校的重要夥伴，透過不同的渠
道讓家長與學校保持緊密聯繫。為了讓家長掌握
親子溝通技巧及豐富學生的學習生活，家教會每
年都會舉辦親子旅行、多元化的講座、興趣小組
和工作坊等，讓學生和家長參與。

家長教師會簡介家長教師會簡介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2001年成立，宗旨是為了加強家長與教師間之聯繫及合作、支

援學校推廣教育及改善學生的福利及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的發展。本會每年均會舉辦週年
會員大會，每兩年選出新一屆執行委員會成員。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由十三名委員組
成，其中七名為家長委員，六名為學校委員，委員負責執行日常會務，並積極擔當家長
與學校之間的橋樑。

2019-2020年度2019-2020年度

2019-2020年度六年級學生派位成績理想，獲派首三志願學生的滿意率達87%。
獲派的中學概況，包括：

校本訓育活動校本訓育活動
訓輔組每年會透過德育成長課程和提供適切的輔導活

動，以強化學生的品德和行為。為配合2018-2021年度學校三
年發展計劃中「開展正向教育，發揮學生品格優點，建立正向校
園」的關注事項，本年訓育工作以強化學生的性格強項為目標，舉
行一系列活動，包括「蒙養正向之星」、「家中正向之星」、「正
向大使」及「給同學加油」，由學生、教師及家長三方面協助學生找出自
己的性格強項，讓他們各展所長。此外，設立「蒙養萬里通電子飛行里數
獎勵計劃」，以全年累計的方式獎勵學生，讓他們在學業或品行上都能
按自己能力，發揮所長，營造積極上進、互相關心的氣氛。

學習支援調適學習支援調適

未來計劃未來計劃

● 外聘職業治療師為有需要的學
生進行感統、手肌協調等訓練；

● 增聘校本言語治療師，一星期駐校最少一天為有言語
障礙的學生提供言語治療；

●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為學生提供學習評估，及早識別學
習有困難的學生並提供支援；

● 學習支援老師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相關協助
及訓練。

本年度訓輔組除了持續強化學生的品行及關愛精神外，亦會配
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的關注事項，透過校本訓輔活動來提升學生

的自我形象。同時，學校亦會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德育小組活動，
例如喜樂團、正向大使，一方面提升個人修養，另一方面學習

回饋社會。此外，校方亦會優化成長課及德育課，促進學
生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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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學 旨辦 簡及 介 與理 組管 織 校家 合 作

派中 位升 況概

蒙養校園電視台

常識科創活動室
STEM Room

小息時，學生學習拼字遊戲，
寓遊戲於學習。

校園添了繽紛的色彩

蒙養視藝廊

辦學宗旨辦學宗旨 教職員資料教職員資料
學生概況學生概況 秉承「忠、信、勤、樸」之校訓，並致力推廣

「全人教育」。培育本鄉及各族裔之子弟，以養成其情
操，健全其人格，完善其道德，發展其潛能，使成完整之
個體。既可造福鄉梓，復能貢獻社禝。

2020/21學年教師資料(包括校長)
核准編制人數: 16
全校教師總人數: 23

學歷及專業培訓 (佔全校教師人數%)
教育文憑: 95%
學士: 100%
碩士、博士或以上: 27%
特殊教育培訓: 55%

年資 (佔全校教師人數%)
0-4年: 23%
5-9年: 23%
10年或以上: 54%

2020-2021年度本校小一至小六各
級有1班，共有學生176人。

班級結構： 
2020/21學年 班數 人數

小一 1 26

小二 1 31

小三 1 30

小四 1 31

小五 1 30

小六 1 28

總數 6 176

教育理念教育理念
本校肩負「啟蒙教養」之重任，為本地及少數族裔學生提

供適切的教學。我們深信人人能學，人人皆可成才。各人有不
同的潛能，只要有適當的教育和機會，就可把潛能發揮，作出
不同的貢獻。而本校所做的一切，就是讓學生能接受全面而均
衡的教育，以啟發其潛能，為社會作出貢獻。

學校簡介學校簡介
創校：

本校於1926年由本地鄉紳鄧伯裘太平紳士創辦。當時
在本鄉的一所祠堂授課，只有三間課室。 

發展：
由於學生日增，再於1949年增至六間教室。學校雖然擴充，但仍未能

滿足當時的需求，於是便有籌建新校舍之舉。當時的校監鄧乾新先生應本
鄉父老之請，將蒙養學校改為公立學校，成立建校委員會，向本鄉及各界
人士籌募經費，再由香港政府補助，興建新校舍，並於1953年9月正式啟
用。

新校舍質樸典雅，牆身為大麻石，金字形屋頂髹上粉紅漆油，矗立於
錦田鄉中，大半世紀以來，繼續秉承校訓「忠、信、勤、樸」的精神，在
「全人教育」的道路上，致力培育英才。

現況：
本校重點提升教學效能及營造關愛共融校園，深信「人人能學，人人

皆可成才。」透過多元化活動啓發學生潛能，並舉辦及鼓勵學生參與遊學
團及校外比賽，以親身體驗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本校各級設雙班主任，並透過分層支援策略、特殊教育服務及額外聘
請外籍英語老師及非華語教學助理，以支援學生學習的多樣性。配合現有
的智能卡系統及家長App，更能促進家校的溝通，一同培育孩子茁壯成長。

本校現已引入全校性電子獎勵系統，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力。透過優
質教育基金撥款支持，校園電視台、常識科創活動室(STEM Room)、重置電
腦室已陸續建設，以祈為莘莘學子提供更切合學習需要的環境。

校訓校訓

忠  信  勤  樸忠  信  勤  樸

親子旅行

本屆家長教師會執委合照

家長管教工作坊

運動會及中華文化日家長義工

蒙養苗圃

常規服務工作常規服務工作
本校歷年來以「人人皆可學，只要有接受教育的機會，潛能便可發揮出來。人人

力求上進，皆可成才。」為教育理念，致力締造一個和諧的大家庭，讓校內每個成員都
能互相尊重、關懷、愛護、信任和欣賞，共同營造愉快的學習和工作環境；並設「一人
一職」，為學生設立不同的服務崗位，讓學生盡展所長。不同才能的學生能參與各式各
樣的活動、比賽，如︰視藝、音樂、體育和科研比賽，期望能鼓勵學生透過熱心服務或
積極參與來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正面形象。校方亦設成長課，讓學生嘗試從多角度分析
問題，培養協作、溝通、解決問題和明辨性思考等共通能力。校方亦透過早會、生命教
育課及講座等進行品德教育，以強化學生的品德和良好行為。

校風 支與 援

正向卡通人物
設計比賽

蒙養苗圃的
生命教育

獲派中學 派位人數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1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3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1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3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3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1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2
葵涌蘇浙公學 1
天水圍香島中學 1

獲派中學 派位人數
伯裘書院 1
天主教培聖中學 1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2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4
元朗天主教中學 1
伯特利中學 3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1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1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吉利徑) 1

總數: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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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閱讀中學習
閲讀興趣及習慣的培養︰設圖書課教授閲讀技巧，並全面推

動電子閲讀，使學生不受地區、時間的限制，從而提升學生的閲
讀興趣。推廣閲讀活動如「閲讀星空計劃」、「每天晨讀」、「閲讀
會」、「神祕老師講故事」、「故事分享」-「故事姨姨」、「Early Bird Reading 」、「書展」、
「全校參觀圖書館」等。校方亦安排每天課前個人早讀及早讀課，並全校推行每天五分鐘英文書
share reading；於初小推行PLP-R/W 讀寫計劃；於中文科設計閲讀策略教學單元及閲讀理解訓練，
並增加一節教學「延伸閲讀課」，讓學生享受一節自由閲讀的時間，並與圖書科協作增設「四本必
讀圖書」。本年度更全校推展「跨課程閲讀」，讓學生透過閲讀來鞏固學科知識，由中文、英文、
數學及常識科科任合作，配合圖書課程教授相關知識。

常識STEM專題研習的發展
本年度以常識科為主軸，設立STEM專題研習週，讓學生透過有系統的探究程序進行實體製

作，培養學生的理論知識、操作技巧和科研態度，並以「製作機械人班」和「無人機編程班」進行
拔尖訓練。在電腦科的課程中加入編程教學，讓課程更緊貼資訊科技的發展，配合創新科技的教
學。此外，為促進學生更有效能地學習各類STEM活動，本校早前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改建原有音樂
室為「蒙養常識科創活動室」，並成功獲批約港幣九十三萬元的撥款，將於本年暑假展開工程，學
生最快可以在下學年到全新的科創室學習。另外，學校安排學生參加不同的比賽，提高學生應用
STEM的能力，如「元朗區科學與科技培訓課程暨海、陸、空探索比賽」、由「香港STEM培育協會
舉辦之第三屆STEM香港小學生大獎賽」 、「WRO 2020機械人挑戰賽」等，皆獲得不俗的成績。

本年度各級STEM跨科專題研習週的主題為環保教育，各級的子題及活動如下：

子題 活動
一年級 物盡其用 環保過節   節日廢物大變身
二年級 循環再造 紙張循環   再造紙盆栽
三年級 減少使用 減塑   雨傘除水機
四年級 減少污染 清新空氣   空氣淨化機
五年級 節省能源 做個省電俠   光源增幅器
六年級 可再生能源 開發新能源   太陽能電動車

電子學習
為優化校本電腦課程，本年度大幅應用流動電子學習工具進行教學，以提升學

生的學習動機。全校師生與時並進，積極學習使用不同的電子學習軟件進行各科的教與學活動，如
中文科透過香港教育城「e悦讀計畫」為各級學生提供中文電子書，利用Mentimeter、Plickers、
Nearpod等加強生生互動；英文科利用Invitation Card Maker App、Kahoot、Puppet Pals 2等製作
不同的作品、動畫；數學科運用Padlet、Nearpod、Kahoot及Geogebra等互動教學軟件，讓學生觀
察及理解立體圖形的特性，藉此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並支援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另外，視藝科
亦參與「看得見的記憶」計劃，利用VR評賞視藝作品，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德育及公民教育
本週期推展正向教育，以「仁慈寬宏求卓越，忠心團結好公民」為

主題，期望學生能找出自己的品格強項，在不同範疇發揮自我的最大潛
能。日常除舉行升旗禮、唱國歌、中國歷史事件短講、設立常識板外，
亦鼓勵學生參加「全港基本法問題比賽」、「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網上
問答比賽」、「國家憲法日網上問答比賽」及參加境外交流活動等，以
加強學生對祖國的認識。在各級課程中加入認識中國元素，並籌辦「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暨
蒙養校園電視台成立典禮」，進行國民及國安教育，並舉辦中華文化日。透過成長課、義工小組、
德育短講、「以勒基金—Easy easy好小事」計劃及教育局「伴我高飛獎勵計劃」活動，以提升學
生的道德觀及公民意識。

各主要科目的重點發展情況  各主要科目的重點發展情況  

中文科
1. 透過各種有趣的教學設計及學習活動，培養學生的高階

思維，誘發學生的好奇心和創意。
2. 推行各項閱讀活動，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和能力。此

外，各級在正規課程外，增加了一節延伸閱讀課，讓學
生在課堂上享受自由閱讀的樂趣，並產生追看叢書的意
欲。

3. 積極參加校外比賽，為學生建立展示能力的平台。在書
法、朗誦、寫作方面，同學們都取得美滿的成績。

英文科
1. 學生利用Raz-kids（電子讀物）進行自主學習。 
2. 設計了各級的寫作冊，讓學生循序漸進地學習英文寫作。
3. 初小參加閱讀寫作計劃PLP-R/W，提升學生的閱讀及寫作能力。此外，我們也在四

年級開展KEYS 計劃，透過有系統的教學程序，訓練學生寫作。
4. 課後英語故事班，提升學生的說話技巧和創意。

數學科
1. 各級製作「數學秘笈」幫助非華語學生學習數學。
2. 利用不同的電子學習平台，促進學生學習。
3. 製作《蒙養數學報》，鼓勵學生從閱讀中學習數學。

常識科
1. 以常識科為主軸，設立STEM探究專題研習週，讓學生透

過有系統的探究程序進行實體製作，培養學生的理論知識、
操作技巧和科研態度。

2. 推展探究式教學，透過實作科學實驗將理論知識和操作技巧結合，逐步發現其中的
原理。 

3. 課餘設立機械人製作班、無人機班及不時參加有關STEM（科學、科技、工程和數
學）的比賽，以增加學生對此的興趣和了解。本校學生於校外比賽奪得多個獎項，
表現優異。

多元化的學習體驗多元化的學習體驗
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增加他們的自

信，提升自我形象，更可加強他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為了讓學
生更了解中國的傳統習俗和文化特色及體驗各種中華文化活動，
本校舉辦「中華文化日」活動。當天有寫揮春比賽、中式糕點
製作、粵劇工作坊及各種攤位遊戲供學生參與，還設學生表演環
節，讓學生經歷難忘又愉快的一天。

校外比賽成績校外比賽成績

校隊訓練校隊訓練

跨課程閲讀(RaC)跨課程閲讀(RaC)
發展「中、英、數、

常的跨課程閱讀」，讓學
生透過閱讀有質素的繪本
或圖書，促使學生更主動
投入學習。

學與教 – 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學與教 – 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 設雙班主任制照顧學生
● 增聘本地及非華語教學助理，照顧不同種族學生的

學習多樣性。
● 為新來港學童提供英文學習班。
● 為有需要學生安排「個別學習

計劃」，為學生訂定跟進計
劃。

● 針對學生的學習需要，為個別
學生提供考試調適、
課業調適安排。

● 安排課後輔導班
及加強輔導班。

● 為學業成績稍遜
的小一至小六學
生提供小組抽離加
強輔導教學。

教與學
面對二十一世紀的種種挑戰，我們的學生除了學習傳統學科的知識

外，更需要具備良好語文、數理及創新的能力。

我們以嚴謹的態度，因應學習內容及學生能力，設計校本課程及教學
活動，配合適切的教材及電子學習，讓學生具備二十一世紀的學習及創新

能力，培育學生追求學問的精神，建立終身學習的基礎。

民族服裝大合照

挑 選 各 方 面
有潛能的同學參加
不同的訓練，活動項
目有籃球、田徑、體
操、話劇、醒獅、花
式跳繩、舞蹈等。

2020香港青少年英文朗誦比賽
銅獎 2A 王子純 2A 葉峻曦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All Write Now!’英文作文比賽
參與證書 5A MOHAMMAD AIZA AYUB
 6A 陳樂然 6A 岑慧文
元朗商會中學英文演講比賽
參與證書 6A 岑慧文
 6A 廖嘉儀
 6A 許  捷
 6A 潘芊羽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歌獨誦(英文)
優良獎 2A 王子純 2A 葉峻曦
 3A 伍卓立 4A 鍾鎧名
 4A GURUNG GESANG
 5A  陳可懿
 5A  KHAPANGI MAGAR PRAYESHA
 6A  GAMILA ELARABY MOHAMED 
 6A  SACLOLO M-JEAN
 6A  MAHAMOOD MOHAMED AZANAN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散文獨誦(普通話)
優良獎 6A 周琨達
良好獎 6A 梁高銳 6A 歐陽旭成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普通話)
優良獎 2A 曾紫瑩 2A 王振舟
 4A 曾榮鑫 4A 楊語菲
 4A 林偉灝 5A 莫昊桐
良好獎 1A 劉思岐 2A 陳浩洋
 2A 岑煊桐 5A 陳浩倫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粵語)
優良獎 4A 陳晞暘 4A 羅綽琛
良好獎 3A 鄒汶恩 3A 張紫柔

學生與老師一起快樂地
唱英文「生果歌」(Fruit 
Songs)

學生透過遊戲，學習英語
説故事的技巧。

非華語教學助理協助非華語
學生學習中文

多元智能活動課多元智能活動課
本校提供十多項活動供學生參加，

活動包括音樂藝術、視覺藝術、體育及
制服團隊等。

幼童軍合照

小女童軍集隊

二胡表演

醒獅隊表演

齊學查篤撐

寫揮春

興趣小組興趣小組
課後與校外機構合辦興趣小組供同學

參與，興趣小組包括繪畫、紙黏土、無人
機、牧童笛、夏威夷小結他、二胡、節奏
樂、跆拳道等。

跆拳道節奏樂

表生 現學
錦田公立蒙養學校錦田公立蒙養學校

地址︰新界元朗錦田 地址︰新界元朗錦田 
電話︰2476 2414 電郵︰ktmy@ktmy.edu.hk電話︰2476 2414 電郵︰ktmy@ktmy.edu.hk
傳真︰2474 4416 網址︰http://www.ktmy.edu.hk傳真︰2474 4416 網址︰http://www.ktmy.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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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閱讀中學習
閲讀興趣及習慣的培養︰設圖書課教授閲讀技巧，並全面推

動電子閲讀，使學生不受地區、時間的限制，從而提升學生的閲
讀興趣。推廣閲讀活動如「閲讀星空計劃」、「每天晨讀」、「閲讀
會」、「神祕老師講故事」、「故事分享」-「故事姨姨」、「Early Bird Reading 」、「書展」、
「全校參觀圖書館」等。校方亦安排每天課前個人早讀及早讀課，並全校推行每天五分鐘英文書
share reading；於初小推行PLP-R/W 讀寫計劃；於中文科設計閲讀策略教學單元及閲讀理解訓練，
並增加一節教學「延伸閲讀課」，讓學生享受一節自由閲讀的時間，並與圖書科協作增設「四本必
讀圖書」。本年度更全校推展「跨課程閲讀」，讓學生透過閲讀來鞏固學科知識，由中文、英文、
數學及常識科科任合作，配合圖書課程教授相關知識。

常識STEM專題研習的發展
本年度以常識科為主軸，設立STEM專題研習週，讓學生透過有系統的探究程序進行實體製

作，培養學生的理論知識、操作技巧和科研態度，並以「製作機械人班」和「無人機編程班」進行
拔尖訓練。在電腦科的課程中加入編程教學，讓課程更緊貼資訊科技的發展，配合創新科技的教
學。此外，為促進學生更有效能地學習各類STEM活動，本校早前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改建原有音樂
室為「蒙養常識科創活動室」，並成功獲批約港幣九十三萬元的撥款，將於本年暑假展開工程，學
生最快可以在下學年到全新的科創室學習。另外，學校安排學生參加不同的比賽，提高學生應用
STEM的能力，如「元朗區科學與科技培訓課程暨海、陸、空探索比賽」、由「香港STEM培育協會
舉辦之第三屆STEM香港小學生大獎賽」 、「WRO 2020機械人挑戰賽」等，皆獲得不俗的成績。

本年度各級STEM跨科專題研習週的主題為環保教育，各級的子題及活動如下：

子題 活動
一年級 物盡其用 環保過節   節日廢物大變身
二年級 循環再造 紙張循環   再造紙盆栽
三年級 減少使用 減塑   雨傘除水機
四年級 減少污染 清新空氣   空氣淨化機
五年級 節省能源 做個省電俠   光源增幅器
六年級 可再生能源 開發新能源   太陽能電動車

電子學習
為優化校本電腦課程，本年度大幅應用流動電子學習工具進行教學，以提升學

生的學習動機。全校師生與時並進，積極學習使用不同的電子學習軟件進行各科的教與學活動，如
中文科透過香港教育城「e悦讀計畫」為各級學生提供中文電子書，利用Mentimeter、Plickers、
Nearpod等加強生生互動；英文科利用Invitation Card Maker App、Kahoot、Puppet Pals 2等製作
不同的作品、動畫；數學科運用Padlet、Nearpod、Kahoot及Geogebra等互動教學軟件，讓學生觀
察及理解立體圖形的特性，藉此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並支援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另外，視藝科
亦參與「看得見的記憶」計劃，利用VR評賞視藝作品，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德育及公民教育
本週期推展正向教育，以「仁慈寬宏求卓越，忠心團結好公民」為

主題，期望學生能找出自己的品格強項，在不同範疇發揮自我的最大潛
能。日常除舉行升旗禮、唱國歌、中國歷史事件短講、設立常識板外，
亦鼓勵學生參加「全港基本法問題比賽」、「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網上
問答比賽」、「國家憲法日網上問答比賽」及參加境外交流活動等，以
加強學生對祖國的認識。在各級課程中加入認識中國元素，並籌辦「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暨
蒙養校園電視台成立典禮」，進行國民及國安教育，並舉辦中華文化日。透過成長課、義工小組、
德育短講、「以勒基金—Easy easy好小事」計劃及教育局「伴我高飛獎勵計劃」活動，以提升學
生的道德觀及公民意識。

各主要科目的重點發展情況  各主要科目的重點發展情況  

中文科
1. 透過各種有趣的教學設計及學習活動，培養學生的高階

思維，誘發學生的好奇心和創意。
2. 推行各項閱讀活動，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和能力。此

外，各級在正規課程外，增加了一節延伸閱讀課，讓學
生在課堂上享受自由閱讀的樂趣，並產生追看叢書的意
欲。

3. 積極參加校外比賽，為學生建立展示能力的平台。在書
法、朗誦、寫作方面，同學們都取得美滿的成績。

英文科
1. 學生利用Raz-kids（電子讀物）進行自主學習。 
2. 設計了各級的寫作冊，讓學生循序漸進地學習英文寫作。
3. 初小參加閱讀寫作計劃PLP-R/W，提升學生的閱讀及寫作能力。此外，我們也在四

年級開展KEYS 計劃，透過有系統的教學程序，訓練學生寫作。
4. 課後英語故事班，提升學生的說話技巧和創意。

數學科
1. 各級製作「數學秘笈」幫助非華語學生學習數學。
2. 利用不同的電子學習平台，促進學生學習。
3. 製作《蒙養數學報》，鼓勵學生從閱讀中學習數學。

常識科
1. 以常識科為主軸，設立STEM探究專題研習週，讓學生透

過有系統的探究程序進行實體製作，培養學生的理論知識、
操作技巧和科研態度。

2. 推展探究式教學，透過實作科學實驗將理論知識和操作技巧結合，逐步發現其中的
原理。 

3. 課餘設立機械人製作班、無人機班及不時參加有關STEM（科學、科技、工程和數
學）的比賽，以增加學生對此的興趣和了解。本校學生於校外比賽奪得多個獎項，
表現優異。

多元化的學習體驗多元化的學習體驗
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增加他們的自

信，提升自我形象，更可加強他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為了讓學
生更了解中國的傳統習俗和文化特色及體驗各種中華文化活動，
本校舉辦「中華文化日」活動。當天有寫揮春比賽、中式糕點
製作、粵劇工作坊及各種攤位遊戲供學生參與，還設學生表演環
節，讓學生經歷難忘又愉快的一天。

校外比賽成績校外比賽成績

校隊訓練校隊訓練

跨課程閲讀(RaC)跨課程閲讀(RaC)
發展「中、英、數、

常的跨課程閱讀」，讓學
生透過閱讀有質素的繪本
或圖書，促使學生更主動
投入學習。

學與教 – 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學與教 – 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 設雙班主任制照顧學生
● 增聘本地及非華語教學助理，照顧不同種族學生的

學習多樣性。
● 為新來港學童提供英文學習班。
● 為有需要學生安排「個別學習

計劃」，為學生訂定跟進計
劃。

● 針對學生的學習需要，為個別
學生提供考試調適、
課業調適安排。

● 安排課後輔導班
及加強輔導班。

● 為學業成績稍遜
的小一至小六學
生提供小組抽離加
強輔導教學。

教與學
面對二十一世紀的種種挑戰，我們的學生除了學習傳統學科的知識

外，更需要具備良好語文、數理及創新的能力。

我們以嚴謹的態度，因應學習內容及學生能力，設計校本課程及教學
活動，配合適切的教材及電子學習，讓學生具備二十一世紀的學習及創新

能力，培育學生追求學問的精神，建立終身學習的基礎。

民族服裝大合照

挑 選 各 方 面
有潛能的同學參加
不同的訓練，活動項
目有籃球、田徑、體
操、話劇、醒獅、花
式跳繩、舞蹈等。

2020香港青少年英文朗誦比賽
銅獎 2A 王子純 2A 葉峻曦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All Write Now!’英文作文比賽
參與證書 5A MOHAMMAD AIZA AYUB
 6A 陳樂然 6A 岑慧文
元朗商會中學英文演講比賽
參與證書 6A 岑慧文
 6A 廖嘉儀
 6A 許  捷
 6A 潘芊羽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歌獨誦(英文)
優良獎 2A 王子純 2A 葉峻曦
 3A 伍卓立 4A 鍾鎧名
 4A GURUNG GESANG
 5A  陳可懿
 5A  KHAPANGI MAGAR PRAYESHA
 6A  GAMILA ELARABY MOHAMED 
 6A  SACLOLO M-JEAN
 6A  MAHAMOOD MOHAMED AZANAN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散文獨誦(普通話)
優良獎 6A 周琨達
良好獎 6A 梁高銳 6A 歐陽旭成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普通話)
優良獎 2A 曾紫瑩 2A 王振舟
 4A 曾榮鑫 4A 楊語菲
 4A 林偉灝 5A 莫昊桐
良好獎 1A 劉思岐 2A 陳浩洋
 2A 岑煊桐 5A 陳浩倫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粵語)
優良獎 4A 陳晞暘 4A 羅綽琛
良好獎 3A 鄒汶恩 3A 張紫柔

學生與老師一起快樂地
唱英文「生果歌」(Fruit 
Songs)

學生透過遊戲，學習英語
説故事的技巧。

非華語教學助理協助非華語
學生學習中文

多元智能活動課多元智能活動課
本校提供十多項活動供學生參加，

活動包括音樂藝術、視覺藝術、體育及
制服團隊等。

幼童軍合照

小女童軍集隊

二胡表演

醒獅隊表演

齊學查篤撐

寫揮春

興趣小組興趣小組
課後與校外機構合辦興趣小組供同學

參與，興趣小組包括繪畫、紙黏土、無人
機、牧童笛、夏威夷小結他、二胡、節奏
樂、跆拳道等。

跆拳道節奏樂

表生 現學
錦田公立蒙養學校錦田公立蒙養學校

地址︰新界元朗錦田 地址︰新界元朗錦田 
電話︰2476 2414 電郵︰ktmy@ktmy.edu.hk電話︰2476 2414 電郵︰ktmy@ktmy.edu.hk
傳真︰2474 4416 網址︰http://www.ktmy.edu.hk傳真︰2474 4416 網址︰http://www.ktmy.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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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閱讀中學習
閲讀興趣及習慣的培養︰設圖書課教授閲讀技巧，並全面推

動電子閲讀，使學生不受地區、時間的限制，從而提升學生的閲
讀興趣。推廣閲讀活動如「閲讀星空計劃」、「每天晨讀」、「閲讀
會」、「神祕老師講故事」、「故事分享」-「故事姨姨」、「Early Bird Reading 」、「書展」、
「全校參觀圖書館」等。校方亦安排每天課前個人早讀及早讀課，並全校推行每天五分鐘英文書
share reading；於初小推行PLP-R/W 讀寫計劃；於中文科設計閲讀策略教學單元及閲讀理解訓練，
並增加一節教學「延伸閲讀課」，讓學生享受一節自由閲讀的時間，並與圖書科協作增設「四本必
讀圖書」。本年度更全校推展「跨課程閲讀」，讓學生透過閲讀來鞏固學科知識，由中文、英文、
數學及常識科科任合作，配合圖書課程教授相關知識。

常識STEM專題研習的發展
本年度以常識科為主軸，設立STEM專題研習週，讓學生透過有系統的探究程序進行實體製

作，培養學生的理論知識、操作技巧和科研態度，並以「製作機械人班」和「無人機編程班」進行
拔尖訓練。在電腦科的課程中加入編程教學，讓課程更緊貼資訊科技的發展，配合創新科技的教
學。此外，為促進學生更有效能地學習各類STEM活動，本校早前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改建原有音樂
室為「蒙養常識科創活動室」，並成功獲批約港幣九十三萬元的撥款，將於本年暑假展開工程，學
生最快可以在下學年到全新的科創室學習。另外，學校安排學生參加不同的比賽，提高學生應用
STEM的能力，如「元朗區科學與科技培訓課程暨海、陸、空探索比賽」、由「香港STEM培育協會
舉辦之第三屆STEM香港小學生大獎賽」 、「WRO 2020機械人挑戰賽」等，皆獲得不俗的成績。

本年度各級STEM跨科專題研習週的主題為環保教育，各級的子題及活動如下：

子題 活動
一年級 物盡其用 環保過節   節日廢物大變身
二年級 循環再造 紙張循環   再造紙盆栽
三年級 減少使用 減塑   雨傘除水機
四年級 減少污染 清新空氣   空氣淨化機
五年級 節省能源 做個省電俠   光源增幅器
六年級 可再生能源 開發新能源   太陽能電動車

電子學習
為優化校本電腦課程，本年度大幅應用流動電子學習工具進行教學，以提升學

生的學習動機。全校師生與時並進，積極學習使用不同的電子學習軟件進行各科的教與學活動，如
中文科透過香港教育城「e悦讀計畫」為各級學生提供中文電子書，利用Mentimeter、Plickers、
Nearpod等加強生生互動；英文科利用Invitation Card Maker App、Kahoot、Puppet Pals 2等製作
不同的作品、動畫；數學科運用Padlet、Nearpod、Kahoot及Geogebra等互動教學軟件，讓學生觀
察及理解立體圖形的特性，藉此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並支援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另外，視藝科
亦參與「看得見的記憶」計劃，利用VR評賞視藝作品，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德育及公民教育
本週期推展正向教育，以「仁慈寬宏求卓越，忠心團結好公民」為

主題，期望學生能找出自己的品格強項，在不同範疇發揮自我的最大潛
能。日常除舉行升旗禮、唱國歌、中國歷史事件短講、設立常識板外，
亦鼓勵學生參加「全港基本法問題比賽」、「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網上
問答比賽」、「國家憲法日網上問答比賽」及參加境外交流活動等，以
加強學生對祖國的認識。在各級課程中加入認識中國元素，並籌辦「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暨
蒙養校園電視台成立典禮」，進行國民及國安教育，並舉辦中華文化日。透過成長課、義工小組、
德育短講、「以勒基金—Easy easy好小事」計劃及教育局「伴我高飛獎勵計劃」活動，以提升學
生的道德觀及公民意識。

各主要科目的重點發展情況  各主要科目的重點發展情況  

中文科
1. 透過各種有趣的教學設計及學習活動，培養學生的高階

思維，誘發學生的好奇心和創意。
2. 推行各項閱讀活動，提高學生的閱讀興趣和能力。此

外，各級在正規課程外，增加了一節延伸閱讀課，讓學
生在課堂上享受自由閱讀的樂趣，並產生追看叢書的意
欲。

3. 積極參加校外比賽，為學生建立展示能力的平台。在書
法、朗誦、寫作方面，同學們都取得美滿的成績。

英文科
1. 學生利用Raz-kids（電子讀物）進行自主學習。 
2. 設計了各級的寫作冊，讓學生循序漸進地學習英文寫作。
3. 初小參加閱讀寫作計劃PLP-R/W，提升學生的閱讀及寫作能力。此外，我們也在四

年級開展KEYS 計劃，透過有系統的教學程序，訓練學生寫作。
4. 課後英語故事班，提升學生的說話技巧和創意。

數學科
1. 各級製作「數學秘笈」幫助非華語學生學習數學。
2. 利用不同的電子學習平台，促進學生學習。
3. 製作《蒙養數學報》，鼓勵學生從閱讀中學習數學。

常識科
1. 以常識科為主軸，設立STEM探究專題研習週，讓學生透

過有系統的探究程序進行實體製作，培養學生的理論知識、
操作技巧和科研態度。

2. 推展探究式教學，透過實作科學實驗將理論知識和操作技巧結合，逐步發現其中的
原理。 

3. 課餘設立機械人製作班、無人機班及不時參加有關STEM（科學、科技、工程和數
學）的比賽，以增加學生對此的興趣和了解。本校學生於校外比賽奪得多個獎項，
表現優異。

多元化的學習體驗多元化的學習體驗
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增加他們的自

信，提升自我形象，更可加強他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為了讓學
生更了解中國的傳統習俗和文化特色及體驗各種中華文化活動，
本校舉辦「中華文化日」活動。當天有寫揮春比賽、中式糕點
製作、粵劇工作坊及各種攤位遊戲供學生參與，還設學生表演環
節，讓學生經歷難忘又愉快的一天。

校外比賽成績校外比賽成績

校隊訓練校隊訓練

跨課程閲讀(RaC)跨課程閲讀(RaC)
發展「中、英、數、

常的跨課程閱讀」，讓學
生透過閱讀有質素的繪本
或圖書，促使學生更主動
投入學習。

學與教 – 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學與教 – 照顧學生學習的多樣性
● 設雙班主任制照顧學生
● 增聘本地及非華語教學助理，照顧不同種族學生的

學習多樣性。
● 為新來港學童提供英文學習班。
● 為有需要學生安排「個別學習

計劃」，為學生訂定跟進計
劃。

● 針對學生的學習需要，為個別
學生提供考試調適、
課業調適安排。

● 安排課後輔導班
及加強輔導班。

● 為學業成績稍遜
的小一至小六學
生提供小組抽離加
強輔導教學。

教與學
面對二十一世紀的種種挑戰，我們的學生除了學習傳統學科的知識

外，更需要具備良好語文、數理及創新的能力。

我們以嚴謹的態度，因應學習內容及學生能力，設計校本課程及教學
活動，配合適切的教材及電子學習，讓學生具備二十一世紀的學習及創新

能力，培育學生追求學問的精神，建立終身學習的基礎。

民族服裝大合照

挑 選 各 方 面
有潛能的同學參加
不同的訓練，活動項
目有籃球、田徑、體
操、話劇、醒獅、花
式跳繩、舞蹈等。

2020香港青少年英文朗誦比賽
銅獎 2A 王子純 2A 葉峻曦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All Write Now!’英文作文比賽
參與證書 5A MOHAMMAD AIZA AYUB
 6A 陳樂然 6A 岑慧文
元朗商會中學英文演講比賽
參與證書 6A 岑慧文
 6A 廖嘉儀
 6A 許  捷
 6A 潘芊羽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歌獨誦(英文)
優良獎 2A 王子純 2A 葉峻曦
 3A 伍卓立 4A 鍾鎧名
 4A GURUNG GESANG
 5A  陳可懿
 5A  KHAPANGI MAGAR PRAYESHA
 6A  GAMILA ELARABY MOHAMED 
 6A  SACLOLO M-JEAN
 6A  MAHAMOOD MOHAMED AZANAN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散文獨誦(普通話)
優良獎 6A 周琨達
良好獎 6A 梁高銳 6A 歐陽旭成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普通話)
優良獎 2A 曾紫瑩 2A 王振舟
 4A 曾榮鑫 4A 楊語菲
 4A 林偉灝 5A 莫昊桐
良好獎 1A 劉思岐 2A 陳浩洋
 2A 岑煊桐 5A 陳浩倫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粵語)
優良獎 4A 陳晞暘 4A 羅綽琛
良好獎 3A 鄒汶恩 3A 張紫柔

學生與老師一起快樂地
唱英文「生果歌」(Fruit 
Songs)

學生透過遊戲，學習英語
説故事的技巧。

非華語教學助理協助非華語
學生學習中文

多元智能活動課多元智能活動課
本校提供十多項活動供學生參加，

活動包括音樂藝術、視覺藝術、體育及
制服團隊等。

幼童軍合照

小女童軍集隊

二胡表演

醒獅隊表演

齊學查篤撐

寫揮春

興趣小組興趣小組
課後與校外機構合辦興趣小組供同學

參與，興趣小組包括繪畫、紙黏土、無人
機、牧童笛、夏威夷小結他、二胡、節奏
樂、跆拳道等。

跆拳道節奏樂

表生 現學
錦田公立蒙養學校錦田公立蒙養學校

地址︰新界元朗錦田 地址︰新界元朗錦田 
電話︰2476 2414 電郵︰ktmy@ktmy.edu.hk電話︰2476 2414 電郵︰ktmy@ktmy.edu.hk
傳真︰2474 4416 網址︰http://www.ktmy.edu.hk傳真︰2474 4416 網址︰http://www.ktmy.edu.hk



錦田公立蒙養學校家長教師會十分重視家校
合作，視家長為學校的重要夥伴，透過不同的渠
道讓家長與學校保持緊密聯繫。為了讓家長掌握
親子溝通技巧及豐富學生的學習生活，家教會每
年都會舉辦親子旅行、多元化的講座、興趣小組
和工作坊等，讓學生和家長參與。

家長教師會簡介家長教師會簡介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2001年成立，宗旨是為了加強家長與教師間之聯繫及合作、支

援學校推廣教育及改善學生的福利及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的發展。本會每年均會舉辦週年
會員大會，每兩年選出新一屆執行委員會成員。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由十三名委員組
成，其中七名為家長委員，六名為學校委員，委員負責執行日常會務，並積極擔當家長
與學校之間的橋樑。

2019-2020年度2019-2020年度

2019-2020年度六年級學生派位成績理想，獲派首三志願學生的滿意率達87%。
獲派的中學概況，包括：

校本訓育活動校本訓育活動
訓輔組每年會透過德育成長課程和提供適切的輔導活

動，以強化學生的品德和行為。為配合2018-2021年度學校三
年發展計劃中「開展正向教育，發揮學生品格優點，建立正向校
園」的關注事項，本年訓育工作以強化學生的性格強項為目標，舉
行一系列活動，包括「蒙養正向之星」、「家中正向之星」、「正
向大使」及「給同學加油」，由學生、教師及家長三方面協助學生找出自
己的性格強項，讓他們各展所長。此外，設立「蒙養萬里通電子飛行里數
獎勵計劃」，以全年累計的方式獎勵學生，讓他們在學業或品行上都能
按自己能力，發揮所長，營造積極上進、互相關心的氣氛。

學習支援調適學習支援調適

未來計劃未來計劃

● 外聘職業治療師為有需要的學
生進行感統、手肌協調等訓練；

● 增聘校本言語治療師，一星期駐校最少一天為有言語
障礙的學生提供言語治療；

● 校本教育心理學家為學生提供學習評估，及早識別學
習有困難的學生並提供支援；

● 學習支援老師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相關協助
及訓練。

本年度訓輔組除了持續強化學生的品行及關愛精神外，亦會配
合三年學校發展計劃的關注事項，透過校本訓輔活動來提升學生

的自我形象。同時，學校亦會為學生提供不同的德育小組活動，
例如喜樂團、正向大使，一方面提升個人修養，另一方面學習

回饋社會。此外，校方亦會優化成長課及德育課，促進學
生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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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學 旨辦 簡及 介 與理 組管 織 校家 合 作

派中 位升 況概

蒙養校園電視台

常識科創活動室
STEM Room

小息時，學生學習拼字遊戲，
寓遊戲於學習。

校園添了繽紛的色彩

蒙養視藝廊

辦學宗旨辦學宗旨 教職員資料教職員資料
學生概況學生概況 秉承「忠、信、勤、樸」之校訓，並致力推廣

「全人教育」。培育本鄉及各族裔之子弟，以養成其情
操，健全其人格，完善其道德，發展其潛能，使成完整之
個體。既可造福鄉梓，復能貢獻社禝。

2020/21學年教師資料(包括校長)
核准編制人數: 16
全校教師總人數: 23

學歷及專業培訓 (佔全校教師人數%)
教育文憑: 95%
學士: 100%
碩士、博士或以上: 27%
特殊教育培訓: 55%

年資 (佔全校教師人數%)
0-4年: 23%
5-9年: 23%
10年或以上: 54%

2020-2021年度本校小一至小六各
級有1班，共有學生176人。

班級結構： 
2020/21學年 班數 人數

小一 1 26

小二 1 31

小三 1 30

小四 1 31

小五 1 30

小六 1 28

總數 6 176

教育理念教育理念
本校肩負「啟蒙教養」之重任，為本地及少數族裔學生提

供適切的教學。我們深信人人能學，人人皆可成才。各人有不
同的潛能，只要有適當的教育和機會，就可把潛能發揮，作出
不同的貢獻。而本校所做的一切，就是讓學生能接受全面而均
衡的教育，以啟發其潛能，為社會作出貢獻。

學校簡介學校簡介
創校：

本校於1926年由本地鄉紳鄧伯裘太平紳士創辦。當時
在本鄉的一所祠堂授課，只有三間課室。 

發展：
由於學生日增，再於1949年增至六間教室。學校雖然擴充，但仍未能

滿足當時的需求，於是便有籌建新校舍之舉。當時的校監鄧乾新先生應本
鄉父老之請，將蒙養學校改為公立學校，成立建校委員會，向本鄉及各界
人士籌募經費，再由香港政府補助，興建新校舍，並於1953年9月正式啟
用。

新校舍質樸典雅，牆身為大麻石，金字形屋頂髹上粉紅漆油，矗立於
錦田鄉中，大半世紀以來，繼續秉承校訓「忠、信、勤、樸」的精神，在
「全人教育」的道路上，致力培育英才。

現況：
本校重點提升教學效能及營造關愛共融校園，深信「人人能學，人人

皆可成才。」透過多元化活動啓發學生潛能，並舉辦及鼓勵學生參與遊學
團及校外比賽，以親身體驗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本校各級設雙班主任，並透過分層支援策略、特殊教育服務及額外聘
請外籍英語老師及非華語教學助理，以支援學生學習的多樣性。配合現有
的智能卡系統及家長App，更能促進家校的溝通，一同培育孩子茁壯成長。

本校現已引入全校性電子獎勵系統，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力。透過優
質教育基金撥款支持，校園電視台、常識科創活動室(STEM Room)、重置電
腦室已陸續建設，以祈為莘莘學子提供更切合學習需要的環境。

校訓校訓

忠  信  勤  樸忠  信  勤  樸

親子旅行

本屆家長教師會執委合照

家長管教工作坊

運動會及中華文化日家長義工

蒙養苗圃

常規服務工作常規服務工作
本校歷年來以「人人皆可學，只要有接受教育的機會，潛能便可發揮出來。人人

力求上進，皆可成才。」為教育理念，致力締造一個和諧的大家庭，讓校內每個成員都
能互相尊重、關懷、愛護、信任和欣賞，共同營造愉快的學習和工作環境；並設「一人
一職」，為學生設立不同的服務崗位，讓學生盡展所長。不同才能的學生能參與各式各
樣的活動、比賽，如︰視藝、音樂、體育和科研比賽，期望能鼓勵學生透過熱心服務或
積極參與來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正面形象。校方亦設成長課，讓學生嘗試從多角度分析
問題，培養協作、溝通、解決問題和明辨性思考等共通能力。校方亦透過早會、生命教
育課及講座等進行品德教育，以強化學生的品德和良好行為。

校風 支與 援

正向卡通人物
設計比賽

蒙養苗圃的
生命教育

獲派中學 派位人數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1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3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1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3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3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1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2
葵涌蘇浙公學 1
天水圍香島中學 1

獲派中學 派位人數
伯裘書院 1
天主教培聖中學 1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2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4
元朗天主教中學 1
伯特利中學 3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1
中華基督教會馮梁結紀念中學 1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吉利徑) 1

總數: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