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簡介明 辨 篤 行

天 主 教 領 島 學 校
Ling To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校監 : 黃麗貞女士 校長：李美寶女士



學校願景
實踐基督全人教育，培育孩子仁愛堅毅的品德，發揚中國傳統文化。

辦學宗旨
1. 步武基督，以愛待人，協力同心，教育完人。
2. 以校訓「明辨篤行」，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與積極的人生觀。
3. 與家長和社區合作，培育學生健康成長，發展潛能，回饋社會，服務人群。

學校簡介
  天主教領島學校於一九五五年五月由白英奇主教奠基，原名為竹園學校；
校址位於黃大仙竹園徙置區。

  翌年為紀念前領島學校校長馮聘逑女士慷慨捐款資助香港教區，因而易名
為領島學校。一九八零年竹園區拆卸重建，舊校遷至何文田俊民苑新校舍。

一九九七年，正名為天主教領島學校。

教職員資料
  本校教職員共 74人﹕校長 1名，副校長 1名，主任 20名，教師 28名（包
括圖書館主任 1名、外籍英語老師 2名）；職員有﹕校務處職員 5名、駐校社
工 1名、資訊科技員 3名、教學助理 2名、支援教師 2名、圖書館助理 1名、
英文助理 1名、學生輔導助理 1名、牧民助理 1名及校務員 7名；另有教育心
班學家和言語治療師。

班級編制
全校共 26班，推行小班教學

學校簡介
  天主教領島學校於一九五五年五月由白英奇主教奠基，原名為
竹園學校；校址位於黃大仙竹園徙置區。

  翌年為紀念前領島學校校長馮聘逑女士慷慨捐款資助香港教
區，因而易名為領島學校。一九八零年竹園區拆卸重建，舊校遷至

何文田俊民苑新校舍。一九九七年，正名為天主教領島學校。

教職員資料
  本校教職員共 74人﹕校長 1名，副校長 1名，主任 20名，
教師 28名（包括圖書館主任 1名、外籍英語老師 2名）；職員有﹕
校務處職員 5名、駐校社工 1名、資訊科技員 3名、教學助理 2名、
支援教師 2名、圖書館助理 1名、英文助理 1名、學生輔導助理 1
名、牧民助理 1名及校務員 7名；另有教育心班學家和言語治療師。

班級編制
全校共 26班，推行小班教學

學校願景
實踐基督全人教育，培育孩子仁愛

堅毅的品德，發揚中國傳統文化。

紹學 校 介

禮堂

梁德恩主任、羅宇琪老師與學生合照

昔日校舍

學校願景
實踐基督全人教育，培育孩子仁愛堅毅的品德，發揚中國傳統文化。

辦學宗旨
1. 步武基督，以愛待人，協力同心，教育完人。
2. 以校訓「明辨篤行」，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與積極的人生觀。
3. 與家長和社區合作，培育學生健康成長，發展潛能，回饋社會，服務人群。

學校簡介
  天主教領島學校於一九五五年五月由白英奇主教奠基，原名為竹園學校；
校址位於黃大仙竹園徙置區。

  翌年為紀念前領島學校校長馮聘逑女士慷慨捐款資助香港教區，因而易名
為領島學校。一九八零年竹園區拆卸重建，舊校遷至何文田俊民苑新校舍。

一九九七年，正名為天主教領島學校。

法團校董會成員名單
  黃麗貞女士 郭 芸女士 謝家賢神父 余佩琴女士 關振偉先生

梁長才先生 洪美華女士 黃景英女士 王橋宇先生 王煒文先生

陳國良先生 劉桂華主任 李永佳主任 李美寶校長

學校願景
實踐基督全人教育，培育孩子仁愛堅毅的品德，發揚中國傳統文化。

辦學宗旨
1. 步武基督，以愛待人，協力同心，教育完人。
2. 以校訓「明辨篤行」，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與積極的人生觀。
3. 與家長和社區合作，培育學生健康成長，發展潛能，回饋社會，服務人群。

學校簡介
  天主教領島學校於一九五五年五月由白英奇主教奠基，原名為竹園學校；
校址位於黃大仙竹園徙置區。

  翌年為紀念前領島學校校長馮聘逑女士慷慨捐款資助香港教區，因而易名
為領島學校。一九八零年竹園區拆卸重建，舊校遷至何文田俊民苑新校舍。

一九九七年，正名為天主教領島學校。

教職員資料
  本校教職員共 74人﹕校長 1名，副校長 1名，主任 20名，教師 28名（包
括圖書館主任 1名、外籍英語老師 2名）；職員有﹕校務處職員 5名、駐校社
工 1名、資訊科技員 3名、教學助理 2名、支援教師 2名、圖書館助理 1名、
英文助理 1名、學生輔導助理 1名、牧民助理 1名及校務員 7名；另有教育心
班學家和言語治療師。

班級編制
全校共 26班，推行小班教學

真理、義德、愛德、生命、家庭

天主教學校的五個核心價值

李美寶校長與學生合照

真理、義德、愛德、生命、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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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願景
實踐基督全人教育，培育孩子仁愛堅毅的品德，發揚中國傳統文化。

辦學宗旨
1. 步武基督，以愛待人，協力同心，教育完人。
2. 以校訓「明辨篤行」，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與積極的人生觀。
3. 與家長和社區合作，培育學生健康成長，發展潛能，回饋社會，服務人群。

學校簡介
  天主教領島學校於一九五五年五月由白英奇主教奠基，原名為竹園學校；
校址位於黃大仙竹園徙置區。

  翌年為紀念前領島學校校長馮聘逑女士慷慨捐款資助香港教區，因而易名
為領島學校。一九八零年竹園區拆卸重建，舊校遷至何文田俊民苑新校舍。

一九九七年，正名為天主教領島學校。

教職員資料
  本校教職員共 74人﹕校長 1名，副校長 1名，主任 20名，教師 28名（包
括圖書館主任 1名、外籍英語老師 2名）；職員有﹕校務處職員 5名、駐校社
工 1名、資訊科技員 3名、教學助理 2名、支援教師 2名、圖書館助理 1名、
英文助理 1名、學生輔導助理 1名、牧民助理 1名及校務員 7名；另有教育心
班學家和言語治療師。

班級編制
全校共 26班，推行小班教學

學校願景
實踐基督全人教育，培育孩子仁愛堅毅的品德，發揚中國傳統文化。

辦學宗旨
1. 步武基督，以愛待人，協力同心，教育完人。
2. 以校訓「明辨篤行」，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與積極的人生觀。
3. 與家長和社區合作，培育學生健康成長，發展潛能，回饋社會，服務人群。

學校簡介
  天主教領島學校於一九五五年五月由白英奇主教奠基，原名為竹園學校；
校址位於黃大仙竹園徙置區。

  翌年為紀念前領島學校校長馮聘逑女士慷慨捐款資助香港教區，因而易名
為領島學校。一九八零年竹園區拆卸重建，舊校遷至何文田俊民苑新校舍。

一九九七年，正名為天主教領島學校。

教職員資料
  本校教職員共 74人﹕校長 1名，副校長 1名，主任 20名，教師 28名（包
括圖書館主任 1名、外籍英語老師 2名）；職員有﹕校務處職員 5名、駐校社
工 1名、資訊科技員 3名、教學助理 2名、支援教師 2名、圖書館助理 1名、
英文助理 1名、學生輔導助理 1名、牧民助理 1名及校務員 7名；另有教育心
班學家和言語治療師。

班級編制
全校共 26班，推行小班教學

電腦室
英語室

禮堂

心靈加油站

學生學習生活
每週上課日
星期一至五

上課時間
上午 8:05-下午 3:15
每課節 35分鐘
小息時間
小息（一）5分鐘
小息（二）20分鐘
小息（三）30分鐘
午膳時間
下午 12:30-1:30
午膳安排
1. 本校與午膳供應商簽訂合約，提供優質午膳
2. 家長可於指定時間送午膳到校

學校設施
領島學生多才多藝

愉快的學習生活

名稱 數量 備註
課室 26 設有電腦、實物投影機、投映器、熒幕

特別室 5 創科空間 (Maker Lab)、電腦室、學生輔導室、英語室及音樂室
小聖堂 1 進行宗教活動及祈禱

家教會室 1 舉行家長活動

圖書館 1 進行圖書課，讓學生閱讀及搜集資料

學生活動室 1 設有電腦、實物投影機、投映器、熒幕、音響設備、落地玻璃

雨操場 1 設有悅讀樂園、心靈加油站、STEAM創意空間、數碼天地、智慧寶庫
籃球場 1 進行體育活動

香草廊 1 種植不同植物，美化校園

香草廊

 Maker lab
STEAM 創意空間  數碼天地  悅讀樂園 音樂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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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福 傳 團
作

  本校將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與生命教育
課結合，融入學校生活，推動「愛的教育」。

學校期望學生在天主聖神的引領下，努力學

習真理，明辨是非，並以正義和愛，關懷身

邊的每一人，愛家愛校，熱愛生命，活出領

島人特質 — 自律守規、尊重包容、愛主愛
人、喜愛學習、自我反思、廉潔正義、誠懇

有禮，做個明辨篤行的領島好學生。

  本校已成立家長教師會，家校緊密合作。學校透過每年定期的家長教師會會議和家長會，建立雙向的
溝通聯繫橋樑，聆聽家長的心聲，促使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相輔相成，促進學校發展。

  家長教師會定期舉辦家長講座和工作坊，豐富家長的知識，增進家長義工們的聯誼。此外，學校家長
積極參與義工服務，除了服務校園，更會透過親子活動回饋社區。

  每年的親子旅行深受家長和學生歡迎，讓大家歡度一個溫馨的家庭樂。
  特設「家長學堂」讓家長與子女一同學習，促進親子關係。

協

  領島學校校友會於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日註冊
成立，現有會員三千多人。第一屆幹事會就職典

禮於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五日在竹園舊校舍舉行。

一九八零年因竹園拆卸而隨母校遷到俊民苑，

一九九七年因母校更改名稱為天主教領島學校而更

改註冊名稱為天主教領島學校校友會，二零一二年

將英文名稱改為 Ling To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曾舉行的活動有旅行、燒烤、
舞會、春茗、船河、參觀、日營、海浴、遠足等。

校友會創辦海童軍第三十一旅，逢星期日在校活

動，凝聚校友情誼。

校友會

宗教活動
培育良好的品格

家長教師會

學生接受神父覆手祝福

神父與學生一同參與開學禮

Mr.Shaw 與學生分享
信仰經歷

同學向天主奉上心意

校友會旅行

校友會春茗

校友日

家長也敬師 家長學堂
親子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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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領島學校

2018-2019 校外專業團體協作計劃
科目 項目 顧問 /機構

學與教

課程 QTN計劃，建立數據分析系統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跨科

電子互動課堂 (eClass) eClass校園綜合平台

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計劃 教育局

資優教育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英文科

S4A's Drama Club – Transformation through 
Creativity 2018-2019 - Hamlet Shakespeare 4 All Co. Ltd.

Grant Scheme on Promoting Effective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s (PEEGS)

SCOLAR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

English Action Programme
(KIP – Key Stage 2 Integration Programme) 教育局英語外籍教師組

SCOLAR English Alliance 2018/19
SCOLAR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

電腦科
「小學創意電腦編程計劃」

CoolThink@JC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香港教育學院、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MIT)、香港城市大學、
教育局

體育科

E-Fit體適能訓練計劃 sport i health

外展教練計劃 康文署

簡易運動計劃 康文署

數學科 優質教育基金主題網絡學校計劃 (QTN) 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常識科

科學探索行 香港科技園

「綠色教育服務學習」計劃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一人一花種植計劃 康文署

塑膠資源教育計劃 香港教育大學

常識科及

環保

綠化校園資助計劃 康文署

香草種植計劃 康文署

百佳綠色學校計劃 百佳有限公司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環運會

常識科及

德公
《惜水學堂》 節約用水教育計劃 水務署

學生培育

學生支援
「成長的天空」計劃 香港明愛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2018-2021三年計劃）」 教育局、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德育公民

「赤子情 中國心」 初中及高小學生交流活動
資助計劃

教育局

健康飲食在校園  開心果月 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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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組程

境外交流新體驗，

戶外學習探新知

  本校近年來積極推廣戶外學習活
動，讓學生擴闊視野及深化學習經歷。

當中包括「日本沖繩 STEM及生命教育
四天遊學團」、「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

會心  新西蘭小學聯校遊學團」、「赤
子情 中國心  惠州環保建設及文化
學習交流之旅」及環境保育交流團、

六年級教育營和各級的全方位

參觀等。

1.  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除了日常課堂外，數學科還有不同的多元化學
習活動，如實作、數學比賽、數學書籍閱讀分享、數

學遊蹤、數學挑戰站等。透過這些活動，不但能豐富學

生的學習經歷，還能培養學生對學習數學的興趣。

2.  配合數學課程發展

    數學科推行 STEAM數學教育，目的是讓學生利用
數學知識解決生活上的問題。上年度各級製作不同的數

學 STEAM主題作品，分別為家庭樹相架、風向儀、
空氣炮、低頭一族、電動風扇及橡皮放映機。

學生們都十分熱衷於 STEAM活動，學
到不少的知識呢 !

衡均優 質 課的

1.  提升語文素養 

  給予學生豐富、均衡的語文學習經歷，包括聽、
說、讀、寫及其綜合運用；連繫其他學習領域的學習，

並透過跨科協作，提供更多實踐語文的機會。

2.  拓寬閱讀面 ，增加閱讀量，提升閱讀深度 

   提高學生閱讀興趣，掌握閱讀策略，拓寬閱讀面，增加
閱讀量， 積累知識和語言材料，拓展視野和胸襟。
3.  配合資訊科技教育的發展，提升語文能力

     善用不同的學習平台、應用程式或網上資源，配
合教學策略，讓學生隨時隨地學習，並可按個人興

趣及學習進度，獲取知識、分享心得或鞏固學

習成果，促進自主學習，提升語文學

習的成效。

數學科課程特色

中文科課程特色

繽紛學堂
    學校每周安排兩節「繽紛學堂」課時，
目的是提供各學習領域或跨學習領域的增
潤課程及拓展其他學習經歷，如參觀服務、
聯課活動、各學科樂園等，以配合全方位
學習。課堂中學生興趣濃厚，喜愛學習。

中文科問答比賽

參觀紅磡消防局 數學實作 - 量量看

紐西蘭遊學團

 六年級教育營

透過語文攤位遊戲，應用所學

老師與同學進行圖書分享，
提升閱讀興趣

惠州之旅

沖繩遊學團

嘗試發射空氣炮

學生向嘉賓介紹 STEAM 作品

製作風向儀

家庭樹相架成果展示 科學探究—氣動火車

科學探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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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本課程    英語閱讀樂（小一至小三）及 英語行動 (小四至小六）

School-based English Curriculum-Fun Reading Pragramme及 
English Action Programme 

  由英語外藉教師設計及教授，綜合運用聽、說、讀、寫四大範疇英語能
力，結合電子教學及其他網上學習平台激發學生的好奇心，從而鼓勵學生的

喜愛學習英語。課堂中英語老師亦運用多元化教學，如引入遊戲、戲劇及唱

遊元素，提升學習趣味。

2.English elearning platforms 
  為建立學生自學習慣，本年度學生將使用兩大學習平台 --Highlights 
Library 及 Oxford iSolution ，以鞏固學習效能，讓學生多利用網上平台在家
中溫習英語及閱讀英文圖書，提升英語水平。

3. 推行英文語境計劃    English Everywhere
  鼓勵學生在學校任何地方、任何時間多使用英語，創造環境，以英語進
行早會、報告天氣及祈禱，以英語進行各類課外活動，如校園電視台、創意

英語小組、表演藝術及英語大使計劃、英語話劇組、初小及高小英詩集誦、

英語電子音樂小組、以及英語說故事閱讀樂，培養學生學習興趣及運用英語

的機會。

1.  科學探究

  透過舉辦大型科探活動，讓學生認識更多的科學知識。
  低年級進行科探時，著重讓學生明白科學測試中「變因」的重要性，
讓其得知進行一個測試時只可存在一個「變因」，方能找出「變因」對測

試的影響，讓學生學會以嚴謹的態度處理科學實驗及掌握解難技巧。

  高年級進行科探時，著重讓學生透過「界定問題」、「構思」、「動
手做」、「測試」及「改良」等探究過程，培養解難和合作的能力。

2.  高階思維學習日誌

  本校整合了由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所推出的「高層次思維
十三式」來編制校本高階思維學習日誌，讓學生更有效

理解課程內容，並訓練他們自己摘錄筆記的能力，學會

如何分辦和整理資料，以適應瞬息萬變的社會。

3.  全方位學習

  常識科每年均會為每級安排戶外參觀，讓學生可
以將課本學到的知識與參觀時的所見所聞連繫起來，

令課題變得更有趣味。

英文科課程特色

常識科課程特色

英語閱讀樂

電子學習

英文戲劇訓練

參觀消防局

科學探究—氣動火車

科學探究—翻筋斗

參觀何文田社區

科學探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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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ngTo Smart School

Smart School Policy @ LINGTO
 ☆ 課外活動報名
 ☆ 電子拍卡點名系統
 ☆ 電子通告
 ☆ 電子繳費
 ☆ 家長 / 學生 APP
 ☆ 電子積點獎勵計劃
 ☆ 學校活動網上直播

「STEAM 教育」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and Mathematics)是結合科
學、技術、工程、藝術，以及數學的跨學科教學方法，透過相關課程，將

五大領域的知識結合起來，讓學生在不同的環境及專案活動中，以「多重」

管道的知識來源解決生活問題，在多元發展下培養出跨界溝通的能力。

CoolThink@JC
  本校獲邀參與「小學創意電腦編程計劃」，成為全港 32所先導學校之一。該計劃是由賽馬會慈善基
金主辦，香港教育大學、美國麻省理工大學 (MIT)及香港城市大學協辦，在教育局的支持下主導推行。
  計劃讓本校學生掌握基本編程能力，以加強他們的邏輯思維、運算思維和解難能力，藉 STEAM 
MakerLab的落成更能提升他們對持續學習創新科技的興趣和動機。

  本校著重培養學生閱讀的習慣，希望學生喜愛閱讀及喜愛到圖書
館，因此設計校本圖書課程，推介圖書、定期舉辦不同的閱讀活動，

讓學生享受閱讀的樂趣。

隨意閱讀
  實施隨意閱讀策略，設立「悅讀樂園」、「閱讀廊」、「課室閱
讀」、「中央圖書館」，增加閱讀空間，提升閱讀氣氛。

跨科閱讀
  圖書科與中文、英文、數學、常識、視藝等科組合作，推行跨科
閱讀課程。

樂趣多閱讀

基督小先鋒

閱讀樂趣多

悅讀樂園

跨科閱讀

閱讀廊

Steam 體驗

Blocky 編程小王國

編程機械工程師

VR 世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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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學生全人發展，發揮所長，本校提供了不同類型的多元
活動，亦開設了不同的校隊及興趣小組供學生參與。在不同的範疇

發掘學生的潛能，使學生在課餘時間能探索更多不同領域的知識，

從而享受不同活動的樂趣。

動課 外 活

校隊訓練
粵語集誦校隊  英語集誦校隊初小組  英語集誦校隊高小組  英語話劇校隊  數學精英隊
STEAM校隊  鼓樂校隊  小提琴校隊  手鈴校隊  籃球校隊
足球校隊  女子足球校隊  劍擊校隊  跳繩校隊  田徑校隊

制服 / 服務團隊
聖詠團  基督小先鋒  少訊先鋒 
幼童軍  小女童軍  環保大使 
海童軍  公益少年團  伊甸小園丁

興趣小組
善言巧論小主持班  奧數班  趣味珠心算班  素描班  素描進階班
廣告彩班  小提琴初班  小提琴中班  小提琴高班  芭蕾舞班
爵士舞班  粵劇班  足球小將班  籃球興趣班  羽毛球班
乒乓球班  劍擊班  藝術體操班  武術——劍術班  少林武術班

鼓樂校隊跳繩校隊

足球

芭蕾舞班

粵語集誦隊

武術
少林武術

小女童軍

奧數班

基督小先鋒

童軍

劍擊
舞獅

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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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已是第15年參加由教育局舉
辦的「成長的天空計劃 (小學 )」，為有需要
的學生提供為期三年的「輔助課程」計劃，課

程目的是提升學生的抗逆力 (Resilience)，培養學
生面對逆境的正確態度、協助學生掌握應付逆境的知識及

技能，激勵他們積極面對成長中可能遇到的挑戰。學生會被安排

參加一系列活動，包括啟動禮、日營、小組活動、親子日營、義

工服務及結業禮。學校更會邀請家長參加親子日營、親子互

動日、家長工作坊及結業禮等，希望家長與我們一起見證

孩子的成長。

  領島積點獎勵計劃已推行了三年，深得家長、老師及學
生的認同及讚賞。家長因電子拍咭系統，多了很多親子話

題，關係比以往更融洽。而老師善用拍咭系統，加強學生學

習動機，提升教學效能；學生因此清楚自己努力的方向，對

學校更有歸屬感及成就感。

  透過積點獎勵計劃，對表現良好的學生加以鼓勵、肯定
及讚賞。讓他們實踐正向的生活。此外，學生認同即時獎賞可

強化他們的正面行為，發揮出領島人特質。

  學生只需於學業、品行、服務及活動表現合乎獲取積分的
條件，便可獲取積分，在 Eclass內換領心愛的學校品牌獎品。

育學 生 培

生命教育

  學校配合天主教教育五個核心價值，加入「天
主教社會倫理」，制定校本生命教育課程。課程

目標是提升學生認識自己，接納及欣賞自己的能

力，培養學生關愛和尊重別人的態度及互助精神。

  「校本生命教育課程」結合知識、態度及技
能，並著重生活實踐及自我反思。透過互動式及

體驗學習法，老師能適時引導學生自我檢視，幫

助學生整理生活經驗。

成 長的 天空 計劃
( 小學 ) 

「我是領島好學生」
積點獎勵計劃

課室組別分佈

家 + 愛滿盈

義不容辭

看不見的世界

親子日營

四年級愛心之旅

六年級愛心之旅
再戰營會

領島獎勵計劃—獎品10



  學校在本年度參加由教育局舉辦的「WE」正向動力
計劃。透過建構「正面」的校園環境，讓學生感受到自己

是「被關注」、「被認同」及「被重視」。擁有這三項特

質的孩子，自信心便能提升。亦會減少學生負面情緒、提

升正能量。

  為營造一個正面學習的環境，會繼續優化班級經營，
班主任在課室內推行「賞你一分鐘」、「我的快樂時光」

活動及「生日會」。還有「午間點唱」活動等。推行校園

讚賞文化活動，建立學生互相欣賞及支持的朋輩關係。培

養學生正向思維的能力。

 
 為培育學生積極的態度和

正面的價值觀，提升學生的人格素

質，陶塑學生成為擁有「誠懇有禮」、「廉

潔正義」、「喜愛學習」、「愛主愛人」、「自

律守規」、「尊重包容」、「明辨篤行」、「自

我反思」之「領島人特質」的未來社會主人翁，

學校為學生訂立了「每月主題」。各班每月會

按「每月主題」進行一次「每月之星」選舉，

由老師及同學選出品德表現良好或有進步

的同學，加以鼓勵，祈盼各班「每月

之星」能成為同學的楷模。

每月之星

班徽設計比賽
6A 李嘉敏 班規設計比賽  1A 史尚

班規設計比賽  3B 洪嘉怡 班規設計比賽  6A 李嘉敏 雷子涵
李梓羽 吳梓軒

記分卡課室組別分佈

每月之星

「班級經營」計劃

義不容辭

親子日營

再戰營會

鼓勵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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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學堂

    透過學前班由校內老師模擬中、英、數及體育課，讓小
一同學體驗小學的生活，又藉著課堂學習讓學生互相認識。

天主教領島學校
地址 Address：九龍何文田俊民苑
 Chun Man Court, Homantin, Kowloon

電話 Tel：  (852) 2713 9233

傳真 Fax： (852) 2714 2640

電郵 E-mail：info@lingto.edu.hk

網頁Website：http://www.lingto.edu.hk

接幼 小 銜

小一收生學校網
第 34 網區

升中學派位網　
九龍城區 KL3

小一新生迎生日

小一爸媽學堂小一新生適應日

    「陽光學堂」小一體驗課程共分
為三日，同學們於課堂時間內進行中、
英語及成長活動，為升小一作好預備。
大部分參加者均能投入活動當中，積
極回答問題，寓學習於遊戲。

  讓一年級的家長體驗子
女的課堂學習模式，深入認

識本校的課程，從而達致家

校合作。

小一爸媽也開學

小六學生參觀

德蘭中學升讀余振強中學的校友回校敬師

中學連繫

天主教領島學校

小一新生參與課堂遊戲小一新生與李校長見面

外藉老師 Mr.Shaw 與學生見面
班主任耐心教導學生

小一新生專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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