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香港道教聯合會純陽小學

陳朗恩陳朗恩 課外活動主任課外活動主任

課外活動課外活動課外活動課外活動

樂趣樂趣樂趣樂趣樂趣樂趣樂趣樂趣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純陽純陽純陽純陽活動活動活動活動樂趣多樂趣多樂趣多樂趣多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鼓勵鼓勵鼓勵鼓勵學學學學生參加各項活動興趣班生參加各項活動興趣班生參加各項活動興趣班生參加各項活動興趣班，，，，藉以發展藉以發展藉以發展藉以發展
學生各項多元智能的潛能學生各項多元智能的潛能學生各項多元智能的潛能學生各項多元智能的潛能。。。。



語言語言

能力能力

音樂音樂

旋律旋律

肢體肢體

動作動作

數學數學

邏輯邏輯

多元多元多元多元
智能智能智能智能

視覺視覺

空間空間

人際人際

溝通溝通

個人個人

內省內省

自然自然

環境環境

配合美國哈佛大學迦納教授(Howard Gardner)提
出每個學生都擁有八項潛能,本校於2000年開始推
行豐盛童年教育計劃,希望每一個學生都能渡過一個
豐盛愉快之童年。

豐盛童年教育計劃











多元智能課多元智能課多元智能課多元智能課 ((((本校老師教授本校老師教授本校老師教授本校老師教授))))

逢星期五第逢星期五第逢星期五第逢星期五第9999堂堂堂堂

(2:20p.m.(2:20p.m.(2:20p.m.(2:20p.m.---- 3:25p.m.)3:25p.m.)3:25p.m.)3:25p.m.)

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

課外活動課外活動課外活動課外活動多姿多采多姿多采多姿多采多姿多采



語言能力智能語言能力智能語言能力智能語言能力智能 音樂旋律智能音樂旋律智能音樂旋律智能音樂旋律智能 身體運動智能身體運動智能身體運動智能身體運動智能 數學邏輯智能數學邏輯智能數學邏輯智能數學邏輯智能 視覺空間智能視覺空間智能視覺空間智能視覺空間智能 人際溝通智能人際溝通智能人際溝通智能人際溝通智能 個人內省智能個人內省智能個人內省智能個人內省智能 自然環境智能自然環境智能自然環境智能自然環境智能

唱歌學英文 歌詠組 運動遊戲 HOUR OF 
CODE 創意手工藝 視藝創作 遊戲樂繽紛 純陽

小義工 園藝小組

英文拼音班 敲擊樂 男子籃球 STEAM
小專家 摺紙 水墨畫班 小女童軍 純陽

環保大使

英詩集誦
唱遊 揚琴 男子足球 科學模型 棋藝 小廚師 男幼童軍 環保

小先鋒

英語話劇 牧童笛
陶笛 女子排球 趣味數學 扭氣球 編織班 校園電視台

普通話集誦 女子壘球隊 3D PEN 皮革DIY

日語 漫畫

18181818----19191919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多元智能課組別多元智能課組別多元智能課組別多元智能課組別

共共共共8888大類別大類別大類別大類別，，，，40404040項組別項組別項組別項組別















課餘興趣班課餘興趣班課餘興趣班課餘興趣班 ((((專聘導師教授專聘導師教授專聘導師教授專聘導師教授))))
星期一至五課後星期一至五課後星期一至五課後星期一至五課後 (3:30p.m.(3:30p.m.(3:30p.m.(3:30p.m.---- 5:00p.m.)5:00p.m.)5:00p.m.)5:00p.m.)

*(3:05p.m.*(3:05p.m.*(3:05p.m.*(3:05p.m.---- 5:00p.m.)5:00p.m.)5:00p.m.)5:00p.m.)

星期六上午星期六上午星期六上午星期六上午 (8:30a.m.(8:30a.m.(8:30a.m.(8:30a.m.---- 12:30p.m.)12:30p.m.)12:30p.m.)12:30p.m.)

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

課外活動課外活動課外活動課外活動多姿多采多姿多采多姿多采多姿多采



1.1.1.1.專聘校外導師教授專聘校外導師教授專聘校外導師教授專聘校外導師教授。。。。

2.2.2.2.全學年共計上課二十次全學年共計上課二十次全學年共計上課二十次全學年共計上課二十次，，，，分二期招生及收費分二期招生及收費分二期招生及收費分二期招生及收費，，，，
每期上課十次每期上課十次每期上課十次每期上課十次，，，，同學自由報名參加同學自由報名參加同學自由報名參加同學自由報名參加。。。。

3.3.3.3.所有領取書簿津貼全額或綜援家庭的子女所有領取書簿津貼全額或綜援家庭的子女所有領取書簿津貼全額或綜援家庭的子女所有領取書簿津貼全額或綜援家庭的子女可可可可獲獲獲獲
下下下下列資助列資助列資助列資助：：：：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上學期資助上學期資助上學期資助上學期資助600600600600元參加元參加元參加元參加課餘興趣班課餘興趣班課餘興趣班課餘興趣班。。。。
((((不包括材料及服裝費用不包括材料及服裝費用不包括材料及服裝費用不包括材料及服裝費用。。。。) ) ) )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棒球隊 *游泳隊 *女子排球隊 *棒球隊 *女子壘球隊
*女子壘球

精英隊

*籃球隊 *女子壘球隊 *田徑隊 *足球隊 *籃球隊 花式跳繩A班

*足球隊 P2棒球班 P3-6棒球班 *游泳隊 *田徑隊 花式跳繩B班

*聲樂班 *足球班 哥爾夫球班
P5-6

羽毛球班
*女子排球隊 圍棋A班

中國鼓班 西方舞初班 繪畫班 跆拳道班 *奧數班 圍棋B班

P2-4
羽毛球班

陶藝班 武術班 *足球班 P1棒球班 魔術A班

MICRO:BIT
小小工程師班

小提琴 劍橋英語 音樂劇 油畫班 魔術B班

大提琴 西方舞高班 長笛 醒獅班

M-BOT班
機械人編程班

單簧管 單車班

色士風
親子

有機農莊

* 需要由老師選拔
共有38組興趣班



英國劍橋試班 英語話劇

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



歌詠組

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

中國鼓



西方舞

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

跆拳道



機械人編程班機械人編程班

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



陶藝班陶藝班陶藝班陶藝班 油畫班油畫班油畫班油畫班

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



小女童軍小女童軍 幼童軍

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



純陽小義工
賣旗籌款

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

老人院探訪
活動



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

各項種植活動 親子有機農莊



((((學校老師安排活動學校老師安排活動學校老師安排活動學校老師安排活動))))

星期一至五星期一至五星期一至五星期一至五 (12:50p.m.(12:50p.m.(12:50p.m.(12:50p.m.---- 1:10p.m.)1:10p.m.)1:10p.m.)1:10p.m.)

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

午間活動午間活動午間活動午間活動



藝術
活動

校園
電視台

學術
活動



午間午間午間午間
閱讀閱讀閱讀閱讀

校園校園校園校園
電視台電視台電視台電視台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藝墟藝墟藝墟藝墟
舞台舞台舞台舞台

音樂音樂音樂音樂 視藝視藝視藝視藝

22224444次次次次 13131313次次次次 6666次次次次 3333次次次次 3333次次次次 2222次次次次 1111次次次次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普通話普通話普通話普通話 電腦電腦電腦電腦 STEAMSTEAMSTEAMSTEAM 環保環保環保環保 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1111次次次次 1111次次次次 1111次次次次 1111次次次次 1111次次次次 1111次次次次 1111次次次次 1111次次次次



� 獎狀

� 豐盛童年教育計劃

� 金、銀、銅獎章及榮譽大獎

� 獲獎可記優點、小功、大功

� 期終頒獎禮



棒球發展棒球發展棒球發展棒球發展

統籌老師統籌老師統籌老師統籌老師：：：：黎文熾副校長黎文熾副校長黎文熾副校長黎文熾副校長

陳朗恩主任陳朗恩主任陳朗恩主任陳朗恩主任



學校活動學校活動學校活動學校活動
1. 1. 1. 1. 體育科棒球課程體育科棒球課程體育科棒球課程體育科棒球課程((((體育堂體育堂體育堂體育堂))))

2. 2. 2. 2. 課餘興趣班課餘興趣班課餘興趣班課餘興趣班((((自由參加自由參加自由參加自由參加))))

3. 3. 3. 3. 校隊訓練校隊訓練校隊訓練校隊訓練((((挑選挑選挑選挑選))))

4. 4. 4. 4. 跨學科課程跨學科課程跨學科課程跨學科課程((((各科配合各科配合各科配合各科配合))))

對外活動對外活動對外活動對外活動
1. 1. 1. 1. 棒球聯賽棒球聯賽棒球聯賽棒球聯賽 ((((校際比賽校際比賽校際比賽校際比賽))))

2. 2. 2. 2. 棒球比賽棒球比賽棒球比賽棒球比賽 ((((境外比賽境外比賽境外比賽境外比賽))))



9999月份月份月份月份P.1(4P.1(4P.1(4P.1(4堂堂堂堂))))
3333月份月份月份月份P.1P.1P.1P.1----P.6(4P.6(4P.6(4P.6(4堂堂堂堂))))







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純陽小學

女子壘球夏令營
(21-24/7/2018)



�� 培養小朋友責任心培養小朋友責任心培養小朋友責任心培養小朋友責任心培養小朋友責任心培養小朋友責任心培養小朋友責任心培養小朋友責任心

�� 尊重對手尊重對手尊重對手尊重對手尊重對手尊重對手尊重對手尊重對手

�� 尊重隊友尊重隊友尊重隊友尊重隊友尊重隊友尊重隊友尊重隊友尊重隊友

�� 有禮貌有禮貌有禮貌有禮貌有禮貌有禮貌有禮貌有禮貌

品德教育品德教育品德教育品德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