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位空缺
日語導師
內容：負責教導約 6-12 歲小童繪畫；負責日語教學課程及製作示範樣本
日期：逢星期六
時間：09:00-11:15
薪酬：面議
要求：持有日語相關文憑或證書優先考慮；有兒童教學經驗者優先考慮；有耐性、勤奮、有責
任心；性格開朗及喜愛與小朋友溝通
如有意申請有關職位，請將個人履歷郵寄至「香港九龍鑽石山鳳禮道四號 聖文德天主教小
學」校長收，信封面註明「日語導師」，或電郵至 sch@sbcps.edu.hk，並註明申請職位。如有
查詢，請致電 23202727 與李國喬老師聯絡。

長笛班導師
內容：負責教導約 6-12 歲小童長笛；負責長笛教學課程及製作示範樣本
日期：逢星期六
時間：09:00-12:00
薪酬：面議
要求：持有長笛相關音樂文憑或證書優先考慮；有兒童教學經驗者優先考慮；有耐性、勤奮、
有責任心；性格開朗及喜愛與小朋友溝通
如有意申請有關職位，請將個人履歷郵寄至「香港九龍鑽石山鳳禮道四號 聖文德天主教小
學」校長收，信封面註明「長笛班導師」，或電郵至 sch@sbcps.edu.hk，並註明申請職位。如
有查詢，請致電 23202727 與李國喬老師聯絡。

敲擊樂班導師
內容：負責教導約 6-12 歲小童敲擊樂；負責敲擊樂教學課程及製作示範樣本
日期：逢星期六
時間：09:00-12:00
薪酬：面議
要求：持有敲擊樂相關音樂文憑或證書優先考慮；有兒童教學經驗者優先考慮；有耐性、勤
奮、有責任心；性格開朗及喜愛與小朋友溝通
如有意申請有關職位，請將個人履歷郵寄至「香港九龍鑽石山鳳禮道四號 聖文德天主教小
學」校長收，信封面註明「敲擊樂班導師」，或電郵至 sch@sbcps.edu.hk，並註明申請職位。
如有查詢，請致電 23202727 與李國喬老師聯絡。

創意藝術綜合班導師
內容：負責教導約 6-12 歲小童創意藝術；負責創意藝術教學課程及製作示範樣本
日期：逢星期六
時間：09:00-12:00
薪酬：面議
要求：持有相關創意藝術文憑或證書優先考慮；有兒童教學經驗者優先考慮；有耐性、勤奮、
有責任心；性格開朗及喜愛與小朋友溝通
如有意申請有關職位，請將個人履歷郵寄至「香港九龍鑽石山鳳禮道四號 聖文德天主教小
學」校長收，信封面註明「創意藝術綜合班導師」，或電郵至 sch@sbcps.edu.hk，並註明申請
職位。如有查詢，請致電 23202727 與李國喬老師聯絡。

足球校隊訓練班導師
內容：負責教導約 6-12 歲小童足球；負責足球教學課程及製作示範樣本
日期：逢星期六
時間：09:00-12:00
薪酬：面議
要求：持有相關足球教練文憑或證書優先考慮；有兒童教學經驗者優先考慮；有耐性、勤奮、
有責任心；性格開朗及喜愛與小朋友溝通
如有意申請有關職位，請將個人履歷郵寄至「香港九龍鑽石山鳳禮道四號 聖文德天主教小
學」校長收，信封面註明「足球校隊訓練班導師」，或電郵至 sch@sbcps.edu.hk，並註明申請
職位。如有查詢，請致電 23202727 與李國喬老師聯絡。

籃球校隊訓練班導師
內容：負責教導約 6-12 歲小童籃球；負責籃球教學課程及製作示範樣本
日期：逢星期六
時間：08:30-13:30
薪酬：面議
要求：持有相關籃球教練文憑或證書優先考慮；有兒童教學經驗者優先考慮；有耐性、勤奮、
有責任心；性格開朗及喜愛與小朋友溝通
如有意申請有關職位，請將個人履歷郵寄至「香港九龍鑽石山鳳禮道四號 聖文德天主教小
學」校長收，信封面註明「籃球校隊訓練班導師」，或電郵至 sch@sbcps.edu.hk，並註明申請
職位。如有查詢，請致電 23202727 與李國喬老師聯絡。

水墨畫班導師
內容：負責教導約 6-12 歲小童水墨畫班；負責水墨畫班教學課程及製作示範樣本
日期：逢星期六
時間：10:00-11:00
薪酬：面議
要求：持有相關水墨畫文憑或證書優先考慮；有兒童教學經驗者優先考慮；有耐性、勤奮、有
責任心；性格開朗及喜愛與小朋友溝通
如有意申請有關職位，請將個人履歷郵寄至「香港九龍鑽石山鳳禮道四號 聖文德天主教小
學」校長收，信封面註明「水墨畫班導師」，或電郵至 sch@sbcps.edu.hk，並註明申請職位。
如有查詢，請致電 23202727 與李國喬老師聯絡。

STEM 動手做模型班導師
內容：負責教導約 6-12 歲小童 STEM 動手做模型班；負責 STEM 動手做模型教學課程及製作
示範樣本
日期：逢星期六
時間：09:00-12:00
薪酬：面議
要求：持有相關 STEM 文憑或證書優先考慮；有兒童教學經驗者優先考慮；有耐性、勤奮、有
責任心；性格開朗及喜愛與小朋友溝通
如有意申請有關職位，請將個人履歷郵寄至「香港九龍鑽石山鳳禮道四號 聖文德天主教小
學」校長收，信封面註明「STEM 動手做模型班導師」，或電郵至 sch@sbcps.edu.hk，並註明申
請職位。如有查詢，請致電 23202727 與李國喬老師聯絡。

Robomaster + 無人機編程班導師
內容：負責教導約 6-12 歲小童 Robomaster + 無人機編程班班；負責 Robomaster + 無人機編
程班教學課程及製作示範樣本
日期：逢星期六
時間：09:00-13:00
薪酬：面議
要求：持有相關 STEM 文憑或證書優先考慮；有兒童教學經驗者優先考慮；有耐性、勤奮、有
責任心；性格開朗及喜愛與小朋友溝通
如有意申請有關職位，請將個人履歷郵寄至「香港九龍鑽石山鳳禮道四號 聖文德天主教小
學」校長收，信封面註明「Robomaster + 無人機編程班導師」，或電郵至 sch@sbcps.edu.hk，
並註明申請職位。如有查詢，請致電 23202727 與李國喬老師聯絡。

Microbit 創客班導師
內容：負責教導約 6-12 歲小童 Microbit 創客班；負責 Microbit 創客班教學課程及製作示範樣
本
日期：逢星期六
時間：09:00-13:00
薪酬：面議
要求：持有相關 Microbit 創客文憑或證書優先考慮；有兒童教學經驗者優先考慮；有耐性、勤
奮、有責任心；性格開朗及喜愛與小朋友溝通
如有意申請有關職位，請將個人履歷郵寄至「香港九龍鑽石山鳳禮道四號 聖文德天主教小
學」校長收，信封面註明「Microbit 創客班導師」，或電郵至 sch@sbcps.edu.hk，並註明申請
職位。如有查詢，請致電 23202727 與李國喬老師聯絡。

花式跳繩班導師
內容：負責教導約 6-12 歲小童花式跳繩；負責花式跳繩教學課程及製作示範樣本
日期：逢星期六
時間：09:00-10:30
薪酬：面議
要求：持有相關花式跳繩文憑或證書優先考慮；有兒童教學經驗者優先考慮；有耐性、勤奮、
有責任心；性格開朗及喜愛與小朋友溝通
如有意申請有關職位，請將個人履歷郵寄至「香港九龍鑽石山鳳禮道四號 聖文德天主教小
學」校長收，信封面註明「花式跳繩班導師」，或電郵至 sch@sbcps.edu.hk，並註明申請職
位。如有查詢，請致電 23202727 與李國喬老師聯絡。

Native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ssistant (Full Time ELTA)
Job Description:
To assist the NET to provide an authentic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 in classroom and within the
school.
To teach and cater to small group reading and speaking.
Any other duties assigned by the school.
Requirement:
Native English speaker
Holder of HKID card or a valid working visa
Degree holder (related to Education preferable)
Interested parties please send your full resume with expected salary with photo to St. Bonaventure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4 Fung Lai Road, Fung Tak Estate, Diamond Hill, or send by email to
sch@sbcps.edu.hk

招聘奧數老師
入職條件:
1. 教學基本功扎實，表達能力強，思維靈活有耐性，有較強的責任心；
2. 具備奧數專業知識，有奧數教學經驗，具較強的解難能力；
3. 曾參與奧數的師資培訓及資格認定考試，基本要求持有「中國數學奧林
匹克貳級教練員」證，若持「中國數學奧林匹克一級教練員」證最佳；
4. 教授學生奥林匹克數學的知識和技巧，善於因材施教，能開拓多種教學
方式；
5. 培養學生的數學思想，訓練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和獨立批判性思考能力；
6. 培養學生堅韌不拔、迎難而上的奧林匹克競賽精神，讓學生獲得高階數
學知識的同時協助學生於校外數學比賽中獲得佳績。
應徵者請親繕履歷，寄香港九龍鑽石山鳳禮道四號，聖文德天主教小學校長收
(信封面請註明申請職位)，合則約見。

助理教師
工作內容：
1. 部份工作包括中文或英文科教學工作
2. 中、英文文書工作
3. 支援小組教學
4. 支援有需要的學生學習中文或/及英文
教學助理
工作包括：
1. 協助日常學與教活動
2. 處理文書工作
3. 製作各科教具及教材
本校誠邀有志從事教育工作的應屆大學畢業生申請以上職位，對有潛質者校方會保薦到認可院
校接受教師培訓。應徵者請親繕履歷，於 7 月 12 日或以前電郵至 sch@sbcps.edu.hk，或函寄
香港九龍鑽石山鳳禮道四號，聖文德天主教小學校長收 (信封面請註明申請職位)，合則約見。

常額或合約中文科教師
1. 申請應徵的科目須為主修科目
2. 具教育文憑或教育學位或認可師資訓練者優先考慮
3. 具教學熱誠、富毅力及責任感
4. 須通過教育局語文基準試
應徵者請於 6 月 17 日前函附履歷、相片，寄香港九龍鑽石山鳳德邨鳳禮道四號聖文德天主教
小學校長收（信封面請註明申請職位），合則約見。
申請人資料將予保密及只作此招聘有關職位用途。

Native English Teacher (EDB)
Job Description:
To provide an authentic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 in classroom and within the school
To teach and cater to student reading and speaking
Any other duties assigned by the school
Requirement:
Native English speaker
Holder of HKID card or a valid working visa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s
Proficient in interpersonal skills
Requirement and remuneration package will be based on the EDB’s NET scheme
School Native English Teacher (Full Time)
Job Description:
To assist the NET to provide an authentic English learning experience in classroom and within the
school.
To teach and cater to student reading and speaking.
Any other duties assigned by the school.
Requirement:
Same as above Native English Teacher (EDB)
Interested parties please send your full resume with photo to St. Bonaventure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4 Fung Lai Road, Fung Tak Estate, Diamond Hill, or send by email to sch@sbcps.edu.hk

校本言語治療師
聘請一名言語治療師，負責為聖文德天主教小學及文理書院(九龍) 提供言語治療服務及相關工
作；
薪酬：由總薪級表第 16 點至 33 點，視乎認可年資；
到職日期：隨時上班
資歷要求：
持有本港大學所頒授的言語及聽覺科學學士學位，或具備同等學歷；
符合語文能力要求，即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或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和英國語文科考獲第 2
級或以上成績，或具備同等成績；
具備良好中英文書寫及流利的口語能力；
具學校言語治療工作經驗優先考慮；
應徵者必須通過《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
工作範圍：
負責統籌學校 (本校) 及另一所配對學校之各項言語治療服務及相關的行政工作；
支援學生、教師和家長，制訂和推行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與老師進行課堂協助教學，把言語治療服務融入課堂；
有意者請郵寄履歷到香港九龍鑽石山鳳禮道四號，聖文德天主教小學校長收 (信封面請註明申
請職位)或電郵至 sch@sbcps.edu.hk 合則約見。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將予保密及只作招聘有關職位用途。

職位：常額或合約中文科 / 英文科 / 數學科 / 體育科教師
要求：申請應徵的科目須為主修或副修科目；具教育文憑或教育學位或認可師資訓練者優先考
慮；具教學熱誠、富毅力及責任感；中文科及英文科教師須通過教育局語文基準試；有以英文作
為主要授課語言教授數學者獲優先考慮
應徵者請於 3 月 27 日前函附履歷、相片，寄香港九龍鑽石山鳳德邨鳳禮道四號聖文德天主教小
學校長收（信封面請註明申請職位）或電郵至 sch@sbcps.edu.hk。合則約見。
申請人資料將予保密及只作此招聘有關職位用途。

職位：代課老師
工作期：由 4 月 14 日起至 7 月 14 日（暫定：有需要再續）
要求：須符合教育局規定的教師資格；大學本科或以上程度，主修英國語文或英文教育；熟悉電
腦操作，能獨立處理文書工作；具教學經驗及 Zoom 網課經驗者優先考慮（英文及常識科）
應徵者請於 3 月 27 日前函附履歷、相片，寄香港九龍鑽石山鳳德邨鳳禮道四號聖文德天主教小
學校長收（信封面請註明申請職位）或電郵至 sch@sbcps.edu.hk。合則約見。
申請人資料將予保密及只作此招聘有關職位用途。

職位：校本言語治療師
內容：為聖文德天主教小學及文理書院(九龍) 提供言語治療服務及相關工作；
負責統籌學校 (本校) 及另一所配對學校之各項言語治療服務及相關的行政工作；
支援學生、教師和家長，制訂和推行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與老師進行課堂協助教學，把言語治療服務融入課堂
到職日期：2021 年 9 月 1 日
薪酬：由總薪級表第 16 點至 33 點，視乎認可年資
要求：持有本港大學所頒授的言語及聽覺科學學士學位，或具備同等學歷；
符合語文能力要求，即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或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和英國語文科考
獲第 2 級或以上成績，或具備同等成績；具備良好中英文書寫及流利的口語能力；
具學校言語治療工作經驗優先考慮；
應徵者必須通過《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

有意者請郵寄履歷到香港九龍鑽石山鳳禮道四號，聖文德天主教小學校長收（信封面請註明申
請職位）或電郵至 sch@sbcps.edu.hk。合則約見。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將予保密及只作招聘有關職位用途。

職位：升中面試班導師
內容：教授小六學生升中面試技巧，並以小組形式進行
日期：22/2、23/2、26/2、1/3、5/3/2021
時間：10:00 - 11:45 或 14:15 - 16:00
要求：有專業教師資格；具最少 5 年升中面試的教學經驗優先
如有意申請有關職位，請將個人履歷電郵至 sch@sbcps.edu.hk，並註明申請職位。獲篩選的應徵
者會獲邀參加面試。如申請者在兩星期後仍未獲邀參加面試，則可視作落選論。

職位：繪畫導師
內容：負責教導約 6-12 歲小童繪畫；負責編排美術教學課程及製作示範樣本
日期：逢星期六
時間：9:00 - 12:00
薪酬：面議
要求：持有大專或設計藝術學院相關文憑或證書優先考慮；有兒童教學經驗者優先考慮；有耐
性、勤奮、有責任心；性格開朗及喜愛與小朋友溝通
如有意申請有關職位，請將個人履歷郵寄至「香港九龍鑽石山鳳禮道四號 聖文德天主教小
學」校長收，信封面註明「招聘繪畫導師」，或電郵至 sch@sbcps.edu.hk，並註明申請職位。本
校只接受個人申請。如有查詢，請致電 23202727 與李國喬老師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