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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學校簡介 

         本校為「博愛醫院歷屆總理聯誼會」主辦的一所全日制

政府津貼小學，於 2003 年 9 月由「博愛醫院歷屆總理聯誼會

鄭任安夫人學校下午校」遷校轉名而來。 

 

( 2 ) 辦學宗旨 

本校以「博愛行仁」為校訓，著重德、智、體、群、美

五育的均衡發展，務使學生能自強、自信、自尊、自律，並

能愉快學習，盡展所長，從而成長自立，貢獻社會，服務人

群。 

 

( 3 ) 2015-2016 校董會組合 

獨立校董 (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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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另加一名替代辦學團體校董、一名替代家長校董及一名替代教員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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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校長持續專業發展(截至 22-6-2016)   

 
有系統 

的學習 
實踐學習 

為教育界及 

社會服務 

2013-2014 6.5 23.5 44 

2014-2015 1.5 20 39 

2015-2016 7.5 12 47.5 

專業發展總時數 15.5 55.5 130.5 

 

 

( 5 ) 教師學歷 (以最高學歷計) 

 碩士學位 30%

 學士學位

66.3%

 教育學院文憑

3.7%

教育學院文憑

碩士學位

學士學位

 
 

 

( 6 ) 教師語文能力要求 

英 文 科 100%已達標 

普通話科 100%已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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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2015-2016 年度班級編制 

    本年度本校開設 30 班，一至六年級各有 5 班，全校共有 

學生 767 人。 

 

 

( 8 ) 學校實際上課日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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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各主要學習領域的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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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學生出席率 

 

 

 

( 11 ) 學生閱讀習慣 

  學生在學校/公共圖書館借用閱讀物品的百分率 

 13-14 14-15 15-16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六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六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六

每星期一次或以上 10 % 10 % 10 % 10 % 10 % 10 % 

每兩星期一次 83 % 83 % 83 % 83 % 83 % 83 % 

每月一次 7 % 7 % 7 % 7 % 7 % 7 % 

少於每月一次 0 % 0 % 0 % 0 % 0 % 0 % 

從不 0 % 0 % 0 % 0 % 0 % 0 % 

 

 每星期用於閱讀書籍、報章和電子資訊的平均時數 

 13-14 14-15 15-16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六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六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六

英文閱讀物品 10 11 10 11 10 11 

中文閱讀物品 12 12 12 12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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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2013-2014 至 2015-2016 年度部分中學派位結果 

 

中學名稱 2015-2016 2014-2015 2013-2014 

宣道會陳瑞芝紀念中學 11 10 11 

順德聯誼總會梁銶琚中學 3 3 1 

保良局百周年李兆忠紀念中學 3 2 2 

保良局董玉娣中學 4 5 8 

南屯門官立中學 2 4 4 

屯門官立中學 9 11 9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4  2 

馬錦明慈善基金馬可賓紀念中學 7 9 9 

順德聯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2 4 6 

屯門天主教中學 1 2  

聖士提反書院 1   

聖公會林護紀念中學  1  

李兆基書院(直資) 1 2 4 

基督教崇真中學(直資) 1   

林大輝中學(直資)  1  

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直資) 1   

中華基督教青年會中學(直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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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年度   超過 98.3%的學生獲派首三選擇 

獲派第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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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度   超過 96%的學生獲派首三選擇 

獲派第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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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度        超過 94%的學生獲派首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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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2015-2016 年度 持分者問卷結果 

      

教師對學校的意見 

 
(5-極同意 / 4-同意 / 3-無意見 / 2-不同意 / 1-極不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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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學校的意見 

 
(5-極同意 / 4-同意 / 3-無意見 / 2-不同意 / 1-極不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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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對學校的意見 

 
(5-極同意 / 4-同意 / 3-無意見 / 2-不同意 / 1-極不同意) 

 
 

 

 

整體而言，學校氣氛良好，教師、學生及家長關係緊密和諧，有 

助學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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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 主要關注事項報告 

(一) 樂於學習，做個博學小達人 

成就： 

a. 優化課堂，提升教與學效能 

‧為了提升教學效能，由前一學年開始推行專科專教。在 2015-2016 年度，全

校 50 位教師中 (圖書館主任及輔導主任除外)只需任教中、英、數其中一科的

教師上升至 94%，此措施有助教師發揮所長，得以專注於一個主科的教學及

科務工作，科主任又可有一組固定的團隊協助發展本科。 

‧中、英、數推行共同備課，以學生學習難點為切入，每學期約八次備課會議，

設計教學，當中包括一次優化課堂計劃，並進行同儕觀課。其中又會加入元

認知策略、照顧個別差異、創意、環保、德育及小班教學等元素。 

‧教師亦會利用共同備課時間進行試卷檢討及試題分析，對學生的弱項作出適

時跟進。 

 

b. 培養學生的自學能力 

‧中文科：四至六年級學生能於課前進行預習。 

‧英文科：五、六年級上、下學期各推行不少於三次課前預習。 

‧數學科：(1)一、三、五、六年級分別完成一次預習小檔案的設計。 

 (2)三年級參與由教育學院主辦之「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

校本支援計 劃」2015-2016，與大埔一所小學組成學習圈，一起共

同備課、觀課及分享。透過是次計劃，教師除了實踐自主學習的教

學模式，也可從共同備課學習電子學習的模式，同友校交流教學心

得，擴闊視野，有助教師的專業發展。 

‧常識科：透過户外學習的專題報告，各級學生對專題研習技巧表現出相當程

度的掌握。而五年級的學生能綜合各技巧並於專題研習中運用出來。 

‧視藝科：今年推展至四至六年級，讓他們能更明白每個課題的學習重點。學

生可作，結集成學生獨有的藝術學習紀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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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本學年開始使用網上學習平台作為學習媒體，以取代實體教科書。

網上學習平台的學習模式多元化，提供電子課本、動畫、互動學習材料和練

習供同學自學。同學可使將課堂學習延伸到家中，促進自主學習。學習日誌

及平台學生手冊均記錄了學生的學習進度，供老師及家長了解同學的學習情

況。另外，下學期為五年級安排了 CODE 自學線上課程，同學即使在家中，

亦可到 CODE STUDIO 的網站進行學習，讓同學拓展自主的學習空間。 

 

c. 善用資訊科技作為學習平台 

‧各教科書均提供網上平台，資訊科技組已為全校學生開啟賬户，鼓勵學生在

家中自學。 

‧學校網頁列出各科 Apps 以供學生在課餘時間自學。 

‧中文科：已安排全校學生參加「每日一篇」網上閱讀計劃。 

‧英文科：部分同學自費參加 Smart ABC 網上閱讀計劃，培養閱讀興趣及能力。

已安排英文大使參加英文網上學習計劃。五、六年級學生分組在英文日利用

平板電腦自製短片，同學表現積極投入。 

‧數學科：五、六年級的專題研習配合課題分別為棒形圖及圓形圖，學生於聯

課前進行數據收集，於聯課時進行整理數據、以電腦製作統計圖，再作分析

和匯報，教學重點在分析匯報，時間較充裕，學習效果理想。 

‧音樂科：四、、五、六年級的專題研習活動能提升學生的自我研習能力，學

生對於研習題目感興趣，搜習的資料亦很豐富和全面，這能推動學生協作搜

集資料，並進行分析，同時亦能擴闊學生的音樂經驗，提升其共通能力。 

‧電腦科：一、二、四及六年級順利完成，活動目的在於提供更多機會讓同學

運用所學軟件進行創意活動，加强運用技巧，發揮創作能力，學生表現感興

趣，投入活動，作品更具創意。 

‧網上學習支援計劃(午息及導動課)：參與計劃同學每週一次在午息或導動課，

到電腦室進行 iLearn 網上學習平台預習，幫助家中沒有電腦及未有上網設備

的同學，亦能完成預習及家課，同學認真學習，積極完成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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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培養學生積極學習的態度 

‧交齊功課獎勵計劃中，上學期全期交齊功課的學生有 273 人，下學期有 321

人，佔全校約 42%。而下學期在計劃中加入 VIP 學生，平均每週有 18 人次獲

獎，對經常欠交家課的學生頗有鼓勵作用。 

「我做得到」計劃於支援課繼續進行，鼓勵學生積極學習態度。 

 

e. 培養學生的閱讀習慣 

‧逢星期三早上 8:00-8:30 指定為「課前早讀」時段，星期五午息 1:00-1:25 為

‧「午息閱讀」，提供學生一個閱讀環境，從而培養良好的閱讀習慣。 

‧「閱讀小組」及「讀書會」活動中，同學都能匯報分享閱讀心得。 

‧「主題閱讀」、「分類閱讀」繼續進行。 

‧一、二年級的英閱課順利完成，上、下學期共完成約六本英文圖書。三至四

年科任將閱讀課(提升小學英文水平計劃)編入進度內，在課堂裡施教。五至六

年級科任在課堂上進行圖書教學。透過各式英閱課，讓同學掌握閱讀基本技

巧和策略，提升閱讀英文圖書的興趣。 

‧Home Reading Programme：一至六年級的英閱課中推行親子閱讀獎勵計劃。

一、二年級的老師根據同學閱讀能力，大致分成高、中、低三組。同學根據

自己的組別借閱圖書，大多能表現積極。有家長支援的學生，閱讀量較高。 

‧在午息活動中，安排指定日期，讓三至六年級各班借閱數學科圖書。而三年

級各班於下學期學期試後閱讀指定的數學科圖書，並完成圖書工作紙。 

‧中文廣泛閲讀進展順利，各級學生都有借閲圖書，並完成閲讀紀錄冊。 

‧常識科圖書均可外借回家閱讀，因此圖書遺失情況嚴重。今年改為午息閱讀，

圖書遺失情況大大改善。 

 

f. 照顧個別差異 

‧按學生的強項及興趣安排各種課外活動及校隊培訓，並參加校外比賽，獲得

不俗的成績。(可參閱校外活動成績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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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的科組安排學生參與服務。不同的崗位，讓不同能力的學生都有機會獲

得認同，其中部份崗位如：風紀、圖書風紀、IT 風紀、環保大使、英文大使、

普通話大使、小老師、班長、科長、行長、午息活動攤位服務生、全方位學

習日服務生、開放日學科攤位服務生、數學科圖書長、常識科圖書長、車長...

等，學生都積極參與。 

‧輔導課效果大致理想，約 78%學生有進步。 

‧「教學支援計劃」鼓勵老師多利用視覺及聽覺教學活動引起學生學習興趣，

效果理想，會繼續進行，以增強學生學習自信及提昇學業成績。 

‧「小老師計劃」能及早幫助部分一年級成績稍遜的學生，揀選 20 名接受支援

的學生，超過一半學生有明顯進步，由顯著學習困難轉為輕微學習困難。 

‧「伴讀計劃」支援 14 名二年級成績稍遜的學生，超過七成學生在朗讀、認讀

等方面有明顯進步。 

‧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安排合適訓練：言語治療服務、「齊來做個情緒好

管家」、「減壓小偵探」、「想法解讀 IV- 教導自閉症兒童認識及處理情緒」。 

‧外購特殊小組服務，對部分有專注力問題及社交障礙的學生在行為、態度方

面都得到改善。部分小組加入親子活動，效果理想，明年會繼續加強與家長

溝通及加入親子培訓活動。 

‧與香港教育學院合辦專注力執行功能技巧訓練小組，整體成效理想。 

完成「初小中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計劃(第二階段)，一、二年級的中文課能

每周利用 60 分鐘時間教授有關課程內容，該計劃有助提高不同能力學生的讀

寫能力。並於學期初舉辦「喜悅寫意」家長工作坊，讓家長了解此計劃及學

習在家中配合的方法，一、二年級家長均踴躍參與，效果理想。 

反思： 

‧建議安排同級老師同一節空課以便進行共同備課及反思。 

‧建議來年在優化課堂的設計嘗試加入自主學習及電子學習元素。 

‧建議其他學科參加「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擴闊教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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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野。 

‧英文科因教學時間緊迫，部分年級未能完成所有圖書教學，建議來年可減少

圖書數量或編入聯課活動中。 

‧數學科預習小檔案推行較去年度理想，建議下學年各級可以運用出版社的自

主學習及診斷系統(SDS)或數學工具 APP，設計相關工作紙作引指，引導學

生思考相關課題的學習目標，更可配合優化課堂學習計劃進行。 

‧部分視藝科老師表示因時間不足，未能完全善用學習歷程冊。 

‧持續參與「每日一篇」網上學習的學生人數下降，科任須多提示及鼓勵。 

‧英文科網上閱讀情況，教師較難跟進。而每月的報告反映有部分同學很少進

行網上閱讀。 

‧電腦科的設計比賽個別年級的教學時間緊迫未能完成，原因是由於網上學習

平台安排了過多課題，來年調節後應有改善。  

‧電腦科網上學習平台內雖有「資訊素養」課文資源，但課題比較少，建議可

在課堂中加入相關的新聞分享，以生活實例加強警覺性。 

‧上學期曾發有關交齊功課獎勵計劃的通告予家長們，以期加入他們的督促，

提升計劃的效果，但成效不彰，來年不再發通告。 

‧「課前早讀」較「午息閱讀」時段安靜，有部分「午息」時段有其他活動會

影響午讀的進行，如「專題研習」的活動前預備。 

‧「主題閱讀」及「分類閱讀」均需提供足夠的講解及指導，才能使學生積極

地閱讀及認真完成相關的工作紙。需提供更多種類的圖書，讓學生廣泛閱讀。

‧Home Reading Programme：沒有家長支援的學生，表現稍遜，需要老師更多

支援。 

‧數學科在午息活動指定日期借閱圖書，效果理想，建議下學年繼續以此形式

進行。建議閱讀指定的數學圖書的形式可推展至五年級。 

‧輔導課以英、數班較受歡迎，中文班收生較難。 

‧支援課的支源分配提議增加初小支援課，高小支援課相對減少，因高年級支

援時間常與課外活動重疊，SEN 學生參加課外活動也有好處，如可發揮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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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循規守禮，做個關愛好孩童 

成就： 

a & b. 提升學生自律精神 及 鼓勵正面行為、態度 

‧ 9 月 1 日派發「學生常規」，班主任於首三天班主任課抽時間講解。 

‧ 班主任教導學生執拾書包，帶齊課本文具及保持座位整潔。 

‧ 「自律約章」活動，學生投入參與，並自律遵守自行訂立的班規。 

‧ 我都做得到獎勵計劃(一年級)順利進行，效果理想。 

‧ 集隊獎勵計劃順利完成。P.1-6 早會集隊非常安靜，學生已養成聽到拍咪聲

便自動自覺安靜的良好習慣。P.1-2 小息集隊有待改善。 

‧ 儀容整潔温馨提示順利完成，學生都能遵守學校服飾的規定。 

‧ 早會全部順利進行，每次都由老師作總結，活動能達到傳遞「守規好學」

的訊息。其中四次早會遇天雨，改於禮室進行，由中央電視直播 30 班課室，

令早會如期進行。另外，禮堂的音響大為改善，負責老師亦於當天早會前

帶學生到禮堂綵排，令演出順暢。 

‧ 本年周會主題為<守規 · 好學>，全部順利進行，形式上有改善，變得多元

化，例如邀請舊生李鍵邦分享他成為星之子的艱苦歷程，從而鼓勵學弟學

妹要「堅毅好學」。 

‧ 已更新成長課的教案，精簡內容。輔導組主任每學期到各班授課一次。 

‧ 本校與香港歷行會合辦「成長的天空計劃」，經「香港學生資料表格(HKSIF)」

識別出部份四至六年級學生進行為期三年的抗逆力提升訓練。近 99% 學生

認為活動「非常有助」提高抗逆力 (包括對自己的接納、對他人尊重、對

時間的分配、反思力及解難力等方面。 

的不同技能，以增強他們的自信心。 

‧有部分 SEN 學生學習有顯著困難，需增加個別支援，來年會增加教學助理

入課室進行個別支援。 

‧繼續鼓勵老師參加專業培訓，加強對特殊教育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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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心聲點唱站、好人好事卡、祝福卡的活動，鼓勵學生對別人多欣賞、

多關愛。 

‧ 學生常規小冊子修訂(1) A 等操行的準則(成績必須考獲全級名次前 70%)；

(2)不接受外遊為請假的理由；(3) 乘 K53 的學生要跟隨其他家長先離開，

必須寫手冊通知學校，以策安全。 

‧ 課室清潔比賽、課室清潔籌款活動均順利完成。 

‧ 本年度，風紀參加了救世軍屯門青少年綜合服務聯校小學生領袖訓練計

劃、黃埔軍校訓練營、小小生命領袖訓練及多元智能抗逆挑戰營。 

‧ 不同的科組安排學生參與服務，中年級不少於 50%學生有校內服務經驗，

高年級不少於 80%有校內服務經驗，對提升學生的培養責任感有所幫助。

‧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順利完成，風紀同學能協助小一新生融入校園生活。

‧ 學生在不同的活動培訓均表現積極自信。部份校隊訓練為爭取練習時間，

留校至 4:45。個別小組負責老師更安排於假期時與學生回校練習，態度積

極。 

 

c. 培養學生關愛大自然，珍惜資源，實踐環保生活 

‧ 常識科利用校園環境作為大自然教學的場地，視藝科也透過寫生等主題，

讓學生學會欣賞大自然。另外，常識科的一、二、三及六年級的專題習作

均以自然環境教育為主題。而五年級專題研習更以「愉悅增學養，關愛續

環保」為主題，運用創意推廣環保。 

‧ 制定環保指引方面，全部班別能完成課室內的環保約章、張貼環保標誌、

課室冷氣使用指引及設置廢紙回收箱及單面紙回收箱。教員室及教務處都

設有單面紙回收箱，增加指引有釘的紙張可直接回收，而複合紙張不可回

收，方便教師重用資源。 

‧ 一至六年級的課室以五分一壁佈位置設為環保欄，提高他們對時事的關注

及批判能力。 

‧ 本年度三、四年級環保大使成功以盆栽種植小白菜及油麥菜並帶成果與家

長分享。學生樂於參與植物護理，學習園藝知識之餘，也享受種植的樂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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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培養出刻苦的精神。五、六年級環保大使也學習種植小白菜，帶回課室

由種子育成幼苗，學懂細心照顧植物，但移盆後，因天氣關係收成未如理

想。老師藉著這過程教導學生自然的生態系統，人們需因著氣候變化種植

時令蔬果。 

‧ 本年紫蘇葉的種植成果特別好，學生懂得移苗種植不同的農作物，學生透

過觀察及實踐，認識校園內的植物和自然生態系統，學生從而學會愛護自

然。「愛心小農夫」計劃開闢小園圃，培養學生的愛心和耐性。 

‧ 「環保日」以「環保很簡單」為題，為各年級設計不同的攤位、工作坊及

講座( 綠領行動的源頭減廢綠孩兒講座及綠色工作坊)，學生參與率高，愉

快地學習環保訊息。那天分別邀請了中華電力的「綠 D 班」和綠領行動的

廚餘紮染工作坊到校進行有關主題的活動，學生投入聽講解，反應熱烈。

環保日也邀請了家長參與籌備環保酵素工作坊、天然蚊怕水工作坊，及邀

請了家長擔任攤位及工作坊的工作人員，共三十位家長參與，家長都表示

樂在其中。 

‧ 全年舉辦了不少環保校外活動，參加仁愛堂舉辦的「屯門環保園、龍鼓灘

導賞團」、「中電『綠戰士』環保教育網站及獎勵計劃」、「屯門區社區種植

日 2016」、教育城「低碳新世代 2 挑戰賽 2016」、「綠色空間 由我創造」綠

色建築全港中小學生比賽 2016、「低碳四步曲：四格漫畫比賽」、第五屆全

港墨兜回收校獎賽 2016、樂活博覽 LOHAS EXPO 2016 綠色廚房填色比

賽、香港房屋委員會公共屋邨「再‧回家」資源分享箱的外觀圖案設計比

賽等，不同年級的學生均有參與的機會，學生對活動表現積極，部分活動

家長亦有參加，家長的反應十分熱烈。 

‧ 學校響應「地球一小時 2016」活動，於校內進行關燈午膳，使學生對節能

的活動有深刻的印象。 

‧ 綠色午間電台以廣播劇及短片形式介紹環保、水果及種植的資訊，全年進

行了四次，能提高學生的環保意識外，亦讓環保大使有機會實踐推廣環保

校園。二至五年級索取回應表格亦見理想，答對率高。 

‧ 環保大使培訓計劃方面，三、四年級環保大使出席集會及出席活動達 90%

以上；五、六年級環保大使出席集會及出席活動達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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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安排環保大使出外聽講座和參觀，學生表現積極，踴躍提問。另外，環

保大使負責環保健身單車當值，表現有待改善。 

‧ 17 位環保大使考獲「環保大使計劃基礎章」。 

‧ 「帶備手帕我做到」活動中，一、二年級的學生帶備手帕的百分率有 85%。

‧ 「二手兒童圖書回收捐贈活動」中，學生十分踴躍，所有圖書經過圖書組

的整理後，已分送各班房、地下及一樓閱讀區，以供同學閱讀。 

‧ 「無膠樽日」中，由環保大使創作了宣傳稿，並於地下設有「承諾不買膠

樽飲料」簽名行動，於「無膠樽日」當天早上，環保大使到各班進行訪問，

呼籲承諾不買膠樽飲料，效果理想，師生均減少購買飲品，之後亦播放當

天活動的總結。 

 

d. 增進家長在管教子女和跟子女溝通的技巧 

‧ 為讓家長能認識有效管教孩子的方法，自 2012 年新增家長學堂系列，反應

理想，近十成家長表示講座內容豐富了他們教養子女技巧。另外，在 8 月

份又舉辦了「情緒藝術減壓之旅」。 

‧ 除每年兩次家長日外，班主任於學期初會致電每位家長，互相了解學生在

學校和家中的情況。 

‧ 言語治療服務：已聯絡 20 名新增語障學生的家長，讓他們了解學生治療安

排、進展及有關的家居訓練。家長觀課於 2016 年 1 月開始，共有 15 位學

生家長參與治療課堂外及借用教材進行家居訓練。 

 

 

 

反思： 

‧ 自律約章：繼續建議下學年舉行兩次(上、下學期各一次)，班主任可於學期

初的班主任課與學生商議及修訂(下學期)約章內的項目。今年忘記做第二次。

‧ 我都做得到獎勵計劃(一年級) ：繼續建議盡量於導動課編排固定的代課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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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替代須負責活動和訓練的班主任，於班房內協助蓋印。 

‧ 學生常規小冊子：學校蚊患嚴重，建議校服常規中白短襪改為白襪，讓家長

可為學生選擇穿長襪以作保護。另外，回鄉探親亦不接受作事假的理由。 

‧ 早會：以小話劇形式表達德育主題，各被邀請參與主持的同學均表現積極，

且見自信倍增。 

‧ 周會：本年度的形式較多樣化，有故事、影片播放、答問、班際遊戲等，反

應比去年佳。建議來年加入大型話劇帶出 <關愛> 學校主題。 

‧ 成長課：教育局訓育及輔導組陳以苓小姐建議，下學年部分成長課以繪本作

授課之用。輔導組主任下學年仍繼續到每班教授成長課，每學期一次。 

‧ 集隊獎勵計劃：建議張貼「温馨提示」在博班窗口，及 P.1-P.2 愛班及德班門

口，並在計劃開始時着學生提醒相關老師。亦建議Ｐ.1-2 與 P.3-6 分開評分。

‧ 儀容整潔温馨提示：繼續建議負責老師進行「突擊檢查」，檢查同學的校服及

儀容是否合符規格。如發現學生不符合規格，可先了解是否有特別情況，如

有需要，可寫其手冊作温馨提示。 

‧ 本校課外活動多元化，師生亦非常投入，場地空間有限，未能按老師的意願

安排更了多的練習時間。個別學生因要同時兼顧多項課外活動，練習時間有

衝突，影響學習進度，在選錄學生時各組別需多作協調。 

‧ 三至六年級每班選出「環保長」由環保教育組訂立環保長的職責，由班主任

指導學生完成其職務。大部分班主任均有指導學生完成工作。但一、二年級

學生仍需更多協助，建議編環保大使協助一、二年級的課室及多加指導。 

‧ 已在每個課室放置兩盆植物，由每班環保長照顧，植物生長情況一般。建議

每個月由環保大使巡視課室檢查，特別協助一、二年級環保長澆水。 

‧ 「環保日」增設親子工作坊。 
‧ 環保大使未能準時當值，下一年度訂制「環保大使風紀帶」，增加其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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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  2016-2017 學校發展計劃的關注事項 

 

2016-2017 年度周年校務計劃 

1. 樂於學習、做個博學小達人 
關 

注 

事 

項 2. 循規守禮，做個關愛好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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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財務報告 
I 政府基金 收入$ 支出$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基本撥款)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56,100.00 8,543.00 

  普通話經常津貼           1,596.00 247.20 
  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         16,560.00          30,501.60 

  學校及班級津貼        507,053.77     1,058,073.47 

  升降機保養津貼         91,872.00          53,230.00 

  培訓津貼           8,403.00 0

  特別額外津貼           7,650.00          16,296.00 

  校本管理補充津貼       185,740.00        184,313.00 

  校本輔導活動            7,344.00          18,500.00 

  中文廣泛閱讀津貼            8,300.00 7,000.00 

  英文廣泛閱讀津貼           8,300.00 7,000.00 
  綜合傢具及設備津貼       264,480.00        307,549.00 

  供增聘文書助理的行政津貼       181,080.00        187,740.00 

  小計 a：  1,344,478.77  1,878,993.27 

 特定津貼  

  行政津貼(修訂) #    1,558,920.00     1,450,700.00 

  學校發展津貼       702,146.00       1,029,748.20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98,211.00        380,225.85 

  成長的天空計劃       107,559.00        103,462.00 

  加強言語治療津貼       169,020.00        150,720.00 

  額外的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216,814.00        236,200.00 

  小計 b： 3,152,670.00  3,351,056.05 

 獨立津貼  

 學習支援津貼    1,489,030.00     1,314,869.60 

 整合代課津貼(包括凍結教師職位)        145457.50        110,900.00 

 德育及國民教育支援津貼  
- 5,727.42 

 學生午膳津貼       221,982.00        188,459.50 

 加強學校行政管理津貼       250,000.00        192,000.00 

 推動 STEM 教育一筆過津貼       100,000.00  

 小計 c：  2,206469.50  1,811,956.52 

 其他 (特定用途認可收費、書簿津貼手續費、第二帳戶回款、 

學生交費、分類帳調撥等)                   小計 d：      669,758.06 -

  合計 a + b + c + d：  7,373,376.33  7,042,00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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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其他津貼 (學校經費)   

 捐款 (學校發展基金)       650,000.00 -
 具特定用途的收費(冷氣費)       152,700.00        152,700.00 

 
新鴻基地產新界西精英學生培訓計劃慈善基金 
(連學生交費)(6/2015--7/2016) 

      222,335.00        291,720.00 

 租金(食物部)         30,600.00 -

 存款利息 
 

6.00 -

 獎學金 
 

- 3,000.00 
 小計 e： 1,055,641.00      447,420.00 

 本年度合計 a + b + c + d + e：     8,429,017.33 

 2014-2015 年盈餘 f：    1,276,793.01 

 本年度總計：  9,705,810.34  7,489,425.84 

 2015-2016 年度終結盈餘 ：   2,216,384.50

    
 # 修訂行政津貼支出($)： 工友薪金：     1,046,400.00 

      課室及暑期清潔：        363,500.00 

.  花木護理：          40,800.00 

                         1,450,700.00

 

 

 

 

 

 

 

 

 

 

 

 



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2015-2016年度周年校務報告

 

23 

(17) 校外活動成績 

 

類 別 比 賽 / 組 織 名 稱  獎項 / 獎品詳情 

舞蹈 第 36 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金獎   

(中國舞) 屯門區舞蹈比賽 舞蹈創作大賽、多項金獎及銀

獎 

 荃灣區舞蹈比賽 2015-16 最佳合作獎及金獎 

 第 52 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小學組： 

多項優等獎及甲等獎 

(拉丁舞)  第 52 屆學校舞蹈節 牛仔舞：甲級獎、乙級獎 

查查查：甲級獎、乙級獎 

 

  2015 全年總冠軍頒獎禮週年會慶暨全港標舞及

拉丁舞公開賽 

冠軍 

 18 區體育舞蹈聯會回歸杯 2015 多項冠軍、亞軍及季軍 

 世界傑出舞蹈家總會 2015WDA 盃國際體育舞

蹈公開賽 

多項冠軍及季軍 

 創藝舞蹈學院 多項冠軍及多項亞軍 

 I、C、B、D 國際會長盃 亞軍 

 世界兒童青少年公開賽-荷花杯公開大獎賽 多項亞軍及季軍 

 新加坡萊佛士舞蹈金開賽 亞軍、季軍 

 城巿舞蹈學院主辦-任正珊博士盃全港舞蹈公

開賽 

多項冠軍及亞軍 

 2015 年度校際體育舞蹈邀請賽   冠軍及季軍 

 香港舞蹈教育學院--金鑽杯系列亞洲公開賽 多項冠軍、亞軍、季軍 

 

 第十二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冠軍、亞軍、季軍 

 

 世界舞星聯合會全年總冠軍頒獎禮公開賽 多項冠軍、亞軍、季軍  

 18 區精英公開賽(第十八站)   多項冠軍、亞軍  

 全國國際標準舞錦標賽 查查查 冠軍  

 香港舞林盛會暨香港挑戰盃舞蹈比賽 

8 歲或以下組別 芭蕾舞     獨舞 

銅獎 

(其他) The Hong Kong Challenge Cup Dance Competition 

2015 

金獎 

 全國少兒舞蹈展演第八屆"小荷風采" 

爵士舞(群舞)-小荷之星 

金獎 

 香港舞林盛會香港挑戰盃舞蹈比賽 

爵士舞(群舞) (獨舞) 

金獎、銀獎 

 香港國際文藝交流協會第六屆舞動香江大賽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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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別 比 賽 / 組 織 名 稱  獎項 / 獎品詳情 

舞蹈 Smart B TV 與 DR.MAX 第二屆學界智叻星舞

蹈大賽  爵士舞 

冠軍、亞軍、季軍 

(其他) 高材生文藝發展中心-第六屆超新星舞蹈公開

比賽  個人爵士舞 

冠軍 

 觀塘區文娛康樂促進會--第 43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爵士舞(獨舞)  少年組 
金獎 

 香港舞蹈總會--袋鼠盃舞蹈比賽 2015 - Jazz 金獎 

 第 52 屆學校舞蹈節-現代舞(獨舞) 

小學高年級組 

優等獎 

 Hong Kong Children Education Association--香港

傑出兒童舞蹈比賽-爵士舞 (小五組) ( (獨舞) 

冠軍 

 第四屆屯門區小學才藝比賽 (獨舞)及(三人舞) 冠軍、季軍 

 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第九屆香港青少

年及幼兒藝術節-西方舞(獨舞)  兒童 B 組 

冠軍  

 第十屆口才才藝大賽 P.5-6 才藝  

(其他組別)(獨舞)   

亞軍 

跳繩 跳繩強心--全港校際花式跳繩比賽 2015 小學甲組全場總成績 冠軍 

 2016 個人全能跳繩錦標賽 全場總冠軍、多項冠軍、多項

亞軍、多項季軍、多項優異 

 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2016 (新界西區小學組) 男子甲組團體總季軍、女子甲組 

團體總亞軍、女子丙組團體總季軍及 

多項冠、亞、季軍 

 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2016 (小學組)(決賽) 男子丙組團體總季軍、女子甲組 

團體總季軍及多項冠、亞、季軍 

游泳 香港游泳協會-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5 季軍 、殿軍 

 灣仔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5 亞軍、季軍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5 冠軍、亞軍、季軍 

 離島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5 季軍 

 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5 亞軍 

 油尖旺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5 亞軍 

 香港游泳協會--社區共融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

2015 

多項冠軍、亞軍、季軍、殿軍 

 泳濤會--泳濤匯聚龍城水上競技賀國慶 2015 多項冠軍、多項亞軍 

 觀塘區--社區共融游泳錦標賽 2015 冠軍、殿軍 

 中西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5 殿軍 

 香港游泳協會-新春游泳錦標賽 2016 冠軍、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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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別 比 賽 / 組 織 名 稱  獎項 / 獎品詳情 

游泳 2015-2016 年度(第十九屆)屯門區小學校際游泳

比賽 

女子甲組團體亞軍、女子乙組

團體季軍、女子丙組團體優異、

男子甲組團體殿軍、男子乙組

團體季軍、冠軍、多項亞軍、季軍、

殿軍及優異、區代表 

 第三屆飛躍新世界游泳聯賽 冠軍、個人總冠軍 

 2015-16 年度新界地域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季軍 

田徑  香港全能運動學會--喜愛夜跑 2015 優異獎 

 

 胡陳金枝中學-第二十六屆田徑運動會-胡陳金

枝杯 4X100 米小學友校接力邀請賽 

女子組：冠軍 

男子組：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小學分會第十九屆小

學校際田徑比賽 

殿軍、多項優異 

 辛亥年總理中學賽小學友校 4x100 接力邀請賽 男子組：優異  女子組：殿軍 

 屯門區兒童田徑錦標賽 2016 擲壘球/：冠軍、優異 

  鉛球：優異 

  100 米/.60 米：冠軍、亞軍 

  跳高./跳遠//200 米：季軍、優異 

足球 香港學界體育會-2014 至 2015 屯門區小學校際

足球比賽 

優異獎 

 屯門區回歸盃足球賽 2015 冠軍 

 譚李麗芬中學主辦-新界西小學五人足球邀請

賽 2015 

亞軍 

 屯門體育會--2015 年屯門 U10 足球代表隊 最有價值球員 

 Adidas Cup 2015 Boys U10 Category 冠軍 

香港發展聯賽及車路士足球學校合辦-HKDLA 

Summer Tournament 2015 

亞軍 

兆康苑活動籌備委員會主辦--兆康少年足球比

賽 2015 
冠軍、季軍 

電訊盈科康樂會-暑期青少年足球訓練計劃

2015 
冠軍 

屯門體育會有限公司-屯門區回歸盃小型足球

賽 2015 
冠軍 

屯門體育會有限公司-屯門區國慶小型足球賽

2015 
冠軍、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會-2015 至 2016 屯門區小學校際

足球比賽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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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別 比 賽 / 組 織 名 稱  獎項 / 獎品詳情 

足球 青松侯寶垣中學-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 碟賽亞軍 

 李琳明中學足球邀請賽 季軍 

 賽馬會傑志中心--香港少年單日聯賽 亞軍 

 香港小型足球總會主辦--2015 年度「康文盃」

全能小童小型足球錦標賽 

冠軍 

 深培中學足球邀請賽 優異 

 大潭國際學校大潭新年杯 冠軍 

 李琳明中學足球邀請賽(七人賽) 殿軍 

 The Nike Cup-Hong Kong Five 2016 季軍、殿軍 

 新會商會中學足球邀請賽(四人賽)  小學組：季軍 

 Hong Kong Football Club HKFC Citi Soccer Sevens 冠軍、亞軍 

 2015 至 16 年度賽馬會青少年聯賽 冠軍 

 賽馬會傑志中心香港青少年單日聯賽 季軍 

 屯門區回歸盃足球賽 2016  高小組：季軍 

籃球 胡陳金枝中學--第九屆屯青鐘聲盃三人籃球賽 男子/女子組：優異獎 

 基督教四方福音會深培中學小學校際男子五

人籃球友誼賽 
優異獎 

 李琳明中學三人籃球賽 2016 女子組：季軍  男子組：優異 

羽毛球 2015-2016 年度屯門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女子單打：優異 

 國術 陳享公紀念總會、黃達東議員辦事處--蔡李佛

同門獅藝功夫群英會 

套拳：銀獎 

長器械：銅獎 

網球 香港網球總會--2015 香港網球總會小型網球比

賽 
單打：冠軍、亞軍 

 香港網球總會-小學網球推廣計劃 2015/2016 全

港小型網球校際周年錦標賽 
亞軍 

 新界西小型網球分區校際賽 亞軍 

 香港網球總會-日清青少年網球新秀賽 2016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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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別 比 賽 / 組 織 名 稱  獎項 / 獎品詳情 

體操 仁愛堂體育中心主辦  香港業餘體育會協辦 

「2015 仁愛堂體操比賽」 

冠軍、多項亞軍及 

季軍 

跆拳 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第九屆國際跆拳道香港

總會兒童青少年邀請賽 

搏擊組：冠軍 

品勢組：殿軍 

 明愛盃 2016--明愛兒童及青少年跆拳道邀請賽 品勢組：冠軍 

空手道 全日本空手道連盟剛柔會所(香港誠和會)2016

年度香港剛柔會空手道大賽 
亞軍、季軍 

類 別 比 賽 / 組 織 名 稱  獎項 / 獎品詳情 

中文 中華文化體藝協會第二屆中華兒童朗誦錦標賽

2015 

P1 組粵語新詩獨誦：冠軍 

P3 組粵語新詩獨誦：冠軍 

 香港藝海語言藝術中心-第 10 屆全港經典故

事、小品詩歌表演比賽-粵語散文獨誦 

中小組：冠軍 

初小組：亞軍 

 燕橋中港文化藝術交流促進會--第 7 屆華龍盃

粵港青少年朗誦、文學、藝術交流大賽 

朗誦：冠軍及多項亞軍 

 元朗大會堂-2015 全港兒童中文歌唱比賽 初小組：銅獎 

 第四屆紫荊盃全港小學德育及公民教育朗誦比

賽 

高小組：亞軍、優異 

初小組：優異 

 香港青少年表演藝術交流發展協會--香港國際

青少年表演藝術節 2015 

季軍 

英文 2014-2015 小學劍橋英語考試 (STARTERS、MOVERS、

FLYERS )成績優異 

(KET) PASS WITH DISTINCTION 

&PASS WITH MERIT 

 燕橋中港文化藝術交流促進會--第 7 屆華龍盃

粵港青少年朗誦、文學、藝術交流大賽 

英語詩歌：冠軍 

英語兒歌：亞軍 

 第七屆【香江盃】藝術節朗誦大賽(英語) 小學一、二年級組：榮譽金獎 

 第六屆【博藝盃】全港朗誦比賽 英詩獨誦： 冠軍、亞軍 

 香港兒童教育協會-HKCEA 香港兒童朗誦節 P.2 組/P.4 組：冠軍 

 鵬程綜藝文化促進協會--第十一屆中外作家詩

文朗誦比賽 

英詩獨誦：冠軍、季軍 

  中華文化體藝協會-第 2 屆中華兒童朗誦錦標賽

2015 

英詩獨誦：冠軍、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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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別 比 賽 / 組 織 名 稱  獎項 / 獎品詳情 

 香港藝海語言藝術中心-第十屆全港經典故

事、小品、詩歌表演比賽-英詩獨誦 

初級組及中級組：冠軍 

 香港音樂及藝術發展協會-2015 國際青年文化

藝術節 
英詩朗誦：冠軍及亞軍 

 香港善行教育協會-2015善行盃全港才藝大賽 英詩朗誦：冠軍及亞軍 

 香港優兒藝術協會--第6屆香港學界兒童朗誦錦

標賽 

優異 

   

 亞太兒童文化演藝協會--亞太兒童朗誦錦標賽

2015 

季軍 

 元朗大會堂--元朗區青少年英文歌唱比賽 小學初級組：金獎-亞軍 

 元朗大會堂--元朗區青少年英文朗誦比賽 小學初級組：金獎-優異 

 2015 TOEFL JUNIOR 英文考試 Gold/ Silver 

 香港多元智能協會-香港兒童及親子朗誦精英

錦標賽 2015 
冠軍 

  第八屆《兒童英語創意寫作及演講比賽--香港站》

決賽 
演講比賽：銀獎、優異獎 

HKYPAY 第三屆香港國際青少年表演藝術節

2015-英詩朗誦小學自選組 P.1-P.2 組 
季軍 

2015-2016 第十屆港澳校際「開心英語朗讀」比賽 金獎、優異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5/2016 傑出合作獎、傑出舞台效果獎 

及傑出演員獎 

 亞洲優質教育服務中心-2016 卓越盃全港朗誦

及講故事比賽 

英文朗誦：亞軍 

 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處-第九屆香港青少

年及幼兒藝術節 

英語獨誦：季軍 

 侯寶垣中學杯 2016 英文公開朗誦比賽 冠軍及優異獎 

數學 2015 第五屆《騰飛杯》智力奧數比賽 小一組：金獎 小二組：銅獎 

 2015 希望杯國際數學競賽 銀獎 

 2015「奧海盃」數學競賽 優異獎 

 2015 第十一屆香港校際珠心算比賽 初級組：亞軍 高級組：優異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主辦--小學數理遊蹤邀請賽 優異獎 

 2015-2016 年度全港小學數學比賽(屯門區)(香

港理工大學及迦密唐賓南紀念中學合辦) 
優異獎 

 第二屆全港小學數學挑戰賽初賽(香港天主教

教區學校聯會(中學組)主辦） 
團體賽：冠軍、優異 

個人賽：金獎、銅獎、優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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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別 比 賽 / 組 織 名 稱  獎項 / 獎品詳情 

 2016「奧海盃」數學競賽 銀獎 

 2016 香港珠心算暨數學精英盃邀請賽 三等獎 

 2016 第六屆《騰飛盃》智力奧數比賽 銀獎 

 2015 南方杯國際數學競賽 初賽：銅獎、總決賽：優異獎 

 《華夏盃》全國數學奧林匹克邀請賽 2016 

(香港賽區) 
初賽：一、二、三等獎 

晉級賽：一、二、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數學奧林匹克邀請賽 2016 

(全國總決賽) 
一等獎、三等獎 

 AIMO(港澳盃) 初賽：金獎及銅獎 

決賽：銅獎 

晉級賽：金獎 

 COMO(初賽) 小二組：三等獎 

 AESC 初賽) 小二組：銅獎 

 第二十三屆香港小學數學奧林匹克比賽 小四組：銅獎 

故事 全港兒童普通話朗誦及故事比賽 多項銀獎、銅獎 

 屯門區公民教育故事演講比賽 冠軍、亞軍及優異 

朗誦 第 67 屆校際朗誦節 中文獨誦：冠軍、多項亞軍、 

季軍、多項優良獎及良好獎 

  普通話獨誦：多項亞軍、季軍、

多項優良獎及良好 

  英詩獨誦：冠軍、亞軍、多項 

季軍及多項優良獎及良好獎 

  中文集誦：優良獎 

  英文集誦：冠軍 

  普通話集誦：優良獎 

普通話  第 19 屆 GAPSK 全港普通話朗誦比賽 P3-P4(繞口令)：季軍及卓越獎 

 香港藝海語言藝術中心--第 10 屆全港經典故

事、小品、詩歌表演比賽-初小組-普通話古詩 

優異獎 

 2015 全港兒童普通話朗誦及講故事比賽(初賽

及決賽) 

銀獎、銅獎 

 亞洲演藝文化學會--2015 小演講家朗誦大賽 中小組-普通話詩詞：冠軍  

 第七屆才藝大獎賽-普通話朗誦比賽 亞軍 

 香港中大朗誦藝術林第二屆朗誦節 2015 普通

話-詩歌、散文、故事 

優良 

 香港多元智能協會--香港兒童及親子朗誦精英

錦標賽(2015) 

冠軍、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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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 別 比 賽 / 組 織 名 稱  獎項 / 獎品詳情 

 第四屆紫荊盃全港小學德育及公民教育朗誦比

賽 
優良獎 

 2016 卓越盃全港朗誦及講故事比賽 普通話朗誦：亞軍、季軍 

 第九屆香港青少年及幼兒藝術節 普通話朗誦：季軍 

 第 67 屆校際朗誦節賽前練兵賽小學中級組  普通話詩歌：亞軍 

 普通話教師學會-第十五屆(2015)全港學界普通

話傳藝比賽初小組-普通話兒歌 
優良獎 

音樂 香港國際文藝交流協會第六屆明日之星歌唱大

賽-少年組-獨唱 

亞軍 

  第七屆「香江盃」藝術節(音樂大賽) 公開組：榮譽金獎、金獎 

鋼琴組：金獎 

弦樂組：金獎 

 國際聯校音樂大賽-鋼琴獨奏 Distinction、優異獎 

  2015 年國際青年文化藝術節 亞軍、季軍、二等獎、三等獎 

 The Fourth Japan-Hong Kong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Piano 
金獎、亞軍 

 The 16 th Osaka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 Piano Espoir Prize 

 The Hong Kong Youth Barclampory Music Festival 鋼琴四級組：季軍 

 Asia Pacific Outstanding Youth Piano Competition 

2015 

季軍、Honours 

 HKYPAF 香港國際青少年表演藝術節 2015 

鋼琴獨奏 

多項冠軍、多項亞軍、季軍 

多項銀獎、銅獎 

 2015 香港青少年音樂公開比賽 鋼琴：冠軍、亞軍 

 第十二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樂器比賽 鋼琴獨奏：優異 

 屯門區中西器樂比賽 2015 冠軍、季軍 

 香港傑出兒童音樂比賽 2016 鋼琴 P5 Group 亞軍 

 夢想家演藝培訓機構-夢想家全港中小學歌唱

比賽 

獨唱：亞軍 

 裘錦秋中學(屯門)屯門區家長教師會-電腦音樂

創作比賽 

音樂創作(作曲)高小組：季軍 

 第三屆香港青少年巴林普爾音樂節-英國皇家

鋼琴考試四級組 

季軍 

 MF 音樂聯賽 2015 鋼琴獨奏：殿軍 

 第 68 屆校際朗誦節 合唱團：季軍、優良獎   

獨唱：榮譽及優良獎  

粵曲-平喉獨淐：季軍 
鋼琴獨奏：冠軍、亞軍、季軍 

多項優良獎及良好獎 

小提琴：冠軍、優良獎及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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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青少年鋼琴大賽 2016： 多項銀獎及銅獎 

 第八屆「香江盃」藝術大賽(音樂大賽)春季 榮譽金獎、多項金獎及銀獎 

 香港聯校音樂協會聯校音樂大賽 2016 小學鋼琴獨奏-中級組：銀獎 

 中國音樂學院第十屆音樂演奏評分賽 2016 鋼琴獨奏-幼童組：一等獎 

   

 香港傑出兒童音樂比賽 - 鋼琴獨奏 P5 組 亞軍 

 第十九屆亞洲鋼琴比賽 - John Thompson Class 

B GroupA 

亞軍 

 MTPAS 國際青少年音樂及藝術比賽 2015   

鋼琴大賽 

小學高級組：季軍 

 日本浜松鋼琴大賽 一等獎、冠軍、季軍 

 第九屆香港青少年及幼兒藝術節  兒童 A 組 

鋼琴獨奏 

優異 

 2016 香港亞太青少年鋼琴比賽 一等獎 

 小小音樂慈善家 BJ 組：冠軍 

 第十屆口才才藝大賽 (音樂)   冠軍 

 JSMA 聯校音樂大賽 2016 鋼琴獨奏：金獎、銀獎 

視藝 燕橋中港文化藝術交流促進會--第 7 屆華龍盃

粵港青少年朗誦、文學、藝術交流大賽 

西洋畫：亞軍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流(香港)-2015「奔向未來」

繪畫比賽(亞太區) 

兒童組：三等獎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全港兒童中秋花燈設計比

賽 2015 

銅奬及入圍獎 

 中國少年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品 美術：貳等獎 

 香港多元智能協會-「畫出新天地」繪畫比賽 季軍 

 燕京中港藝術交流促進會校園拔萃盃--第 8 屆

中港青少年朗誦文學、藝術交流大賽 
色彩繪畫：金獎 

 「愛‧家人」年曆卡創作暨親子填色比賽 2016 初小組親子填色：優異獎 

  GAPSK 第二屆普通話朗誦創作及填色比賽 初小組：優異獎 

 「樂在心中」耆青生命茁壯計劃--「家有一寶」

兒童填色及繪畫比賽 
初小組：冠軍、優異獎 

  2016 年香港花卉展覽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   高小組：優異獎 

 香港創美書畫院--第二十六屆聖誕畫設計比賽 幼兒晝高級組 ：亞軍 

 青松觀盆景蘭花繪畫寫生比賽 2016 小學組：優異獎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流 (香港) 2016「奇幻之旅 」

繪畫比賽 (亞太區) 

小學組：一等獎、二等獎 

環保 環境運動委員會--香港環境卓越大獎(非工商界

別) 

小學組：優異獎 

 樂活博覽 2016「綠色廚房」填色比賽   優異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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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綠色力量主辦「我的低碳生活」四格漫晝比賽  傑出作品獎 (50 元書券)、 

積極參與大獎 (300 元書券) 

 

 綠色革命 Green Revolution 2015-2016 環保大使獎 

 「綠色空間 由我創造」綠色建築全港中小學學

生比賽 2015   

初小組 ：優異獎 

 

 2015/16 年度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 

金獎、銀獎、銅獎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優異獎 

書畫  燕橋中港文化藝術交流促進會--第 7 屆華龍盃

粵港青少年朗誦、文學、藝術交流大賽 

初小組-中國畫：冠軍 

中小組-中國畫：冠軍 

 

 香港善行教育協會--2015 善行盃全港才藝大賽 P.2-中國畫：銀獎 

P.4-中國畫：銅獎 

 萬鈞教育機構、賽馬會毅智書院、元朗大會堂

合辦 - 第二屆元朗區小學生書法比賽 

毛筆中級組：優異 

 首屆中華翰墨情兩岸四地中小學生書法比賽 小學組：優等獎 

其他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團呼比賽 亞軍 

 2015 新鴻基慈善基金、新界西精英培訓計劃 傑出學生 (書券$2000) 

 杜葉錫恩教育基金─2015 全港青少年進步獎 獲全港青少年進步獎狀及 1000

元獎學金 

 教育局公益少年團屯門區委員會舉辦

2015/2016「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籌款活動 
共籌得善款合共：26201 元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多元智能抗逆挑戰營」2016 團隊競技：季軍 

 屯門、元朗及天水圍區小學高年級「機械螞蟻

障礙比賽」總決賽 
小學高年級組：優異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