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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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2017 法團校董會組合 

獨立校董 (1)

11%

校長 (1) 11%

教師代表(1)

11%

家長代表 (1)

11%

辦學團體 (5)

56%

辦學團體

校長

教師代表

家長代表

獨立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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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2017)   

 
有系統 

的學習 
實踐學習 

為教育界及 

社會服務 

2014-2015 1.5 20 39 

2015-2016 7.5 12 47.5 

2016-2017 9.5 23.5 34.5 

專業發展總時數 18.5 55.5 121 

 

 

( 5 ) 教師學歷 (以最高學歷計)  

 碩士學位 30%

 學士學位 67%

 教育學院文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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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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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 人。 

 

 

( 8 ) 學校實際上課日數 

0

50

100

150

200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年份

日數

 

 

( 9 ) 各主要學習領域的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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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學生出席率 

 

 

 

( 11 ) 學生閲讀習慣 

  學生在學校/公共圖書館借用閱讀物品的百分率 

 14-15 15-16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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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星期用於閲讀書籍、報章和電子資訊的平均時數 

 14-15 15-16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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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2015 至 2016-2017 年度部分中學派位結果 

 

中學名稱 2016-2017 2015-2016 2014-2015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6 11 10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3 3 3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6 3 2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4 4 5 

南屯門官立中學 3 2 4 

屯門官立中學 9 9 11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1 4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11 7 9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1 2 4 

屯門天主教中學 1 1 2 

聖士提反書院(直資) 1 1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直資) 1 1 2 

港青基信書院(直資) 2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直資) 1 2  

賽馬會體藝中學(直資) 1   

STAMFORD AMERICAN SCHOOL(HK) 1   

聖公會林護紀念中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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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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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度     超過 99.2%的學生獲派首三選擇 

 
 

2015-2016 年度   超過 98.3%的學生獲派首三選擇 

獲派第二選擇

7.8%

獲派第一選擇

87.1%

獲派第三選擇

3.4%
其他

1.7%

獲派第一選擇

獲派第二選擇

獲派第三選擇

其他

 
 

2014-2015 度   超過 96%的學生獲派首三選擇 

獲派第二選擇

15%

獲派第一選擇

78%

獲派第三選擇

3% 其他

4%

獲派第一選擇

獲派第二選擇

獲派第三選擇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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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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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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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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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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兩個學年開始推行專科專教。在 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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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至六年級學生能於課前進行預習，完成讀文教學的預習工作紙。 

‧英文科：四至六年級學生於上、下學期各推行不少於三次課前預習。 

‧數學科：一、三、四、五、六年級分別完成一次預習小檔案的設計。 

‧常識科：各級學生對運用專題研習技巧表現出相當熟識，例如訪問、主題網

等，因此大部分學生亦能完成專題報告。五年級的專題研習主題與科學有關，

學生既可以學以致用，運用之前所學知識及專題研習技巧，亦可發揮其創意。

此外，本學年參加了由香港教育大學卓越教學發展中心主辦的「促進實踐社

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以自主學習及電子學習為主題，題目是「小

四常識科：善用電子學習讓學生自主探究空氣的特性」。 

‧視藝科：四、五、六年級學生透過「學習歷程冊」，讓他們能更明白每個課題

的學習重點。學生可作結集成獨有的藝術學習紀錄。 

‧音樂科：四至六年級學生進行專題研習活動，學生對研習題目感興趣，所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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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資料亦很豐富和全面，藉此提升學生的自我研習能力。 

‧電腦科：本學年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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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供全校同學自學。同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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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為五年級學生安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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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閲讀計劃。 

‧英文科：部分同學自費參加網上閲讀計劃，培養閲讀興趣及能力；還有，部

分三至六年級學生擔當英文大使，得到校方資助參加「國際解難網上學習平

台」；此外，五、六年級學生在英文日自製英文電子書，同學表現積極投入。 

‧數學科：一、二、五、六年級在優化課堂學習計劃中加入電子學習元素，學

習運用「Nearpod」，並以平板電腦 IPAD 作為分組學習的平台；四、五年級

的專題研習題目課題為棒形圖，六年級的課題則為圓形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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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科：二至五年級的課程上都加入增潤課題 Gmail 平台，讓學生學習使用， 

並藉此渠道分享或上載電子習作和多媒體檔案，以促進合作學習和方便學生 

進行專題研習。六年級課程中，讓學生透過 Scratch 軟件學習編程，啟發和激 

勵學生透過遊戲設計去學習程式設計，並加強運算思維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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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透過資訊科技作為學習平台，讓學生欣賞賽事，並學習不同比賽規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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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電腦室進行電腦科網上學習平台預習，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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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至三年級，共 106 位學生自費參加「國際解難網上平台」，在課餘時間進行

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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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人，下學期有 288

人，佔全校學生約四成；上、下學期分別有 9 班和 5 班學生獲獎。在計劃中

加入 VIP 學生，對經常欠交家課的中、低年級學生頗有鼓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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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學生的閲讀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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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息閲讀」，提供學生一個閲讀環境，從而培養良好的閲讀習慣。 

‧「閲讀小組」及「讀書會」活動中，同學都能匯報分享閲讀心得。 

‧五、六年級「主題閲讀」和三、四年級「分類閲讀」繼續進行。 

‧一、二年級的英閲課順利完成，上、下學期共完成約六本英文圖書。三至四

年科任將閲讀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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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英閲課，讓同學掌握閲讀基本技巧

和策略，提升閲讀英文圖書的興趣。 

‧Home Reading Programme：一至六年級的英閲課中推行親子閲讀獎勵計劃。

一、二年級的老師根據同學閲讀能力，大致分成高、中、低三組。同學根據

自己的組別借閲圖書，大多能表現積極。有家長支援的學生，閲讀量較高。 

‧中文科廣泛閲讀計劃進展順利，各級學生按時借閲圖書，並完成閲讀紀錄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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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方面，三至六年級各班能依在午息活動指定日期借閱圖書。而三年級

各班於下學期學期試後閲讀指定的數學科圖書，並完成圖書工作紙。 

‧常識科方面，由於想改善圖書遺失情況，故去年開始改為午息閲讀，唯部分 

 同學需於此時段當值；亦有同學未能於午息時間把全本書閲讀，因此影響閲 

 讀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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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閲校外活動成績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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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有較多能力較弱的一年級學生，因此安排了讀寫訓練小組，幫助學生

改善認讀能力，部分學生有明顯進步。 

‧小老師計劃：英文大使會協助部分小一學生練習中、英文不同的生字，如課

本內部分字詞或高頻詞表，能提昇學生認讀字詞的能力。 

‧本年度伴讀計劃(P.2)安排固定時間在課室進行，效果較理想，明年將繼續推  

 行。 

‧外購各項小組服務方面，「專注力訓練小組」、「專注力技巧訓練小組」的導師

富經驗，能幫助學生成效理想，因此下學年考慮繼續合作。 

‧「初小中文分層支援計劃」進入最後一年，P.3 支援學生中文成績有明顯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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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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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的老師需出外到其他學校進 

行共同備課，校內課堂需要調課節，部分教師反映空間不足。 

‧中文科方面，高年級學生參與「每日一篇」網上閲讀計劃的學生人數偏低，   

 科任須多提示及鼓勵，建議來年在計劃開始進行時，讓學生借用 IPAD 在課 

 堂上完成網上練習。 

‧英文科方面，三至六年級在閲讀課授課時間不足。建議增加三至六年級午息

活動和家長講英文故事。還有，英文科網上閲讀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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閲讀；一至六年級推行的親子閲讀獎

勵計劃，沒有家長支援的學生，表現稍遜，需要老師更多支援。 

‧數學科方面，本年度只有五年級運用出版社提供的平台作運預習小檔案，建 

 議下學年先在四至六年級實行運用出版社的自主學習及診斷系統(SDS)作學 

 習平台，引導學生思考相關課題的學習目標，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還有， 

 繼續向學生推介運用學校網頁內的數學 Apps；在專題研習中，建議嘗試加 

 入 STEM 教育。 

‧音樂科方面，學生對於音樂自學文化仍未普及，建議來年鼓勵學生善用出版 

 社提供的網上學習平台。 

‧視藝科方面，部分老師表示因時間較緊迫，為了讓學生能有更多時間完成作 

 品，較少進行教授評賞環節。 

‧電腦科方面，因試後活動時間緊迫，未能安排全部高年級學生參加中文打字 

 比賽，只能讓少許同學參加，反應一般，故以 Lego 工作坊及參觀科學園代 

 替中文打字比賽。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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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三年級參加網上解難平台的部份學生持久力不足，在計劃中段已甚少上 

網進行自學。下學年需多作鼓勵及跟進。 

‧「主題閲讀」及「分類閲讀」均需提供足夠的講解及指導，才能使學生積極 

地閲讀及認真完成相關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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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學關愛」

的訊息。其中三次早會遇天雨，改於禮堂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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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年周會全部順利進行，主題是「關愛好學」，形式上有改善，變得多元化，

例如邀請機構提供設備讓部分學生體驗殘障人士的生活，從而鼓勵同學要

關心有需要的人。 

‧ 今年首次運用已更新成長課的教案，精簡內容，以簡報形式，提高授課時

效和趣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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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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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認為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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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透過「每月之星」、「感恩心聲點唱站」、「好人好事」、「祝福卡」的活動，

推廣校園關愛文化。 

‧ 學生常規小冊子加入事假不可以回鄉探親為理由，讓家長及學生清楚學校

的要求，表明學生的考勤表現(出席、遲到、以旅遊或回鄉探親為請假理由

等)會影響操行評級，所以今年請假去旅遊的情況大為減少。而操行 A 等學

生其中一項準則由「成績優異」改為「成績良好」，即考獲全級名次前 70%。

另外，大部份乘 K53 巴士的學生要跟隨其他家長先離開，都有寫手冊通知

學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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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黃埔軍校訓練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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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識科方面，各級學生都進行了戶外參觀活動，大部分學生都表現非常投

入。視藝科也透過寫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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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人一花校內種

植活動，亦有助學生學會栽種植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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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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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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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培養

出刻苦的精神。五、六年級環保大使也學習不同種植方法，如毛細管澆水

法，學習以科學原理及環保物料種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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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年香草的種植成果特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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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護海洋」為題，環保大使為各年級設計不同的攤位，老

師及家教會成員提供製作天然潔廁彈工作坊，海洋公園為同學提供講座，

學生參與率高，愉快地學習愛護海洋的重要性及方法。當天學生投入聽講

解，反應熱烈。環保日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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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年參與了多項校外機構舉辦的活動，參觀大埔綠匯學院、「中電『綠戰士』

環保教育網站及獎勵計劃」、「花卉展鑲嵌花壇活動」、「《轉出生態道》小學

生摩天輪車廂設計比賽」、「海洋公園-冬日常識挑戰賽」、第六屆全港墨兜

回收校獎賽 2017、「世界環境日 2017 綠色生活自拍比賽」、綠色力量「沖

沖五分鐘活動」樂活博覽 LOHAS EXPO 2017 綠色校園填色比賽、「未來

海洋」繪畫比賽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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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七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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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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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五、六年級環保大使出席集會及出席活動達 90%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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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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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及一樓閲讀區，以供同學閲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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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加設「家長學堂獎勵計劃」，

鼓勵家長踴躍參加，並表揚出席率超過 50%(出席 4 節或以上)的家長。另

外，在 7 月份又舉辦了「有愛無慮親子遊戲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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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50 名學生需要接受治療。家長觀

課於 2017 年 1 月開始，所有被邀約的家長，出席率達 78%，都分別參與治

療課堂及借用教材進行家居訓練。 

 

 

反思： 

‧ 自律約章：班主任老師建議全學年只做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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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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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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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會：以小話劇形式傳達「好學關愛」的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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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反應十分理想。建議來年計劃每次周會都訓練學生當小主持，以特別鼓勵

和提高他們的自信心。 

‧ 成長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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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級博班窗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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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校課外活動多元化，師生亦非常投入，但場地空間有限，未能按老師的意

願安排更多的練習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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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環保大使仍未能準時當值，建議下一年度訂制「環保大使風紀帶」，增加其使

命感。 

 

 



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2016-2017年度周年校務報告 

 

20 

( 15 )  2017-2018 學校發展計劃的關注事項 

 

2017-2018 年度周年校務計劃 

關 

注 

事 

項 

1. 推動電子學習，提升學與教效能，促進自主學習及創新精神 

2. 認識及懂得欣賞華夏文化，從而培養歸屬感 

3. 加強人與環境教育，建立環保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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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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50.00            14,176.60  

   普通話經常津貼             1,634.00             174.00  

   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            16,950.00            41,518.50  

   學校及班級津貼          519,228.86           946,073.58  

   升降機保養津貼            94,068.00            64,370.00  

   培訓津貼             8,605.00             1,520.00  

   特別額外津貼             7,830.00             4,901.00  

   校本管理補充津貼          190,198.00          109,076.40  

   校本輔導活動             7,520.00             9,855.30  

   綜合傢具及設備津貼          270,840.00          400,231.50  

   供增聘文書助理的行政津貼          185,424.00          197,127.00  

   小計 a：         1,359,747.86         1,789,023.88  

 特定津貼     

   行政津貼(修訂) #       1,596,360.00       1,574,550.00  

   學校發展津貼          718,991.00          852,977.80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407,768.00          365,812.60  

   成長的天空計劃          110,141.00          106,782.00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188,454.00          163,477.60  

   額外的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222,014.00          247,682.00  

   小計 b：         3,243,728.00         3,311,282.00  

 獨立津貼     

   學習支援津貼       1,498,745.00       1,578,837.40  

   整合代課津貼(包括凍結教師職位)          149,620.00          176,501.10  

   德育及國民教育支援津貼                  -             12,910.50  

   學生午膳津貼          212,875.00          242,157.50  

 
 
推動 STEM 教育一筆過津貼                  -             70,605.60  

   推動資訊科技策略、推動中史及文化等津貼(2017-2020)          481,390.00    

   小計 c：          2,342,630.00         2,081,012.10  

 其他(特定用途認可收費、學生交費、分類帳調整)           小計 d：           601,710.00    

   合計 a + b + c + d：         7,547,815.86         7,181,317.98  



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2016-2017年度周年校務報告 

 

22 

II 其他津貼 (學校經費)      

   捐款 (獎學金及學校發展基金)          230,000.00                  -    

   具特定用途的收費(冷氣費)          194,650.00          194,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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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660.00          305,800.50  

   租金(食物部)            31,320.00                  -    

   存款利息                5.98                  -    

   小計 e：          685,635.98          500,450.50  

    本年度合計 a + b + c + d + e：         8,233,451.84    

    2015-2016 年盈餘 f：         2,216,384.50    

  

 

本年度總計：        10,449,836.34         7,681,768.48  

  2016-2017 年度終結盈餘 ：          2,768,067.86  

 

 

# 修訂行政津貼支出($)： 

 

工友薪金： 

  

      1,145,700.00  

   課室及暑期清潔：        384,600.00  

. 
  

花木護理：         44,200.00  

               1,57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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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校外活動成績 

類 別 比 賽 / 組 織 名 稱  獎項 / 獎品詳情 

舞蹈 第 37 屆沙田區舞蹈比賽 金獎及銀獎   

(中國舞) 屯門區舞蹈比賽 金獎及銀獎 

 荃灣區舞蹈比賽 金獎、最佳合作獎、卓越服裝

獎 

 
第 53 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小學組：團體亞軍 

多項優等獎及編舞獎 

 第 45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少年組：金獎 

(拉丁舞)  第 53 屆學校舞蹈節 牛仔舞：甲級獎、乙級獎 

查查查：甲級獎、乙級獎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荷花杯亞洲標準舞公開

大獎賽 

冠軍、多項亞軍及優異獎 

 香港國際專業舞蹈體育總會-第 10 屆 IDTA 盃 亞軍 

 世界兒童青少年舞蹈聯會-第一屆百樂會杯公

開賽 

多項冠軍、亞軍及季軍 

 18 區體育舞蹈聯會-元朗區青年節青少年拉丁

舞蹈比賽 2016 

多項冠軍及亞軍 

 18 區體育舞蹈聯會-第三屆回歸杯 多項冠軍、亞軍及季軍 

 HKCEA-第五屆香港傑出兒童舞蹈比賽 冠軍 

 香港資優天才教育培訓總會-國際聯校舞蹈節 冠軍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第 24 屆 IDTA 杯公開賽 多項冠軍及多項季軍 

 城巿舞蹈學院-第十九屆週年校慶體育舞蹈公

開賽 2016 

多項冠軍及多項亞軍 

 國際舞蹈聯會-兒童青少年舞蹈公開賽  多項冠軍、亞軍、季軍 

 東區標準拉丁舞比賽暨藝術文化表演交流 兩項冠軍、一亞軍、三季軍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元朗區體育節 2016 多項冠軍、亞軍 

 城巿舞蹈學院-任正珊博士盃全港舞蹈公開賽 亞軍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金鑽杯系列預選賽 冠軍  

 18 區體育舞蹈聯會 冠軍及季軍 

 香港體育舞蹈會--第 13 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

標賽 

兩項冠軍、多項亞軍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金麗珠寶水晶杯精英錦

標賽 

冠軍及多項亞軍、季軍 

 18 區體育舞蹈聯會-18 區第 22 站公開賽 季軍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全年總冠軍賽 多項亞軍、季軍 

(其他) 高材生文藝發展中心-第七屆超新星舞蹈公開

比賽 

個人爵士舞︰冠軍 

 思凱競賽教育-第四屆凱港盃 2016 舞蹈(獨舞) 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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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思舞蹈表演舞會暨頒獎禮 2016 舞蹈 傑出表現獎 

 第八屆香江盃藝術節-少年組 爵士舞 榮譽金盃  

 香港舞蹈總會小紫荊盃舞蹈大賽 2016 單項賽爵士舞︰優異獎 

 18th Asia Pacific Dance Competition -Modern Solo 冠軍 

 Hong Kong Professional Dance Teacher Association 

Hong Kong(Asia) Solo Dance Competition 

Solo - Jazz Dance 

Third Place 

 全港公開舞蹈比賽-現代舞  少年組  獨舞 銀獎 

 香港舞蹈總會及澳洲聯邦舞蹈教師協會- 袋鼠

盃 

爵士舞  獨舞︰銅獎 

 第 53 屆學校舞蹈節 現代舞  獨舞 甲級獎 

 第五屆屯門區小學才藝比賽  獨舞 冠軍 

 第 45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爵士舞 少年組獨舞 金獎及最佳表演獎 

   

跳繩 跳繩強心--全港校際花式跳繩比賽 2016 小學甲一組全場總冠軍 

及最突出造型獎 

 全港十八區跳繩比賽- 小學組 優異獎 

 全港花式跳繩校際賽--太子珠寶鐘錶盃-小學組 季軍 

 2017 個人全能跳繩錦標賽 多項冠、亞、季軍及優異獎 

 「梁植偉盃」--小學跳繩邀請賽 2017 冠、亞、季軍、殿軍及 

男、女子組團體總亞軍 

 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2017 (新界西區小學組) 多項冠、亞、季軍；女子丙組

團體 

總冠軍、男子乙組團體總亞軍  

 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2017 (小學組)(決賽) 及多一冠、二亞、三季軍及 

男子乙組團體總冠軍 

游泳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小學分會 2016-2017

年度(第二十屆)屯門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女子甲組團體亞軍、女子乙組

團體殿軍、男子甲組團體季軍、 

男子丙組團體優異，一冠軍、

三項季軍、四殿軍 

 香港游泳協會-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6 亞軍、季軍 、殿軍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6 亞軍、季軍 

 離島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6 季軍 

 大埔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6 公開組 亞軍及季軍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九龍會所-青年會兒童

及少年水運會 2016-公開組 

季軍 

 2016 年龍城康體杯游泳邀請賽 亞軍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新界會所康樂體育事工

115 周年水陸鐵人耐力大比拼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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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6 季軍及殿軍 

 南區水運會 2016 冠軍、亞軍 

 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6 季軍 

 黃泳濤游泳會主辦主辦第七屆黃大仙區街坊盃 冠軍、亞軍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新界會所第七屆 YM 

分齡游泳賽 

冠軍、多項亞軍及季軍 

 社區共融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 2016 亞軍、季軍 、殿軍 

 第七屆黃大仙區「街坊盃」游泳錦標賽 2016 冠軍、多項亞軍 

 第五屆慶祝國慶小飛魚游泳公開賽 冠軍 

 觀塘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6 季軍 

 泳濤匯聚龍城水上競技賀國慶 2016 多項冠軍、一亞軍及一殿軍 

 香港游泳協會主辦--新春游泳分齡賽 2017 冠軍及殿軍 

 泳濤丁酉年新春盃團體游泳錦標賽 亞軍及季軍 

 慶祝香港回歸 20 周年游泳錦標賽 2017 冠、亞、季軍 

田徑 亞太兒童體藝協會--第五屆亞太兒童田徑錦標

賽 2016(Round 2) 

亞軍及優異獎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小學分會第二十屆 

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殿軍、優異獎 

 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6 亞軍、多項季軍 

 胡陳金枝中學-第二十七屆田徑運動會-胡陳金

枝杯 接力邀請賽 

女子組︰亞軍 

男子組︰季軍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屯門會所第四屆笑笑

運動會 

男子總冠軍、一冠軍、多項 

亞軍、一季軍 

 Marathon 2016 親子同樂跑 1 公里 金獎 

 屯門區兒童田徑錦標賽 季軍 

足球 2015 至 2016 屯門 U13 代表足球隊 最有價值球員 

 賽馬會傑志中心-香港少年單日聯賽 季軍 

 
屯門區回歸盃足球賽 2016 

初小組︰冠軍及亞軍 

高小組︰季軍 

 粵港澳青少年足球交流活動 亞軍 

 
屯門區國慶盃小型足球賽 2016 

初小組︰冠軍及亞軍 

高小組︰季軍 

  

 

 

加山足球會主辦--2016 精英小童國慶紀念盃 亞軍及季軍 

第二十一屆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足球比賽 小學組︰冠軍 

何褔堂書院屯門區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 小學組︰冠軍 

青松候寶垣中學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 小學組︰冠軍 

李琳明中學三十周年「琳明盃」小學男子足球

比賽 
小學組︰冠軍 

廣州巿足球協會主辦動向盃 2016 夢想成真 

(廣州)青少年足球聖誕大戰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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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小學分會 2016-2017

年度屯門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小學組︰亞軍 

 
車路士 (香港 )足球學校舉辦 --車路士聖誕盃

2016 

冠軍 

 足球小將培訓坊-足球小將培訓坊賀歲盃 2017 冠軍 

 
大埔足球會-保良局大埔足球會青少年足球比
賽 

季軍 

 2017 年第二屆省港盃 8 人足球公開賽 第八名 

 第四屆蔡章閣足球挑戰盃 小學組︰冠軍及最有價值球員 

 足球小將培訓坊第二屆復活盃 季軍(最佳神射手) 

 足球小將培訓坊賀歲盃 殿軍 

 2017 第七屆創毅英華盃-全港 5 人足球公開賽 殿軍 

 動向杯青少年足球邀請賽 2017 冠軍 

 HKFC- CITI SOCCER SEVENS 2017 冠軍 

 Adidas Tango League 1V1 冠軍 

 荃灣各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活動幼苗

組足球邀請賽 

冠軍 

 屯門回歸盃足球賽 2017 季軍 

籃球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第八屆蔡章閣盃小學三人

籃球挑戰賽 

女子組：冠軍 

男子組︰殿軍 

 
首屆新界西小學無毒籃球錦標賽 2016 

女子組：殿軍 

男子組︰優異獎 

 
李琳明中學「琳明盃」小學三人籃球比賽 

女子組：優異獎 

男子組︰殿軍 

 加拿大神召會嘉智中學屯門區小學三人籃球

挑戰賽 

女子組：優異獎 

男子組︰殿軍 

 2016-2017 青苗籃球培訓計劃  分區挑戰日 男子組：殿軍 

羽毛球 2016-2017 年度屯門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個人賽︰優異  

網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第四屆全港小學校際網球

比賽 

男子丙組：個人賽︰冠軍 

          團體︰殿軍 

 2016-17 中國網球協會少兒網球發展聯盟精英

賽(廣州站) 
單打︰第一名  雙打︰第二名 

 貝克爾杯國際青少年網球系列賽(深圳站) 雙打︰亞軍 

 2017 Yonex 龍尼克斯杯弘金地國際青少年網

球巡迴賽(深圳站) 
冠軍 

壁球 元朗區壁球公開賽 2016 男子兒童組︰殿軍 

體操 香港藝術體操專業學院-2016 年全港藝術體操

錦標賽 
球賽︰季軍 

 仁愛堂體育中心主辦  香港業餘體育會協辦 

「2016 仁愛堂體操比賽」 
多項冠軍、一亞軍及一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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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 年全港藝術體操公開賽 

徒手︰亞軍  

繩操︰第四名 

 2017 年全港學界藝術體操比賽(Samsung 第 60

屆體育節香港聯校韻律體操比賽 2017) 

球操︰冠軍 

徒手︰亞軍 

跆拳 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主辦-第十屆國際跆拳道

香港總會兒童青少年邀請賽 2016 

搏擊組：冠軍、季軍 

 

 第三屆仁德跆拳道會「香港惠州挑戰盃」速度

賽 2016 
亞軍 

 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主辦-國際會小學跆拳道

邀請賽 2017 

搏擊組：兩季軍 

 

 香港青年跆拳道協會武動人生仁愛金盃賽 破板賽︰亞軍 

 香港青年跆拳道協會-全港十八區武動人生慈

善金盃賽 2017 
速度賽︰優異獎 

空手道 2016 仁愛堂空手道比賽-初量級 季軍 

劍擊 香港劍擊學院 2016 第二季比賽 男子組︰季軍 

 禮悅劍擊邀請賽 男子組︰季軍 

國術 香港南北國術協會、中國香港道家全真龍門拳

協會合辦 2016 慶祝國慶傳統功夫、大極拳金

獎大賽 

少林拳︰金獎 

 第三十六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2017 

 

A 組套拳、A 組短器械︰ 

二等獎 

中文 HKCEA 香港傑出兒童朗誦比賽 P.4 中文散文獨誦︰冠軍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中文書法(硬筆) 金獎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第二屆中國語文比賽 優異獎 

 HKYPA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交流發展協會-第

四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6 

粤語朗誦︰銀獎 

 第五屆紫荊盃全港小學德育及公民教育朗誦比

賽-粤語 

高小組：優異 

初小組：優異 

英文 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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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華龍盃

粵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 

中小組-英文硬筆書法- 

銀獎 

 HKCEA 香港傑出兒童朗誦比賽 P.4 英文詩詞獨誦︰冠軍 

 2016 繽 FUN 夏日-幼兒填色及繪畫/書法/攝影比

賽-少年組-英文書法(硬筆) 

金獎 

 2016 TOEFL JUNIOR 英文考試 2-Gold、 7-Silver、5-Bron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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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小學中級組-英文硬筆書法 

優良獎 

  元朗大會堂--2016 元朗區青少年英文朗誦比賽 小學中級組︰金獎-季軍 

 第九屆兒童英語創意寫作及演講比賽- Flyers-小五至小六：金獎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6/2017 傑出合作獎及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演員獎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Third C.Y. Ma Culture 

and Arts Youth Elites Tournament 

傑出表現獎 

 第九屆香江盃藝術節(朗誦) 英語獨誦-小學三、四年級組 

  銅獎 

 2016-2017年度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朗誦比

賽-英文組 

冠軍、優異獎 

數學 AIMO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2016 (總

決賽) 

四年級組：金獎 

 2016《環亞太盃》國際數學邀請賽 一等獎及銀獎 

 第十二屆香港校際盃珠心算比賽 冠軍及季軍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第十九屆全港牛頓數

學精英挑戰盃-三年級 
冠軍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2016-17) 小五組-個人賽︰銀、銅、優異 

小四組-個人賽︰銀、銅、優異 

 2016-2017 年度全港小學數學比賽(屯門區) 小六組︰優異獎、優良獎 

 2016 第七屆《騰飛杯》智力奧數比賽 小一、小三、小五︰銅獎 

 2016《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 小學四年級︰優異獎 

 2017 第十一屆速算合 24 數學比賽 新秀組︰銀獎 

 2017「奧海盃」數學競賽-小學三年級 銀獎 

 2017 年香港珠心算暨數學精英盃邀請賽-正統

心算協會-算心算二年級組 
四等獎 

 2016 年第十一屆「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 

(香港初賽) 
小一、小三：優異獎 

 2016 年第十一屆「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 

(總決賽) 
小三組︰優異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 

 (香港賽區) 小一至小六組 
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 

 (華南賽區) 三至六年級組 
特等獎、二等獎、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 

 (全國總決賽) 四至六年級組 
一等獎、三等獎 

 2017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暨 2017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三及五年級組 
金獎、銅獎 

 2017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AIMO Open)-三及五年級組 
金獎、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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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初賽(COMO 

Preliminary)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小四、小五組︰三等獎 

 MATH CONCEPTITION 2017 – MathConcept 

Education- INDIVIDUAL CONTEST  P3/G3 
Bronze Certificate 

 第二十四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小一及小五組︰銅獎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進階賽 小五組︰冠軍 

故事 香港資優(天才)教育培訓總會— 

 P.3-P.4 講故事(粵語組) 

冠軍 

 屯門區兒童故事演講比賽 2016 高小組︰亞軍  

 童心童話故事演講比賽 2016- 初、中、高組 多項冠軍、亞軍及最佳造型獎 

 屯門區公民教育故事演講比賽-初、中、高組 季軍及優異獎 

朗誦 第 68 屆校際朗誦節 

  

中文獨誦：多項季軍、 

多項優良獎及良好獎 

  

 

普通話獨誦：二冠軍、二季軍、

多項優良獎及良好 

  英詩獨誦：二冠軍、二亞軍、二

季軍及多項優良獎及良好獎 

  中文集誦：優良獎 

  英文集誦：亞軍 

  普通話集誦︰優良獎 

普通話  GAPAK 第 23 屆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P3-4 小學組 新詩獨誦 

優異獎 

 第八屆全港幼稚園及小學公開朗誦比賽 

普誦話獨誦-小學組 

亞軍  

 全港小演講家朗誦節 2016 高小組--普通話詩詞 金獎 

 2016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初賽

及決賽)-初、中、高組 

金獎及季軍、多項銀獎及銅獎 

 2016-2017 年度屯門及天水圍普通話朗誦比賽 初小組︰季軍 

 鵬程盃第四屆朗誦大賽 2016- 

小學 1-2 年級普通話故事獨誦 

冠軍 

 2017 卓越盃全港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普通話朗誦小學 P1-2 年級組 

冠軍  

 第十屆全港學生公開朗誦比賽-小學組-普通話

說故事 
冠軍 

 第五屆新家園深港普通話朗誦精英賽 

普通話古詩詞獨誦-初級組 
銅獎 

音樂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交流發展協會-第 20 屆日

本 PIARA 鋼琴大賽(香港) 

亞軍 

  港青樂術協會-第四屆香港青少年巴林普爾音

樂節 

Piano-7 ：榮譽 

Piano-5 ：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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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屆「香江盃」藝術大賽(音樂) 

 

鋼琴組-高級組︰榮譽金盃 

弦樂組-高級組︰榮譽金盃大獎 

公開組-幼兒組/初小組/中級組/ 

高小組︰多項金獎、銀獎 

  第七屆香港傑出兒童音樂比賽 2016 鋼琴 P2 組︰優良獎 
 第七屆 MF 音樂聯賽 2016 鋼琴 E5 Class︰殿軍 

 第四屆凱港盃 2016- 聲樂獨唱 銀獎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2016 銅獎 

 HKYPAF 第四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6-鋼琴、小提琴 

多項冠軍、亞軍、多項季 

軍、多項銀獎 

 MF 音樂聯賽 2016-鋼琴、小提琴 亞軍、殿軍 

 Music Talent and Performing Arts Society 

International Youth Music and Arts Competition 

2016- Primary School Group Senior Level (Piano) 

季軍 

 2016 香港青少年音樂公開賽-鋼琴 冠軍、亞軍 

 屯門中西器樂比賽 2016-西樂 

鋼琴、小提琴、大提琴 

多組冠軍 

 第五屆亞太新星鋼琴大賽-八級組 冠軍 

 2016 全球傑出華人少年演奏家選拔賽-鋼琴 八級組：冠軍 

五級組︰季軍 

 世界演藝舞蹈及音樂公開大賽 2016- 

二級組豎琴(Level)考試曲目組 

亞軍 

 2017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音樂節-鋼琴大賽 Grade 3(校際曲目)︰冠軍 

 第 69 屆學校音樂節 合唱團(中文聖詩)：冠軍  

      (英文聖詩)：良好獎  
鋼琴獨奏：冠軍、亞軍 

多項優良獎及良好獎 

小提琴：冠軍、季軍、優良獎

及良好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2017 冠軍及多項銀獎及銅獎 

 第九屆香江盃藝術節(音樂大賽)-鋼琴 二金獎及二銀獎 

 香港傑出兒童音樂比賽 2017-小提琴獨奏(P.1-2) 季軍 

 第 21 回日本浜松香港區大會-鋼琴 冠軍、季軍、殿軍、一等獎、

二等獎 

 第七屆小小慈善家 2017-  JI Class/ E6 Class Merit 

 Asia Pacific Outstanding Youth Piano Competition- 

Piano Exam Grade 4 Class/Children Advance Class 

Merit 

 International Youth Music and Arts Competition 

2016-鋼琴比賽 

亞軍 

 中國音樂學院第十一屆音樂演奏評分賽-鋼琴 一等獎、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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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屆《德藝雙馨》香港區決賽--鋼琴 季軍 

 第十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鋼琴獨奏 亞軍 

 香港音樂精英大賽-Western Instrument (P.1-3) Merit 

 香港 JSMA 聯校音樂大賽 2017-鋼琴獨奏 金獎第一名及銀獎 

 第四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6 

-鋼琴/大提琴 

冠軍、亞軍及多項季軍 

 2017(台灣)亞洲愛琴海鋼琴大賽(香港賽區) 鋼琴獨奏︰冠軍、亞軍 

 第四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2017 音樂比賽- 管弦樂團公開組︰第二名 

視藝 第九屆華龍盃粵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

流大賽-中小組-色彩繪畫 

金獎 

 第六屆親親大地國際繪畫比賽 2016 高級組：優異獎 

 全港兒童繪畫及黏土創作大賽 2016- 少年組繪畫 冠軍及網上人氣大獎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美術 二等獎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H.K)-美術 一等獎 

 「海洋的新衣」T 恤圖案設計比賽 2016 小學親子組：優異獎及書券 

  第三十二屆國際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兒童書畫：銀獎 

 2017 年香港花卉展覽賽馬會學童繪畫比賽   高小組：亞軍(獲書券$800) 

  「童‧賀節慶」2016 文化繪畫比賽 高小組：優異獎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三十五周年校慶「彼此關

愛、互相尊重」填色比賽 2017 
初級組 ：季軍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樂活、愛生命」T 恤

設計比賽 2017 
小學高級組：冠軍 

  「屯門盆景蘭花展覽 2017」繪畫寫生比賽 小學組：優異獎及優秀作品獎 

 2017「活現真我」繪畫比賽(亞太區)- 小學組 一等獎、三等、優異獎 

 第二屆梁棠杯寫生比賽 高小組：優異獎 

環保 香港房屋委員會- 地球之友及長春社協辦- 

再‧回家資源分享箱外觀圖案設計比賽 

學生組：優異獎 

 「綠惜校園」填色比賽 優異獎 

 《轉出生態道》小學生摩天輪車廂設計比賽 小學組︰優異獎 

 海洋公園-冬日常識挑戰賽 中級組︰優異獎 

 2017 環運會 港鐵公司學界環保獎勵計劃 綠色

生活自拍比賽-小學組校際比賽 

季軍 

 

書畫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香港學界書法比賽

2016 

中級組：優異獎 

高級組：優異獎 

 全國青少年兒童書畫比賽大賽組委會-全國青

少年書畫比賽 2016 

國畫組︰金獎 

 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五十周年全港中小學

生書畫大賽 

小學書法組：優異獎 

 第三屆元朗區小學生中文書法比賽 初、中、高組：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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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 第八屆健康網上短片創作大賽-學校組 最佳女主角 

 「健康用互聯網」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高小組︰季軍及優異獎 

其他 香港兒童圍棋學院--2016 暑期圍棋手合賽 D 組：25 級以下︰季軍 

 裘錦秋中學(屯門)登山及校園定向挑戰賽- 

攀青山及校園定向小學挑戰組 
冠軍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主

辦「快樂方程式」口號設計及填色創作比賽 

初小組︰優異獎 

 2016-2017 香港機關王競賽- 高小組︰優異獎 

 「實踐公益樂助人 團結和諧愛我家」主題活動

-攝影比賽 
小學組︰優異獎 

 亞太菁英自然科學競賽(香港區) 小學四年級組：銀獎 

 屯門區小女童軍 2017 跨越百年新挑戰比賽 小女童軍組︰冠軍 

 「手搖發電機械人拔河比賽」及「機械螞蟻障

礙比賽」 
機械螞蟻障礙比賽︰亞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