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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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2018 校董會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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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2018) 

 
有系統 

的學習 
實踐學習 

為教育界及 

社會服務 

2015-2016 7.5 12 47.5 

2016-2017 9.5 23.5 34.5 

2017-2018 12 56.5 27.5 

專業發展總時數 29 92 109.5 

 

 

( 5 ) 教師學歷 (以最高學歷計)  

 

 

 

 

( 6 ) 教師語文能力要求 

英 文 科 100%已達標 

普通話科 100%已達標 

 

 

教育學院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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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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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2 人。(截至 24-5-2018) 

 

 

( 8 ) 學校實際上課日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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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16-17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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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 16-17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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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2016 至 2017-2018 年度部分中學派位結果 

 

中學名稱 2017-2018 2016-2017 2015-2016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6 6 11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1 3 3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3 6 3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4 4 4 

南屯門官立中學 2 3 2 

屯門官立中學 12 9 9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4 1 4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5 11 7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3 1 2 

屯門天主教中學 2 1 1 

聖士提反書院(直資) 1 1 1 

觀塘瑪利諾書院 1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直資) 2 1 1 

港青基信書院(直資) 1 2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直資) 1 1 2 

滙基書院(九龍東) (直資) 1 1  

賽馬會體藝中學(直資)  1  

基督教崇真中學(直資)   1 

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直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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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度     超過 90%的學生獲派首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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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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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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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電子學習，提升學與教效能，促進自主學習及創新精神 

 

成就： 

a. 善用科技提升教學效能 

‧ 本年度舉辦了一次電子學習的全體教師工作坊，一次小組教師工作坊。中、

英、數及常四科曾於分科會議分享電子教學的方法。中、英、數及常四科

在不同年級的共同備課或聯課活動內，多個年級均有引入電子教學元素，

如使用 Apps 教學、運用網上資源學習。五年級的數學科及六年級的音樂

科運用了電子學習平台 Google Classroom 進行研習。在學生支援課及輔導

課中，老師也有運用平板電腦讓學生進行學習活動。除了便利教學外，提

升了學生的學習動機和氣氛。 

‧ 本年度的全方位學習日，中文日、數學日、英文日及閲讀嘉年華加入了電

子學習元素，如運用平板電腦讓學生創作短片、進行問答比賽、製作電子

書或劇照等，使活動更順利和內容更豐富。 

‧ 本學年曾於課堂上使用平板電腦進行教學活動的老師達 76%。 

‧ 在以下不同學科活動中加入電子教學元素： 

—中文科：在三至六年級聯課活動及中文日上，均使用了 Kahoot 應用程

式；四年級的優化課堂設計亦使用了出版商的「課堂練習系統」，除提升學

生的學習興趣外，更可即時掌握學生的學習進度，效果不俗，建議來年可

推行至其他級別，進一步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英文科：四年級科任參加香港中文大學的“Quality Education Fund 

Thematic Network(QTN) on English Language(Primary) ”計劃中的“ e-

Learning module”，於課堂上學習並利用電子學習應用軟件，促進教與學，

大大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數學科：一至六年級均在課堂活動設計加入了電子學習元素，運用 

“Nearpod”、 “Geogebra”、“分享系統 App”等，以平板電腦作為分組學習的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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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本年參加了「mBot 迷宮挑戰賽」及「機械螞蟻障礙賽」，前者

取得亞軍，後者取得造型設計冠軍及障礙賽亞軍，成績令人喜出望外，希

望來年可讓更多學生有機會參與這類比賽或活動。五年級今年的常識問答

比賽亦改以 Kahoot 形式進行，大大提高同學的參與度。 

—視覺藝術科：於三年級『我愛水母』課題運用了 iPad 裡的 Apps – 

PhotoGrid，學習圖案重複地組織起來，造成不同畫面的效果，如動勢、統

一或混亂的。使用 Apps 大大引起學生學習興趣，他們在課堂十分表現投

入。使用 iPad，效果清晰及展示較方便。 

‧ 為了營造電子學習環境，學校購置 180 部 IPAD(連同 MDM 系統)。教師團

隊因應使用 IPAD 等新智能器材而重構課堂的安排，已把更多有課堂設計

為增添學生自主探究活動，及利用 IPAD 上不同的 APPS、圖案或動畫影

片，加強學習成果在視覺上展現而增進了學生之間的溝通協作；為配合以

上的新課堂的安排，本年將 IT 助理小組增至三人，加強了支援教師使用

IPAD，能協助各科組完成學科活動。 

 

b. 善用電子學習平台促進自主學習 

‧ 學校資助 16 位小五、小六的英語大使參加網上學習平台，提升學生的中、

英、數、常的自學能力。 

‧ 「學生支援課教學計劃」：推行多元化活動及電子教學，提升學生學習動

機。不同科目的支援老師配合 e-learning 教學，有效加深學生印象。例如：

中文科 P.3-5 已試運用 ipad 下載學習遊戲軟件(但主要簡體程式)或使用「聽

說讀寫小奇兵」的遊戲學習；數學科運用出版社提供的網上學習遊戲(P.2-

4)或鼓勵學生完成工作紙後可使用 ipad 玩遊戲學習的程式；英文科老師也

嘗試運用網上 app 教學遊戲加強學生認讀生字的能力。此外，本計劃鼓勵

學生積極學習、準時上課及有禮等，達到理想表現可獲贈小禮物 

‧ 在正規課堂上，各學科也善用電子學習平台促進學生自主學習： 

—中文科：初小學生踴躍參與「每日一篇」網上閲讀計劃，對學生閲讀及

理解能力的提升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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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22 位學生自費參加英文網上學習平台(mysmartabc)。五、六年

級英語大使在午息活動中運用 APP 帶領小一小二學生進行活動。 

—數學科：四至六年級學生利用出版社的自主學習及診斷系統(SDS)作為

學習該課題前的預習和評估，在學校網頁列出各級合適的數學學習 App。 

—音樂科：部分學生能運用出版社的網上學習平台進行預習和自學。 

—普通話科：一、二年級學生在午息活動時利用 IPAD 作電子學習。 

c. 善用科技強化學校行政及家校合作 

‧ 已全面使用資訊科技系統編擬上課時間表，減輕工作負擔。 

‧ 有效運用 EClass 發放通告及學校資訊，加強家校聯繫。 

‧ 老師每人一部電腦，以配合內聯網的運用，同時有效運用 EClass 代替白板

作為內聯網通訊，有效發放資訊，加強老師間的聯繫。 

‧ EClass 電子行政工作，如校內小組訊息通傳、家長簽覆電子通告的推行，

都在本學年順利開展。 

‧ 學校為四至六年級學生舉辦有關電子學習及資訊素養的家長學堂或講座。

五年級學生參加成長課「迷網人生」。 

‧ 全校學生都參加與電子學習及資訊素養的周會「網絡智慧 I＆II」。 

d. 善用科技培養創新精神 

‧ 今年修訂了電腦科課程，增加二年級及三年級的編程課程，包括 Scratch 

Jr及 Wedo 2.0，五年級增加了編程課程 Scratch。三年級的 Wedo 2.0能

切合 STEM的元素，除了編程，學生還要動手製作機械產品。 

‧ 今年參加了一些有關 STEM 的比賽，獲得不錯的成績，包括 2017-2018 香

港機關王競賽高小組優異獎、香港教育城 Master code 編程大賽 2017 小學

/特殊學校組季軍及 Google Blocks 首屆全港小學創作比賽優異獎等。同學

於比賽中表現投入，亦透過比賽提升合作精神、解難能力和編程技巧。 

‧ 本學年亦邀請了 Coding101 到校教授五年級同學有關 Minecraft 教育版的

操作和編程技巧，大部分同學表現投入，對編程感興趣。 



鄭任安夫人千禧小學  2017-2018年度周年校務報告 

 

13 

‧ 五年級專題研習以「生活解難小發明」為題，讓同學發揮自主學習及創新

精神。學生投入及匯報內容精彩。當天出席專題研習分享會及升中講座《多

元化的中學生活》的家長人數約 130 人。根據收回的 52 份「家長及教師回

饋」，家長均給予正面的評價，很高興與子女分享成果，家長及教師均同意

活動能加強學生的自主學習、創新的精神及合作性。大部分家長都表示感

謝老師的指導。 

‧ 本年度為了推廣 STEM 教育，因此嘗試優化現有四年級常識科課程，以

「水」這單元作試點，透過實驗與手腦並用的科學探究活動，希望學生能

綜合知識與共通能力，清楚明白這單元的內容。學生在整個教學過程中非

常投入，反應亦很好。雖然此單元不是考試範圍，但從評估工作紙的表現

得知學生也能掌握此單元的重點。 

‧ 今年與校外機構合作，舉辦的 STEM 教育活動有：四至五年級科學工作坊、

機關王課程、LEGO WEDO 2.0 機械人課程。 

‧ 根據科學工作坊及機關王課程的學生問卷調查所得，參加者均認為科學工

作坊的課程及活動令他們學習到新知識，有助提升他們對科學的興趣，並

能加深對各科學主題的認識。科學工作坊在六個主題中，學生最感興趣的

是「物理遊樂場」，學習有關向心力、齒輪的應用、自由落體的概念及 3D

眼鏡原理等物理知識。另外是「有趣的「變態」實驗」，透過實驗，學習物

質形態改變。 

‧ 本學年邀請了在專題研習表現優異及擔任 I.T.風紀的同學參加活動「科學

探索行」。學生到大埔科學園參加機械人工作坊，透過 Spinner 活動學習編

程；同時參加綠色導賞提升他們的環保意識。 

‧ 學校亦有外購小組服務，鼓勵ＳＥＮ學生參加ＳＴＥＭ課程小組，培養創

新精神及增加自信。 

 

反思： 

‧ 建議來年在優化課堂的設計或共同備課內嘗試加入自主學習及電子學習

元素，鼓勵教師讓學生運用平板電腦進行評估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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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GO Wedo2.0 今年嘗試編入三年級電腦科內，作編程教學，學生對教學

內容很感興趣，建議來年可延伸至四年級。由於已編進電腦科教學進度內，

普及學習，二年級的星期六 LEGO WEDO 2.0 機械人課程來年可不舉辦。 

‧ 中文科：本年度只有部分級別在課堂中加入電子學習元素，建議來年將電

子學習推廣至更多年級；此外，部分老師及學生未完全掌握使用電子工具

的技巧，建議來年可請使用過的老師作分享，提升教與學的效能。中小及

高小學生在「每日一篇」網上閲讀計劃的參與率較低，建議來年再加強正

面鼓勵。 

‧ 數學科：建議下學年各級在各個活動教學設計，繼續加入不同電子學習元

素，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成效。本年度老師在運用出版社的自主

學習及診斷系統(SDS)作預習平台時，發現影片不一定能配合老師期望學

生在課前需掌握的知識，會改用期他的預習方式，如觀看 ETV、搜集資料

等。建議下學年繼續推行預習小檔案，引導學生思考相關課題的學習目標，

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但不規限模式，可增加預習之次數至上、下學期各

一次。本年度各級嘗試選取了一至兩個單元使用出版社的自主學習及診斷

系統(SDS)作評估平台，但學生完成率不高，建議下學年定下每兩個月月底

一次，作一個恆常的練習，全年 5 次，讓學生較宜適應。由於整個單元的

評估題目偏多，建議下學年同級科任可以因應各單元的題目數量及學生的

需要選取單元中某課題作為評估，讓學生在家中完成，老師再檢視相關報

告，跟進學生的學習情況。 

‧ 常識科：由於課程進度緊迫(尤其是高年級)，老師較難騰出時間進行電子

學習活動，建議再鼓勵學生於課前上網作預習，並嘗試以小測驗之類練習

來鞏固課堂所學。 

‧ 音樂科：學生對於音樂的自學文化仍未普及，建議來年仍需加強推展自學

及預習文化，鼓勵學生善用出版社提供的網上學習平台，於課餘時進行鞏

固及預習，以提升學習效能。 

‧ 普通話科：小一小二學生於下學期的午息活動時段，試用 IPad 進行活動，

學生反應良好，建議下學年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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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認識及懂得欣賞華夏文化，從而培養歸屬感 

成就： 

a. 認識中國的歷史、地理和文化 

‧ 各科進度表上都已標示出包含華夏文化元素的課次。在各科教學及專

題研習中滲入有關華夏文化的知識。 

‧ 中文科：本年度的中文日主題為「華夏文化體驗日」，透過多樣化的活

動，增進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活動內容包括民族服選舉、攤位遊

戲、華夏文化問題比賽、童玩、揮春設計及填色、利是封設計、製作

剪紙揮春、紙扇繪畫及狗年瓷錢箱繪畫等。學生踴躍參與活動，尤其

對投壺、踢毽子及蹴踘等中國傳統玩意感興趣；部分學生更穿上民族

服，倍添節日氣氛。還有，本學年與「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合作，

舉辦了「竹都好有趣」教育展示及工作坊，對象為一至三年級學生，

讓學生透過互動形式的學習，多角度認識「竹」這個文化主題，學生

對活動感興趣，並積極參與其中。此外，老師帶領 18 名小五學生參

加「和你一起遊古廟」導賞活動，到實地參觀，認識中華傳統文化道

德，學生認真聆聽導賞員的介紹。再者，全級小一生到禮堂上了兩節

「瀚墨啟蒙書法課」，初步認識毛筆書法這一中華文化的藝術，學生

們上課積極、投入。全年更設有書法班，學員共 23 人，大部分學生上

課認真，部分學生更參與大型的書法比賽。另外，一至三年級每月進

行一次「古詩古文齊齊背」午息活動，一年級學生樂於背誦古詩文，

參與率高；在一樓壁報及樓層張貼古詩文海報的效果不錯。三至六年

級學生從成語學習中認識中國歷史、文化及典故，並完成相關工作紙；

三至五年級的試後活動加入與成語有關的活動，學生感興趣而投入其

中，進一步深化對成語的運用。 

‧ 音樂科：四、五年級分別進行「中國民歌欣賞」和「中國樂器初探」

專題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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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建議繼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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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藝術科：今年參觀了一個與中國藝術有關的展覽—「似重若輕：

M+ 水墨藏品」。學生表現投入，啟發他們對視覺藝術的視野。 

 

b. 認識及欣賞傳統中國文化 

‧ 星期五周會上舉行「聽故事學粤劇」，全體學生投入參與。 

‧ 本校中國舞隊於校內表演，學生透過觀賞中國舞蹈對中國文化認識加

深。 

‧ 設有以「華夏文化」為題的壁報，子題包括「旗袍的認識」、「遊古廟」、

「中國傳統玩意」及「剪紙藝術」，讓學生從不同途徑認識華夏文化。 

‧ 設有「華夏文化閲讀角」及舉辦了一個與華夏文化圖書推介的閲讀講

座，學生分別能主動閲讀相關內容的書籍，和投入參與，加深他們認

識及欣賞傳統的華夏文化。 

‧ 舉辦與傳統中國文化相關的星期五活動課，學生於活動後對中華文化

的認識提升不少。 

 

反思： 

‧ 本年度只有部分級別及一定數量的學生參加與華夏文化有關的參觀

及工作坊，期望來年能增加參與學生的數量。 

‧ 「瀚墨啟蒙書法課」有助小一學生認識中國傳統的藝術，但可優化上

課時間的安排，亦建議從中挑選有興趣及有潛質的學生參加毛筆書法

班。 

‧ 三年級學生參與「古詩古文齊齊背」午息活動的踴躍度不足，建議科

任老師多作宣傳及鼓勵，或可考慮由服務生到課室替學生背誦古詩

文。 

‧ 華夏文化圖書推介除講座及宣傳展板外，宜更多延伸活動，使同學更

投入閲讀華夏文化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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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強人與環境教育，建立環保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態度 

成就： 

a. 持續營造節約資源，減少浪費的學習環境。 

‧ 學校推行「識用冷氣運動」，有效使用冷氣。 

‧ 課室壁報上建立健康環保欄，張貼環保約章、課室冷氣使用指引，讓

學生透過各渠道獲得環保及健康資訊。 

‧ 舉辦各類回收廢物活動，於地下操場及一樓設置三色回收箱，及於課

室、教員室、校務處、視藝室、電腦室等地方設置單面紙回收箱及廢

紙回收箱，方便師生善用資源。各個課室的廢紙由環保長回收清理，

由環保大使負責監察及檢視各班廢紙回收箱的整潔情況。 

‧ 舉行「二手兒童圖書回收捐贈活動」，學生反應十分踴躍，所有圖書經

過整理後，分送到各課室、地下及一樓閲讀區，以供同學閲讀。 

‧ 視覺藝術科：學生學習運用廢物製作視藝作品。 

‧ 音樂科：一年級的「親子樂器 DIY」和四年級的「韓國杖鼓 DIY」的

活動上，學生運用廢物作樂器製作活動，並於課堂上演奏，加強學生

善用物資的觀念。 

‧ 推行 EClass 電子行政工作，如校內小組訊息通傳、家長簽覆電子通告

的推行，都在本學年順利開展，減少了達一半的油印通告的紙張及油

墨之成本外，油印器材因運作頻率減少而損耗下降，相信除了減少保

養開支，亦會增加器材的使用年期。 

 

b. 繼續綠化校園，讓學生欣賞，進而關愛大自然。 

‧ 本年度的三、四年級環保大使成功以製作盆景並帶回課室繼續栽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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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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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香草的種植成果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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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年度，四、六年級舉行「一人一花活動」。 

 

反思： 

‧ 已在每個課室放置兩盆植物，由每班環保長照顧，植物生長情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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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環保大使未能準時當值，建議增加獎勵制度。 

‧ 一人一花校內種植活動中，很多學生聲稱所栽種之植物已枯萎，以致

未能交回盆栽；即使交回栽種的盆栽亦沒有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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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2018-2019 學校發展計劃的關注事項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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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30.00          35,051.30  

    普通話經常津貼           1,665.00            1,447.77  

    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         17,280.00          34,964.40  

    學校及班級津貼       529,077.07     1,028,773.42  

    升降機保養津貼         95,856.00          64,370.00  

    培訓津貼           8,768.00            3,000.00  

    特別額外津貼           7,980.00          13,049.93  

    校本管理補充津貼       193,812.00        148,108.50  

    校本輔導活動           7,663.00          19,885.30  

    綜合傢具及設備津貼       276,000.00        499,117.00  

    供增聘文書助理的行政津貼       188,952.00        229,718.50  

    小計 a：    1,385,583.07     2,077,486.12  

  特定津貼     

    行政津貼(修訂) #    1,626,720.00     1,698,324.75  

    學校發展津貼       732,648.00        748,649.55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415,516.00        448,372.80  

    成長的天空計劃       112,234.00        109,494.00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195,950.00        258,751.00  

  額外的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226,226.00        233,776.75  

    小計 b：    3,309,294.00     3,497,368.85  

  其他津貼(獨立津貼)     

 學習支援津貼    1,277,118.00     1,462,793.70  

 整合代課津貼       166,875.00        483,820.75  

 德育及國民教育支援津貼  28,818.57 

 學生午膳津貼       119,362.00        166,288.00  

 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津貼  58,000.00 

 推動 STEM 教育一筆過津貼  29,394.40 

 推行 ITE4 一筆過津貼  40,440.00 

 推行 ITE4 的額外津貼 84,940.00  

 推動中史及文化津貼  62,195.00 

 額外補充學習津貼 (新)       209,790.00   

 I T 人員支援津貼        304,200.00  303,671.55 

 一筆過電子學習資源津貼 (新) 253,850.00  

    小計 c：    2,416,135.00     2,635,421.97  

  
其他 (特定用途認可收費、書簿津貼手續費、學生交費、 

       勞工署回款等等)                小計 d： 
      382,625.89  

                    

-    

    合計 a + b + c + d：    7,493,637.96     8,210,27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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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借校舍         48,830.40    

II 

其他津貼 

(學校經

費) 

     

    捐款 (獎學金及學校發展基金)       685,288.09        354,363.24  

    具特定用途的收費(冷氣費)       198,050.00        198,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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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000.00        667,318.00  

    租金(食物部、友愛堂)       105,165.60  
                    

-    

    存款利息 
                 

4.34  

                    

-    

    小計 e：    1,241,338.43     1,219,731.24  

    本年度合計 a + b + c + d + e：    8,734,976.39    

    2016-2017 年度盈餘：    2,768,067.86    

   本年度總計( a + b + c + d + e + f)：    11,503,044.25      9,430,008.18  

  2017-2018 年度終結盈餘 ：       2,073,036.07  

   # 行政津貼(修訂) ($)  

   工友薪金：          1,269,624.75  

     課室及暑期清潔：           380,700.00  

     花木護理：            48,000.00  

             1,698,3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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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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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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小學組：2 優等獎及 

2 甲等獎 

 第六屆屯門區小學才藝比賽 舞蹈組：冠軍 

(拉丁舞)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 查查查：甲級獎、乙級獎 

牛仔舞：乙級獎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全年總冠軍頒獎禮排名計分賽 冠軍及全年總冠軍 

 元朗區青年節統籌委員會-慶回歸青少年拉丁舞比賽 亞軍 

 亞洲舞蹈體育理會會-周年會慶公開賽 冠軍 

 國際(香港)舞蹈學會-2017 回歸盃舞蹈錦標賽 多項冠軍 

 國際舞蹈聯會-世界兒童青少年公開賽 冠軍 

 HKCEA-香港傑出兒童舞蹈比賽 冠軍 

 18 區體育舞蹈聯會-18 區精英公開賽(第 25 站) 冠軍 

 亞洲體育舞蹈協會-25TH IDTA 杯香港公開錦標賽 多項冠軍  

 亞洲體育舞蹈協會-荷花杯國際公開賽 冠軍、亞軍五連冠獎項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金鑽亞洲杯明日之星公開賽 冠軍  

 2018 體育舞蹈公開賽 冠軍 

 世界舞星聯合會--東區標準拉丁舞比賽暨藝術及文

化交流表演舞會 

冠軍  

 香港體育舞蹈會--第 14 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亞軍、季軍 

 18 區體育舞蹈聯會--全港 18 區校際舞蹈公開賽 冠軍、亞軍、季軍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全年總冠軍頒獎禮大獎賽 多項冠軍 

舞蹈(其他) 香港兒童舞蹈教育推廣協會第十屆星舞盃舞蹈比賽 單人爵士舞︰銅獎 

跳繩 校際花式跳繩錦標賽 2017 多項冠、亞、季軍及優異獎 

 「梁植偉盃」--小學跳繩邀請賽 2018 多項冠、亞、季軍  

 2018 個人全能花式跳繩錦標賽 多項冠、亞、季軍 

 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2018 (新界西區小學組) 男子甲組團體總冠軍、 

男子乙組團體總亞軍、 

男子丙組團體總亞軍、 

女子甲組團體總亞軍、 

女子丙組團體總季軍、 

多項冠、亞、季軍 

 全港學界跳繩比賽 2018 (小學組)(決賽) 男子丙組校際總成績亞軍、 

男子乙組校際總成績季軍、 

多項冠、亞、季軍 

 跳繩強心--全港校際花式跳繩比賽 2018 小學甲一組全場總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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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區小學分會 2017-2018年度

(第二十一屆)屯門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乙組團體亞軍、 

男子丙組團體優異、 

女子甲組團體季軍、 

女子乙組團體季軍、 

女子乙組優異、 

冠軍、多項季軍及多項 

優異、殿軍 

 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游泳錦標賽2017 冠軍、季軍  

 泳濤游泳會主辦主辦第九屆黃大仙區街坊盃 冠軍、亞軍、季軍 

 屯門盃分齡少年游泳賽 2017 3 冠軍、2 亞軍、2 季軍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7 1 冠軍、2 亞軍、1 季軍 

 南區水運會 2017 1亞軍及2季軍 

 慶祝香港回歸 20 周年游泳錦標賽 2017 冠軍 

 元朗區第三十五屆水運會 亞軍 

  離島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7 冠軍 

 社區共融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 2017 冠軍、季軍、殿軍 

 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7 三項冠軍及一項亞軍 

 葵青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7 冠軍、亞軍 

 東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7 季軍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8 周年沙田國慶盃游泳錦

標賽 

2冠軍、1季軍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新界會所--第八屆YM分齡游

泳賽 

冠軍、亞軍、季軍 

 泳濤匯聚龍城水上競技賀國慶 多項冠軍、亞軍 

 粵港澳第 6 屆少兒游泳分齡賽 冠軍、亞軍、多項季軍及 

殿軍 

 深水埗區分齡游泳比賽 冠軍 

 泳濤"開心盃"游泳挑戰賽 亞軍 

 粵港澳第 6 屆少兒游泳分齡賽 1 冠軍、3 亞軍、2 季軍 

 泳濤會 除夕盃 季軍 

 第 22 屆新界區新春冬泳錦標賽 第五名 

 2018「龍城康體杯」港深游泳邀請賽 季軍 

 泳濤戊戌年新春盃 2018 3 亞軍、季軍 

田徑 奧林比克斯兒童秋季運動會 2017 冠軍及亞軍 

 亞太兒童體藝協會-第六屆亞太兒童格林披治田徑錦

標賽 2017 

優異獎 

 胡陳金枝中學-第二十八屆田徑運動會-胡陳金枝杯-

男子組 4X100 米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冠軍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第 36屆運動會- 

女子組 4X100 米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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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屆屯門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2017-2018 

男子丙組團體優異 

多項殿軍、優異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屯門會所第五屆笑笑運動會 

多項冠軍、亞軍及季軍 

男子全場總季軍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陸運會- 

男子組 4X100 米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優異 

 屯門區兒童田徑錦標賽 2018 男子E組 100米決賽︰優異 

足球 2017 新界西區 U8 聯賽 季軍 

 足球小將培訓坊第二屆小小世界盃 2017 U8 組別︰亞軍 

 
屯門區回歸盃足球賽 2017 

高小組︰亞軍及季軍 

初小組︰季軍 

 電訊盈科康樂會 暑期青少年足球邀請賽 2017 金碗賽冠軍 

 2017 第七屆回歸永滙盃-中港 5 人足球公開賽 2007

組(冠名)永滙碗賽 

冠軍 

 

  兆康少年足球比賽 2017 冠軍 

香港兒童足球盃 2017---食神爭霸盃 U10 盃賽︰冠軍 

屯門區國慶小型足球賽 2017 初小組︰季軍 

潮文化香港北區清河球會國慶同珍盃- 

同珍盃碗賽 
殿軍 

何褔堂書院屯門區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 2017 小學組︰季軍 

「侯寶垣盃」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 小學組︰碟賽亞軍 

 「邱子田中學」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 小學組︰季軍 

 
賽馬會女子青少年足球訓練計劃 2017/2018 

11 歲以下區際錦標賽 

季軍 

 屯門區賀歲盃足球嘉年華 冠軍及亞軍 

 四人同進足球賽 亞軍及殿軍 

 
元朗足球會及 Kaiser 體育會合辦 Kaiser 盃小學足球

邀請賽 

冠軍 

籃球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第九屆蔡章閣盃小學三人籃球 

挑戰賽 

男子組：金碗賽冠軍 

        金碟賽殿軍         

女子組︰三分王 

        金盃賽優異獎 

 第二屆新界西小學無毒籃球錦標賽 2017 暨慶祝香

港 20 周年回歸紀念 

女子組：季軍 

男子組︰殿軍 

 
李琳明中學三人籃球小學邀請賽 

女子組：季軍 

男子組︰優異獎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第三屆翁祐盃三人籃球賽 

女子組：冠軍及 

最有價值球員 

 2017-2018 屯門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組︰季軍及 

  傑出運動員、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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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球 李琳明中學桌球挑戰賽 小學組︰亞軍 

網球 2017 深圳音克法網青少年公開賽 冠軍 

 第五屆全港小學校際網球比賽 2017-2018 男子丙組︰亞軍、團體季軍 

 2018 YONEX「鄭潔杯」青少年網球巡迴賽深圳站 

10 歲男子組比賽 
冠軍 

 「穗明杯」廣東青少年網球巡迴賽(東莞分站) 冠軍 

   C 組男子單打  

柔道 2018 兩岸四地柔道邀請賽 男子 41 公斤 A 組︰季軍  

劍擊 劍擊兒童新秀賽 2017 小學甲組︰季軍 

 聯校劍擊邀請賽-男子花劍- 小五至小六組︰季軍 

體操 香港藝術體操專業學院-2017 年全港藝術體操錦標

賽-初級組 

球操、徒手操、個人全能 

冠軍 

 仁愛堂體育中心主辦  香港業餘體育會協辦 

「2017 仁愛堂體操比賽」小學組 

女子單人 C2 組︰競技體操 

冠軍 

 
2017-18 年度全港藝術體操公開賽 

初級組繩操︰第一名  

      團操︰第二名 

 
元朗區體操公開賽暨中港邀請賽藝術分齡賽 

徒手操︰亞軍 

  

跆拳 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主辦-第十一屆國際跆拳道香

港總會兒童青少年邀請賽 2017 

搏擊組：冠軍  

品勢組︰殿軍 

 香港男子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2017 男童色帶組︰亞軍及季軍 

 
2017 仁愛堂跆拳道大賽 

幼童色帶組及搏擊組：季軍 

雙人品勢組︰季軍 

 西貢區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2017 搏擊組︰季軍 

 16th Wata Open Intercontinental Taekwondo 

Championship & International Clubs Open Taekwondo 

Championship 2018 

男子 7-11 歲︰冠軍 

 明愛兒童及青少年跆拳道邀請賽 品勢組︰季軍 

國術 2017 慶祝國慶傳統功夫、太極拳金獎大賽 少林拳︰3 金獎 

 
屯門區功夫群英會 2017 

男子兒童組︰短器械一等獎 

            套拳  二等獎 

鐵人賽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新界會所康樂體育事工--水

陸鐵人耐力大比拼 2017 
女子組 ︰冠軍及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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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比 賽 / 組 織 名 稱  獎項 / 獎品詳情 

中文 第九屆全港幼稚園及小學公開朗誦比賽 P.5-6 粵語新詩︰冠軍 

 HKCEA LIMITED 第九屆香港傑出兒童朗誦比賽 P.5-6 粵語新詩︰冠軍 

 燕橋中港文化藝術交流促進會--第 11 屆全港青少年

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小學組 

P.5-6 粵語散文︰冠軍 

 香港國學藝術教育中心第七屆香港國學藝術節  中文詩詞獨誦-︰初小組金獎 

 香港經典藝術推廣協會--第五屆全港經典藝術大賽 中文詩詞獨誦-︰初小組金獎 

 香港兒童表演藝術交流協會博學盃全港兒童朗誦比

賽 

P.1-2 粵語詩詞︰冠軍 

 亞太兒童體藝協會-亞太兒童朗誦錦標賽 2018「精

英盃」 

P.1 組粵語新詩︰冠軍 

 香港普通話專業協會-第八屆京彤盃朗誦比賽 初小組粵語詩詞︰亞軍 

 第六屆全港經典藝術節- 初小組粵語詩詞獨誦︰銀獎 

 國際文化精英朗誦節 2018 粵語朗誦- 季軍  

 海洋盃全港藝術交流大賽初小組 粵語新詩朗誦︰銀獎 

 IYACC 第三屆國際公開朗誦大賽- 粵語詩詞朗誦︰冠軍 

英文 2017-2018 小學劍橋英語考試 (STARTERS、MOVERS、

FLYERS )成績優異 
(KET) PASS WITH DISTINCTION 

& PASS WITH MERIT 

 第九屆全港幼稚園及小學公開朗誦比賽- P.5-6 英文詩詞獨誦︰冠軍 

 燕橋中港文化藝術交流促進會--第 11 屆全港青少年

朗誦、文學、藝術交流大賽小學組 P.5-6  

Verse Speaking ︰亞軍 

 HKCEA LIMITED 第九屆香港傑出兒童朗誦比賽  P.5-6 英詩朗誦冠軍 

 香港朗誦藝術語言中心-全港第八屆暑假朗誦大賽 P.5-6 英語詩歌︰冠軍 

 2017 TOEFL JUNIOR 英文考試 Gold、 Silver 

  香港國學藝術教育中心--第七屆香港國學藝術節-英

文詩詞獨誦-  

初小組︰金獎  

 2017 香港青少年英文朗誦比賽 小學初級組(小一至小二) 銅獎 

 第五屆全港經典藝術大賽初小組- 英文詩詞獨誦︰金獎  

 HKYPA 第五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7 P.1-2 英詩獨誦︰金獎 

 亞洲演藝文化學會 第五屆全港小演講家朗誦節 English verse solo P.2︰金獎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第四屆全港學界朗誦比賽 P.2 英語詩歌︰冠軍 

 第十一屆博藝盃全港朗誦比賽-英語新詩獨誦 初小組︰銅獎 

 第十屆《兒童英語創意寫作及演講比賽-香港站》總

決賽 

Flyers︰銀獎 

Movers︰優異獎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第四屆馬振玉文藝菁英

賽-英文演講比賽 

英文演講︰銀獎、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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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7/2018 傑出合作獎及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演員獎  

 侯寶垣盃2018小學英文短講比賽 2018賽 五、六年級組︰冠軍 

三、四年級組︰優異 

 東華三院「好人好事」英文故事寫作比賽2017比賽   小學組︰優異 

數學 全港青少年數學挑戰賽 2017 小三組：銀獎 

 第十三屆香港校際盃珠心算比賽 初級組︰亞軍 

 2017《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初賽) 小學三年級︰銅獎 

 2017《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總決賽) 小學三年級︰優異獎 

 2018《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小學四年級︰三等獎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 2017《TIMO》 小學四年級︰銅獎 

 2017-2018 年度全港小學數學比賽(屯門區) 創意解難︰冠軍 

小六組︰銀獎、優良獎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2017/18 個人總成績︰一等獎、二等獎 

            三等獎 

 2017 年第十二屆「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香港初

賽) 
小學四年級︰優異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 

(香港賽區) 

六年級組︰一、二、三等獎 

五年級組︰二、三等獎 

四年級組︰一、二、三等獎 

三年級組︰一、二、三等獎 

二年級組︰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華南賽

區) 晉級賽 

六年級組︰狀元獎、三等獎 

五年級組︰二、三等獎 

四年級組︰二、三等獎 

三年級組︰二、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 全國總

決賽 

六年級組︰一等獎 

四年級組︰三等獎 

三年級組︰二、三等獎 

 2018 年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AIMO)初賽 二年級組︰銀獎 

四年級組︰銀獎、銅獎 

六年級組︰銅獎 

 2018 年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AIMO)晉級

賽 

四年級組︰銀獎 

 2018 COMO 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暨台灣

奧林匹克數理競賽（香港賽區）初賽  

六年級組︰一等獎 

四年級組︰二等獎、三等獎 

三年級組︰三等獎 

 2018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計算競賽︰一等獎、三等獎 

數學競賽︰一等獎、三等獎 

總成績︰  一等獎、三等獎 

 MATH COMPETITION 2018-INDIVIDUAL CONTEST 五年級、四年級、三年級︰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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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第 10 屆屯門區兒童故事演講比賽 2017 初小組︰ 冠軍(書券$300) 

 屯門區公民教育故事演講比賽(個人組) 中小組︰亞軍、優異獎 

高小組︰優異獎 初小組︰優異獎 

 全港學界中國成語故事演講比賽 初小組︰冠軍(獎金$800) 

        優異獎(獎金$100) 

高小組︰季軍(獎金$200) 

 2018 星藝盃全港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廣東話故事 P1-P2 組︰優異獎 

朗誦 第 69 屆校際朗誦節 中文獨誦：二冠軍、二亞季、

三季軍、多項優良獎及良好獎 

  普通話獨誦：一冠軍、三亞

軍、三季軍、多項優良獎 

  英詩獨誦：一冠軍、一亞軍、

四季軍及多項優良獎 

  中文集誦：良好獎 

  英文集誦：優良獎 

  普通話集誦︰優良獎 

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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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小學中級組︰金獎、銀獎 

小學高級組︰銀獎、銅獎 

小學初級組︰銀獎、銅獎 

 香港國學藝術教育中心第七屆香港國學藝術節 詩詞獨誦：初小組銀獎 

 2017-2018 年度屯門及天水圍普通話朗誦比賽 初小組 -詩詞︰優異獎 

 第五屆全港經典藝術大賽 初小組-普通話詩詞獨誦︰銀獎 

 燕橋中港文化藝術交流促進會--第 12 屆校園拔萃盃 初小組普通話詩歌朗誦︰ 

銅獎 

 第六屆香港小天王朗誦公開賽 2018 初小普通話講故事︰冠軍  

 第二十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8 中小組︰優異、優異星、良好 

初小組︰良好 

 香港普通話專業協會--第八屆京彤盃朗誦比賽 

初小普通話講故事 
冠軍 

 第五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7 P1-2 組普通話詩詞︰金獎 

 亞太兒童體藝協會-亞太兒童朗誦錦標賽 2018(精英

盃) P.1 普通話講故事 
亞軍 

 IYACC 第三屆國際公開朗誦大賽 P.1 普通話說故事︰冠軍 

 第六屆全港經典藝術節 初小組普通話說故事︰銀獎 

 博學盃全港兒童朗誦比賽-普通話-(P1-2) 亞軍 

 國際文化精英朗誦節 2018 普通話故事-中小組︰亞軍 

 海洋盃全港藝術交流大賽-普通話講故事   初小組︰金獎 

 博學盃全港兒童朗誦比賽普通話-  初小組講故事︰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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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比 賽 / 組 織 名 稱  獎項 / 獎品詳情 

音樂 第四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2017 音樂比賽 

管弦樂團公開組-香港賽區(藝韻盃) 

亞軍 

  台灣愛琴海音樂大賽- 

佈爾格彌勒 25 首練習曲組 

亞軍 

  HKYPAF 第五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7(香港賽區) 

鋼琴︰金獎、亞軍、季軍及銀獎 

小提琴︰亞軍、銀獎 

長笛︰季軍 
 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 2017- 西樂︰冠軍及優異獎 

 裘錦秋中學(屯門)「我是小歌手」小學公開賽 初小組︰冠軍 

 第 21 回 PIARA B 部門 --鋼琴比賽 亞軍 

 第 21 回日本浜松 PIARA(香港地區大會) Junior B︰殿軍 

 第五屆澳門亞太青少年鋼琴比賽 鋼琴公開組(兒童 C 組)︰ 

二等獎 

 (台灣) 亞洲愛琴海鋼琴大賽(香港區選拔賽) 鋼琴自選曲組-自由選曲 A

組︰季軍 

 台灣愛琴海音樂大賽 亞軍、季軍 

 MF Music Competition 2017-Piano CA Class 冠軍 

 第六屆香港兒童音樂才藝大賽 2017- 鋼琴 Group P3-P4︰冠軍 

 第十四屆德藝雙馨-兒童 B 組(鋼琴獨奏) 殿軍 

 第六屆亞太新星鋼琴大賽 P3-P4 組 季軍 

 第 70 屆學校音樂節 合唱團(中文聖詩)：優良獎 

      (英文聖詩)：良好獎  

鋼琴獨奏：冠軍、亞軍、季軍 
多項優良獎及良好獎 

小提琴獨奏：亞軍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2018 亞軍及多項金獎、銀獎及銅獎 

 中國音樂學院第十二屆音樂演奏評分賽 鋼琴-幼童組︰二等獎 

 The 6th Asia Pacific Outstanding Youth Piano 

Competition 

Piano Exam Grade 4 Class︰ 

Merit 

 屯元聯校音樂文化比賽 自選初小組︰金獎、銀獎 

 JSMA 聯校音樂大賽 2018 小學長笛獨奏 金獎、銅獎 

 第 22 回日本浜松 PIARA(香港地區大會) 

鋼琴公開分齡組兒童 B 組部門 
亞軍 

 第六屆亞奮傑出青少年鋼琴比賽 

Children Advance Class (under age 12) 

Merit 

 第十屆「香江盃」藝術節(音樂大賽) 鋼琴公開組–高小組︰金獎 

 第七屆香港兒童音樂才藝大賽 2018 Group P3-P4︰殿軍 

 2017 全港兒童中文歌唱比賽 小學高級組︰銀獎 

 第八屆香港演奏家音樂大賽 

ABRSM Grade 4 鋼琴 

First Hon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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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屆 MF 音樂聯賽 2017-鋼琴 E4  Class Merit 

 國際音樂藝術大賽-鋼琴 兒童 B 組 金獎  

 HKCEA 香港傑出兒童音樂比賽 2017- 兒童音樂︰優異獎 

視藝 2017「華夏兒藝」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兒童組︰二等獎、三等獎 

 第四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17 年度 西洋畫︰一等獎、二等獎、亞軍 

 全港青少年書畫比賽 2017 西畫小學組︰季軍、優異獎 

 第 11 屆全港青少年朗誦文學藝術交流會大賽華龍

盃 

高小組 色彩繪畫︰金獎及 

卓越之星 

 2017「活現真我」繪畫比賽(亞太區) 少年組︰二等獎、三等獎 

 第九屆「講德公 比畫功」德育及公民教育繪畫比賽 初級組：優異獎 

  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P3-P4：優異獎 

 小紅熊快樂盛夏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2017 兒童組：金獎 

少年組︰金獎、銅獎 

  綠色生活知多 D-全港兒童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P5-P6 ：季軍 

 2018「畫出心思」國際繪畫比賽 一等獎、二等獎、優等獎 

 第七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18 中童組-西畫：金獎、銅獎 

  全城讚好 5000 LIKES 全港兒童填色創作比賽 P3-P4 ：季軍 

 第六屆徐悲鴻盃國際青少年兒童美術比賽 香港賽區-初小組︰優異 

 「屯門盆景蘭花展覽 2018」繪畫寫生比賽 亞軍、優異獎 

 全港旗袍設計比賽 2017(小學組旗袍/長衫填色設計

比賽) 

高小組︰亞軍、優異獎 

中小組︰季軍、優異獎 

初小組︰優異獎 

 2017 國際可持續旅遊發展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第二組︰三等獎 

 第三屆旗袍設計(全港小學)邀請賽 嘉許狀 

環保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節約用水幻想畫創作比賽」 冠軍、亞軍、季軍、優異獎 

 2017/18 年度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金獎、銀獎、銅獎 

書畫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香港學界書法比賽 2017 高級組：優異獎 

 第四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17 年度 中國畫(第五組)︰一等獎 

 順德聯誼總會--2017 青少年暑期活動毛筆書法比賽 小學組初級組︰優異 

 第七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18 中童組-國畫︰銅獎 

資訊科技 香港教育城-Master code 編程大賽 2017 季軍 

 Google Blocks 首屆全港小學創作比賽 小學組︰季軍 

其他 2017-2018 香港機關王競賽 高小組：優異獎 

 香港紅十字會新界西總部少年團急救比賽 2018 少年團急救︰亞軍 

 第四屆「屯門區傑出小學生嘉許計劃」 優異獎 

 屯門區公益少年團「尊師重道好少年」選舉 優異獎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待人有禮好少年」 

選舉 
優異獎 

 屯門區公益少年團「關懷服務四十載．公益互勉創

未來」主題活動攝影比賽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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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學生支援周年報告附件 

 

(一) 政策 

  通過「全校參與」模式，照顧學生不同學習需要。為學生提供適

當輔導及協助，關注每一位學生的學習成長及發展需要，以提升學生

整體的學習效能，共同建立一個和諧共融的校園。 

 

 

(二) 資源 

  學生支援組聯同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輔導人員、校本心理學

家及教學助理等，運用學習支援津貼及加強言語治療津貼，訂定各項

校本支援計劃及策略，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照顧。 

 

 

(三) 措施 

1. 教學支援計劃 

‧ 推行多元化活動及電子教學，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老師上下學期最

少一次於支援課推行 

‧ 中、英、數科 (共 29 組)，早會，午息及導動課進行 

i. 推行支援課獎勵計劃，鼓勵學生積極學習、準時上課及有禮等，

達到理想表現可獲贈小禮物 

ii. 自訂目標 

 

2. 「初小中文分層教學模式」計劃 

‧ 繼續為 P.1-3 年級學生全年進行三次讀字或篇章評估 

‧ 利用數據結果加強支援有顯著學習困難的學生 

‧ 運用「喜悅寫意」教材進行小組支援教學 

 

3. 小一及早識別計劃 

‧ 班主任課堂觀察，初步識別學習有困難的學生，及早支援。 

i. 12 月-班主任填寫學習測量表 

ii. 1 月-班主任舉行會議(第一次) 

iii. 6 月-班主任舉行第二次會議(學期末) 

iv. 識別有顯著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二年級安排做讀寫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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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甲. 外購小組服務 

i. 專注力訓練小組 

A 組: 二、三年級，共 8 人 

B 組: 四、五年級，共 8 人 

‧ 訓練包括視覺及聽覺專注力、情緒認知及表達、自我行為管理

等。 

ii. 社交訓練小組 

A 組: 一至三年級，共 6 人 

B 組: 二至四年級，共 6 人 

‧ 透過「遊戲及藝術治療」幫助學生處理社交或適應上的困難，

從而增強學習表現及社交技巧。 

iii. 讀寫障礙訓練小組 

A 組: 五、六年級，共 8 人 

 分析問題核心、六何法及辨別不同文體以提昇學生閱讀理解能

力。 

B 組: 一、二年級，共 8 人 

‧ 提升學生學習的自信心，辨認常用部件及形聲字的特性以加強

認讀能力。 

iv. 鼓藝班 

‧ 透過多元智能幫助學生提昇專注力及協作能力。 

 

乙. 社區機構或學院合作計劃 

‧ 參加「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支援學生的社交溝通、情緒調教、解

決困難等技巧 

‧ 計劃包括 25 小時小組訓練、家長及老師的諮詢、同儕活動等 

‧ 全年上、下學期每組各十二次： 

A 組: P.2-3，共 6 人 

B 組: P.4-6，共 6 人 

 

5. 言語治療服務 

‧ 言語治療師每年到校約三十次，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提供言語訓

練。 

6. 校本心理學家服務 

‧ 全年 20 次註校服務 

‧ 學生讀寫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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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個別會議 

‧ IEP、學生支援組會議(每年三次) 

‧ 教師專業發展講座 

‧ 家長工作坊 

 

7. 個別學生會議 

‧ 家長、科任老師、學生支援主任、輔導主任為個別有評估報告學

生舉行會議，全方位支援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生。 

 

8. IEP「個別學習計劃」 

‧ 為兩名學生制定「個別學習計劃」，包括行為、情緒、學業各方面

支援。 

 

9. 教學助理支援 

‧ 為個別學生支援，包括學習、自理能力及功課等 

‧ 小組訓練課室支援 

 

10. 小老師計劃 

‧ 「小老師計劃」安排三年級「英文閱讀大使」學生個別指導一年級

20 名成績稍遜的學生。 

‧ 為一年級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及早支援認讀基礎訓練 

 

11. 伴讀計劃 

‧ 挑選四年級學生大使，為二年級 20名成績稍遜的學生伴讀故事書，

每星期一次利用午息、導動時間進行伴讀，幫助學生鞏固語文基礎 

 

12. 個別學生支援計劃 

‧ 幫助部分有社交障礙、情緒行為問題或有顯著學習困難學生進行

個別支援 

 

13. 教師專業培訓 

i. 教師專業培訓講座 

ii. 教師專業培訓 

‧ 安排老師繼續報讀有關特殊學習困難的培訓課程 

‧ 參加有關特殊教育講座或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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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調適安排 

‧ 安排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考試調適 

‧ 安排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默書及功課調適 

 

15. 「學習程度測量卷」評估 

‧ 安排校內成績稍遜的學生及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接受評估，了

解學生學業水平，調整教學策略和支援措施 

 

16. 家長工作坊/講座 

‧ 親子認讀工作坊 (共四次) 

‧ 家長講座—情緒管理 (共四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