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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我們的學校                     

 

辦學宗旨 

 本校乃由香港佛教聯合會主辦，秉承會方辦學宗旨，培育學生慈悲博愛 

精神，致力將基礎教育均衡發展，使學生能學以致用，成為社會良材。 

 

1.2 辦學目標 

 1.2.1 透過健全的制度及教師的專業精神，培養出富創意及分析能力，充滿

青春活力、健康愉快、關注社會及放眼世界的優質學生。 

 1.2.2 貫徹「明智顯悲」的校訓，將中國倫理配合佛法作為德育及生命教育的

基礎，為學生建立正確人生與價值觀。課程設計以學生為本，著重實

踐，提供適切的學習經驗，鼓勵創意思維，發展潛能，促進終身學習。

建立關愛的校園文化，協助學生解決疑慮及紓緩壓力，促使他們健康

愉快地成長。 

  

1.3 學校簡介 

 1.3.1 本校創辦於 2008 年，原為佛教榮茵學校下午校，於 1990 年創校，為

區內服務接近 30 年，於 2008 年 11 月遷往元朗馬田欖口村路 23 號，

為一所政府興建之最新型校舍。學校於遷校後轉為全日制小學。 

 

 

 

 

 

 

 

 

 

 

1.4 

 

 

1.3.2 本校蒙陳榮根受託人法團慷慨捐款港幣五百萬元作為部份開辦費，為

紀念樂善好施及致力支持教育事業的陳榮根先生，特將新校命名為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1.3.3 本校是一所嶄新的校舍，樓高七層，設有教學大樓、行政大樓及多間

特別室，環境寬敞舒適，設施完備，包括：攀石牆、卵石徑、露天表

演場地、電腦室、語言學習中心、圖書館、英文閱讀室及空中花園

等，為學生提供了一個具規模、設備完善的理想學習環境。 

 1.3.4 特殊教育設施：升降機、傷殘人士洗手間、輪椅斜台、扶手欄杆、

禮堂表演台升降機等。 

 

學校實際上課日數   

本年度的實際上課日數為 192 天，於 2019 年 9月 2 日至 2020 年 7月 15 日

(依校曆表)的上課時間為上午八時十五分至下午三時三十五分。 

備註：惟因社會事件及新型冠狀病毒而停課及提早暑假，會以網上授課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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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八個學習領域的每週課時   

學習領域(小一至小三) 年              度 

 2017/2018 2018/2019 2019/2020 

中國語文教育 4.7 小時 4.7 小時 4.7 小時 

英國語文教育 5.3 小時 5.3 小時 5.3 小時 

數學教育 4.1 小時 4.1 小時 4.1 小時 

小學常識科 2.3 小時 2.3 小時 2.3 小時 

藝術教育 2.3 小時 2.3 小時 2.3 小時 

體育 1.2 小時 1.2 小時 1.2 小時 

 

學習領域(小四至小六) 年              度 

 2017/2018 2018/2019 2019/2020 

中國語文教育 4.7 小時 4.7 小時 4.7 小時 

英國語文教育 5.3 小時 5.3 小時 5.3 小時 

數學教育 4.1 小時 4.1 小時 4.1 小時 

小學常識科 2.3 小時 2.3 小時 2.3 小時 

藝術教育 2.3 小時 2.3 小時 2.3 小時 

體育 1.2 小時 1.2 小時 1.2 小時 
 

 
 

1.6 學校管理   

 

 

 

 

 

 

 

 

 

 

 

 

 

 

 

1.6.1 校董會架構 

成員 辦學團體 校長 家長 教師 校友 獨立人士 

17/18 8 1 2 2 1 1 

18/19 8 1 2 2 1 1 

19/20 8 1 2 2 1 1 

 

1.6.2 教職員編制 

教學人員 校長（1人）、副校長（2 人）、課程發展主任
(1 人)、主任（7 人）、教師（47 人）、 
外籍教師(2人) 

共 60人 

非教學人員 社工（2人）、教育心理學家（1 人）、 
言語治療師(1 人)、教學助理(6人）、 
行政主任(1人)、助理文書主任（1人）、 
文書助理（4 人)、行政助理（1 人)、 
資訊科技員(2 人)、職工（9人） 

共 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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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的學生   

2.1 班級數目 (2019-2020)  

級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數 

班數 4 7 5 5 4 4 29 

 
2.2 學生人數  (2019-2020)   

級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數 

男生人數 64 120 95 82 70 71 497 

女生人數 57 90 78 73 54 63 430 

學生總數 121 210 173 155 124 134 917 

 
2.3 

 
學位空缺率 

學位空缺率 
2017/2018 2018/2019 2019/2020 

0% 0% 0% 
 

2.4 學生出席率 
      學生出席率 

 2017/2018 2018-2019 2019-2020 
小一至小三 96.9% 97.4% 96.8% 
小四至小六 96.8% 97.4% 97.3% 

 

 

3. 

 
 
我們的教師 

3.1 教師數目   
 教  師 年  度 

 2017/2018 2018/2019 2019/2020 

常額教師 44 52 50 
合約教師 9 8 8 
外籍教師 1 2 2 
總計 54 62 60 

 
3.2 

 
教師獲得的最高學歷   

 學  歷  年  度  
  2017/2018 2018/2019 2019/2020 
 持有碩士或以上學歷的教師

人數 
11 
20% 

12 
19% 

16 
27% 

 持有學士學位的教師人數 52 
96% 

59 
95% 

57 
95% 

 持有本地專上非學位學歷的
教師人數 

2 
4% 

3 
5%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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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已接受專業訓練的教師   
 

教師資歷 2019/2020 年度 

持有專業資歷 60/60 100% 

 

3.4 

 

已接受專科訓練的教師   

專科類別 2019/2020 

 人數 百分率 

已接受本科訓練(中文) 18 人 100% 

已接受本科訓練(英文) 17 人 100% 
 

  

3.5 已達英語及普通話語文能力要求的教師   

語文能力類別 2019/2020 年度 

 人數 百分率 

英語語文能力 18 人 100% 

普通話語文能力 17 人 100% 
 

3.6 教學經驗(包括校長)   

年資 2017/2018 2018/2019 2019/2020 

 54 62 60 

0-4 年 12 19 14 

5-9 年 9 8 10 

10 年或以上 33 35 36 

總 計 54 62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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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2019-2020)  

  3.7.1 觀課及評課 

學校進行了中文、英文、數學、常識、體育、音樂、視藝、佛化德育及價

值教育科、圖書科及電腦科的焦點及同儕觀課活動，重點包括預習活動能

緊扣課堂教學、高層次思維提問  (分析/整合/評鑑)、懂得藉追問/轉問來

梳理學生的思路。透過共同備課及觀課活動，老師們能夠分享及交流教學

經驗和心得。與此同時，以腦科學及思維為本的教學計劃，今年目標為提

升學生思維能力的教學策略及課堂設計，並培訓負責觀課的教師，亦增加

了老師們反思的機會，有助解決教學上的問題，從而提升教學質素及專業

發展的能力。惟因為疫情關係，本年度未能完成的觀課及評課將在下年度

繼續完成。 

3.7.2 同儕備課 集思廣益      

A.本年度中文、英文、數學、常識科、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科進行了分級備

課會，備課時間安排在課時內或放學後。因疫情關係，教師亦會透過網絡

視像進行共同備課商議不同的教學策略及教學重點、難點，按不同的課題

讓學生完成預習課文、搜集資料等工作，培養學生的自學態度。同時亦會

共同商討如何照顧學習多樣性及作出相應的課程調適。共同備課不但能夠

促進彼此之間的協作文化及經驗分享，還可加強教師的專業發展。  

B.中文科推行「中小學名師領航工程—鄭麗娟工作室」計劃，培養教師的教

學專業。 

C.英文科方面，繼續參加Space Town Programme，以增強學生讀寫能力。四

年級更參加了利用電子學習促進學與教計劃，協助推動學習電子化的發

展。 

D.四年級常識科獲得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透過備課、觀課及評課以優化課

堂的教學，開啟學生的STEM學習模式及發展高階思維能力。 

F.電腦科及課程組聯合佛教何南金中學共同發展QTN四機械人製作，增加學

生的STEM知識的同時，各教師均能將有關技術繼續傳承下去。 

3.7.3 與姊妹校學術交流活動      

2019年12月12-13日，本校教師代表團到訪佛山市禪城區玫瑰小學，並且進

行「禪港樂創卡丁車」活動，教授玫瑰小學學生STEM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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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本年度教師的專業發展：      

2019-2020 年度是本校三年計劃的第一個週期，而各教師因為疫情關係，有

大部分的培訓改為以網課進行或是取消了。本校教師仍積極參與各種專業發

展及進修，涵蓋範疇甚廣，綜合有以下幾類： 

 

範疇 總時數 範疇 總時數 

學與教 894 小時 學習/學生支援 132 小時 

行政與管理 276 小時 訓輔/德育 222 小時 

交流 149 小時 其他 190 小時 

19-20 總進修時數 1863小時 

 

3.7.5學習圈、網絡觀課、策略發展會及交流  

  

    日 期 事項/活動 提供機構/主辦機構 

9/2019-

7/2020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 

課程領導學習社群 

教育局 

9/2019-

6/2020 

課程發展主任委員會 香港佛教聯合會 

會屬小學校長會 
訓輔教師委員會 

心靈教育推廣委員會 

Professional Community for curriculum 

leader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KLA (Primary) 

Language Learning 

Support Section, EDB 

9/2019-

7/2020 

中小學名師領航工程--鄭麗娟工作室 中國國家教育部 

9/11/2019 會屬小學聯校中層人員領導培訓工作坊 
香港佛教聯合會 

會屬小學校長會 

22/11/2019 
會屬小學聯校教師發展日 香港佛教聯合會 

會屬小學校長會 

疫情取消 元朗區小學聯校教師發展日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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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 本校教師參與校外團體及大專院校的講座及工作坊有： 

項目 
關 注 項 目 

1 2 其他 

教育局講座/工作坊/分享會      

教育局資優網絡觀課活動  
  

香港佛教聯合會小學聯校教師專業培訓    

會屬小學聯校中層人員領導培訓課程     

會屬小學聯校工作坊/會議/分享會    

教育界一般講座/工作坊/分享會  
    

課程領導講座/課程  
  

照顧不同學習需要講座/工作坊/課程    

教師專業交流及觀課活動     

教學相關的工作坊      

電子教學工作坊    

STEM教學培訓    

中文科工作坊/計劃備課會議      

英文科工作坊/計劃備課會議   
 

數學科工作坊/計劃備課會議    

常識科工作坊/分享會/備課   
 

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科工作坊    

視藝科工作坊  
 

 

優化學校投訴管理計劃    

*備註：關注項目 1為「樂學」； 

關注項目 2 為「自律」。 
 

3.7.7校長持續專業發展   
  

發展範疇 年度 

 2019/2020 

有系統的學習 8.5 小時 

實踐學習 56.5小時 

為教育界和社會服務 178.5 小時 

其他 9 小時 

總  計(認證 C.P.D) 252.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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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4.1運用多元教學策略，培養學習興趣  (樂學)  

➢ 本年度為三年計劃的第一個週期，著重幫助學生明白學習目標，繼而投入學

習。透過備課、觀課及評課，設計電子學習活動，加強課堂互動，增加學習趣

味及課堂學習質量。 

➢ 中文科參與中國國家教育部「中小學名師領航工程--鄭麗娟工作室」，透過教

師學習交流引入多元化教學策略優化教學。 

➢ 中文科在二、三年級的說話課引入言語治療師的支援，另外於六年級加入社工

提供的升中面試技巧課，針對學生小組交談的技巧課進行協作教學，提昇了學

生在小組交談技巧及能力。 

➢ 英文科在一至三年級推行教育局 SPACE TOWN 計劃，在四、五年級則推行

Gudided Reading 教學。在英文教學課堂內，老師給予學生運用英語的機會，

進行小組教學、導讀、自行閱讀、分組討論及寫作等活動，讓學生學習運用閱

讀技巧和策略；在教學課堂外，多樣化的英語學習活動亦能鞏固學生所學到的

知識和技巧。老師運用有效的教學策略，在照顧學生個別差異方面，提供適當

的支援，以提升學生聽、說、讀、寫的能力。在英文課堂上，仍要加強學生以

英語表達和分享意見的信心。 

➢ 常識科引入教育局課程發展校本支援服務，透過共同備課、設計校本教材，同

時更透過同儕觀課增加團隊協作精神，透過科學探究及動創作活動培養學生

STEM學習能力。另外，常識科亦於各級加入 STEM教學活動，同時透過課程規

劃、課堂教學及延伸課業設計等推行高階思維教學。 

➢ 全校已安裝無線網絡設施，各科組因應課題及教學需要進行電子教學，英文科

四年級參加香港教育大學利用電子學習促進學與教計劃，進一步推動電子學

習。而電腦科亦在三至六年級課程上加入編程課程，以配合校本發展。 

➢ 本校亦積極與其他學校及地域進行學習、教學及文化交流，目的為擴闊各同學

的視野外，更可藉此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 電腦科參加了百仁基金的「童擁 AI 計劃」，加強校本編程教學。 

➢ 在四年級專題研習中，引入佛教何南金中學 QTN Robot in STEM 計劃，進一步

發展 STEM 教學，提昇學生學習興趣。 

➢ 全校的所有課室及特別室均安裝全新的電子白板，除創設互動學習的課堂，並

於「網上學習教室」提供平台讓師生就學習難點作提問、討論及講解，持續深

化及優化學習，以及提昇師生及生生互動，促進學生與人溝通及社交能力，實

踐了「學樂」的關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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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透過不同學習經歷，建立自律精神  (自律) 
 

➢ 本年度因應學校關注事項，在品德上著重提升學生的自律精神。本學年為三年

發展計劃的第一年，著重讓學生認識自律之重要，並為學生訂定一些力能所及

的目標，希望學生從小步子開始建立「自律」的生活習慣。 

➢ 訓輔組設計了「自律榮根人」活動，先教導學生設計自己的時間表，考慮他們

的能力因各級不同的關係，故時間表的設計亦有所不同。再著學生於家中為自

己紀錄是否完成。回校後交予班主任檢查，當達到一定要求後，班主任亦會加

以獎勵。在往後數個月，再由校方為學生訂定不同的指定條件讓學生達成。在

此活動中，希望藉由學校為學生設立的一些條件，讓學生知道如何的生活方式

做到自我規管。 

➢ 訓輔組統籌了「榮根之星」活動，配合「自律榮根人」活動，強化學生對自律

生活習慣的認識。於每一學期因應每年訓輔組所訂立的主題，由班主任引領班

中選出三位的「榮根之星」。 

➢ 由學生事務組與訓輔組合作，透過「自律榮根人」計劃，於午膳時，鼓勵初小學

生建立自動自覺收拾餐具，中高年級學生建立自動自覺清潔餐具及桌子，並透

過「謝飯語」活動，讓學生建立用餐的基本禮儀。 

➢ 於小一學生初到本校時，訓輔組為小一家長設計了一系列的適應課程，讓學生

在幼小銜接時，小一學生和家長更能容易適應小學的生活，更可透過一些活動

和講解，讓家長們明白有規律的小學生活，做到家校合作的效果。 

➢ 另外，校方亦安排早會及午膳時間進行德育活動宣傳-自律守規，從而讓學生加

深認識自律的生活方式，而分享的學生亦能從活動中增強他們的信心。惟因停

課關係，午膳時間的宣傳活動順延一年進行。 

➢ 校方安排早讀時間，培養學生閱讀興趣和習慣。 

➢ 除以往的品行優異和品行進步獎外，校方設立獎學金，鼓勵自律守規之學生。 

➢ 各科因應教學進度及內容，配合「自律」主題安排教學活動或課堂，培養學生

自律的態度。 

➢ 在主要科目中，老師鼓勵及安排學生預習課文，於課前搜集資料或其他預習活

動如觀看電子教材，並適時摘錄筆記。 

➢ 校方亦鼓勵學生參加全國性比賽及表演，教導其奮發圖強，訂立目標，將來能

代表香港出賽。 

➢ 在比賽過後引導學生作賽後及活動後檢討，培養他們的反思能力。 

➢ 資訊科技組配合電腦科，在課程內加入資訊素養課題，並利用外間的資源為學

生提供不定期的資訊素養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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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們的學與教(2019-2020)   

5.1 學與教的特色     

本校課程著重運用多元化教學模式提昇學生學習興趣，培養學生在知識、技

能及態度三方面的發展，同時採用多元化評估方式如紀錄表、觀察、學習歷

程檔案及考試等評估學生學習表現，安排不同的評估人員（老師、學生家長、

學生自己、同儕等）持續性地評估學生在不同範疇的學習表現，以確定學生

的學習需要，改善教學策略。這種多元的評估模式讓教師們更全面與更客觀

地了解及評定學生在這三方面的進度，從而作出跟進及改善。 

  

5.2 參與不同形式的計劃，以促進學與教     

 

     計劃名稱 科目 合作夥伴/支援者 

中小學名師領航工程--鄭麗

娟工作室 

中文科 中國國家教育部 

Space Town – Literacy 

Programme for KS1 (P.1-3) 

英文科 Education Bureau 

(The NET Section) 

利用電子學習促進學與教計劃

(P.4)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教育大學 

教育局常識科校本支援服務

(P.4) 

常識科 教育局 

SportACT 獎勵計劃 體育科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 

教育局、中國香港體

適能總會及香港兒童

健康基金合辦 

QTN 四足機械人製作 電腦科/課程組 佛教何南金中學 

「童擁 AI 計劃」 電腦科/資訊科技組 百仁基金 

小學課程發展支援服務 

課程領導學習社群 

課程組 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

發展組 

姊妹學校交流計劃 各科 佛山市玫瑰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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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利用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及全方位學習、境外交流，擴闊學生視野，提升學生

的共通能力。     

 

日 期 內 容 對象 

12-13/12/2019 姊妹學校教師交流計劃-教授廣州佛山姊妹

學校學生機械人製作 

姊妹學校學生 

因疫情取消 同根同心四川之旅 四年級 

因疫情延期 英國文化考察之旅 五、六年級學生 

15-22/10/2019 第四屆全球學界跳繩比賽-比利時 跳繩隊隊員 

因疫情取消 南韓文化考察交流 四至五年級學生 

因疫情取消 赤子情中國心雲南之旅 六年級學生 

因疫情取消 第七屆佛化德育及生命價值教育之旅 

（台灣） 

六年級 

因疫情延期 日本沖繩文化考察交流 四至六年級 

因疫情取消 日本關西歷史文化體驗之旅 五、六年級 

因疫情取消 第八屆佛化德育及生命價值教育之旅 六年級 

因疫情取消 姊妹學校學生交流 四年級 

因疫情延期 才俊飛昇新一代計劃(澳門) 四年級 

因疫情取消 新界西小學聯校精英領袖訓練計劃 風紀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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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各學習領域的本科發展   

5.4.1 中文科    
 

在學與教方面，科任老師於備課會中共同商議，設計不同的學習活動，

旨在增加師生及生生互動，使學生更積極地參與學習；老師於不同的教

學單元，透過多元化的教學策略，增加課堂互動，讓學生學習課堂上所

教授的技巧及樂於學習。此外，老師亦會設計不同的自學課業，如觀看

影片、搜集資料、佳作欣賞、自擬問題等，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 

 

在推廣閲讀方面，各級進行主題圖書閲讀、科普閲讀及推廣網上閲讀等，

豐富學生的閲讀材料；老師亦會教授相關的閲讀技巧，從而培養學生的

閲讀興趣及能力。 

 
在參與計劃方面，本年度二年級與言語治療師協作進行説話教學及六年
級進行升中面試技巧工作坊，均有不俗的果效。 

 
 本年度二年級引入言語治療師協作説話教學，教導二年級學生「看 
圖説故事」。根據老師的課堂觀察和檢討，學生能掌握教授的説話技巧及
策略，而其表達及説話能力均有進步。二年級的同學更能將所教授的技
巧在看圖寫故事中加以運用，創作內容更豐富的故事。 
 
六年級進行升中面試技巧工作坊，導師先教授學生升中面試的策略和技
巧，再進行個人及小組模擬面試。完成模擬面試後，導師與學生進行分
析和檢討。根據老師的課堂觀察和檢討，學生投入認真，能將所學加以
運用和實踐。透過工作坊，學生能更有自信地面對將來不同的面試。 
   
本年度參與的計劃，均有不錯的果效，因此，下學年會持續優化有關的
教材，以提昇學與教成效。 

 
 

5.4.2 English subject    

 

Our school continues to implement and refine the reading curriculum of Space 

Town in KS1 and its smooth integration with the KS2 GE programme. The 

aim of the Space Town Programme is to develop students’ four language skills 

as well as other learning skills through this sustainable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To add value to the new coming English Subject curriculum, this year we 

joined the following programme: “Unleashing the Power of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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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in Primary English---An Integrated Process and E-platform to Train 

Teachers to Use E-resources Effectively” (Provided by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rough designing our own e-book, teachers 

could adapt the contents of the reader so as to better suit students’ abilities and 

needs and arouse their interest in reading. 

 

Teachers continually co-plan, reflect and change their teaching methodology 

to suit the needs of students. Teachers design interesting learning tasks for 

students in order to arouse their learning interest. STEM is integrated with our 

English curriculum. During the suspension period, teachers adopted various 

e-resources and e-learning platforms to continue teaching and learning. We 

will continue to implement different e-learning programs and strategies to add 

value to the English Subject curriculum and to promote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y. 

 

We continue to apply the “Brain-Based Learning and Teaching” skills in our 

classrooms. To enhanc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student learning, teachers 

participated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ith different focuses. It is evident 

that teachers are applying this new knowledge in their classrooms. 

 

Many supportive measures have been adopted to cultivate a favorable English 

language environment for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our school. Creating 

an English-rich learning environment is also one of the key strategies for 

enhancing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English. Our English Day morning 

assembly (live broadcast Campus TV) provides students with a platform to 

carry out different kinds of English activities, i.e. science experiments, 

cooking, interviews and song dedications. P.1 Buddy Scheme and P.2 Reading 

Buddy Scheme continued this year which our English Ambassadors helped 

P.1 students learn more vocabulary and read to P.2 students during lunchtime. 

The reading scheme motivates our students to read more books and in turn 

improve their reading habits. 

 

Outside the regular curriculum, we offer a wide variety of activities to broaden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s. Some of these include participation in English 

Day, writing and speaking competitions. In addition, Drama Club, Cooking is 

Fun and Hooked on Books were som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provided by 

our school this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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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數學科   
  

一至六年級均有完備的教學計劃，於考試後由三年級評卷老師及五、六
年級呈分試評卷老師因應班本情況對學生表現作出分析，從而找出學生
表現較弱的課題，調適教學策略。另外，每週自擬週末工作紙(一年級除
外)，以重溫過往已學習之課題，並照顧能力較高的學生。 
 

學與教方面，一至六年級透過圖解法、表列法及數線等思維工具，提升
學生傳意及解難能力。一至六年級利用出版社提供的不同程度工作紙、 
小測及評估，照顧能力不同的學生，以提升成績。四至六年級透過不同
題型的應用題，如:混合題型、歸納題型、一題多解、自擬應用題和開放
性應用題提升學生的創意、綜合和邏輯思維能力。亦會多鼓勵學生進行
預習，例如資料搜集，讓學生利用預習成果，於課堂上發表意見及反思
所學。本科教學資源及教具充足，學生能有更多動手操作的機會，以提
升學與教的效能。 
 
一年級設有「加友．加 Fun 站」，以加強學生對 18以內加法組合的精熟
度，二、三年級亦設有乘法加油站及乘法挑戰站，四年級設有乘法轉乘
站，以加強學生對乘數表的精熟度、提升學生對背誦乘數表及數學科的
興趣；並定期進行數學難題挑戰站，以提升學生對本科的學習動機。 
 

 
5.4.4 普通話科     
 

普通話科努力營造良好的普通話語境，加強普通話文化氛圍，以提高學
生聽說普通話能力及學習普通話興趣。學科活動包括：普通話日、朗讀
及背誦唐詩計劃、網上自學計劃、普通話領袖生及小老師計劃、「兩文
三語賀新禧」才藝表演、普通話話劇欣賞、攤位遊戲、SPC 少兒普通話
測試及幼兒普通話班之幼小銜接課程。 

          
普通話日，學生在早會時段積極朗讀唐詩及上自學網，學習氣氛十分濃
厚。普通話領袖生非常認真服務，能帶領低年級積極學習。七成五以上
學生認同參與普通話日活動後能提昇聽、說能力及認同認識唐詩，能了
解中國文化。 

 
在問卷調查中九成學生覺得這次「兩文三語賀新禧」學科活動能營造出兩 
文三語的學習氣氛，覺得話劇表演很值得欣賞，也會繼續參加普通話日的
活動及攤位遊戲。六成學生會積極參與普通話網上學習(每月一聽或普通
話正讀 APP)。 
 
另外，在普通話科教師問卷結果中，所有任教普通話科的教師全部十分同
意及同意電子學習培訓有助推行電子學習；運用腦科學相關的教學策略，
能促使學生互動及積極地參與學習：認為學生認同課堂有趣味，樂於在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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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進行互動學習；積極鼓勵學生參與普通話科自學活動(普通話正讀 APP/
網上【每月一聽】/唐詩朗讀)。所有任教普通話科的教師全部十分同意及
同意在課堂上樂於利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亦經常及有時會因應教學進
度及內容安排教學活動，培養學生自律的態度；鼓勵及安排學生預習課文，
於課前搜集資料或其他自學活動。 

         
       總括而言，學科活動能營造出普通話語境的學習氣氛。 

 
 

5.4.5 常識科     
        

常識科讓學生結合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科學教育與科技教育三個學
習領域所涉及的知識、能力及價值觀和態度進行學習。課程的設計著重
培養學生的探究精神，及發展學生「學會學習」的能力。 
 
本年度常識科參與「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支援計劃，於四年級
常識科引入探究式學習模式，設計多元化教學策略，提升教與學效能。 
 
另外，配合 STEM 教學發展，常識科於各級進行 STEM 教學活動，培養學
生科學探究能力。推行電子學習計劃，選取合適課題，利用電子學習教
材進行教學，增強教學效能，提昇學生學習興趣。 
 
此外，本科成立科技小組，甄選資優學生，以抽離方式在課堂以外教授
學生科學及科技知識，安排參與校外比賽，發揮學生潛能。。 
 
本科亦透過各項環保講座、參觀及活動，例如「一人一花種植計劃」
「廚餘機資助先導計劃」等，加強學生環保意識，持續共建環保校園。 

 

 
5.4.6 電腦科   
      

         本年度電腦科課程發展，順利在初小課程上，加入 STEM 編程教育。讓
初小學生能接觸到編程思維技巧訓練，為日後高小 STEM學習加入了足
夠條件。同時，在資訊素養層面，每級課程加入了最少兩課資訊素養及
閱讀 i-New 課題，讓學生能透過網上閱讀，了解世界各地資訊科技發展
概況。新版電子學習平台更新，學生能在流動裝置上登入系統學習，學
習變得更有效能及趣味。 

 
境外交流方面，配合姊妹學校計劃。科任遠赴佛山姊妹學校，舉行
「禪城樂高卡丁車」活動。讓國內師生體驗本校同學編程的樂趣，為
日後 STEM 中港兩地交流發展，建立重要橋樑。 

 
外間支援方面，科組參與外間 QTN學習群組計劃，配合「SCARTCH 3.0」
校本電腦課程，師生動手製作四足機械人。雖然活動最終因受疫情影響，



17 

 

但課程上已為學生提供相關知識，為日後參與第二學習階段而作好準備。 
 
電腦科持續發展校本課程及STEM編程教育。本年度參與由百仁基金贊助
的「童擁AI計劃」，讓全級一百三十多位五年級學生,可在電腦課堂學習
Scratch x Micro:bit的編程培訓。來年，本校將繼續參加本計劃，並推
廣至五、六年級推行。此外，在各級課程上，學科包含資訊素養、電腦
技能知識及輸入法三個元素，讓學生更能裝備自己，迎接未來社會挑
戰。 
 
 

5.4.7 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科/倫宗科    
 

本科教材結合佛學、品德教育及生活體驗，有策略地從小加強培養學生
在個人、家庭、以至社會的責任感，時刻要多作關懷、體諒、包容、推
己及人與共融的價值觀，為學生提供更適切、更完善的全人教育。 
 
在教學活動方面，一至三年級的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科及四至六年級的
倫宗科，除以教科書作為骨幹外，一至三年級配合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
心編撰的「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科」延伸活動教材及四至六年級校本延
伸活動教材進行授課。 
 
在推展校本「生命教育計劃」方面，本科繼續以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科/
倫宗科作為骨幹，推行跨學科學習活動：於一、二年級分別推行「繪本
故事教學--我是一隻噴火龍」及與圖書科合辦「雲水書車感恩故事分
享」，讓學生透過閱讀有關心靈教育的書籍，學會感恩的精神，藉以從小
培養學生「懂得愛惜生命」和「學習感恩」的價值觀。來年度繼續於一
至三年級進行分級分享講座；四至六年級則進行生命教育體驗活動，讓
學生學會尊重、熱愛生命及感恩父母賜予生命。此外，與訓輔組合辦
「臘八粥‧傳光明」講座及全校享用活動，讓全校同學分享佛陀成道的
喜悅。 
 
隨著疫症蔓延，本科將原本與圖書科合辦「正向心靈閱讀推廣周」改於
網上舉行，鼓勵學生自行登入「bodhi360 校園佛化教育平台」、「佛陀教
育漫畫館」及「佛門網」的網站，隨心閱讀心靈教育的書籍、佛學文
章、佛學漫畫或欣賞佛學短片，進行自主學習。 
 
此外，本科積極推動「佛德小品」課室廣泛閱讀，已於各個課室的圖書
閣內增設「佛德小品」及正向生命教育圖書，讓學生於課室內的「靜思
閣」閱讀正向生命教育圖書，強化學生正向思想、積極面對人生的態度
及生命的成長。為了提升同學對佛學偈語的認知，本科特意於課室內張
貼「回向偈」及「五戒十善」，使學生從佛學經文規則中學會「自省」和
「自律」的精神。 
 
本科持續推行「校本靜觀課程」，旨在全方位加強學生的觀察力、穩定學
生的情緒，提升學生的身心健康。本科不僅透過於日常課堂中推行的



18 

 

「靜思‧淨思」活動，加強學生的「靜觀」的體驗，也透過營造適切的
環境及時間表的配合實踐環境教育之下，讓學生透過早上「靜觀時間」 
練習「靜觀」，協助學生學習，藉此協助自己平伏情緒，專注當下。於午
膳時間進行「惜食‧慢食」，讓學生於飯前誦讀「謝飯語」，學會「自
省」和「珍惜當下」的精神；透過「閱讀禪」的活動，學生能夠協助自
己於平靜的情緒，專注當下，投入閱讀。 
 
鑑於疫情持續，本科特別推介一系列「居家靜觀練習」，期望學生及家長
在預防疫症之餘，也不忘每天抽空用適合自己的靜觀練習，進行「小休
息」，在家中好好照顧自己的身心靈健康，同時強化一至六年級學生禪修
體驗。教學活動包括認識「靜觀」、校本「靜思.淨思——三分鐘禪修」
和「居家靜觀練習」(靜觀呼吸、靜觀進食、靜觀步行、靜觀站立、靜觀
伸展及身體掃描)，藉以全方位加強學生的觀察力、穩定學生的情緒，提
升學生的身心健康。透過不同的媒介，如導入聲帶，加強學生「靜觀」
的體驗。透過營造適切環境的配合，讓學生透過網上活動練習「靜觀」
(觀呼吸)，協助學生學習，藉此協助自己平伏情緒，專注當下。 
 
在課外活動方面，本科安排於星期五課外活動時段內，為一年級開設
「小菩提班」，內容包括佛學知識、影片等，並配合「佛化德育及價值教 
育科」課程，提升同學對佛學的興趣。 
 
再者，本科與圖書科、視藝科合作，以跨學科學習活動共同推展價值教
育。如與圖書科合辦，邀請「雲水書車」為二年級學生進行「感恩故
事」分享；與視藝科合辦，佛誕咭設計比賽、浴佛填色比賽、四格漫畫
創作比賽等。 
 
本科繼續運用學校發展津貼以合約形式聘請專科老師教授五至六年級的
倫宗科。專科老師為佛教徒，她的佛學知識豐富，佛學修為甚高。她既
可推動佛化教育，亦為其他教師創造空間。 

 
展望來年度，本科會繼續推行更多不同種類的品德教育活動，以提昇學
生對佛學的認知，有策略地從小培養學生在個人、家庭、以至社會的責
任感，時刻要多作關懷、體諒、包容、推己及人與共融的價值觀，為學
生提供更適切、更完善的全人教育。 
 
 

5.4.8 音樂科     
 

本科配合學校的發展，提昇學生對音樂的興趣及能力，本年度音樂科課外
活動共有十四項之多，包括低年級組及高級組合唱團、夏威夷小結他班、
銅管樂班、木管樂班、長笛班、敲擊樂組、儀舞旗隊、步操樂團、二胡班、
古箏班、笛子班、中式敲擊樂組及牧童笛組。另外，為培養學生對學習和
欣賞音樂的興趣與能力，六年級學生參與由香港中樂團舉辦之《賽馬會中
樂 360》中樂導賞音樂會，音樂欣賞活動有助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興趣，並
加深學生對各類樂器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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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因疫情關係，所有表演及比賽都取消，望來年可繼續讓學生參加不
同的表演及比賽。透過參加不同的音樂活動，讓學生得以擴闊其音樂視野，
同時讓學生在合奏中學習團隊協作精神，享受合奏的樂趣。 
 
最後，本科亦與英文科及視藝科合作，於英文日時段介紹不同類型的英文
歌曲，藉動聽的英文歌加強學生對音樂的認識；另外與視藝科合辦「親子
藝術日營」，但亦因疫情關係取消。 
 
展望來年度，本科會繼續優化不同種類的音樂科課外活動，以提昇校園內
之音樂氣氛，亦從參與不同的比賽或表演中，加強學生之間的合作性及自
信心。 

 
 

5.4.9 體育科     
 

本科透過教授基礎活動及體育遊戲，使學生學習和掌握用具操控技能、移
動技能及平衡穩定技能。此外，本年度設立「動感校園」，讓學生於小息
能參與足球、籃球、跳繩、呼拉圈及跨欄等體育活動，使學生能明白體育
活動對身體的益處，亦可藉此培養健康的生活模式。另外，本校亦與康文
署合作，在學校推行「SPORTACT運動獎勵計劃」，透過此一活動，為學生
訂立目標，培養學生每週要有定期做運動的習慣。本校亦參與體適能總會
的「體適能獎勵計劃」，鼓勵學生加強自身體能訓練，以鍛鍊出強健的體
格，而本校亦曾連續四年獲得「活力校園獎」，惟因本年度疫情關係，此
計劃未能在本年度進行，但由於此計劃能有效推動學生建立常規運動的習
慣，待疫情過後，會繼續在校內推行此計劃。 
 
在發展資訊科技輔助體育學習方面，在「停課不停學」期間，本科在網上
進行「抗疫活動齊分享」的活動，學生將在家進行的運動拍成影片交予學
校，透過學校網頁分享予其他同學，藉以建立學生定時運動的習慣。 
 
每學年均舉辦周年陸運會，以及於三至六年級舉辦「班際閃避球比賽」以
培養學生對參與體育活動的正面態度。從不同的比賽項目中，令學生學會
有效地與別人溝通和合作；更可教授學生遵守規則，公平競賽的重要性。
但本年度因疫情關係，上述兩項活動均在本年度停辦。 

 
        本校亦提供不同體育項目(如手球、羽毛球、乒乓球、足球、體操、田徑、

跆拳道、柔道、跳繩及中國舞等)的訓練及比賽，本校於本學年各學生於
不同項目的公開比賽中共獲得多個體育性的公開獎項，藉以培養學生個
人的責任感及團隊意識，學生亦能透過各類訓練及比賽，提升個人自信及
成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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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0 視覺藝術科     
 

視覺藝術科在本年度除了配合學生的生活經驗及興趣去積極發展具校本
特色的藝術課程外，還引入其他藝術團體的資源，透過舉辦和參予不同
的計劃、多元的活動、興趣班和比賽，讓學生主動地、愉快地學習，發
揮潛能，擴闊藝術視野，提高對藝術創作的興趣及能力。 
 
藝術課程特設校本專題創作，有四年級「鳶的藝術」、五年級「香港飲食
文化之車仔食檔」、「深海奇觀」主題 STEAM 創作和六年級「紮染的風
采」等，但因疫情停課關係，部分創作未能完成。 
 
此外，本年度更邀請校外藝術家/藝術團體到校推行校本計劃和活動，有
三年級「書法之旅」(王覺亮書法家)、四至六年級「陶藝樂」(Billy’s  
Art  Place)、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的「光影創作劇場之皮影新體驗」
計劃(明天藝術教育機構及建新藝術團)、「非物質文化遺產青年大使」計
劃(香港遊樂場協會青趣坊) 的龍鬚糖製作小組和「兩文三語賀新禧」活
動的「物質文化遺產大使」計劃攤位日、默劇全接觸-演出暨示範講座
(索輝輝奇藝坊)、三好繪畫比賽與「臘八粥.傳光明」講座(佛光緣)和禪
繞畫教師工作坊(關潔怡襌繞畫師)等。再者，配合學生不同的潛能和興
趣，視藝科舉辦不同的興趣班(如「精靈小畫家」班、國畫班、陶藝班和
皮影班)、「小小藝術家」小組和紙黏土創作小組等。 
 
最後，本科更與其他科組和家教會舉辦活動和比賽，如訓輔組德育推廣
計劃、「生命教育」計劃、親子花燈設計活動、感恩樹活動；佛德科佛誕
咭設計比賽、浴佛填色比賽、四格漫畫創作比賽；體育科陸運會場刊設
計比賽；「兩文三語賀新禧」視藝攤位活動；家教會「海洋真美」之幼小
親子藝術競技賽、親子藝術工作坊、親子藝術日營、牆畫活動等，惟因
社會活動和疫情影響，取消部分活動和比賽。  

 
5.4.11 圖書科   
         

本校致力推廣閱讀文化，設早讀課營造學生閱讀的氛圍。在推廣閱讀活動
方面，例如：閱讀存摺簿、快樂閱讀角、中文圖書教學、網上閱讀平台、
英文及普通話自學角、家長日書展、借閱龍虎榜、閱讀大使推介好書、讀
書會、作家講座及簽名會、參觀屯門公共圖書館及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主題圖書展覽等。 

 
        本校還舉行了不同類型的校內比賽及活動，包括：「愛護圖書」海報設計

比賽、書籤設計比賽、「我的圖書」設計比賽、德育故事演講活動等。 
 
        本年度繼續參與香港教育城的「悅讀學校」、康文署的公共圖書館「借閱

圖書館資料」計劃。本年度再次邀請了香港佛光道場的「雲水書車」到訪，
由義工導師為二年級學生分享生命教育的繪本故事。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停課，故多項活動被迫延期或取消。 

 
        為鼓勵學生「停課不停學」，繼續維持閱讀的習慣，本科特別調撥資源增

添電子圖書及開啟網上閱讀平台，也新增校本的「網上閱讀資源庫」，讓
學生在家也能進行網上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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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6.1 學生品德成長  
本校重視學生的品德培養，著重培養學生有自信、責任感和自律的精神，確
立一個正面的自我形象，並培養學生尊重自己、別人及遵守法規的精神。另
外，校方亦會透過不同的學習經歷，幫助學生建立個人對社會和道德的價值
觀，並使他們明白自己在家庭和社會中的職責與權利，還會鼓勵學生關心社
會，服務社群，做一個愛國愛港的良好公民。 
 
學生品德教育的整體由策劃至推行訓輔組負責統籌。學校透過多元的德育活
動及公民教育，配合各科目發展，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學校採用全
方位的訓輔策略，重視全校參與模式，由全體教師檢視學生情況及需要，共
同訂定訓輔主題。 
 
校方注重發展學校的關愛文化，每學年均舉行「欣賞你」活動，讓家長表達
對子女的關懷之情。另外，學生亦延續「感恩樹」活動，讓學生表達對同儕、
家長、老師以及社會的關懷之情。另外，學校藉著「扶幼活動」，讓高年級
學生可發揮對幼小學生的關愛之情。另外，每年班主任進行兩次「陽光電話」，
保持與家長溝通，以了解學生於家中的表現及提醒學生要注意的事情，加強
家校合作。 
 
校方亦致力培養學生的領導才能，例如藉以嚴謹的的風紀架構組織和晉升機
制，並提供相關的風紀小組訓練和領袖培訓，培養他們的領導和合作組織的
能力。而每班中亦設有兩名班長和「課室小先鋒」，讓學生各司其職，發揮
他們的潛能和合作精神，積極投入其班中，增加歸屬感。 
 
除了每年一次於周會中向學生解釋學校的規則外，校方亦於「學生及家長備
忘」中有清晰的指引，讓他們更加清晰學校的運作和安排，從而更快適應學
校的生活。另外，每班的同學亦會為自己的班別自擬一些班規，並加以簽署，
讓他們樂於遵守自己擬定的規則。 
 
校方亦透過舉行不同的班際活動，如課室清潔比賽、班際秩序比賽及班徽設
計比賽等，讓學生在良性的競爭下得以進步，並可加強各班的凝聚力。 
 
除此之外，校方亦因應學生的需要，邀請不同的校外機構到校進行主題講座。
另外，有周會中亦會因應學校的關注事項而安排不同的老師進行主講，以深
化學生對品德培養。 
 
在學校環境設計方面，校方因應學校的發展主題，展示了不同的德育活動展
板和政府宣傳海報，讓學生更能清楚相關的德育資訊。 
 
校方亦設有不同的獎項以獎勵在品行方面有優良表現的學生，例如「乖乖券」
活動、「彩虹計劃」、「品行進步獎」、「品行優異獎」、「交齊功課獎勵
計劃」和「扶幼獎」等，以增強在品行方有良好表現的動力。 
 
除由訓輔組主導的恆常活動及德育推廣活動外，其他組別亦會配合學校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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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向，發展不同的活動，例如訓導組與佛德科合辦的「生命大使」活動、
訓導組及中、英文科合辦的「兩文三語賀新禧」和學生事務組與佛德科合辦
的「謝飯語」等活動。而學生亦可透過本校不同科目和科組活動中的滲透課
程，學習正確的態度和價值觀。 
 
另外，學校除了常規性的德育活動外，還透過個人成長課、成長的天空計劃、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額外津貼)計劃和小一學生及家長適應課程，包括：社
交訓練小組、自理能力訓練小組及責任感提升小組等，讓學生透過小組訓練
及工作坊提升情緒、社交及自我管理等不同方面的技能及正面態度，使學生
全面地成長。 
 
此外，本校亦舉辦不同類型的義工服務，包括：攤位嘉年華及長者探訪服務，
一方面讓學生透過校外義工服務了解本區長者的生活狀況，同時培養關愛別
人的正面態度；另一方面亦透過校內服務進一步提升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6.2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本校設社工兩名，教育心理學家及言語治療師各一名，為本校提供駐校服務。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範圍包括:學生輔導、加強教師輔導技巧及家長支援等。
駐校社工主要以「復和綜合服務中心」黃成榮博士所推行的「正面紀律」為核
心理念，推動各項學生工作，為學生提供全面的支援輔導服務。 

 
 

6.3 成長的天空計劃    
 
此計劃能及早識別有較大成長需要的學生，為他們提供輔助服務，根據學生活
動後評估問卷中，四至六年級的所有學生均認為活動對他們是很有幫助，尤 
其在與人溝通、時間管理、面對逆境方面均有正面的評價。 
 
 

6.4 融合教育的推行   
 
     學校設有清晰的機制，能及早鑑別學生的特殊學習需要，並能適時作出支援。

另外，本校設有「學生支援小組」，當中成員包括:校長、副校長、特殊教育
需要統籌主任、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師、社工、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
課程發展主任及訓導主任，共同落實釐定及推行各種支援措施和安排，並跟進
學生的進度與所提供支援的成效。本年度共聘五名教學助理到課室協助老師
支援有特殊需要的同學，使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得到更周全的照顧。 

      
     本年度學校利用學習支援津貼推動「全校參與」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

如聘請老師開設分組教學班、聘請特殊教育需要支援助理老師及與外間機購
合作提供不同的訓練、評估，為有特定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及早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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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項目﹕ 

 

支援項目 特殊教育需要對象 

分組教學 學習困難、讀寫困難 

讀寫能力提升班 初小學習困難、讀寫困難 

越讀越快樂小組 初小學習困難、讀寫困難 

喜伴同行計劃 自閉症譜系障礙 
音樂治療小姐 自閉症譜系障礙、專注力不足/過渡活躍症、精神病患 
升中適應小組 小六專注力不足/過渡活躍症 
職業治療評估 小一學習困難、讀寫困難 

 

各級需要學習支援的學生數目及其特殊需要 

級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數 

人數 27 30 29 20 11 18 135 

特殊

需要

類別 

學習困難 

讀寫困難 

自閉症 

聽障 

 

學習困難 

讀寫困難 

自閉症 

注力不足

過渡活躍

症 

學習困難 

讀寫困難 

自閉症 

注力不足

過渡活躍

症聽障 

學習困難 

讀寫困難 

自閉症 

過度活躍 

 

學習困難 

讀寫困難 

自閉症 

過度活躍 

 

學習困難 

讀寫困難 

自閉症 

注力不足 

過渡活躍

症 

聽障 

 

 

 

6.5 促進學生健康成長   

     學生要有強健的體魄才能促進有效的學習，更要從小養成良好習慣，故本校透
過非正規課程，組織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讓學生懂得選擇健康的生活模式。例
如「水果日」、「素食日」、「早操」及「小息動感校園」等活動，學生參與
以上活動，希望能讓他們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全面而有效獲得正確的資訊，
建立健康的生活習慣，從而身體力行，作出行動，追求健康。 

 
由於疫情關係，本年度未能為學生進行體適能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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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課外活動安排    

 

所有學生必須參加星期五(2:25-3:35)課外活動課。一年級為循環式課程， 

二至六年級的同學可依興趣及能力選擇參加其他課外活動組別，期望學生能

藉此發掘潛能，盡展所長。 

 

語言智能 
數理邏輯 

智能 

視覺空間

智能 

音樂 

智能 

肢體運動 

智能 

人際關係及

內省智能 

P2 

喜閱寫意 
3D 打印 

綜合藝術 

(循環式) 
步操樂團 龍獅 交通安全隊 

P3 

喜閱寫意 

編程 

小先鋒 
小藝苗 中式敲擊樂 

花式跳繩 

(循環式) 
小女童軍 

普通話 

廣播劇 
科技小組 剪紙 牧童笛 乒乓球校隊 幼童軍 

讀寫能力

提升小組 
數學遊戲 摺紙 

高年級 

合唱團 
躲避盤校隊 小童軍 

英語活動

(循環式) 
魔力橋 園藝 二胡 足球校隊 

小菩提 

(循環式) 

英文話劇 
IT  

小先鋒 
十字繡 笛子 

歷奇 

(循環式) 
趣味積木 

普通話 

話劇 

英文

STEAM 
紙黏土 古箏  環保遊戲 

普通話 

朗誦 

話劇樂 

 

自理學習 

COOKING 

 IS FUN 
桌遊小組 

中文話劇 環保遊戲 

普通話 

廣播劇 
 

普通話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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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星期一至六)詳列如下：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低年級 

合唱團 
中國舞 足球初班 國畫 中文集誦 明日英才 

足球校隊

A 隊 
田徑興趣班 小結他 柔道 英文集誦 中文獨誦 

羽毛球 

校隊 
花式跳繩 籃球初班 

乒乓球初

班 
普通話集誦 

 

P5 奧數 

校隊 
精靈小畫家 足球校隊 B 隊 體操 躲避盤校隊 

皮影 P6 奧數校隊 長笛 
西式敲 

擊樂 
籃球校隊 

陶藝  手鐘 儀舞旗班 中樂小組 

 

Hooked on 

Books 
讀書會 跳高校隊 

 

田徑校隊 跳遠校隊 

長笛 

 

木管樂 

銅管樂 

手球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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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至

三志願

95.6%

其他

4.4%

第一志

願

72.4%

第二至

三志願

23.2%

其他

4.4%

7. 學生表現     

7.1  獲派志願統計圖(百分率)   

 

 

 

 

 

 

 

 

 

 
   

獲派志願統計圖(人數) 

 
 
 

全級人數 134 人 

  

0

20

40

60

80

100

120

第一志願 第二至三志願 第四志願 其他

人

數(

人)

 第一志願 第二至三志願 第四志願 其他 總數 

6A 32 人 5 人 0 人 1 人 38 人 
6B 34 人 4 人 0 人 0 人 38 人 
6C 14 人 10 人 1 人 3 人 28 人 
6D 17 人 12 人 0 人 1 人 30 人 
總數 97 人 31 人 1 人 5 人 13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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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學生的閱讀習慣   
  

7.2.1 學生從學校圖書館借用閱讀資料的頻次  
     (因停課關係，故 2-6 月沒有借閱紀錄) 

頻  次 2019-2020 

2/10/2019 – 17/1/2020 

(有效週數15週)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至少每週一次 90% 33% 

至少每兩週一次 10% 50% 

至少每月一次 0% 17% 

少於每月一次 0% 0% 

從沒借閱 0% 0% 
 
 
7.2.2 學生全學年從學校圖書館借用閱讀資料的總數目 
      (因停課關係，故2-6月沒有借閱紀錄) 

年級 中文書 英文書 

小一至小三 4,648本 3,867本 

小四至小六 3,257本 1,660本 

全      校 7,905本 5,527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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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9-2020 財務報告 

 收 入 $ 支 出  $ 

I 政府資助 

 

(1) 擴大營辦津貼-基線指標 

(2) 特殊範疇津貼 

2.1 修訂行政津貼 

2.2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2.3 校本支援計劃津貼 

2.4 成長的天空 

2.5 學校發展津貼 

2.6 學生輔導服務「額外津貼」 

2.7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津貼 

2.8 諮詢服務津貼 

2.9 冷氣設備津貼 

2.10校本言語治療行政經常津貼 

2.11統籌學校校本言語治療行政經常津貼

2.12 校本管理額外津貼 

小結： 

 

 

$1,423,175.95 

 

 

$1,459,005.75 

 

$1,548,612.00 

$439,529.00 

$7,754.00 

$222,093.00 

$774,983.00 

$331,344.00 

$642,000.00 

$129,315.00 

$445,431.00 

$8,000.00 

$8,000.00 

$50,000.00 

 

$1,700,240.00 

$249,712.00 

$20,139.20 

$208,400.00 

$543,045.24 

$105,100.00 

$115,394.99 

$55,000.00 

$186,423.00 

$770.10 

$6,630.25 

-- 

$6,030,236.95 $4,649,860.53 

II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具特定用途的收費 

 

$139,800.00 

 

$116,570.00 

 

小結： $139,800.00 $116,570.00 

2019/20年度總收入/支出 $6,170,036.95 $4,766,430.53 

2019/20 年度終結總盈餘 $1,403,6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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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回饋與跟進    

 

9.1 運用多元教學策略，培養學習興趣  (樂學)   

 

➢ 本年著重幫助學生明白學習目標，繼而投入學習。透過同儕觀課及焦點觀課以

優化學與教，進一步並鼓勵學生自主學習，於課前預習或進行資料搜集，課堂

摘錄筆記，讓學生培養出積極自學的能力。同時教師已掌握運用「以腦科學為

本及促進學生高層次思維的學與教」培訓所學，設計含有高層次思維活動的課

堂，透過運用不同層次的提問引導學生深入探討課題。 

➢ 教師亦透過多元化的教學活動，增加課堂趣味，並加入小組協作的探究或討論

活動，發展學生的協作和溝通能力。教師們利用不同的思維技巧及組織圖像協

助學生建構概念和鞏固所學，而在加強發展探究學習的能力方面，仍需持續推

行，不斷優化。 

➢ 此外，常識科和電腦科參與多項校外計劃，繼續加強 STEM 教學活動及編程課

程，而高年級亦以 STEM 題材進行專題研習，提供更多機會讓學生從探究中學

習。 

➢ 學校增設電子白板器材，各科均增加應用了電子學習於課堂教學，豐富課堂教

學，讓學生更樂於學習。 

➢ 在照顧學生學習差異方面，教師在課堂上設計了多種學習及活動模式，讓不同

能力的學生發揮所長，或以異質分組，以強帶弱的形式，增加學生互動。教師

在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的領導下，安排教學調適及設計分層課業，照顧不同

學生的需要。 

➢ 整體而言，大部分老師均朝著運用多元教學策略，培養學習興趣的目標邁進，

教師在教學上需不斷加入新的元素提升學生學習動機，積極引入或參與不同的

支援計劃，讓教師掌握多元化教學策略於課堂，提昇師生與生生的互動學習，

並對本校各科提供建議以提昇教學效能。 

 

 

9.2 透過不同學習經歷，建立自律精神  (自律)  
 

➢ 訓輔組配合學校總主題-「自律」，進行了「自律榮根人」活動，讓學生認識如

何建立自律的生活習慣，學生透過遵守自己訂下和校方提供的目標。學生都有

經歷未熟習的過程，但慢慢地，大部份學生都能積極參與。可惜其後因為社會

活動和疫情停課關係，校方改以網上問卷形式進行，儘管在開始時會有一定困

難，但大部份家長和學生都十分配合，使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 在學科方面，各學科在教授本科知識外，亦配合學校的關注事項 -「自律」，

在日常的教學當中有系統地滲入相關的自律觀念，讓學生在潛移默化下，認識

如何有效地自我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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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因應學校總主題發展，本年度新增「榮根之星」，選舉班中的「守時之

星」、「整潔之星」和「閱讀之星」。同學用他們在課堂和學校中學習到的知識，

從而選出合適的人選，並從同儕身上學習到「自律」的榜樣。但由於停課關係，

本年度只進行了一次「榮根之星」活動。 

➢ 而小一適應課程中，目的是可讓學生盡快適應小一的新環境，從而減少學生對

家人的依賴，但因疫情關係，除第一學期小組活動外，其餘的小組活動都在以

網上活動形式在家完成。 

➢ 而軍紀訓練營亦因社會運動和疫情關係而於本年度取消。 

 

 

10.展望來年   

➢ 本學年是具挑戰性的一年，期間因新型冠狀病疫情的關係，課堂教學由面授而

轉為網上授課及網上自學模式。本校老師善用不同的網上平台進行教學及自

學，致力實踐「停課不停學」的理念。當中透不同的電子及網上教材進行教

學，讓學生能更有效地進行學習。雖然在第二及第三學期，各科目組別及課外

活動項目的校外比賽及全方位學習活動因疫情而取消，然而本校學生在第一學

期時，積極參與不同的比賽及課外活動，因此同學在各比賽中所獲得成果，尤

以花式跳繩隊的表現最為出色，代表元朗區參加全港十八區跳繩大賽，勇奪全

場總冠軍，更代表香港到韓國參加亞洲跳繩錦標賽，更遠赴比利時參加「第四

屆世界校際跳繩錦標賽」凱旋歸來，榮獲 12-14 歲初級組總成績冠軍；單項賽

事獲得冠軍 1 項、亞軍 2 項、季軍 1項，而在跳繩表演盃及學校總成績均同樣

獲第四名殊榮，為港爭光，本校定會持續培訓發揮學生所長，豐富學習經歷。 

➢ 預期在疫情持續的情況下，本校將持續優化網上授課的模式，並善用及持續開

發不同的教學軟件，以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果效，積極實踐本周期關注項目

「樂學 自律」。 

 

11. 總結    

本校教師團隊抱着與時並進，追求卓越的精神，持續以「樂學 自律」為學校發

展之關注項目，透過校本課程發展及參與校外支援計劃，有系統的教學策略實

踐於課堂上，提升學生的參與度和學習動機，有效處理學習多樣化、提高學習

成效及發展學生多元的資優潛能，盡展所長，在生生互動與師生互動的學習環

境下樂於學習以增進知識，追求卓越。此外，本校有策略地從小培育學生高尚

情操，加強培養學生在個人、家庭、以至社會的責任感，時刻要多作關懷、

體諒、包容、推己及人與共融的價值觀，加強學生在品德及生命教育的學習，

為學生提供更適切、更完善的全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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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2019-2020 年度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檢討及建議   

1. 整體服務 

擬定工作: 已於 2019 年 9 月份完成 2019-2020年度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

計劃書，擬定全年工作計劃及日程。 

成長課  : 已完成一至六年級校本第一學期、第二學期及第三學期的教師

手冊(內含教案)。初小及高小各級有 12 節成長課內容，合共

72 節。學生手冊已於 2019 年 9月首星期完成及送抵本校。 

諮詢輔導: 本年度累積共 8個學生個案，共跟進 229 個潛在個案，合共提

供了 926次的介入及跟進。此外，我們為個案以外的學生、家

長、老師及其他社會服務機構或人士提供了 334 次的諮詢或跟

進。 

 

2. 學生層面 

 本學期按學校發展項目「樂學 自律」而設計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推行一

系列的活動及小組以提升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及態度。其中自理能力、自

律及責任感等訓練小組均對學生產生正面的影響。此外，本年度延續關愛

精神，主要舉行傷健共融體驗日及長者屋探訪活動，藉此提升尊重他人、

服務社群的正面態度，同時在服務中嘗到成功的滋味，然後建立自信，發

展個人的動機及目標，從而培養良好品格。 

 

此外，訓輔組每年會進行三次級訓輔會議，了解各級學生的需要後，善用

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額外津貼」購買外間機構服務。本年度觀察到學生

在自律及責任感方面有一定程度的需要，因此，為學生舉辦一系列治療性

及發展性項目，包括：紀律、自律、責任感等訓練小組。此外，為了讓六年

級學生順利迎接未來的中學生活，特意安排升中學模擬面試工作坊，提供

每位六年級學生個人及小組面試的機會，藉此裝備自己，更具自信地迎接

中學面試。 

 

3. 家長層面 

 學校家長普遍為雙職，父母面對的工作及家庭壓力相對地大，也影響了對

子女的關注、管教及處理自身的情緒。因此，社工特意於本學年安排不同

主題的家長工作坊，包括：提升子女學習力、管束與放手之間平衡等主題，

讓家長們了解子女的成長需要外，亦學習協助子女成長的技巧，從而讓家

長與子女關係變得更為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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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繼續推行「家長學堂」獎勵計劃，家長參與有關活動可獲得蓋印以示

鼓勵，踴躍參與的家長更可獲頒獎狀及禮物作獎勵。「家長學堂」的反應熱

烈，家長於每次活動都有攜帶紀錄卡以便蓋印作統計之用，藉此提升家長

的投入度及對學校的歸屬感。 

 

4. 教師層面 

 從老師意見調查顯示，所有教師(100%)對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的整體滿意

程度達 9分。反映老師對駐校社工各方面的工作表現感滿意。 

 

在學生工作方面，全部教師 100%表示非常同意及同意駐校社工能有效為學

生提供適切的服務、與學生建立良好的關係及能明白本校學生的需要。 

 

在家長工作方面，全部教師 100%表示非常同意及同意駐校社工能與家長建

立良好的關係、明白本校家長的需要及能有效為家長提供適切的服務。 

   

與教師合作方面，全部教師 100%表示非常同意及同意駐校社工能與教師建

立良好的關係及有效協助學校推動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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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2019 - 2020 年度 成長的天空計劃 

總結及建議 

1. 學生層面 

本年度仍繼續為四年級學生推行「成長的天空計劃」，根據「學生資料問卷」

數據顯示，有三十一名較大輔導需要之學生建議參加計劃，將優先安排有

關之學生參加計劃，其中不參加該計劃的學生，已透過其他輔導服務作出

支援，包括其他類型輔導小組、個案形式及訓練活動等。 

以下表格顯示四年級、五年級及六年級成長的天空計劃活動內容： 

四年級 (28人) 五年級 (16人) 六年級 (16人) 

⚫ 迎新及啟動活動 

⚫ 八節輔助小組 

(三節小組及五節短片) 

⚫ 挑戰日營 

⚫ 再戰營會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 

⚫ 愛心之旅 (攤位日) 

⚫ 優質家長工作坊 

(短片形式 - 共兩次) 

⚫ 親子日營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 

⚫ 結業禮暨家長分享會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 

⚫ 四節小組活動 

⚫ 戶外活動 

(城市定向) 

 

⚫ 四節小組活動(ZOOM) 

⚫ 戶外活動 

(因疫情關係而取消) 

 

四年級輔助小組及活動檢討 

根據學生評估問卷結果，超過八成學生對以下兩條題目表示同意及非常同

意，包括：「我在小組中認識了不同的情緒」(84.0%)及「我在小組中能夠

學習了如何處理負面情緒」(80.0%)。只有六成學生(64.0%)表示同意及非

常同意小組中學會如何處理人際間的衝突。反映出本年度小組及短片形式

對學生學習與人相處的技巧有一定程度的差異，因此五年級的強化課程內

容需集中提升學生處理人際衝突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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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疫情關係，輔助小組其中五節改為以短片形式進行，主要是上載至學

校網上平台供相關組員瀏覽，同時配合獎勵計劃及體驗活動，讓他們更能

投入參與活動。部分學生因居於內地未能使用學校網上平台瀏覽短片，所

有短片將於暑假期間再次上載，以便未能於早前時段瀏覽短片的學生均能

再次瀏覽短片，有助他們銜接五年級的強化課程。 

 

五年級強化活動檢討 

根據學生活動後評估問卷結果，所有學生(100%)表示「成長的天空計劃」

對以下四方面有幫助或非常有幫助。包括：「肯接受別人的意見」、「控制自

己的情緒」、「按既定的目標辦事」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最後，組員表示

在活動中亦學習以下的東西，包括：耐性、獨立及合作等。綜觀以上的結

果，反映學生參與計劃後在效能感、歸屬感及樂觀感皆有正面的幫助。 

 

   六年級強化活動檢討 

根據學生活動後評估問卷結果，所有學生(100%)對以下兩條題目表示同意

及非常同意，包括：「導師的表達方式能幫助我理解有關的內容」及「活動

中所教的知識有用」。超過八成半(85.7%)學生表示同意及非常同意是次活

動感到滿意。超過七成學生對以下四條題目表示同意及非常同意，包括：

「這次活動適合以網上視像教學平台進行」(71.4%)、「這次活動的時間安

排理想」(71.5%)、「我認為導師能夠幫助我」(71.5%)及「我會試用有關知

識於日常生活中」(71.4%)。 

2. 家長層面 
本年度四年級成長的天空計劃 - 迎新及啟動活動的家長出席率達七成五

(75.0%)，反映家長對計劃表現積極，在活動當中表現十分投入，不時為學

生進行攝影及攝錄，反映出他們對子女的成長有一定程度的關心。 

 

鑑於疫情關係，原定的親子日營及結業禮已取消，而家長工作坊更改形式

以短片為家長分享管教子女及提升子女抗逆力的兩個主題。 

 

3. 教師層面 

本年度機構與學校已協商將成長的天空計劃中的教師培訓資源調配於學

生活動中，來年度將了解學校的需要再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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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教 陳 榮 根 紀 念 學 校  
二 零 一 九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度 校 外 比 賽 得 獎 紀 錄 （ 總 表 ）  

由 2 0 1 9 年  9  月  2  日 至 2 0 2 0 年  7  月  1 0  日  
 

組 別 ： 中 文 組  
編號 項目 名次 個人 團體 舉辦機構 得獎日期 班別/學生姓名 備註 

1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 
學生徵文比賽 

冠軍  
 

 新界校長會紫荊雜誌社 31/10/2019 6B文宛琦 
 

2 優異 6B劉廣生 

3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女子組詩詞獨誦六年級 

良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28/11/2019 6A黎芷喬 

 

4 6A鄭惠心 

5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女子組散文獨誦五年級 

優良 5D阮萬萬 

6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女子組詩詞獨誦五年級 

良好 30/11/2019 5A陳倬睿 

7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女子組詩詞獨誦三、四年級 

優良 2/12/2019 3B劉品妍 

8 良好 3B鄒磑亭 

9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女子組詩詞獨誦三年級 

優良 3/12/2019 3C李臻希 

10 3B蔡梓珈 

11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男子組散文獨誦三、四年級 

優良 4A馮茂 

12 季軍 4B朱智羲 

13 亞軍 4B鄧正邦 

14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女子組詩詞獨誦五、六年級 

良好 4/12/2019 5B劉家懿 

15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女子組詩詞獨誦一、二年級 

優良 2B萬若曦 

16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女子組詩詞獨誦四年級 

亞軍 9/12/2019 4B吳悅嘉 

17 良好 4A劉璃 

18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女子組散文獨誦三、四年級 

優良 3B林芷霂 

19 季軍 3B劉品妍 

20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女子組詩詞獨誦一、二年級 

季軍 10/12/2019 2B石明儀 

21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女子組散文獨誦三、四年級 

季軍 11/12/2019 3A林芷筠 

22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女子組詩詞獨誦三、四年級 

季軍 12/12/2019 3A張沁翹 

23 優良 3B陳凱嘉 

24 3A黃芷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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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 中 文 組 (續 )  
編號 項目 名次 個人 團體 舉辦機構 得獎日期 班別/學生姓名 備註 

25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女子組詩詞獨誦五、六年級 

優良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3/12/2019 6B陳佩盈 

 

26 5B劉奕伽 

27 5B卓嘉倩 

28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男子組詩詞獨誦三、四年級 

3B李坤昊 

29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男子組詩詞獨誦二年級 

季軍 14/12/2019 2F湯健睿 

30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男子組詩詞獨誦六年級 

優良 16/12/2019 6A梁錦泓 

31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男子組詩詞獨誦一、二年級 

良好 2B黃隆林 

32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男子組詩詞獨誦五、六年級 

優良 17/12/2019 6A梁錦泓 

33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女子組詩詞獨誦三年級 

良好 18/12/2019 3B林芷霂 

34 元朗區公民教育徵文比賽 優異  
 

 元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14/1/2020 6B何敏 
 

35 6B陳凱琳 

36 第十四屆滬粵瓊港「寫作小能手」 
現場作文邀請賽(總決賽) 

入圍獎   新界校長會 18/3/2020 5A陳梓欣 
 

37 佛誕徵文比賽19/20 優異   香港佛教聯合會 
佛教青少年團 

9/7/2020 6B何敏 

 38 6B文宛琦 

39 6B陳凱琳 

 
組 別 ： 英 文 組  
編號 項目 名次 個人 團體 舉辦機構 得獎日期 班別/學生姓名 備註 

1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三年級女子獨誦 

優良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29/11/2019 3A黃芷旋 
 

2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一、二年級男子獨誦 

30/11/2019 2C林銘煕 

 3 2C梅洛 

4 2F湯健睿 

5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四年級女子獨誦 

2/12/2019 
 

4B謝鑫婷 

 
6 4B伍蕊心 

7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一、二年級女子獨誦 

1B余浩慇 

8 1B容希桐 

9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四年級男子獨誦 

5/12/2019 
 

4B謝樂仁 
 

 

  

https://www.hksmsa.org.hk/Timetable2.php?PHPSESSID=242c8237100e413706d21b83462a9e76&Fes=C&Lang=C&type=2&SectionID=79978&MemberLogin=1&CompID=2763086
https://www.hksmsa.org.hk/Timetable2.php?PHPSESSID=242c8237100e413706d21b83462a9e76&Fes=C&Lang=C&type=2&SectionID=79978&MemberLogin=1&CompID=2763093
https://www.hksmsa.org.hk/Timetable2.php?PHPSESSID=242c8237100e413706d21b83462a9e76&Fes=C&Lang=C&type=2&SectionID=79979&MemberLogin=1&CompID=2763100
https://www.hksmsa.org.hk/Timetable2.php?PHPSESSID=242c8237100e413706d21b83462a9e76&Fes=C&Lang=C&type=2&SectionID=80007&MemberLogin=1&CompID=2763120
https://www.hksmsa.org.hk/Timetable2.php?PHPSESSID=242c8237100e413706d21b83462a9e76&Fes=C&Lang=C&type=2&SectionID=79804&MemberLogin=1&CompID=2763074
https://www.hksmsa.org.hk/Timetable2.php?PHPSESSID=242c8237100e413706d21b83462a9e76&Fes=C&Lang=C&type=2&SectionID=79797&MemberLogin=1&CompID=2763053
https://www.hksmsa.org.hk/Timetable2.php?PHPSESSID=242c8237100e413706d21b83462a9e76&Fes=C&Lang=C&type=2&SectionID=78663&MemberLogin=1&CompID=2763122
https://www.hksmsa.org.hk/Timetable2.php?PHPSESSID=242c8237100e413706d21b83462a9e76&Fes=C&Lang=C&type=2&SectionID=80003&MemberLogin=1&CompID=276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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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 英 文 組 (續 )  
編號 項目 名次 個人 團體 舉辦機構 得獎日期 班別/學生姓名 備註 

10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五年級女子獨誦 

優良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5/12/2019 5B陳子晴 
 

11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六年級女子獨誦 

冠軍  
 

 

6/12/2019 6A黎芷喬 

 12 優良 6A蔡梓喬 

13 6A梁珈瑤 

14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四年級女子獨誦 

9/12/2019 4B黃曦瑤 
 

15 4A林景涵 

16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一至三年級女子英文集誦比賽 

  10/12/2019 英文集誦組 
 

17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六年級女子獨誦 

 
 

 

11/12/2019 6D羅頌浠 

 18 6B陳凱琳 

19 6A易可澄 

20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三年級男子獨誦 

12/12/2019 
 

3A趙彥銘 

 
21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三年級女子獨誦 
3A李慧婕 

22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一、二年級女子獨誦 

16/12/2019 
 

2E梁日知 

 
23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一、二年級男子獨誦 
2F姜以暘 

24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四年級女子獨誦 

4B鄧婷芝 

25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三年級女子獨誦 

17/12/2019 3A劉嘉螢 
 

26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一、二年級女子獨誦 

18/12/2019 
 

2B何梓君 

 
27 2B利芷晴 

28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五年級女子獨誦 

5B劉家懿 

29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ward of 
Merit 

 

 

Caritas Yuen Long       
Chan Chun Ha      

Secondary School 

29/5/2020 4B吳柏呈 

 

30 4B黃曦瑤 

31 5A陳倬睿 

32 5B蔡純銘 

33 6B陳凱琳 

34 Second-
Class 

Honour 
Award 

6B巢天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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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 數 學 組  
編號 項目 名次 個人 團體 舉辦機構 得獎日期 班別/學生姓名 備註 

1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0 
(香港賽區) 

二等獎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5/1/2020 5A陳梓欣 

 

2 5A謝雅雯 

3 三等獎 5B劉家懿 

4 5B卓嘉倩 

5 6A蔡梓喬 

6 6A黎芷喬 

7 6A梁錦泓 

8 6B陳佩盈 

9 二等獎 6B劉廣生 

 
組 別 ： 普 通 話 組  
編號 項目 名次 個人 團體 舉辦機構 得獎日期 班別/學生姓名 備註 

1 第七屆新家園深港普通話朗誦精英賽 最積極 
參與學校 
優異獎 

  新家園協會 9/9/2019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2 精英之星   5B卓嘉倩 

3 金獎 

4 最具 
潛質獎 

5A陳梓欣 

5 銀獎 5B劉奕伽 

6 銅獎 5B李淑茗 

7 優異 6B文宛琦 

8 6B陳佩盈 

9 6A黎芷喬 

10 金獎 3A李慧婕 

11 銀獎 3B鄒鎧亭 

12 3A黃芷旋 

13 銅獎 3A張沁翹 

14 優異 3B黃曉彤 

15 3E張景軒 

16 3B李坤昊 

17 2019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小學初級組 

亞軍  
 

 元朗大會堂 
 

9/11/2019 
 

1A劉展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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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 普 通 話 組 (續 )  
編號 項目 名次 個人 團體 舉辦機構 得獎日期 班別/學生姓名 備註 

18 2019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小學中級組 

亞軍  
 

 元朗大會堂 9/11/2019 3B劉展宇 

 

19 2019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決賽 優異   3A林芷筠 

20 2019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初賽 
 

金獎   3A林芷筠 

21 銀獎 
 

3B劉品妍 

22 3B林芷霂 

23 6B文宛琦 

24 6A鄭惠心 

25 6A黎芷喬 

26 6A梁錦泓 

27 5B劉奕伽 

28 5B劉家懿 

29 5B李淑茗 

30 銅獎 3B黃俊杰 

31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小一、二普通話集誦 

亞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4/12/2019 普通話集誦組 
 

 
組 別 ： 舞 蹈 組  
編號 項目 名次 個人 團體 舉辦機構 得獎日期 班別/學生姓名 備註 

1 第十九屆舞動香江大賽 單人項目 Kpop 冠軍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2/9/2019 5B李明治  

2 環亞新春盃國際標準舞蹈錦標賽  
10歲或以下拉丁五項 

亞軍  

 

世界傑出舞蹈家總會 
 

2/9/2019 5B李明治 
 

 
3 環亞新春盃國際標準舞蹈錦標賽  

10歲或以下雙項CJ 
季軍 

4 十一歲或以下新秀組單項喳喳 冠軍  

 

香港國際標準舞者會 
 

2/9/2019 
 

5B李明治 
 

 
5 十一歲或以下新秀組單項倫巴 亞軍 

6 十一歲或以下新秀組單項森巴 季軍 

7 十歲或以下雙項標準舞 冠軍 

8 8th Handover Cup Central and Western District 
DanceSport Championships Under 10 Latin 
C/R/J 

亞軍  

 

Hong Kong Ballroom Dancers 
International 

 

2/9/2019 5B李明治 
 

 
9 8th Handover Cup Central and Western District 

DanceSport Championships Under 10 Latin C/J 
季軍 

10 Dance Grand Prix 2019 Silver 
Award 

 
 

World Kids 2/9/2019 5B李明治 
 

11 第十二屆「超凡盃」標準舞及拉丁舞 
全澳公開賽 

冠軍  
 

澳門超凡舞蹈藝術學會 1/12/2019 5B李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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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 舞 蹈 組 (續 )  
編號 項目 名次 個人 團體 舉辦機構 得獎日期 班別/學生姓名 備註 

12 元朗區校際舞蹈比賽 2019 -小學組 金獎   元朗文藝協進會 18/12/2019 2A梁雅童、2A梁岷澄、2A李佳怡、2B孔沐兒
2B許芷悠、2C陳玟渲、2C劉卓婷、2C方希銦
2C鄧凱蔚、2D劉佳馨、2E梁日知、3A鍾卓琳
3B何雅琳、3B凌詩雅、3B陳巧炘、3B黃曉彤
3D許詩晴、3D鄭熙雯、4A江巧怡、4A易思培

4B萬琳、4B楊沛玲、5A呂美慧、5C鄧皚瑩 
5D胡洛寧、6A鄭惠心、6A黎曉晴、6A馬樂晴
6B方珮嘉、6B文宛琦、6C蔡雅琦、6C李翠鏇

6D羅頌浠 

 

13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比賽-中國舞高年級組 甲等獎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 17/1/2020 

 

 
組 別 ： 球 賽 組  
編號 項目 名次 個人 團體 舉辦機構 得獎日期 班別/學生姓名 備註 

1 第十六屆馬振玉學校資訊日暨體藝邀請賽 
乒乓球(碟賽組) 

亞軍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7/12/2019 
 

5B李明治、5A劉震銳、6C梁銘洛、6D黃祉霖 

 
2 第十六屆馬振玉學校資訊日暨體藝邀請賽 

女子籃球(碟賽組) 
優異 6D鄧絲羽、6D劉曉昕、6D黃施嵐、4C李子君 

3 第十六屆馬振玉學校資訊日暨體藝邀請賽 
男子籃球(碗賽組) 

3B陳希晉、6B呂立勤、6C周晨曉 

 
組 別 ： 體 育 組  
編號 項目 名次 個人 團體 舉辦機構 得獎日期 班別/學生姓名 備註 

1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2019)  
男子8歲組100米蛙泳 

優異   香港游泳協會 2/9/2019 4A陳宇軒 
 

2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第三組長池游泳分齡比賽
第三節甲部 8歲或以下女子100米背泳 

亞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2/9/2019 4A方鄯嘉 
 

3 屯門盃分齡少年游泳賽(2019)  
男子2008年50米蛙泳 

優異   屯門體育會及屯門區議會 2/9/2019 6C陳嘉熙 

 

4 屯門盃分齡少年游泳賽(2019)  
男子2010年100米蛙泳 

季軍 4A陳宇軒 

5 屯門盃分齡少年游泳賽(2019)  
女子2010年50米自由泳 

殿軍 4A方鄯嘉 

6 屯門盃分齡少年游泳賽(2019)  
女子2010年100米自由泳 

7 屯門區分齡少年游泳賽(2019)  
女子青少年 J組100米自由泳 

冠軍   康文署及屯門區議會 
 

2/9/2019 4A方鄯嘉 
 

 
8 屯門區分齡少年游泳賽(2019)  

女子青少年 J組50米自由泳 
9 捷青盃柔道邀請賽2019男童 47公斤 季軍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2/9/2019 6C李棨煬 

 
10 青少年柔道隊際錦標賽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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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 體 育 組 (續 )  
編號 項目 名次 個人 團體 舉辦機構 得獎日期 班別/學生姓名 備註 

11 捷青盃柔道邀請賽2019男童27公斤 季軍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2/9/2019 2E劉栢浠 

 

12 捷青盃柔道邀請賽2019 冠軍 2B何梓君 

13 捷青盃柔道邀請賽2019  
B組6歲女童+20公斤 

季軍 2A賈攸 

14 捷青盃柔道邀請賽2019  
F組8-9歲女童-27公斤 

3A周卓盈 

15 捷青盃柔道邀請賽2019  
E組8-9歲男童+42公斤 

冠軍 5B周顥然 

16 捷青盃柔道邀請賽2019  
E組8-9歲男童-38公斤 

季軍 5A簡成軒 

17 捷青盃柔道邀請賽2019 A組6歲男童-21公斤 亞軍 2C張文韬 

18 捷青盃柔道邀請賽2019 C組7歲男童-20公斤 3C李文傑 

19 捷青盃柔道邀請賽2019 A組6歲男童-21公斤 季軍 2D石子謙 

20 捷青盃柔道邀請賽2019 C組7歲男童-28公斤 3A趙彥銘 

21 捷青盃柔道邀請賽2019 E組 
8-9歲男童-35公斤 

3A徐羲賢 

22 捷青盃柔道邀請賽2019 C組7歲男童-22公斤 2C吳日曦 

23 捷青盃柔道邀請賽2019 E組 
8-9歲男童-35公斤 

冠軍 4D佘樂彥 

24 捷青盃柔道邀請賽2019 E組 
8-9歲男童+42公斤 

季軍 5D符諾賢 

25 九龍城區分齡游泳比賽 
女子青少年 J組50米自由泳 

冠軍   康文署及九龍城區 
康樂體育促進會 

15/9/2019 4A方鄯嘉 
 

26 女子友校接力邀請賽 冠軍   元朗商會中學 17/9/2019 6A陳伊娜、6A鄭惠心、6A易可澄、6D莫佩鈺  

27 元朗區第三十七屆水運會 
男子青少年 J組4X50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1/9/2019 2E劉栢浠 
 

28 元朗區第三十七屆水運會 
女子青少年 J組50米自由泳 

亞軍   康文署及元朗體育會 22/9/2019 4A方鄯嘉 
 

 

29 元朗區第三十七屆水運會 
女子青少年 J組100米自由泳 

冠軍 

30 元朗區第三十七屆水運會 
女子青少年HI組200米個人四式 

季軍 
 

6A易可澄 

31 元朗區第三十七屆水運會 
男子青少年 I組50米胸泳 

6C陳嘉熙 

32 元朗區第三十七屆水運會 
男子青少年 I組100米胸泳 

33 日朗盃柔道邀請賽2019 
男童8至10歲組+33公斤 

季軍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29/9/2019 6C李棨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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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 體 育 組 (續 )  
編號 項目 名次 個人 團體 舉辦機構 得獎日期 班別/學生姓名 備註 

34 友校接力女子組 殿軍   南元朗官立小學 29/9/2019 4A方鄯嘉、4A易思培、4B黃曦瑤、4B梁可弦  

35 日朗盃柔道邀請賽2019  
女童11歲組+31公斤 

亞軍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29/9/2019 5C劉熙靜 
 

36 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亞軍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4/10/2019 
 

4A馮茂、5D陳俊博、6A梁錦泓、6B蘇天睿 
 

37 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冠軍 6A易可澄、6A鄭惠心、6D鄧絲羽、6D莫佩鈺 

38 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2019 C組 50公斤 季軍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24/11/2019 6C李棨煬  

39 女子4X50自由泳友校接力邀請賽 亞軍   聖公會靈愛小學 12/10/2019 4A方鄯嘉、4A易思培、4B黃曦瑤、6A易可澄  

40 CMAS盃蹼泳賽 9-10歲女子50米雙蹼 季軍   香港潛水總會 13/10/2019 4A方鄯嘉 

 

41 CMAS盃蹼泳賽 9-10歲女子100米雙蹼 冠軍 

42 CMAS盃蹼泳賽 9-10歲50米短雙蹼 亞軍 

43 CMAS盃蹼泳賽 9-10歲50米徒手游 冠軍 

44 CMAS盃蹼泳賽 9-10歲50米持板蹼泳 

45 CMAS盃蹼泳賽 2X2X50雙蹼接力 亞軍   

46 男子友校接力邀請賽 殿軍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14/10/2019 
 

6A莊嘉霖、6B丘德川、6B蘇天睿、6B陳卓峰 
 

47 女子友校接力邀請賽 冠軍 6A鄭惠心、6B朱樂瑤、6D莫佩鈺、6D鄧絲羽 

48 粵港澳大灣區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  
8歲女子50米背泳 

殿軍   香港游泳協會及 
九龍城區議會 

 

22/10/2019 4A方鄯嘉 

 
49 粵港澳大灣區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 

10歲男子50米蛙泳 
季軍 6C陳嘉熙 

50 粵港澳大灣區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 
9歲女子50米蝶泳 

殿軍 4B黃曦瑤 

51 小學組隊際跳箱 季軍   仁愛堂體育中心 27/10/2019 5A吳悅匡、6D黃施嵐、6B文宛琦 

 

52 小學組隊際跳箱 冠軍 4A范嘉瑩、4A李鎧堯、6A范皚浚 

53 競技體操女子單人F組 冠軍   5D龍昫穎 

54 亞軍 4A李鎧堯 

55 季軍 4A江巧怡 

56 優異 4D林紫瑜 

57 競技體操女子單人 I組 優異 6B文宛琦 

58 競技體操女子單人H組 季軍 6D黃施嵐 

59 男子友校接力邀請賽 季軍   元朗天主教中學 17/12/2019 4C胡卓安、4D庄鈞翔、4E黃靖恒、4E張焯南  

60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男甲60米 冠軍   香港佛教聯合會 16/1/2020 6A莊嘉霖 

 
61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男甲跳遠 季軍 

62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男甲100米 殿軍 6B蘇天睿 

63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男甲壘球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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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 體 育 組 (續 )  
編號 項目 名次 個人 團體 舉辦機構 得獎日期 班別/學生姓名 備註 

64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男甲60米 優異   香港佛教聯合會 16/1/2020 6B陳卓峰 

 

65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男甲鉛球 季軍 6D陳樂勝燁 

66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男乙200米 冠軍 5D陳俊博 

67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男乙壘球 季軍 5C黃俊凱 

68 優異 5A黃丞樂 

69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男丙60米 優異 4D庄鈞翔 

70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男丙100米 冠軍 4E張焯南 

71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男丙跳遠 

72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男丙最佳運動員 - 

73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男丙100米 優異 4E黃靖恒 

74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男丙壘球 亞軍 4D文國豪 

75 優異 4B吳柏呈 

76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女甲60米 殿軍 6A易可澄 

77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女甲跳遠 亞軍 6A易可澄 

78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女甲60米 季軍 6D鄧絲羽 

79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女甲鉛球 優異 6D鄧絲羽 

80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女甲100米 6A鄭惠心 

81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女甲200米 季軍 6A陳伊娜 

82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女甲跳遠 6A陳伊娜 

83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女甲100米 冠軍 6D莫佩鈺 

84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女甲跳高 殿軍 6D莫佩鈺 

85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女乙100米 5B李月嵐 

86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女乙200米 優異 4A許安琦 

87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女乙跳高 季軍 5B楊凱湳 

88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女乙壘球 冠軍 5C熊穎琪 

89 優異 4A鄧悅琳 

90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女丙60米 季軍 4B吳芷翹 

91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女丙100米 冠軍 4A林景涵 

92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女丙跳遠 季軍 3E巫夢妮 

93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男甲接力 亞軍   6A莊嘉霖、6A林是禹、6B丘德川、6B陳卓峰
6B黎栢豪、6B蘇天睿 

94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女甲接力 6A鄭惠心、6A陳伊娜、6A易可澄、6D鄧絲羽
6D莫佩鈺、6B朱樂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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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 體 育 組 (續 )  
編號 項目 名次 個人 團體 舉辦機構 得獎日期 班別/學生姓名 備註 

95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男乙接力 季軍   香港佛教聯合會 16/1/2020 5D陳俊博、4A馮茂、5B潘嘉哲 
4C巫慶淩、5A魏炯裕 

 

96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女乙接力 殿軍 5B李月嵐、5B楊凱湳、5A黃意珵 
4A黃寶麗、4A許安琦 

97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男丙接力 冠軍 4E張焯南、4D庄鈞翔、4C謝保祐、4C胡卓安
4E黃靖恒、4A黃暐然 

98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女丙接力 亞軍 4B吳芷翹、4B梁可弦、3E巫夢妮、4A林景涵
4A易思培、3A李慧婕 

99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男甲團體 季軍 6B蘇天睿、6B陳卓峰、6A莊嘉霖、6A林是禹
6B丘德川、6D陳樂勝燁、6B黎栢豪 
6C簡卓男、6C馮煊昊、6D余卓熙 

100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女甲團體 亞軍 6A莫佩鈺、6A陳伊娜、6A易可澄、6D鄧絲羽
6A鄭惠心、6B朱樂瑤、6B葉詠兒、6B何敏 

6D丘袁榞、6B葉卓嘉 
101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女乙團體 優異 5B李月嵐、5B楊凱湳、5A黃意珵、4A黃寶麗

4A許安琦、5C熊穎琪、4A鄧悅琳 
102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男乙團體 殿軍 5D陳俊博、4A馮茂、5B潘嘉哲、4C巫慶淩 

5C黃俊凱、5A郭政軒、5A黃丞樂 
103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女丙團體 季軍 4B吳芷翹、4B梁可弦、3E巫夢妮、4A林景涵

4A易思培、3A李慧婕 
104 全港佛教小學運動大會 男丙團體 冠軍 4E張焯南、4D庄鈞翔、4C謝保祐、4C胡卓安

4E黃靖恒、4A黃暐然、4D文國豪、4B吳柏呈 
 
組 別 ： 花 式 跳 繩 組  
編號 項目 名次 個人 團體 舉辦機構 得獎日期 班別/學生姓名 備註 

1 「跳繩強心校際花式跳繩比賽2019」 
小學乙二組全場總成績 

冠軍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 
 

2/9/2019 
 

4A范珈瑩、5B楊啟南、5B梁心悅、6A陳伊娜
6A范皚浚、6B陳卓峰 

 
2 「跳繩強心校際花式跳繩比賽2019」 

小學乙二組 
最佳花式
創意獎 

4A范珈瑩、5B楊啟南、5B梁心悅、6A陳伊娜
6A范皚浚、6B陳卓峰 

3 香港團體花式跳繩公開賽2019  
9-11歲混合公開組 二人單人繩花式 

冠軍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2/9/2019 4A范珈瑩 
 

 

4 香港團體花式跳繩公開賽2019  
9-11歲女子公開組 30秒交互繩速度跳 

季軍 

5 香港團體花式跳繩公開賽2019  
9-11歲男子公開組 30秒交互繩速度跳 

冠軍 6A范皚浚 
 

6 香港團體花式跳繩公開賽2019  
9-11歲男子公開組 二人單人繩花式 

殿軍 

7 香港團體花式跳繩公開賽2019  
9-11歲男子公開組 30秒交互繩速度跳 

冠軍 5B楊啟南 
 

 

  

https://www.facebook.com/hkrsa.asia/?tn-str=k%2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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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 花 式 跳 繩 組 (續 )  
編號 項目 名次 個人 團體 舉辦機構 得獎日期 班別/學生姓名 備註 

8 香港團體花式跳繩公開賽2019  
9-11歲男子公開組 二人單人繩花式 

亞軍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2/9/2019 5B楊啟南 
 

9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2019  
11歲或以下女子組單人繩速度跳接力比賽 

季軍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29/9/2019 4A范珈瑩 

 

10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2019  
11歲或以下女子組單人繩二重跳接力比賽 

亞軍 

11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2019 
 11歲或以下男子組交互繩三人速度跳比賽 

冠軍 
 

6A范皚浚 

12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2019  
11 歲或以下男子組交互繩四人速度跳接力
比賽 

13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2019 
 11歲或以下男子組單人繩速度跳接力比賽 

14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2019 
 11歲或以下男子組團體二人單人繩比賽 

亞軍 

15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2019 
 11歲或以下男子組單人繩速度跳接力比賽 

冠軍 
 

5B楊啟南 

16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2019  
11歲或以下男子組交互繩三人速度跳比賽 

17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2019  
11 歲或以下男子組 交互繩四人速度跳接力
比賽 

18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2019  
11歲或以下男子組 單人繩二重跳接力比賽 

亞軍 

19 World Interschool Rope Skipping Championship 
2019 Mini-Event Cadet category 

冠軍   World Interschool-rope 

skipping organization 

18/10/2019 5B楊啟南 
 

 

20 World Interschool Rope Skipping Championship 
2019 12-14 Rookie 30” Speed Event 

季軍 

21 World Interschool Rope Skipping Championship 
2019 12-14 Rookie 4X30” speed series 

亞軍   
 

5B楊啟南、5B梁心悅、5B黃樂瑤、6B陳卓峰 

22 World Interschool Rope Skipping Championship 
2019 12-14 Rookie 2-people-1 series 

5B楊啟南、5B梁心悅、5B黃樂瑤、6B陳卓峰 

23 World Interschool Rope Skipping Championship 
2019 12-14 Rookie Double Dutch Series 

季軍   5B楊啟南、5B梁心悅、5B黃樂瑤、6B陳卓峰 

24 World Interschool Rope Skipping Championship 
2019 12-14 Rookie Freestyle Challenge 

冠軍   6B陳卓峰 

25 World Interschool Rope Skipping Championship 
2019 - World Interschool Championship Show 
Competition 

殿軍   4D甄芷晴、5A周永晴、5A劉震銳、5B楊啟南
5B梁心悅、5B黃樂瑤、5B李明治、6B陳卓峰 

26 第十屆亞洲跳繩錦標賽 熱身賽 
10歲男子組 30秒跨下二式跳 

冠軍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26/10/2019 5B楊啟南 
 

 

  

https://www.facebook.com/hkrsa.asia/?tn-str=k%2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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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 花 式 跳 繩 組 (續 )  
編號 項目 名次 個人 團體 舉辦機構 得獎日期 班別/學生姓名 備註 

27 第十屆亞洲跳繩錦標賽 熱身賽 
10歲男子組30秒單車步 

冠軍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26/10/2019 5B楊啟南 

 
28 第十屆亞洲跳繩錦標賽 熱身賽 

10歲男子組 交叉開跳 
季軍 

29 第十屆亞洲跳繩錦標賽 熱身賽  
10歲男子組 個人總成績 

殿軍 

30 香港中小學花式跳繩比賽-元朗盃  
小學男子甲組連續三重跳 

冠軍   元朗區體育會 30/11/2019 5B楊啟南 

 

31 香港中小學花式跳繩比賽-元朗盃 
小學男子甲組 2人指定同步花式 

  5B楊啟南、6A范皚浚 

32 香港中小學花式跳繩比賽-元朗盃 
小學男子甲組 4X30秒個人速度接力 

5B楊啟南、5A劉震銳、6A范皚浚、6B陳卓峰 

33 香港中小學花式跳繩比賽-元朗盃 
小學男子甲組 2X30秒4人交互繩速度 

5B楊啟南、5A劉震銳、6A范皚浚、6B陳卓峰 

34 香港中小學花式跳繩比賽-元朗盃 
小學男子甲組30秒單車步 

  6B陳卓峰 

35 香港中小學花式跳繩比賽-元朗盃 
小學男子甲組全場總冠軍 

  5B楊啟南、5A劉震銳、6A范皚浚、6B陳卓峰 

36 香港中小學花式跳繩比賽-元朗盃 
小學女子甲組30秒單車步 

  4A范珈瑩 

37 香港中小學花式跳繩比賽-元朗盃 
小學女子甲組4X30秒個人速度接力 

  4A范珈瑩、5B梁心悅、6A陳伊娜、6B陳凱琳 

38 香港中小學花式跳繩比賽-元朗盃 
小學女子甲組2X30秒4人交互繩速度 

4A范珈瑩、5B梁心悅、6A陳伊娜、6B陳凱琳 

39 香港中小學花式跳繩比賽-元朗盃 
小學女子甲組 連續三重跳 

  5B梁心悅 

40 香港中小學花式跳繩比賽-元朗盃 
小學女子甲組2人指定同步花式 

  5B梁心悅、6A陳伊娜 

41 香港中小學花式跳繩比賽-元朗盃 
小學女子甲組 全場總冠軍 

4A范珈瑩、5B梁心悅、6A陳伊娜、6B陳凱琳 

42 小學校際聖誕跳繩表演賽2019 
新界區學校比賽 

冠軍   狂熱跳繩工作室 14/12/2019 3A李慧婕、3A張沁翹、4A林景涵、4A范珈瑩
4B萬琳、4B伍蕊心、4C簡卓盈、5B梁心悅 

5B楊啟南、6A陳伊娜、6A范皚浚、6B陳卓峰 
 

43 小學校際聖誕跳繩表演賽2019 最優秀 
學校-MVP 

3A李慧婕、3A張沁翹、4A林景涵、4A范珈瑩
4B萬琳、4B伍蕊心、4C簡卓盈、5B梁心悅 

5B楊啟南、6A陳伊娜、6A范皚浚、6B陳卓峰 
44 聖誕跳繩嘉年華2019 高級組 鐘擺跳(左右) 季軍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15/12/2019 

 
5B楊啟南 

 
45 殿軍 5B黃樂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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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 花 式 跳 繩 組 (續 )  
編號 項目 名次 個人 團體 舉辦機構 得獎日期 班別/學生姓名 備註 

46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2019  
7-8歲女子組 單人繩個人花式比賽 

殿軍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15/12/2019 3B陳凱嘉 

 

47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2019 
 7-8歲女子組 個人總成績 

季軍 

48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2019 
 11歲或以下女子挑戰組單人繩個人花式比賽 

亞軍 4A范珈瑩 

49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2019  
11 歲或以下女子挑戰組單人繩速度耐力跳
比賽 

季軍 

50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2019 
 11歲或以下女子挑戰組 單人繩速度跳比賽 

51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2019  
11歲或以下女子挑戰組 個人總成績 

52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單車步 亞軍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19/1/2020 1B江孝賢 

 

53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側擺開跳（左右） 冠軍 

54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單車步 1A劉展攸 

55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交叉開跳 

56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側擺交叉跳（左右） 

1A陳炫森 

57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後單車步 

58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側擺開跳（左右） 1B容希桐 

59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二重跳 殿軍 2A鍾子朗 

60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後交叉開跳 

61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後側擺交叉（左右） 

冠軍 2A李思遙 

62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跨下二式 季軍 2B吳詠琦 

63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交叉開跳 冠軍 

64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後側擺交叉（左右） 

亞軍 
 

2B梁凱竣 

65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後單車步 

66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後側擺開跳（左右） 

冠軍 
 

2B陳廷軒 

67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跨下二式 

68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後側擺開跳（左右） 

冠軍 2B簡樂欣 

69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二重跳 亞軍 

70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側擺交叉跳（左右） 

亞軍 2C蕭凱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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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 花 式 跳 繩 組 (續 )  
編號 項目 名次 個人 團體 舉辦機構 得獎日期 班別/學生姓名 備註 

71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單車步 殿軍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19/1/2020 2C阮振睿 

 

72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後交叉開跳 季軍 2D羅曉晴 

73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側擺交叉跳（左右） 

冠軍 2E劉熙彤 

74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側擺開跳（左右） 冠軍 2F尹柏賢 

75 亞軍 2G陳嘉樂 

76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側擺開跳（左右） 殿軍 3B周峻弘 

77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後單車步 

78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側擺開跳（左右） 3B馮詩雅 

79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後交叉開跳 冠軍 3B劉卓思 

80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側擺交叉跳（左右） 

季軍 3C劉智樅 

81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後側擺開跳（左右） 

亞軍 

82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跨下二式 冠軍 3A張沁翹 

83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二重跳 3A李慧婕 

84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後側擺開跳（左右） 

3A李姸菲 

85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後交叉開跳 季軍 3B劉展宇 

86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單車步 冠軍 

87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單車步 冠軍 3B陳凱嘉 

88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3B林芷霂 

89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側擺開跳（左右） 亞軍 4A馮茂 

90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側擺交叉跳（左右） 

季軍 

91 殿軍 4A鍾子晴 

92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交叉開跳 亞軍 5A周永晴 

93 殿軍 5D莊佩琪 

94 亞軍 4A冼伽洋 

95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後交叉開跳 季軍 4A林景涵 

96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跨下二式 亞軍 4A李鎧堯 

97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冠軍 4B伍蕊心 

98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跨下二式 4C陳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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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 花 式 跳 繩 組 (續 )  
編號 項目 名次 個人 團體 舉辦機構 得獎日期 班別/學生姓名 備註 

99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後側擺開跳（左右） 

冠軍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19/1/2020 4C鄧名皓 
 

 

100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二重跳 殿軍 

101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後單車步 亞軍 4C簡卓盈 

102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側擺開跳（左右） 冠軍 4D甄芷晴 

103 亞軍 6A郭穎彤 

104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後側擺開跳（左右） 

冠軍 
 

4A范珈瑩 

105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單車步 

106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後側擺開跳（左右） 

亞軍 5A劉震銳 

107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後交叉開跳 

108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後側擺開跳（左右） 

冠軍 5A杜銥茜 

109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後單車步 季軍 5A方翹 

110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後交叉開跳 冠軍 5A周彥彤 

111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5B梁心悅 

112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單車步 

113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跨下二式 5B黃樂瑤 

114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二重跳 季軍 

115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冠軍 5B劉家懿 

116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後單車步 季軍 5B李明治 

117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側擺交叉跳（左右） 

5B卓嘉倩 

118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單車步 亞軍 5B鄧泳茵 

119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側擺交叉跳（左右） 

冠軍 6A范皚浚 

120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二重跳 4B萬琳 

121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後側擺開跳（左右） 

亞軍 6A冼傲泓 

122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交叉開跳 冠軍 

123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側擺交叉跳（左右） 

亞軍 6A林思朗 

124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後交叉開跳 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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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 花 式 跳 繩 組 (續 )  
編號 項目 名次 個人 團體 舉辦機構 得獎日期 班別/學生姓名 備註 

125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後側擺開跳（左右） 

冠軍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19/1/2020 6B陳凱琳 

 

126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後單車步 

127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二重跳 冠軍 6B陳卓峰 

128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後交叉開跳 

129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亞軍 4A文景泰 

130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後側擺交叉跳（左右） 

冠軍 6C簡卓男 

131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側擺開跳（左右） 

132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後交叉開跳 殿軍 4D陳柏文 

133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初級組三人大繩 

殿軍   3B劉展宇、3B周峻弘、3C劉智樅 

134 冠軍 3A張沁翹、3A李慧婕、3B陳凱嘉、3B林芷霂 

135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高級組四人大繩 

冠軍 4C鄧名皓、5B李明治、6A范皚浚 
6A冼傲泓、6C簡卓男 

136 4A范珈瑩、4C簡卓盈、5A周彥彤 
5B鄧泳茵、5B黃樂瑤 

137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四人交互繩速度跳 

5A劉震銳、6A范皚浚、6A冼傲泓 
6B陳卓峰、6C簡卓男 

138 4A范珈瑩、5A周彥彤、5B梁心悅、6B陳凱琳 

139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男子組全場總成績 

冠軍 1B江孝賢、1A陳炫森、2C阮振睿、2B梁凱竣
2A鍾子朗、2D石子謙、2F尹柏賢、2B陳廷軒
2C蕭凱龍、3B劉展宇、3B周峻弘、3C劉智樅
4C陳狄言、4C鄧名皓、4B文皓心、4D陳柏文
4A文景泰、5B李明治、5A劉震銳、4A馮茂

6A范皚浚、6B陳卓峰、6A冼傲泓、6C簡卓男 
140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20 

女子組全場總成績 
冠軍 1A劉展攸、1B容希桐、2E黃彥心、2F李暄悠

2B簡樂欣、2B吳詠琦、2D羅曉晴、2G陳嘉樂
2E劉熙彤、2A李思遙、3B陳凱嘉、3E鄧芷喬
3A李慧婕、3A馮衍穎、3B劉卓思、3B馮詩雅
3A李姸菲、3B劉品妍、3B林芷霂、3A張沁翹
4A范珈瑩、4C簡卓盈、4B萬琳、4A冼伽洋 

4A林景涵、4D甄芷晴、4A鍾子晴、4B伍蕊心
4A李鎧堯、5B鄧泳茵、5A方翹、5B黃樂瑤

5A周永晴、5A周彥彤、5A李妍君、5A杜銥茜
5B卓嘉倩、5B劉家懿、5B梁心悅6B陳凱琳

5D莊佩琪、6A林思朗、6A郭穎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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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 視 藝 組  
編號 項目 名次 個人 團體 舉辦機構 得獎日期 班別/學生姓名 備註 

1 「印象台灣」斜背包設計比賽(小學組) 二等獎   中國文化協會 2/9/2019 6D羅頌浠  

2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香港)之2019 
「夢想。家」國際繪畫比賽(少年組) 

二等獎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香港) 14/9/2019 6D羅頌浠 
 

3 國際視藝賽 一等獎   國際傑出藝文發展學院 28/9/2019 6B文宛琦  

4 第八屆 I Love Summer兒童創作大賽2019 
(背包設計) 

銅獎  
 

Gnet Star Group Ltd 10/10/2019 6D羅頌浠 
 

5 第十屆元朗區小學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初級組) 
 

銅獎  

 

圓玄學院妙法寺內明陳呂重
德紀念中學 

29/11/2019 1A鄧卓盈 

 

6 優異獎 2D黃昕晴 

7 2F楊天朗 

8 3A張沁翹 

9 第十屆元朗區小學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高級組) 

4B王舒晴 

 
組 別 ： 音 樂 組  
編號 項目 名次 個人 團體 舉辦機構 得獎日期 班別/學生姓名 備註 

1 第十屆MF音樂聯賽2019 優良   Magic Fingers 23/12/2019 4A方鄯嘉  

2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兒童組 銀獎   元朗大會堂 5/3/2020 4A方鄯嘉  

3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2020  
小學鋼琴獨奏(中級組)  

金獎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18/6/2020 5B馮逸希 

 
4 香港聯校音樂大賽2020 -小學鋼琴獨奏 

(體驗組) 
銀獎 2G馮伊晴 

 
組 別 ： 其 他 組  
編號 項目 名次 個人 團體 舉辦機構 得獎日期 班別/學生姓名 備註 

1 第四屆元朗區至叻學生領袖培訓計劃 嘉許證書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 2/9/2019 6B文宛琦  

2 bodhi360短片有賞2019  入圍獎   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科 10/9/2019 6A范皚浚、6A黃威、6A楊樂、6B陳瑋濤 
6B黎栢豪、6B呂立勤、6B梁迅傑、6B曾星宇
6B黃子朗、 6C佘靖舜、6C周子朗、6C吳焯楠 

 

3 幼童軍支部金紫荊獎章 -  

 

香港童軍總會 15/9/2019 6A范皚浚 

 

4 6A何梓浩 

5 6A黃威 

6 6B陳瑋濤 

7 6B呂立勤 

8 6B黃子朗 

9 6B黎栢豪 

10 6B曾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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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 其 他 組 (續 )  
編號 項目 名次 個人 團體 舉辦機構 得獎日期 班別/學生姓名 備註 

11 幼童軍支部金紫荊獎章 -  
 

香港童軍總會 15/9/2019 6C周子朗 
 

12 6C佘靖舜 

13 新界地域幼童軍支部幼童軍比賽 
(地域主席錦標)單項—金氏遊戲 

第四名   香港童軍總會 

新界地域 

幼童軍支部 

20/9/2019 4A陳宇軒、6A何梓浩、6A黃威、6B陳瑋濤
6B黃子朗、6B曾星宇、6B黎柏豪、6C周子朗

6C吳焯楠、6C佘靖舜 
 

14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 
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嘉許獎  
 

香島教育機構有限公司 16/11/2019 6A梁錦泓 
 

15 第21屆可藝親子閱讀獎 -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30/11/2019 2A賴若嵐 

 

16 2B萬若曦 

17 2F梁浚晞 

18 2G林敬庭 

19 3A嚴浩豐 

20 3B蔡梓珈 

21 4A馮茂 

22 4A陸丞天 

23 4C鄧涴日 

24 4E李勇志 

25 5B蔡純銘 

26 5B卓嘉倩 

27 5C鄧皚瑩 

28 6A梁錦泓 

29 6B巢天溢 

30 6B文宛琦 

31 6D劉靜侞 

32 2019至2020年度全港佛教小學 
「感恩．惜福」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初級組 
(小一親子組、小二親子組) 

優異  

 

香港佛教聯合會 
會屬小學校長會 

-心靈教育推廣委員會 

18/12/2019 1A鄧卓盈 

 

33 1D關振宏 

34 2E黃彥心 

35 2019至2020年度全港佛教小學 
「感恩．惜福」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中級組 
(小三、小四) 

3A張沁翹 

36 4B王善儀 

37 4C江岳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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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 其 他 組 (續 )  
編號 項目 名次 個人 團體 舉辦機構 得獎日期 班別/學生姓名 備註 

38 2019至2020年度全港佛教小學 
「感恩．惜福」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高級組 
(小五、小六) 

優異  

 

香港佛教聯合會 
會屬小學校長會 

-心靈教育推廣委員會 

18/12/2019 5C楊天樂 

 39 6B何敏 

40 6A林思朗 

41 18-19優秀隊伍 398 NT Pack A -   香港女童軍總會 13/3/2020 小女童軍隊員 
 

42 18-19優秀隊伍 398 NT Pack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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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                     附件四 

學校發展津貼支出 

     

截止 2018-2019 年度共盈餘：約 36 萬元 

       2019-20 年度政府撥款：774,983 元  

                        合共：約 1,134,983 元 

編號 項    目 所需資源 

1 加強初小學生英文閱讀技巧 
(聘請一名兼任外籍英文教師協助課後小組) 

因疫情停課關
係，相關課程
未能開展，故
此項目未有支
出。 

2 
提升初小學生英文讀寫能力 

(聘請一名教學助理協助小一及小三英文 Space Town 計劃之推行) 
$176,490.00 

3 配合學校推動電子學習計劃(聘請一名資訊科技助理員) $219,615.00           

4 發展多元化的課外活動(舞龍獅隊、足球校隊、田徑隊、英語話劇、合唱團、乒乓球、

籃球、花式跳繩、二胡、笛子、木管樂、銅管樂、敲擊樂、中式敲擊樂、小提琴、

古箏、歷奇及跳高、跳遠普通話話劇、) 

$134,340.00 

5 
提升學生的普通話水平 $ 3,600.00  

                                          總計                                                    $534,04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