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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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多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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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襌心軒、電

腦室、STEM學習室、圖書館、英文閱讀室及天台花園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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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天，於 2021 年 9月 1 日至 2022 年 8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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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上學日因 2019 冠狀病毒病停止面授課堂，改以網上授課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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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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 2020/2021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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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20 2020/2021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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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2019冠狀病毒病停止面授課堂，改以半天上課時間表進行授課， 

因而課時按比例稍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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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8 1 2 2 1 1 
20/21 8 1 2 2 1 1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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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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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2.1 

我們的學生 

 

班級數目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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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7 5 5 29 

 

 

2.2 

 

學生人數  (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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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50 57 107 90 72 428 

 女生人數 52 68 58 83 73 67 407 

 學生總數 104 118 115 190 163 139 829 

 

 

2.3 

 

 

學位空缺率  

 

 學位空缺率 

 2019/2020 2020/2021 2021/2022 

 0% 0% 0% 

 

 

2.4 學生出席率 

 

學生出席率 

 2019-2020 2020-2021 2021-2022 

小一至小三 96.8% 97.3% 96.8% 

小四至小六 97.3% 97.7%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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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的教師 

3.1 教師數目   

  教  師 年  度 

  2019/2020 2020/2021 2021/2022 

 常額教師 50 50 49 

 合約教師 8 8 8 

 外籍教師 2 2 2 

 總計 60 60 59 

 

3.2 

 

教師獲得的最高學歷   

 學  歷  年  度  

  2019/2020 2020/2021 2021/2022 

 持有碩士或以上學歷的教師

人數 

16 

27% 

17 

28% 

17 

29% 

 持有學士學位的教師人數 57 

95% 

57 

95% 

58 

98% 

 持有本地專上非學位學歷的

教師人數 

3 

5% 

3 

5% 

1 

2% 

 

3.3 已接受專科訓練的教師   

教師資歷 2021/2022 年度 

持有專業資歷 59/59 100% 
 

  

3.4 已接受專科訓練的教師   

專科類別 2021/202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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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2 年度 

  人數 百分率 

 英語語文能力 17 人 100% 

 普通話語文能力 15 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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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教學經驗(包括校長)    

 年資 2019/2020 2020/2021 2021-2022 

 人數 60 60 59 

 0-4 年 14 14 14 

 5-9 年 10 6 6 

 10 年或以上 36 40 37 

 總 計 60 60 59 

 

3.7 教師持續專業發展(202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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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包括預習活動與

課堂教學緊扣度，鼓勵教師加入電子學習教材，並適時加入以腦科學及思

維為本的教學策略，再以高層次思維提問 (分析/整合/評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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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提升教學質素及專業發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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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於共同備課會探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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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中文、英文、數學

各科加入電子學習教材和活動，豐富學生預習的形式，增加課堂互動學

習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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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級參加了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的課程領導專業發展計劃，透過課

程設計、觀課及友校同儕交流，藉此加強科主任的課程領導及英文科老

師的專業發展。 

C.本學年主力推動運用電子學習軟件 Classkick 於課堂教學，提升課堂互

動及學習樂趣，讓教師即時回饋及更能掌握學生學習進度。全校老師均

在日常課堂運用不同電子學習軟件教學，並透過「同儕觀課」互相交流。 

D.電腦科聯同佛教何南金中學共同協作於四至六年級進行 QTN Robot in 

STEM計劃，今學年已踏入第三年，本計劃能夠發展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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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姊妹學校術交流活動    

        本學年仍然受疫情影響未能舉辦境外交流活動，但於三月份特別假期期 

間與羅湖區景貝小學參加了由廣東省教育廳、香港教育局及澳門教育局

聯合舉辦的 2022 年粵港澳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更榮獲三等

奬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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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本校教師的專業發展 

       2021-2022年度是本校三年計劃的第三個週期，由於仍然受到疫情影響， 

部分培訓課程改為線上進行或者取消，本校教師仍然不斷進修，追求卓

越，各種專業發展及進修涵蓋多個範疇，綜合有以下幾類： 

 

範疇 總時數 範疇 總時數 

學與教 2898.25小時 學習/學生支援 359.75 小時 

行政與管理 217 小時 訓輔/德育 239.75 小時 

交流 9.5 小時 其他 516 小時 

21-22 總進修時數 424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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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21-7/2022 
小學校本課程發展支援服務 

課程領導學習社群 
教育局 

9/2021-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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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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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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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2022 會屬小學圖書館主任學習圈 
香港佛教聯合會 

會屬小學校長會 

17/6/2022 會屬小學聯校教師專業發展培訓 
香港佛教聯合會 

會屬小學校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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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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國家安全教育教師工作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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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2 

有系統的學習 19 小時 

實踐學習 91 小時 

為教育界和社會服務 168.75 小時 

其他 1.5 小時 

總  計(認證 C.P.D) 28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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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週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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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於六年級引入外間

專業導師教授升中面試的策略及技巧，再進行個人及小組模擬面試，提升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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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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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電子學習軟件 Classkick、Padlet、

Nearpod及 Geogebar 等於課堂進行互動學習，增加課堂趣味，讓教師因應學

生學習情況作出即時回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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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電腦科參加了百仁基金的「童擁 AI計劃」，加強校本編程

教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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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四至六年級專題研習中，引入佛教何南金中學 QTN Robot in STEM計劃，進

一步發展 STEM 教學，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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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提升師生及生生互動，促進學生溝通及社交能力，實踐了

關注項目:「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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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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計劃的第三年，讓學生把自律精神推展至自律、守法和同理心，並且讓學

生懂得欣賞他人，建立自律自省的習慣，從而取長補短。 

⮚ 訓輔組繼續利用 google classroom推行「自律榮根人」活動，讓學生設計自

己的時間表並加以定期審視。校方亦會因應學生的達標情況而加以獎勵。希望

繼續藉此活動，讓學生學懂自我規管。 

⮚ 本年度繼續進行「自律榮根人獎章設計比賽」，讓學生自行設計獎章，再經統

計後，分別於一月和六月把有關獎章獎勵給達標的同學。 

⮚ 訓輔組繼續推行「榮根之星」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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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規之星」、「關愛之星」、「積極學習之星」及

「閱讀之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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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小一

學生和家長更能容易適應小學的生活，同時更可透過一些活動和講座，讓家長

們明白建立規律生活的重要性，以達致家校合作之效果。 

⮚ 另外，校方亦安排早會時間進行德育宣傳活動，讓學生於中央廣播中讚賞他們

認為自律守規的好學生，從而加深各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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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校方安排早讀時間，培養學生閱讀興趣和習慣。 

⮚ 為鼓勵學生有良好的品行表現，校方將繼續設「品行優異獎」和「品行進步

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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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5.1學與教的特色     
本校課程著重運用多元化教學模式提升學生學習興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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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ce Town – Literacy Programme for KS1 

(P.1-3) 

英文科 Education Bureau 

(The NET Section) 

課程領導專業發展(英國語文) 英文科 教育局語文 

教學支援組 

第五屆協助常識科老師推行 STEM 教育 

種籽老師計劃(P.5) 

常識科 HKT LIMITED 

QTN Robot in STEM (P.4,5,6) 課程組 佛教何南金紀念中學 

「童擁 AI 計劃」(P.5,6) 電腦科 百仁基金有限公司 

「價值教育—老師培訓計劃」先導期(P.3) 佛德科 教育評議會 

“傳統影戲現代玩”之《西遊記》 

“大鬧天宮”—皮影戲工作坊 

視藝科 香港藝術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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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景貝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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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影響，本年度原定舉辦之學習活動及全方位學習、境外交流等活動全

部取消，有待來年度疫情放緩後繼續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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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各學習領域的本科發展   

 

5.4.1 中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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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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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運用電子白板，增加課堂互動，讓學

生掌握課堂上教授的技巧及樂於學習。此外，老師設計不同的自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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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教學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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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年參加不同的校外比賽，如校際朗誦節、書法比賽、徵文比賽、

標語創作等。透過不同的比賽，除了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更讓學生

了解中國文化及培養正確的價值觀。 

 

本年度二、三年級與言語治療師進行協作課，教導二、三年級學生

「看圖説故事」的説話技巧。根據老師的課堂觀察和檢討，學生的表

達及説話能力均有進步，能掌握教授的説話技巧及策略。二年級的同

學更能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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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學與教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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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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ammes: “STAR 2.0 Network School Programme” 

(Provided by the Assessment & HKEAA Section, EDB) and “Curriculum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me” (Provided by the Language Support 

Learning Section, EDB). Through joining the STAR 2.0 Network School  

Programme, some online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tasks which 

matched our school curriculum were assigned to students and assessment data 

were collected for future planning. Apart from this, two English teachers 

joined the CLD Programme. The two participating teachers attended seminars 

and workshops which enhanced their capabilities of curriculum leadership. 

They were also invited to join the inter-school lesson observation sharing 

session to share their lessons and experiences with teachers from other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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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online reading platform was adopted this year so as 

to promote students’ interest in reading and develop their reading habits.  

Teachers adopted various e-resources and e-learning platform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We will continue to implement different e-learning programmes 

and strategies to add value to the English Subject curriculum, promote self-

directed learning and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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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classrooms are decorated 

with various posters introducing vocabulary like items in the classroom and 

stationery. 

 

Outside the regular curriculum, we offered a zoom “Reading and Vocabulary 

Course” for some selected P.2 students. The students learned a variety of 

vocabulary and reading skills through games, videos, songs, stories and 

worksheets.  This year, we also introduced an online “English Debate Class”. 

Some more-able students from P.4 and P.5 were chosen to join this class so as 

to enhance their four language skills. Last but not least, the Drama Club 

resumed practice in the third term in order to improve students’ language 

competence and boost their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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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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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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亦會於不同的教學單元，透過不同的電子學習軟件，增加課堂互動，

提升學生學習數學科的興趣及培養學生的自學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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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話科致力培訓學生參加各項校外普通話比賽，並訓練資優學生成為

領袖生及小老師服務同學及推動普通話日朗讀唐詩活動。本科重視提升

學生普通話表達能力及學習興趣，安排學科活動包括：朗讀及背誦唐詩

計劃、網上自學計劃(普通話正讀 APP/網上【每月一聽】/唐詩朗讀)、

SPC少兒普通話測試及 GAPSK普通話水平評估計劃、準小一學前幼兒普通

話班及兩文三語賀新禧話劇欣賞活動。讓學生認識中國文化及提升國家

安全和民族意識。同時積極營造語言環境，加強普通話氛圍，讓學生發

揮潛能及學習普通話興趣。 

    

本年度教師努力訓練學生參加了 4 項比賽中，成績良好。在 SPC 少兒普

通話測試及 GAPSK普通話水平評估中，學生成績表現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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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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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聽】/唐詩朗讀)。所有任教教師樂於利用電子白板進行教學，

亦經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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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生問卷中，約九成學生同意話劇表演很值得欣賞。約七成以上學生

同意朗讀唐詩能認識唐詩，了解中國文化。約八成學生認為自己有積極

參與普通話課堂學習及會繼續參與普通話日的活動。 

 

總括而言，學科活動能營造出良好的普通話語境及學習氣氛。 

5.4.5 常識科   

常識科發展項目其中一項重點是幫助學生明白學習目標，繼而投入學習。

期終檢視各級的共同備課記錄表，所見科任老師已清楚列明各課題的教

學目標。全體老師表示有清楚讓學生明白每個課題的學習目標。根據學

生問卷，超過九成學生同意明白每個課題的學習目標。可見在「幫助學

生明白學習目標」這項發展工作成效顯著，完全達標。 

 

本科推行電子學習計劃，選取合適課題，利用電子學習教材進行教學，

從而加強課堂互動，提升學生學習興趣。根據問卷調查，全體教師認同

選取之電子學習教材能增強教學效能。另外，有體驗電子學習教學的學

生，有 89%學生表示電子學習能幫助了解課題，提升學習興趣，可見電

子學習計劃值得持續推行，下學年會加強推行電子學習課程，在質量及

次數方面均會有所提升。 

 

配合 STEM 教學發展，常識科原定於各級進行 STEM 教學活動，培養學生

科學探究能力，但因疫情關係，本學年只有部分班級可以進行，但從學

生問卷中，有 89%學生十分喜歡此類型的學習活動，加上學校 STEM 教室

落成，下年度將重點發展 STEM教學。 

 

常識科本年度另外一項發展重點是運用正規課程及活動推行國家安全教

育，教師備課時會參考「國家安全教育學習元素配對表」設計認識國家

安全相關價值觀的教學活動。另外，常識科同圖書科協作，以《我的家

在中國》為教材，配合常識科進度，在圖書課教授學生相關知識。在期

終的學生問卷中，有 89%學生表示能從學校學習相關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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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電腦科    
本年度電腦科課程發展，持續以 STEM 編程教育為主線。各年級學生能在

電腦課中，接觸編程思維技巧訓練，為日後初中 STEM 學習提供了有利條

件。 

 

本科配合學校發展，培養學生資訊素養能力。每級課程加入了最少兩課

資訊素養課題，讓學生能透過網上閱讀，了解世界各地資訊科技發展概

況。 

 

本年度因疫情關係，學生在家中以 Zoom 進行電腦網課。配合學校

「COOL SUMMER HOLIDAY」獎勵計劃，學生能在流動裝置上登入系統學習

或進行自學遊戲，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電腦科持續發展校本課程及 STEM 編程教育。本年度持續參與由百仁基金

贊助的「童擁 AI 計劃」，讓全級一百六十多位五年級學生,可在電腦課堂

學習 Scratch x Microbit 的編程培訓。展望來年，本校將繼續參加本計

劃，並持續在四、五及六年級高小推行。 

 

總括而言，電腦科以 STEM 教育及資訊素養為發展基礎，持續優化編程課

程，培養學生網上素質，裝備學生迎接未來需要。 

 

5.4.7 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科 

本科以教科書為骨幹，並配合由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編撰的延伸活動

教材及校本活動進行授課。 

 

本科於一年級推行 Mindfuless Matters for Children 青蛙仔課程，並

於二至六年級推行小學正念禪修課程。透過校本正念禪修課程讓學生學

習正念禪修，不僅加強學生的專注力、穩定學生的情緒及提升學生的身

心健康，也能培育學生從中學習如何改善身心狀態，建立正念、正向的

生活態度。 

 

為更進一步推行正念禪修課程，讓師生有放鬆及淨思的空間，本校於中

庭戶外花園修建「禪心軒」。「禪心軒」成為常規課室以外的特別空間，

老師會於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課的課堂帶領學生到「禪心軒」進行多元

化的禪修活動，如行禪、坐禪、五感訓練(觸草、擁樹、聽禪)等，學生

身處「禪心軒」，靜聽風聲沙沙，書聲琅琅，感受除除涼風，使常規的學

與教變得更為有趣。 

 

本科更進行不同類型的跨學科合作，於其他教學時間加入禪修元素，例

如於音樂科推行「喜悅•正念•唱歌」，讓學生從歌唱中體驗「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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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上體育科時進行「正念整固」，透過「動禪」覺察自己身體的變化；

於早上班主任課時段進行「停一停•觀呼吸」練習「禪修」，使學生在開

始一天的課堂前平伏情緒，專注當下。此外，學生也會於早讀時段進行

「閱讀禪」，讓學生在閱讀圖書之餘，學會「專注」，也能體會「寧靜」。 

 

本校不僅在校內教導學生禪修，亦希望學生把禪修融入生活。故本科透

過電子學習平台向家長發放「喜悅•正念•唱歌」、「心靈樽練習體驗」

及「校本居家靜觀練習電子版」等媒介，增加學生「禪修」的體驗，讓

家長在陪同子女練習時，一同體會禪修的樂趣和好處。 

 

本科透過「校本生命教育計劃」的多元化學科活動，培育學生的正向價

值觀：於一至四年級推行「繪本故事教學」；二年級與圖書科合辦「雲水

書車感恩故事分享」，於一至三年級各級舉辦生命教育分享講座及於四至

六年級舉辦生命教育歷奇體驗式活動。 

 

本科配合校方推行廣泛閱讀，於各個課室的圖書角內增設正向生命教育

圖書。此外，本科持續與圖書科合辦網上「正向心靈閱讀推廣周」，向不

同年級學生推介「正向心靈圖書」，包括《你的心靈伙伴—小哲和小塵》；

《停一停，心呼吸》；《電車與塵》及《栽種自己的心田》，並鼓勵學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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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提升同學對佛學偈語的認知，本科於課室內張貼「五戒」、「十善」 

及「回向偈」，使學生從佛學經文規則中學會「自省」和「自律」的精神。 

再者，本科與圖書科及視藝科合作，以跨學科學習活動共同推展價值教

育。如與視藝科合辦，佛誕咭設計比賽、浴佛填色比賽、四格漫畫創作

比賽等。 

 

展望來年度，本科繼續透過不同種類的學科活動，為學生提供更適切、

更完善的全人教育，以提升學生對佛學的認知，並培養學生「關懷」、

「體諒」、「包容」、「盡責」、「推己及人」等正向價值觀。 

 

5.4.8 音樂科  
本科配合學校的發展，提升學生對音樂的興趣及能力，本年度音樂科課

外活動分別有實體課及網課兩類，網課課外活動包括低年級組及高級組

合唱小組、銅管樂班、木管樂班、長笛班、敲擊樂組、儀舞旗隊、二胡

班及笛子班；而星期六實體課外活動則有中式敲擊樂組、二胡班、古箏

班、揚琴班及步操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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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培養學生對學習和欣賞音樂的興趣與能力，六年級學生於 11 月

參與由音樂事務處舉辦之《起舞人間管樂音樂會》。另外，7 月試後活動

亦安排了《管樂五重奏音樂會》給四、五年級學生欣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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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學生於第七十四屆學校音樂節獲得一冠一亞一季、20 名優異及 6 名

良好獎。另外，在妙法寺劉金龍中學第四屆小學音樂邀請賽 2021 中，本

校參賽學生獲得鋼琴獨奏兩名銅獎及一名優異；獨唱組獲得一名銀獎及

一名銅獎；西樂獨奏則獲得兩名銅獎及兩名優異。透過參加不同的音樂

活動，讓學生得以擴闊其音樂視野，享受演奏音樂的樂趣。 

 

展望來年度，本科會繼續優化不同種類的音樂科學習活動及課外活動，

以提升校園內之音樂氣氛，鼓勵學生參與不同的比賽或表演，從中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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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計劃開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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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因受疫情影

響相關活動未能開展。另外，本校亦與康文署合作，在學校推行

「SPORTACT 運動獎勵計劃」，透過此活動，為學生訂立目標，培養學生

每週定期做運動的習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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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因 2019 冠狀病毒

病疫情，有關活動於去年度及本年度均未能依計劃開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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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體育科舉行「運動挑戰」活

動，讓學生按不同的運動挑戰拍成影片上傳回予校方，藉以建立學生定

時運動的習慣。本年度學校繼續使用電子跳繩系統及儀器，透過電腦程

式計算及紀錄學生的跳繩次數，資訊科技之引入有助系統性地記錄學生

的跳繩進程，有利提升運動員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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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項活動均停辦。另外，本年度學校

在 1 月時舉辦「全校運動日」，活動中有不同的新興運動讓學生嘗試，令

學生有機會接觸不同的新興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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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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獎項，透過參與各項比賽培

養了學生個人的責任感及團隊意識，同時，提升個人自信及成功感。 

 

5.4.10 視覺藝術科    

本年度視覺藝術科除了配合學生的生活經驗及興趣，加入新創作媒介，

設計多元化教學策略，發展具校本特色的藝術課程外，還多運用電子白

板和網上資源及邀請校外劇團到校，以趣味性的學習，增加互動和自學

機會，讓學生自律和樂學，擴闊藝術視野，提高創作的興趣及能力，發

揮潛能。 

 

首先，疫情期間，視藝科面對種種挑戰和困難，學生曾進行網課或半天

面授視藝課，視藝科作出多項課程調適，如推行全校網上特別視藝課程，

附有教學簡報及自學短片。課程包括《欣賞中國文化:節日、藝術與創

作》：佛誕卡設計、紅封包大變身創作及《欣賞中國民間藝術》之剪紙與

手影戲等，並暫停舉辦陶藝班、國畫班、「精靈小畫家」班和親子藝術活

動。 

 

其次，視藝科如期進行校本專題創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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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瓷創作」等)，學生非常感興趣，作品有創意。 

 

再者，本科更與其他科組透過多元的視藝活動和比賽，讓學生積極參 

與，進行創作，並學習正確價值觀，從而培養學生自律的態度，如與 

訓輔組合辦德育推廣計劃、班徽設計比賽、「自律榮根人」獎章設計、 

口罩套設計比賽、「化腐朽為神奇」親子環保花燈設計活動；與佛德科 

合辦佛誕咭設計比賽、浴佛填色比賽、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兩文三語 

賀新禧」視藝小手工賀年搖鼓、風車和祝福木牌掛飾創作，讓學生發揮 

創意，認識中國文化和藝術。 

 

此外，因疫情關係，本校原於 2019 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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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經多方洽商與配合，終於 2022年 6，7月成功推行及舉辦皮影班，並在多

位藝術家的指導下，皮影班學員在校內表演《西遊記之大鬧天宮》皮影

戲，還贏得師生們的讚賞。本年度，視藝科聯同圖書科參加「中國歷史

文化推廣計劃」，在校內展示壁報，介紹中國傳統節日，加深學生認識中

國文化。視藝科更邀請校外劇團到校表演律政司守法《獬豸神話奇遇記》

話劇和「變臉及古彩戲法」，並參加由元朗文化協進會舉辦的慶祝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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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夢想家園樂油油」大型壁畫創作活動及由

GP43 (主辦機構)舉辦的香港天燈節暨挑戰摺紙鶴健力士世界紀錄活動等

活動，讓學生培養守法的精神，欣賞中國民間藝術，感受美好家園及社

區情懷及培養愛國愛港的情操。而視藝科更邀請藝術家及導師到校舉辦

和諧粉彩畫和隸書教師工作坊，以促進專業發展，提升教學效能。 

 

最後，本校學生亦積極參加校外比賽，並在元朗區、全港及國內比賽中，

榮獲多項優異成績，如第五屆元朗區小學繪畫比賽亞軍、「愛，就要帶回

家」10 週年填色比賽亞軍、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元朗

區的古情新貌」繪畫比賽季軍、第 46 屆全港青年標語及海報設計比賽冠

軍、「秋的夢想」填色及繪畫比賽高級組亞軍、世界心臟日繪畫比賽季軍、

佛誕卡設計比賽季軍、第 3屆香港紫荊盃繪畫大賽(高小組)銀獎、都會國

際青年藝術節全港繪畫大賽(第二季)兒童高級組銅獎、禮行天下計劃之

「弟子規」四格漫畫創作比賽(高小組)一等獎和最佳人氣獎、「身心健康

-勤奮學習」2021-2022 系列全港校際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請賽西

洋畫比賽冠軍，而 6B 吳悅嘉更榮獲元朗區 2020/21「文藝之星」獎等。 

 

5.4.11 圖書科   

本校致力推廣閱讀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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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圖書教學、閱讀日、家長日書展等仍持續舉行。唯

悠閒閱讀角、讀書會、作家講座及簽名會、參觀公共圖書館等在疫情下未

能進行。 

 

本年度的校內比賽並無因疫情而暫停，「愛護圖書」海報設計比賽、書籤設

計比賽、「閱讀存摺」封面設計比賽等如常舉行，學生交回的作品表現優異。 

 

香港教育城的「e 悅讀學校計劃」、「學生獎勵計劃」、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

公共圖書館「借閱圖書館資料」、「一生一卡」等計劃持續參與。本年度再

次邀請了香港佛光道場的「雲水書車」到訪為二年級學生進行繪本圖書分

享活動。 

 

今年成功申請了中華文化傳播基金之「中醫藥文化及繪本活動」，由專業中

醫師到校，以活動形式將中醫藥與生活健康的資訊帶給四年級的學生。 

 

為鼓勵學生在疫情下繼續維持閱讀的習慣，本科特別調撥資源增添更多電

子圖書及開啟網上閱讀平台，同時也參加了中國文化研究院推出的「篇篇

流螢」及「認識國情」網上閱讀平台，讓學生在家也能進行網上閱讀之餘，

也能認識中華文化及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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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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訓輔組負責統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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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期結束前由科任老師給予學生的「欣賞你」活動，

以增進師生之間的關愛之情，本年度更新增了由學生與學生之間的「欣賞你」

活動，藉此培養學生在與他人相處的正確態度。 

 

另外，本校亦進行了「感恩樹」活動，讓他們透過感謝卡表達對同儕、家長、

老師以及社會的關愛，其中亦新增一次感謝卡設計活動以感謝疫情下為持續

服務市民的人士，以培養學生感恩的正面態度。 

 

除此之外，每年班主任亦進行了兩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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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協作及組織

能力。而每班亦設有兩名班長和「課室小先鋒」，讓學生各司其職，發揮他

們的潛能和合作精神，積極投入班中事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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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進步，並可加

強各班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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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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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括於 11 月邀請了警民關係組為五、六年級進行有關網上罪行的講座，以及

舉辦了禁毒講座等。另外，在周會上亦會因應學校的關注事項而安排不同的

老師進行主講，以深化對學生品德之培養。 

 

在學校環境佈置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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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學生交齊功課獎勵

計劃」和「扶幼獎」等。 

 

另外，學校除了以上的德育活動外，亦透過個人成長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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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同的活

動，讓學生透過小組訓練提升自理、紀律、情緒及社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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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探訪活動、校內攤位活

動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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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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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防疫要求，相關活動更改以視像及班本形式進行，以減低傳染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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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於本年度繼續以「一校一社工」的模式自聘一名駐校社工，並透過額外

津貼購買由外間機構提供之駐校社工服務，本年度合共有兩名駐校社工以推

動學校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服務內容可詳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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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透過小組、日營及工作坊等

方式為學生及其家長提供輔助及支援服務。為配合防疫要求，本年度大部分

活動更改以視像形式進行。根據學生活動後評估問卷顯示，參加學生均認為

活動對他們在提升效能感、樂觀感及歸屬感方面很有幫助，其中在與人溝通、

時間管理、面對逆境方面均有正面的評價。學生家長亦認同計劃能夠有助學

生的成長。(服務內容可詳見附件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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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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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需要的同學，使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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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的

支援。 

 

      本校利用非華語學童學習津貼為校內非華語學童開辧課後中文延展班，以

提高非華語學童對中文學習的興趣。此外，本校更利用津貼聘請教學助理

入班協助非華語學生上中文課，以提高他們的學習效能。校方每年更會舉

辦有關中國文化的全校活動，讓學生更了解中國文化，更容易融入香港的

學校生活。 

 

支援項目﹕ 

支援項目 特殊教育需要對象 
分組教學/讀寫小組 學習困難、讀寫困難 
讀寫小組 初小學習困難、讀寫困難 
全校參與分層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計劃 自閉症譜系障礙 
精神健康服務、遊戲、園藝治療 專注力不足/過渡活躍症、精神健康支援 
課後中文延展班 非華語學童 
課後英語學習班 新來港學童 

 

各級需要學習支援的學生數目及其特殊教育需要 

級

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特

殊

需

要

類

別 

學習困難 

專注力不足 

過渡活躍症 

自閉症 

智障 

言語障礙 

 

讀寫困難 

自閉症 

專注力不足 

過渡活躍症 

非華語 

言語障礙 

 

學習困難 

讀寫困難 

自閉症 

專注力不足 

過渡活躍症 

聽障 

言語障礙 

學習困難 

讀寫困難 

自閉症 

專注力不足 

過渡活躍症 

言語障礙 

 

學習困難 

讀寫困難 

自閉症 

專注力不足 

過渡活躍症 

言語障礙 

 

學習困難 

讀寫困難 

自閉症 

專注力不足 

過渡活躍症 

非華語 

言語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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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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體藝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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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只能為三至六年級同學進行有限度的體適能測試，

部份學生在不能進耐力跑的情況下，仍然有接近二百位同學獲得銅獎或以

上的成績，足見大部份同學有良好的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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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黏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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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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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3低年級合唱團 

 

P4 奧數 

 

P3-6西式敲擊樂 

 

P1-6中國舞 

星期二 P4-6高年級合唱團 

 

P5 奧數 

 

P3-6中式笛子 

 

P3-6二胡 

星期三 P6 奧數 

星期四 P3-6長笛 

 

P3-6銅管樂 

 

P3-6木管樂 

 

P4-6英語話劇 

星期五  

星期六 P3-6跳遠 

P1 足球 

P4-6籃球 

P5-6羽毛球 

P3-6中式敲擊樂 

P3-6揚琴 

P5-6英文辯論 

P3-6跳高 

P2 足球 

P2-3乒乓球 

P1-6花式跳繩 

P3-4二胡 

P3-4中式笛子 

 

P3-6田徑 

P3 足球 

P4-6乒乓球 

P4-6步操樂團 

P5-6二胡 

P5-6中式笛子 

 

P1-3柔道 

P4-6足球 

P3-4羽毛球 

P3-6儀舞旗隊 

P3-6古箏 

P3-6幼童軍 

 

 

備註：因疫情關係，逢星期五於課時內之課外活動課被迫取消，課時外的課外活

動，大部分亦無法依計劃舉行，但校方仍善用 ZOOM 網上教學平台，為學生安排多

項的課外活動課程，當中包括：合唱團、銅管樂、英語學習活動、全方位學習活

動等，各項活動順利推行，而且效果理想。星期六校隊訓練於防疫政策放寬後已

有序恢復面授訓練。 

 

 
7. 學生表現     

7.1  獲派志願統計圖(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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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派志願統計圖(人數) 

 
 

 

 
第一志願 第二至三志願 第四志願 其他 總數 

6A 28 人 5 人 0 人 0 人 33 人 

6B 26 人 5 人 1 人 1 人 33 人 

6C 19 人 5 人 0 人 0 人 24 人 

6D 16 人 10 人 0 人 0 人 26 人 

6E 17 人 5 人 0 人 1 人 23 人 

總數 106 人 30 人 1 人 2 人 139 人 
 

全級人數 13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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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關係，本年度沒有實體書借閱紀錄) 

 

7.2.2 學生全學年從學校圖書館借用閱讀資料的總數目 

(因疫情關係，本年度沒有實體書借閱紀錄) 

 

7.2.3 學生進行網上閱讀的情況 

本 年 度 各 級 學 生 使 用 「 e 悅 讀 學 校 計 劃 」 情 況 如 下 

(報告數據截至 2022 年 6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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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已下載書籍數目 已閱讀書籍數目 
P.1 151 92 
P.2 311 140 
P.3 589 243 
P.4 417 194 
P.5 787 253 
P.6 330 100 
總計 2585 1022 

 

本年度各級學生使用校本電子圖書「myBooks 電子書網」情況如下 

(報告數據截至 2022 年 6 月 30日)： 

年級 借閱圖書數目 閱讀圖書數目 

P.1 148 134 

P.2 163 162 

P.3 203 204 

P.4 239 249 

P.5 274 296 

P.6 38 31 

總計 1065 1076 
 

 
7.2.4 本年度各級學生完成校本「書香滿校園閱讀計劃-閱讀存摺簿」情況如

下 (報告數據截至 2022 年 6月 30 日)： 

年級 閱讀紙本及 

電子圖書數目 

完成閱讀 

報告數目 

完成書簽 

設計數目 

完成封面/海報 

設計數目 

學期 一 二、三 一 二、三 一 二、三 一 二、三 

P.1 2414  2367 95 60  70  52  36  27  

P.2 1434  2373  30  63 44 66  14  33 

P.3 2618 3135 90  110  68  76  37  41  

P.4 4447  4766 134  124  107 99  66  51  

P.5 3123  3228 109  90 88  89 48  48 

P.6 1466  3179  36  68  40 104  17  33  

總計 15502  19048  494  515 417  486  218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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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21-2022財務報告 

 收入 $ 支出  $ 

I 政府資助 

 

(1) 擴大營辦津貼-基線指標 

 

 

$1,460,358.75 

 

 

$1,074,67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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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詢服務津貼 

2.8 冷氣設備津貼 

2.9 校本言語治療行政經常津貼 

2.10統籌學校校本言語治療行政經常津貼 

2.11校本管理額外津貼  

 

$1,570,320.00 

$531,837.00 

$11,793.00 

$370,054.00 

$785,878.00 

$336,006.00 

$129,315.00 

$465,415.80 

$8,112.00 

$8,112.00 

$50,702.00 

 

$1,743,150.00 

$145,666.20 

$11,793.00 

$364,200.00 

$784,723.87 

$352,000.00 

$110,000.00 

$611,719.00 

$5,156.30 

$8,112.00 

$50,000.00 

小結： $5,727,903.55 $5,261,190.80 

II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具特定用途的收費 $129,000.00 $85,223.28 

小結： $129,000.00 $85,223.28 

2021/22 年度總收入/支出 $5,856,903.55 $5,346,414.08 

2021/22 年度終結總盈餘 $510,48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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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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加入電子學習元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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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均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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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獲教育局校本支援計劃發展電子學習軟件

Classkick、Padlet、Nearpod 及 Geogebra 等，增加課堂互動趣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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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將積極引入或參與

不同的支援計劃，讓教師掌握多元化教學策略於課堂，提升師生與生生的互

動，並對本校各科提供建議以提升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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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進行了「自律榮根人」活動，讓學生認

識如何建立及實踐自律的生活習慣，學生透過持之以恆地於 Google Classroom 

內填寫他們遵守自己訂下的自律目標，於一定次數便可得他們應有的收穫。 

⮚ 再者，訓輔組更安排了部份風紀於早會時段分享他們於當值時看到同學的自律

行為，從而由學生把正面訊息和正面的行為加以宣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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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另外，因應學校總主題發展，持續推行「榮根之星」計劃，選舉班中的「關愛

之星」、「積極學習之星」、「守規之星」和「閱讀之星」。同學們選出合適的人

選，並以同儕為榜樣學習「自律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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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一適應課程，目的是透過精心設計的課程，讓學生盡快適應小一的新環

境。 

10.展望來年   
⮚ 2022/2023 至 2024/2025 學年將會開展新周期的三年計劃，根據過往三年的學

生情意問卷結果，學生在個別同輩關係及親子關係方面的表現落後於全港平均

水平，反映出學生跟朋輩及家人仍未能建立正向關係，因此學校未來三年的關

注項目是「正向校園」，來年主要目標是透過校園佈置、將社交及情緒學習和

善意溝通理論加入成長課、透過工作坊讓老師及家長認識上述理論，藉此讓學

校持分者培養同理心及建立正向校園氣氛。 

⮚ 另一方面，面對變化萬千的 21 世紀，要令新一代能夠在社會上立足及應對未

來挑戰，加上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仍然持續，相信未來日子學生仍然有機會

以混合模式上課，即部分時間回校上課，以及部分時間只能夠在家透過線上學

習，資訊科技在混合模式學習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學生使用資訊科技學

習，可以減低因疫情停課所帶來的影響，而老師亦要掌握現今科技發展的情

況，將科技及教學有機結合，學生在小學階段便能接觸不同科技產品或應用程

式，讓他們裝備好以應付未來學習及生活上的需要。 

⮚ 學校在結集全體老師之意見，將正向校園，成就未來，定為新一週期的關注項

目，期望在校園裡建立一個積極正面的學習氛圍及文化，並致力推展 STEM 教

育及電子教學，以裝備學生迎接未來挑戰。 

 

11. 總結    

今學年是本周期關注項目「樂學 自律」最後一年，學校增設電子白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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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今學年持續受疫情影響，1月中旬至 3月上旬要透過 ZOOM進行網上授課，並在

3 月上旬至 4 月下旬放特別假期，由 4月 22 日起至 8 月 5日學生可繼續回校進

行面授課及參加第三學期考試。雖然全學年學生回校日子因 2019 冠狀病毒病

疫情持續的關係而減少，但本校老師仍積極把握時間完成本周期關注事項的不

同活動，並繼續因應疫情變化而靈活調整及安排授課及評估的模式，以切合學

生的學習需要，並善用及持續開發不同的教學軟件，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

果效，積極實踐本周期關注項目「樂學 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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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2021-2022 年度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檢討  

1. 整體服務 

擬定工作: 已於 2021 年 9 月份完成 2021-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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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年度繼續以新編成長列車作為個人成長課的課本，並輔以新

增課題以回應學生的成長需要。全年共完成 349 節個人成長

課，當中包括由班主任負責教授、由社工入班協作及在網課期

間之短片播放課節，同時本年度的個人成長課亦分別為高小學

生及小五小六女生(與常識科合作)安排了學生壓力管理講座及

女性衛生講座。在特別假期期間，個人成長課亦有參與 Cool 

Summer Holiday 活動，讓學生透過 Padlet 留言及分享近況，

以提供學生對學校之歸屬感。 

諮詢輔導: 本年度累積共 13 個學生個案，共跟進超過 100個潛在個案，

合共提供了超過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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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300 次的諮詢或跟進。 

2. 學生層面 

 本學期繼續按學校發展項目「樂學 自律」及回應學生的各項成長需要而

設計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並透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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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生安排適切的服務。除舉行不同的小組活動

外，本校於本年度亦參加了三個校外計劃：「iJunior 大使」、「豐盛人生

KOL健康校園計劃」及「智強 3S新世代計劃」分別回應學生在自律守規、

健康生活及精神健康等方面的需要，參加者均反映活動能夠回應他們的需

要，效果良好。同時學校社工亦透過個別輔導的方式，支援有較大需要之

學生，當中以情緒輔導、朋輩相處等方面有較大需要。 

 

3. 家長層面 

 因應上年度的檢討，本年度學校社工就親子溝通、子女精神健康需要、

自我關顧及子女使用網絡等各方面，為家長安排了各類型的講座、工作

坊及親子活動等，當中包括家長學堂活動及家長壓力管理工作坊、親子

鬆一 ZONE 日營、親子園藝治療工作坊等，以支援家長在教養上的各種需

要，並著力協助本校親子改善彼此的關係，增加正向的溝通。同時家長

亦會透過電話及親身與學校社工聯繫，以向社工尋求協助(當中包括管教

壓力及學生的情緒需要，以及學生缺乏學習動機的狀況、與特殊學習需

要相關等事宜)，學校社工會以個別及小組諮詢(包括情緒輔導、提供管

教建議等)、轉介及連結社區資源等方式，為家長提供適切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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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疫情下，許多家長亦面臨經儕上的困難，加上家庭需配合政府的防

疫政策，因此本校有些家庭在防疫物資(如快速檢測劑等)上亦需支援。

學校社工除協助有關家庭申請及轉介至社區上各類的基金及資助外，亦

在校內協調防疫物資的派發，讓有需要的家庭均能受惠。 

 

4. 教師層面 

 學校社工於本年度主要與學生支援組及家長教師會進行合作，舉行學

生、家長教育、親子共樂、教師培訓等活動，並支援學生支援組與教育

心理學家的溝通及安排。另學校社工亦協助本校家長教師會的運作，當

中包括協助安排各類型之親子活動、優化家教會室等，並在日常與家長

教師會執委保持緊密聯繫，以促進家校之間的交流。另外，學校社工於

本年亦持續與教師協作及溝通，並為個別班別提供班級經營活動。教師

會就學生的情緒、行為、社交等需要上與學校社工進行協調及交流，以

互相配合為學生及其家庭提供更適切的支援，並在不同層面支援學生的

需要。下學年學校社工亦會繼續就以上方向與教師溝通及合作，以在校

內更全面支援學生的成長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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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 

2021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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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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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人) 五年級 (28人) 六年級 (25人) 

● 迎新及啟動活動 

● 六節輔助小組(視像) 

● 挑戰日營(視像) 

● 再戰營會(視像) 

● 愛心之旅 (製作手工) 

● 優質家長工作坊(一) 

● 優質家長工作坊(二) 

● 親子日營(視像) 

● 結業禮暨家長分享會 

  (視像) 

● 延伸活動 - 旋風球體

驗日 

● 四節小組活動(視像) 

● 戶外活動(城市定向) 

● 黃金面談(視像) 

● 優質家長工作坊 

 

● 四節小組活動(視像) 

● 戶外活動(視像) 

 

四年級輔助小組及活動檢討 

根據學生評估問卷結果，九成半學生(95.0%)對以下三條題目表示非常有

幫助及有幫助，包括：「你認為『成長的天空計劃』對你在『控制自己情

緒』有幫助嗎」、「你認為『成長的天空計劃』對你在『按既定的目標辦

事』有幫助嗎」、「你認為『成長的天空計劃』對你在『解決問題的能力』

有幫助嗎」。九成學生(90.0%)表示「成長的天空計劃」對他們在「肯接

受別人的意見」方面是非常有幫助及有幫助。 

鑑於疫情關係，本年度大部分活動均以視像形式進行，只有迎新及啟動

活動及家長工作坊以實體形式進行。他們在活動中的投入程度尚好，亦

積極地參與不同類型的挑戰任務。 

 

五年級強化活動檢討 

根據學生活動後評估問卷結果，超過九成學生(90.9%)對以下三項均表示

非常有幫助及有幫助，包括：「控制自己情緒」、「按既定的目標辦事」及

「解決問題的能力」。超過八成學生(81.8%)在「肯接受別人意見」方面



34 

 

表示非常有幫助及有幫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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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以下四項均表示非常

有幫助及有幫助，包括：「控制自己情緒」、「按既定的目標辦事」、「解決

問題的能力」及「肯接受別人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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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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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反映家長對計劃表現積極，在活動中亦表現十分投入，一方面

為學生拍攝宣誓過程，另一方面分享環節中為子女送上鼓勵的說話，反

映出他們對子女的成長有一定程度的關心。 

本年度家長工作坊主要以新興運動為主題，讓家長認識更多適合子女減

少使用電子產品的替代活動，從而減低親子磨擦。大部分參與的家長都

表示活動十分新穎，亦願意將體驗經歷與子女分享，並期待與子女一起

參與相關活動。 

最後，所有家長(100%)對以下兩條題目表示同意及非常同意，包括：「我

認為『成長的天空計劃』對孩子有幫助」及「我期望繼續參加『成長的

天空計劃』的活動」。從問卷結果反映家長對成長的天空計劃反應正面，

相信他們在五、六年級會繼續鼓勵及支持子女參與成長的天空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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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舉

辦學生延伸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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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校外比賽得獎紀錄（總表） 

由 2021年 9月 1日至 2022年 7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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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兩制」與《基本法》 

標語創作比賽 2021 

優異   香港青年培育協會 11/11/2021 5A陳逸熙  

2 防火訊息標語創作比賽(初小組) 亞軍   元朗區防火委員會 1/2/2022 2C紀沁雨 

3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女子組詩詞獨誦 優良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5/2/2022 2A陳采嵐 

4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女子組詩詞獨誦 優良 2A吳慧瑩 

5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女子組詩詞獨誦 優良 5B林芷筠 

6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女子組詩詞獨誦 優良 5B林芷筠 

7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女子組詩詞獨誦 良好 5A劉品妍 

8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女子組散文獨誦 優良 5A劉品妍 

9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女子組詩詞獨誦 優良 6B吳悅嘉 

10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女子組散文獨誦 優良 6B吳悅嘉 

11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女子組詩詞獨誦 良好 5D李臻希 

12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女子組詩詞獨誦 優良 5D梁珈瑜 

13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女子組詩詞獨誦 良好 1D鄧苡喬 

14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女子組詩詞獨誦 良好 2B黃書賢 

15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女子組詩詞獨誦 優良 2B畢嘉怡 

16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女子組詩詞獨誦 優良 2C黃靜依 

17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女子組散文獨誦 良好 2C李沛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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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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男子組詩詞獨誦 優良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5/2/2022 5A李坤昊  

19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男子組散文獨誦 優良  4B楊浚琛  

20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女子組詩詞獨誦 優良 1B李曉晴 

21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女子組詩詞獨誦 優良 3C楊海晴 

22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男子組詩詞獨誦 良好 3C 李卓烽 

23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女子組詩詞獨誦 良好 5A 蔡梓珈 

24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女子組詩詞獨誦 良好 3B 黃雅晞 

25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女子組詩詞獨誦 優良 3B傅雅禧 

26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女子組詩詞獨誦 優良 3B容希桐 

27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女子組詩詞獨誦 良好 3B黃映晴 

28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女子組詩詞獨誦 優良 5C鄭曉瞳 

29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女子組詩詞獨誦 季軍 6A黃可荍 

30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女子組詩詞獨誦 優良 6A劉璃 

31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女子組詩詞獨誦 季軍 5A黃芷旋 

32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女子組詩詞獨誦 季軍 5A李慧婕 

33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女子組詩詞獨誦 優良 5B張沁翹 

34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男子組詩詞獨誦 良好 5E蔡璟滔 

35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女子組詩詞獨誦 良好 1C林筱悠 

36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女子組詩詞獨誦 優良 4B萬若曦 

37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女子組散文獨誦 優良 5B林芷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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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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男子組詩詞獨誦 良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5/2/2022 4C李鎮樂  

39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女子組詩詞獨誦 優良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5/2/2022 2D黃曉晴  

40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女子組詩詞獨誦 優良 2D鄧凱蒂 

41 元朗區公民教育徵文比賽 優異   元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21/3/2022 5A陳逸熙 

42 亞軍 6B伍蕊心 

43 第十七屆小學生中英文現場作文比賽 優異   大埔三育中學 17/5/2022 6A劉璃 

44 6A嚴子欣 

45 6B吳悅嘉 

46 6B馮茂 

47 2022 年粵港澳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 

(深圳) 

季軍   廣東省教育廳、 
香港教育局、 

澳門教青局 

25/5/2022 6B 馮茂、6B吳悅嘉 

48 「念親恩」-第三屆粵港澳大灣區 

生命教育徵文比賽 

優異   香港教育大學人文學院 5/7/2022 6A范珈瑩 

49 6A劉希兒 

50 佛誕徵文比賽 21/22年度 優異   香港佛教聯合會佛教青少

年團 

14/7/2022 5B黎綽嵐 

51 優異 6B伍蕊心 

52 特優 4B江紫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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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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朗區小學英普演講比賽 2021」英語組 冠軍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20/11/2021 5A唐柏煇  

2 香港青少年英文朗誦比賽(小學初級組) 銅獎   元朗大會堂 5/12/2021 2D梁芷瑜  

3 香港青少年英文朗誦比賽(小學初級組) 銀獎 2D黃曉晴 

4 香港青少年英文朗誦比賽(小學中級組) 銅獎 3A黃曉彤 

5 香港青少年英文朗誦比賽(小學高級組) 銅獎 6B吳柏呈 

6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三年級男子獨誦 優良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0/2/2022 3B李亦譽  

7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四年級男子獨誦 優良 4B尹柏賢 

8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三年級男子獨誦 優良 3A鍾賀斐 

9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四年級男子獨誦 優良 4A曾令泓 

10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一、二年級女子獨誦 優良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10/2/2022 2D梁芷瑜  

11 2D黃曉晴 

12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四年級女子獨誦  優良     4F朱汶恩  

13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五年級男子獨誦 優良 5A張景軒 

14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一、二年級男子獨誦 季軍 2C鄧子恒 

15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六年級男子獨誦  優良 6C江岳庭 

16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一、二年級女子獨誦 優良 2B梁可欣 

17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三年級女子獨誦 優良 3B李思恩 

18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三年級女子獨誦 優良 3B曾步朗 

19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四年級女子獨誦 優良 4A羅曉晴 

20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六年級男子獨誦 亞軍 6B吳柏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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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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六年級男子獨誦 優良     6B馮茂  

22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六年級女子獨誦 良好 6B謝鑫婷 

23 優良 6B江巧怡 

24 優良 6B畢凱敏 

25 優良 6B吳悅嘉 

26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六年級男子獨誦 良好 6B曾令褀 

27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四年級女子獨誦 優良 4C黃銥晴 

28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六年級女子獨誦 優良 6B黃凱晴 

29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五年級女子獨誦 優良 5A黃芷旋 

30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一、二年級女子獨誦 優良 2A劉芊悠 

31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四年級男子獨誦 優良 4D陳日升 

32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2021-2022 

優異 

      
  Caritas Yuen Long Chan Chun Ha 

Secondary School 

2/6/2022 5A朱名智  

33 5B鄒磑亭 

34 5B張家淳 

35 6A劉希兒 

36 6A王善儀 

37 第十七屆小學生中英文現場作文比賽 優異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大埔三育中學 6/3/2022 6A劉希兒  

38 6A王善儀 

39 TOEFL Junior® Best of the Best Award in  Hong Kong Best of 

the best 

Award 

  Smart Education Company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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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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屆伯特利盃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 一等獎   伯特利中學 11/12/2021 5A曾鈞諾  

2 6B林景涵 

3 6A陳宇軒 

4 6A嚴子欣 

5 二等獎 5A李坤昊 

6 5A賀梓豪 

7 5B范博宇 

8 6A黎紫萱 

9 第十三屆伯特利盃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 二等獎   伯特利中學 

 

11/12/2021 6A林卓姿  

10 6B鄭穎蕎 

11 第八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決賽 優異   香港教育大學、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

(中學組) 

15/1/2022 5A賀梓豪  

12 5B范博宇 

13 2021-2022年度全港小學數學比賽(元朗區) 優異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30/4/2022 6A黃可荍  

14 6B曾令祺 

15 6B朱智羲 

16 2021-2022年度全港佛教小學數學比賽 季軍   香港佛教聯合會 6/6/2022 6A 陳宇軒、6B馮茂  

17 2022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AIMO Open)

晉級賽 

銅獎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30/6/2022 6A陳宇軒  

18 「華夏盃」全國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2 

 (香港賽區) 

三等獎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30/6/2022 5B范博宇  

19 5A蔡梓珈 

20 5A陳逸熙 

21 5B林芷霂 

22 6A陳宇軒 

23 6B何俊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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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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初賽 銀獎   元朗大會堂 30/10/2021 5B林芷筠  

2 5A劉品妍 

3 5B林芷霂 

4 5A李慧婕 

5 5A黃芷旋 

6 5A劉展宇 

7 5A李坤昊 

8 3B劉展攸 

9 2B梁可欣 

10 1D池麥棋 

11 屯門元朗區小學普通話朗誦比賽 季軍   可藝中學 6/11/2021 5A李慧婕  

12 GAPSK普通話朗誦比賽 優異   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 28/5/2022 4A黃栩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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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籃球技巧挑戰賽 - 男子組 殿軍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12/11/2021 6B 鄧正邦、4A張嘉俊、 

6D 黎栢汶、6D文國豪、 

6E張焯南 

 

2 2021龍城康體杯國慶游泳比賽 

女子 10歲 100米自由泳 

冠軍   九龍城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1/10/2021 6B方鄯嘉  

3 2021龍城康體杯國慶游泳比賽 

女子 10歲 50米自由泳 
亞軍 

4 2021 夏季蹼泳比賽 11-14歲組 4*50蹼泳接力 冠軍   香港潛水總會 1/10/2021 6B方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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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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女子 11歲 200米個人四式 冠軍   香港游泳協會 17/10/2021 6B方鄯嘉  

6 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女子 11歲 50米捷泳 優異 

7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 60米 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12/11/2021 6E張焯南  

8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跳高 優異 6D庄鈞翔 

9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壘球 冠軍 6D文國豪 

10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乙組跳高 冠軍 5D黎栢朗 

11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乙組壘球 優異 5E蔡璟滔 

12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子甲組 60米 優異 6B易思培 

13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子甲組 100米 優異 6B林景涵 

14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子甲組跳高 優異 6B吳芷翹 

15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子甲組壘球 季軍 6A鄧悅琳 

16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乙組跳高 冠軍 5E巫夢妮 

17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乙組壘球 優異 5A李慧婕 

18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團體 殿軍     6B 馮茂、6B吳栢呈、 

6D 庄鈞翔、6D胡卓安、 

6D 文國豪、6E巫慶凌、 

6E 張焯南、6E黃靖恒 

 

19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乙組團體 優異     5A 張永煊、5E譚凱俊、 

5D 黎栢朗、5C張奕泓、 

5E蔡璟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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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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子甲組團體 殿軍     6A 鄧悅琳、6B梁可弦、 

6B 吳芷翹、6B林景涵、 

6B 易思培、6C許安琦、 

6D簡邦妮 

 

21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乙組團體 優異   5A 李慧婕、5B林芷霂、 

5A 曹婞婷、5D邱樂怡、 

5E巫夢妮 

 

22 2021 年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Group C-50kg 亞軍   27/11/2021 5A張文軒  

23 2021 年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Group B-37kg 亞軍    4G張文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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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 

 街舞、Hip Hop、Funky群舞 

冠軍   中國藝術家協會 

香港秘書處 

1/9/2021 2C李沛鎣  

2 第十七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 

 街舞、Hip Hop、Funky獨舞 

優異   

3 超卓盃(Myth) 銀獎   香港兒童演藝協會 1/9/2021 2C李沛鎣  

4 超卓盃(Pink girl) 

5 第四十二屆舞動香江大賽兒童組(7-9歲)街舞 亞軍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1/9/2021 2C李沛鎣  

6 星際盃舞蹈比賽 2021小學組 

(初小)K-Pop 單項(單人) 

銀獎   國際舞蹈藝術 

推廣有限公司 

1/9/2021 2C李沛鎣  

7 星際盃舞蹈比賽 2021小學組(初小)街舞群舞 銅獎    

8 亞洲學生藝術節藝術大賽 FREE DANCE SOLO 

 (AGED 8-9 GROUP) 

亞軍   第一教育 8/5/2022 3B楊愷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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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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網上跳繩比賽 (小六個人賽) 冠軍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18/10/2021 6A范珈瑩  

2 小學網上跳繩比賽(30秒前跳) 亞軍 

3 小學網上跳繩比賽(30秒後跳) 亞軍 

4 小學網上跳繩比賽(30秒單車步) 冠軍 

5 小學網上跳繩比賽(30秒交叉繩) 冠軍 

6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 2021 11歲或以下公開組 

團體二人單人繩花式比賽 

冠軍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10/11/2021 6A范珈瑩  

7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 2021 11歲或以下公開組 

團體三人交互繩花式比賽 

8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 2021 11歲或以下公開組 

單人繩四人速度跳接力比賽 

9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 2021 11歲或以下公開組 

單人繩二人二重跳接力比賽 

10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 2021 11歲或以下公開組 

交互繩四人速度跳接力比賽 

11 全港分齡跳繩比賽 2021 11歲或以下公開組 

總成績 

12 華永盃跳繩錦標賽暨公開賽 2021 

華永盃 4X30個人混合速度接力賽男子 12歲或以上 

季軍   華永會及新界區體育總會 21/11/2021 4D梁凱竣 

  

 

13 華永盃跳繩錦標賽暨公開賽 2021 

 華永盃團體大匯演花式挑戰賽 

優異 

14 華永盃跳繩錦標賽暨公開賽 2021全場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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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跳繩強心」網上跳繩比賽(2021-22學年第一回) 
小學女子 5-6年級 15秒雙腳前跳 

亞軍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 11/3/2022 6A范珈瑩  

16 「跳繩強心」網上跳繩比賽(2021-22學年第一回) 
小學女子 5-6年級 15秒二重跳 

優異 

17 「跳繩強心」網上跳繩比賽(2021-22學年第一回) 
小學男子 3-4年級 15秒雙腳跳 

優異 4D梁凱竣 

18 「跳繩強心」網上跳繩比賽(2021-22學年第一回) 
小學男子 3-4年級 15秒交叉開跳 

優異 

 

 

4D梁凱竣 

19 「跳繩強心」網上跳繩比賽(2021-22學年第一回) 

小學男子 3-4年級 15秒二重跳 

20 「跳繩強心」網上跳繩比賽(2021-22學年第一回) 
小學女子 1-2年級 15秒單車步 

2A劉芊悠 

21 全能跳繩挑戰賽 2021小學女子丙組 單車步 冠軍   全能技巧工作室 20/4/2022 2A劉芊悠  

22 全能跳繩挑戰賽 2021小學男子乙組 單車步 季軍 4D梁凱竣 

23 全能跳繩挑戰賽 2021小學男子乙組 二重跳 

24 全能跳繩挑戰賽 2021小學男子乙組 交叉開 冠軍 4B陳廷軒 

25 全能跳繩挑戰賽 2021小學女子甲組 單車步 季軍 5A陳凱嘉 

26 全能跳繩挑戰賽 2021小學女子甲組 一分鐘套路 亞軍 5A陳凱嘉 

27 全能跳繩挑戰賽 2021小學女子甲組 二重跳 季軍 5B張沁翹 

28 全能跳繩挑戰賽 2021小學女子甲組 交叉開 季軍 5B劉卓思 

29 全能跳繩挑戰賽 2021小學女子甲組 單車步 冠軍 

      
6A范珈瑩 

30 全能跳繩挑戰賽 2021小學女子甲組 二重跳 

31 全能跳繩挑戰賽 2021小學女子甲組 交叉開 

32 全能跳繩挑戰賽 2021小學女子甲組 一分鐘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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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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全能跳繩挑戰賽 2021小學男子甲組 朋友跳 冠軍   全能技巧工作室 20/4/2022 6D 陳狄言、5A劉展宇  

34 全能跳繩挑戰賽 2021小學男子甲組 

60 秒大繩速度跳 

冠軍  6D 陳狄言、6A文皓心、

5A劉展宇 

35 全能跳繩挑戰賽 2021小學女子甲組 朋友跳 冠軍 6A 李鎧堯、6B伍蕊心 

36 全能跳繩挑戰賽 2021小學女子甲組 朋友跳 亞軍 5A 陳凱嘉、5A李慧婕 

37 全能跳繩挑戰賽 2021小學女子甲組 連鎖跳 冠軍 6A 范珈瑩、6B萬琳 

38 全能跳繩挑戰賽 2021小學女子甲組 連鎖跳 亞軍 5B 張沁翹、5B林芷霂 

39 全能跳繩挑戰賽 2021小學女子甲組 

60 秒大繩速度跳 

冠軍 6A 范珈瑩、6B萬琳、 

6D簡卓盈 

40 全能跳繩挑戰賽 2021小學女子甲組 

60 秒大繩速度跳 

冠軍 5A 陳凱嘉、5A李慧婕、 

5B張沁翹 

41 全能跳繩挑戰賽 2021小學女子甲組 

60 秒大繩速度跳 

亞軍 6A 王善儀、6B林景涵、 

6C冼伽洋 

42 全能跳繩挑戰賽 2021小學女子乙組 單車步 殿軍     3B劉展悠  

43 全能跳繩挑戰賽 2021小學女子甲組 

小學女子甲組 二重跳 

殿軍 5A陳凱嘉 

44 全能跳繩挑戰賽 2021小學男子甲組 交叉開跳 殿軍 5B周峻弘 

45 全能跳繩挑戰賽 2021小學男子甲組 

小學女子甲組 單車步 

殿軍 6A李鎧堯 

46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女子組 2013年組別 單車步 

冠軍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19/6/2022  3B劉展悠 

  

 

47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女子組 2013年組別 後交叉開跳 

48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女子組 2013年組別 交叉開跳 

49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女子組 2013年組別 全場總成績(組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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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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女子組 2013年組別 單車步 

亞軍     3B容希桐  

51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女子組 2013年組別 交叉開跳 

52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女子組 2013年組別 後交叉開跳 

53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女子組 2013年組別 全場總成績(組別一) 

54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男子組 2012年組別 二重跳 

冠軍     4D梁凱竣  

55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男子組 2012年組別 側擺交叉跳(左右) 

56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男子組 2012年組別 後側擺開跳(左右) 

亞軍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19/6/2022 4D梁凱竣 

  

 

57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男子組 2012年組別 全場總成績(組合二) 

冠軍 4D梁凱竣 

58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男子組 2011年組別 二重跳 

亞軍 5A劉展宇 

59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2021-2022男子組 2011年組別 側擺交叉跳(左右) 

亞軍 5A劉展宇 

60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2021-2022男子組 2011年組別 後側擺開跳(左右) 

亞軍 5A劉展宇 

61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男子組 2011年組別 全場總成績(組合二) 

亞軍 5A劉展宇 

62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女子組 2011年組別 單車步 

亞軍 5A李慧婕 

63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女子組 2011年組別後交叉開跳 

殿軍 5A李慧婕 

64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女子組 2011年組別 交叉開跳 

亞軍 5A李慧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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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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女子組 2011年組別 全場總成績(組別一) 

亞軍     5A李慧婕  

66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女子組 2011年組別 二重跳 

冠軍 5B張沁翹 

67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女子組 2011年組別 側擺交叉跳(左右) 

冠軍 5B張沁翹 

68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女子組 2011年組別 後側擺開跳(左右) 

冠軍 5B張沁翹 

69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女子組 2011年組別 全場總成績(組合二) 

冠軍 5B張沁翹  

70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女子組 2011年組別 交叉開跳 

季軍 5B劉卓思 

71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女子組 2011年組別 後交叉開跳 

季軍 5B劉卓思 

72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女子組 2011年組別 全場總成績(組別一) 

殿軍     5B劉卓思  

73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男子組 2010年或以前組別 二重跳 

季軍 6B馮茂 

74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男子組 2010年或以前組別 側擺交叉跳(左右) 

亞軍 6B馮茂 

75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 
男子組 2010年或以前組別後側擺開跳(左右) 

亞軍 6B馮茂 

76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男子組 
2010年或以前組別 全場總成績(組合二) 

季軍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 19/6/2022 6B馮茂  

77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女子組 
2010年或以前組別 單車步 

亞軍  6C冼伽洋 

78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女子組 
2010年或以前組別 後交叉開跳 

79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女子組 
2010年或以前組別 交叉開跳 

80 全港分區個人跳繩比賽 2021-2022女子組 
2010年或以前組別 全場總成績(組別一) 

81 全港網上精英跳繩比賽 2022(團體賽)暨 
香港代表隊選拔 團體三人交互繩花式比賽(DDSF) 

季軍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27/6/2022 6A范珈瑩  

82 全港網上精英跳繩比賽 2022(團體賽)暨 
香港代表隊選拔 團體二人單人繩花式比賽 (SRPF) 

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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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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國際青年藝術節 2021全港繪畫大賽(第二季) 

兒童高級組 

銅獎   香港競技評核總會 1/9/2021 6A嚴子欣  

2 第五屆元朗區小學繪畫比賽 亞軍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23/9/2021  5E何芷綾  

3 第 46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全港青年標語及海報設計比賽 

冠軍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23/9/2021 5E何芷綾  

4 第三屆香港紫荊盃繪畫大賽 (高小組) 銀獎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10/11/2021 6A嚴子欣  

5 元朗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2周年 

創意填色及繪畫比賽賀國慶 (初小組) 

優異   元朗各界協會 11/11/2021 2C黃靜依  

6 「正義之光」警・學計劃之「防騙一分鐘」 

短片創作比賽 

   元朗警區警民關係組 17/12/2021 5A 陳健晟、5A鄭熙雯、 

5A李坤昊 

 

7 向老師致敬 2021四格漫畫創作比賽(小四至小六)    敬師運動委員會 21/3/2022 5E何芷綾  

8 “身心健康-勤奮學習”2021-2022 系列 

全港校際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請賽 

小學組(P1-P3) 硬筆書法比賽 

入圍獎   素質教育發展中心 26/3/2022 1C朱皓軒  

9 “身心健康-勤奮學習”2021-2022 系列 

全港校際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請賽 

國畫比賽 

季軍   素質教育發展中心 26/3/2022 6A王舒晴  

10 “身心健康-勤奮學習”2021-2022 系列 

全港校際比賽暨粵港澳大灣區學生邀請賽 

洋畫比賽 

冠軍  5E何芷綾 

11 “秋的夢想”填色及繪畫比賽 高級組 亞軍   啟藝專才活動籌委會 11/4/2022 6A王善儀  

12 世界心臟日繪畫比賽 2021小學組 季軍   香港心臟專科學院 13/4/2022 5E何芷綾  

13 紀律與守法篇之防騙填色及標語創作比賽 小學組 優異   元朗區少年警訊 26/4/2022 5E何芷綾  

14 「關愛兒童、快樂成長」填色比賽 (高級組) 優異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27/5/2022 5E何芷綾  

15 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劃 2021/22 文藝

之星 

  元朗區文藝協進會 1/6/2022 6B吳悅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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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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兒童及青少年管樂比賽 (三、四年級組) 亞軍   環球藝術體育文化協會 1/9/2021 5B彭筠雅  

2 國際聯校音樂大賽-其他西樂(排笛) 

 (9至 11歲組別) 

亞軍   香港資優(天才) 
 教育培訓總會 

25/9/2021 5B彭筠雅  

3 全港兒童鋼琴、管弦樂及敲擊樂大師賽 

(四至六年級組)-排笛 

冠軍   香港兒童表演藝術 

交流協會 

26/9/2021 5B彭筠雅  

4 妙法寺劉金龍中學第四屆小學音樂邀請賽 2021- 

鋼琴獨奏 

銅獎   妙法寺劉金龍中學 20/11/2021 6A黃可荍  

5 妙法寺劉金龍中學第四屆小學音樂邀請賽 2021- 

鋼琴獨奏 

銅獎 6A鄒泇嬈 

6 妙法寺劉金龍中學第四屆小學音樂邀請賽 2021- 

鋼琴獨奏 

優異 6A鄒泇嬈 

7 妙法寺劉金龍中學第四屆小學音樂邀請賽 2021- 

獨唱 

銀獎 1B陳悦兒 

8 妙法寺劉金龍中學第四屆小學音樂邀請賽 2021- 

獨唱 

銅獎 5C李祉澄 

9 妙法寺劉金龍中學第四屆小學音樂邀請賽 2021- 

西樂獨奏 

優異 3D鄧筠媃 

10 妙法寺劉金龍中學第四屆小學音樂邀請賽 2021- 

西樂獨奏 

銅獎 5B范博宇 

11 妙法寺劉金龍中學第四屆小學音樂邀請賽 2021- 

西樂獨奏 

銅獎 5B嚴浩豐 

12 妙法寺劉金龍中學第四屆小學音樂邀請賽 2021- 

西樂獨奏 

優異   妙法寺劉金龍中學 20/11/2021 5E鄧鈞豪  

13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 優異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24/5/2022 1B莫浠渝 

14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 優異 1B黃曉彤 

15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 優異 1C林筱悠 

16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 優異 1C吳浩然 

17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 優異 2A劉芊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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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音樂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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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 優異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24/5/2022 2A莫巧兒  

19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 優異 2B黃紫琳 

20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 優異 2C鄺晞然 

21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 季軍 3B鄧芷晴 

22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 優異 4A梁雅童 

23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 優異 4A羅上知 

24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 優異 4A羅曉晴 

25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 亞軍 4B梁日知 

26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 優異 4B何梓君 

27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 優異 4C畢嘉琪 

28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 優異 4C吳百韜 

29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 優異 4F馮伊晴 

30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 冠軍 5A蔣荷端 

31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 優異 5B鄒磑亭 

32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 優異 6A黃可荍 

33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 優異 6A鄒泇嬈 

34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古箏獨奏 優異  6B畢凱敏 

35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上低音號獨奏 優異 22/6/2022 5B范博宇 

36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獨唱(中文曲目) 優異 5C李祉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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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音樂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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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長笛獨奏 優異     5E陳芊豪  

38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長笛獨奏 優異  5B嚴浩豐 

39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獨唱(中文曲目) 優異  4A于蘇婷 

40  第 7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獨唱(英文曲目)  優異  1B陳悅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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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智慧狀元大比拼 銅獎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24/11/2021 6A嚴子欣  

2 金獎 5B李志謙  

3 銀獎 5B范博宇 

4 銀獎 5B吳浩堯 

5 銀獎 5B曾巧鈴 

6 銅獎 5B鄭胜彬 

7 2021 智慧狀元大比拼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最高得分學校獎 

   嚴子欣、5B李志謙、 

5B 范博宇、5B吳浩堯、 

5B 曾巧鈴、5B鄭胜彬、 

5B 張家淳、5B張沁翹、 

5B 周峻弘、5B符文豪、 

5B 劉卓思、5B林芷霂、 

5B 文建熹、5B伍逸謙、 

5B林景軒 

 

8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學首選舉 2021/22 優異   元朗信義中學 24/11/2021 6A嚴子欣  

9 6B曾令祺 

10 6B馮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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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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至 2022年度全港佛教小學「慈悲與智慧」 

四格漫畫校內創作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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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022 1B黃詠潼  

12 2C黃靜依 

13 2C紀沁雨 

14 2021 至 2022年度全港佛教小學「慈悲與智慧」 

四格漫畫校內創作比賽 中級組(小三、小四) 

3B容希桐   

15 3B鄧卓盈 

16 4C賴毓舜 

17 2021 至 2022年度全港佛教小學「慈悲與智慧」 

四格漫畫校內創作比賽 高級組(小五、小六) 

5C李昊燊  

18 5D周銘謙 

19 6A劉希兒 

20 「海、陸、空探索比賽 2022」的科學探索比賽 二等獎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  
公益社中學 

13/3/2022 6B 江巧怡、6B吳悅嘉、 

6B 鄧婷芝、6B陶諾文 

 

21 「慶祝 2022佛誕系列活動: 

佛教常識問答比賽」(初小組) 

優異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27/5/2022 3A文逸舜  

22 公益少年團傑出團員    公益少年團 30/6/2022 6B馮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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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                          附件四 

學校發展津貼支出      

 

截止 2020-2021年度  共盈餘：約 97萬元 
        2021-2022年度政府撥款：約 78 萬元 

合 共：約 1,750,000 元 
 
編號 項    目 所需資源 

1 提升初小學生英文詞彙量及加強其英文閱讀能力 
(聘請一名兼任外籍英文教師協助課後小組) 

$  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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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小三英文 Space Town 計劃之推行) 

$ 163,800 

3 配合學校推動電子學習計劃(聘請一名資訊科技助理員) $ 263,580          
 

4 發展多元化的課外活動，以提升學生各類多元智能(龍獅隊、足球隊、籃球
隊、手球隊、乒乓球隊、羽毛球隊、田徑隊、跳高、跳遠、花式跳繩、游泳
隊、歷奇、柔道隊、體操隊、合唱團、木管樂、銅管樂、西式敲擊樂、步操
樂團、長笛班、儀舞旗隊、中式敲擊樂、二胡、笛子、古箏、揚琴、中國
舞、奧數隊、普通話話劇及英語話劇。) 

 $ 281,110 

5 提升學生的普通話水平 $ 20,000 
 

6 提升高小學生升中面試技巧及加強學生溝通及表達力 $  9,100 
 

7 提升學生英文辯論技巧及英文聽說讀寫能力 $  8,850 
 

8 配合學校 STEM 學習計劃(聘請一名 STEM 教學助理)，其後優質教育基金批核
計劃，相關薪金由該基金支付。 

$  30,484 
 

                                          總計                                                    $784,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