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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本校致力提供優良的學習環境及高質素的教學活動，培養學生在德、智、

體、群、美五育中均衡發展，希望學生藉愉快的童年生活，邁向積極人生

。 

 

我們的學校 

學校簡介 

 背景 

本校原為元朗官立上午小學，創立於 1904 年，位於元朗坳頭，由教育

局直接管轄，為一所歷史悠久的半日制小學。 

為配合時代的轉變及未來的發展，本校已於2008年 11月遷往現校舍，

以全日制模式辦學，並易名為南元朗官立小學，繼續為元朗區學童提

供優質教育服務。 

 

 設備 

設有 30 個標準課室、中央圖書館和多個特別室（包括電腦室、語言學

習室、視覺藝術室、音樂室、常識學習室、學生活動中心、輔導學習室

及多用途室）；各均裝設空調和多媒體教學設備，如電腦、寬頻網絡、

中央視聽廣播系統及投射熒幕；另設禮堂、跑步徑及籃球場 2 個，為學

生提供一個理想的活動和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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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管理 

學校管理委員會的組合 

教育局委派首席助理秘書長（幼稚園教育）陳蕭淑芬女士作學校管理委員會主

席，其他成員包括校長、家長代表、教師代表、校友會代表及社區人士代表。 

 

學校管理委員會架構 
 

   成員 
 

年份 

辦學團體 

(教育局) 
校長 家長 教師 校友會 社區人士 

2017－2018 

(人數) 
1 1 2 2 1 1 

 

 

學校管理委員會委員 

 

主 席 ： 陳蕭淑芬女士 

校 長 ： 鄭迪思校長 

家 長 代 表 ： 鄺詩雅女士、何玲女士 

教 師 代 表 ： 謝劍雲先生、林青女士 

校 友 會 代 表 ： 黃裕民先生 

社 區 人 士 代 表 ： 馮燊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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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生 
 

班級組織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總數 

班數 5 5 5 5 5 5 30 

男生人數 81 73 74 80 56 70 434 

女生人數 82 81 86 86 75 61 471 

學生總數 163 154 160 166 131 131 905 

              ＊數據截至 2018 年 7 月 12 日 
 

學位空缺率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空缺率 0% 0% 0% 0% 0% 0% 

 

 

學生出席率 
 

年級 出席率 

小一 96% 

小二 96% 

小三 97% 

小四 97% 

小五 97% 

小六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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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教師 
 
 

教師資歷 

已接受專業訓練教師的百分比 
 
 

 
 

達語文要求教師百分比 
 

 
該語文科目 

教師數目 

已達標 

人數 

已達標 

百分比 

英 文 18 18 100% 

普通話 8 8 100% 
 

 

 

 

 

 

 

 

 

 

  

 

教師教學年資 

 

 百分比 

教育文憑 100.0% 

大學學位 96.6% 

碩士學位或以上 18.6% 

特殊教育培訓 11.9% 

教學年資 百分比 

0－2 年 10.0% 

3－5 年 10.0% 

6－10 年 6.7% 

10 年以上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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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重視教師專業發展，每年均配合學校發展重點和教師的需要，舉辦

教師發展日、 校內教師培訓活動及分享會、參與教育局的支援計劃及境外

教師交流計劃等，以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識，優化教學效能。 

 

持續專業發展是培養教師的學習和探究能力的重要途徑，故此，本校老

師均持續不斷地 學習，以提升個人的專業素質。全體教師參與持續專業發

展的總時數為1790小時，平均時數達31小時。 

 

日期 主題 主持 

8月 STEM教育教師工作坊 
李先生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8月 常識科電子學習簡介會 
李先生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8月 電腦科教科書簡介會 
許先生 

毅恆教育有限公司 

8月 電腦科教科書簡介會 
張小姐 

名創教育 

9月 英文教科書簡介會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Limit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月 英文科閱讀教學教師工作坊 
Ms Ho Kim Ling, Linda 

Advisory Teacher 

NET Section 

12月 電腦科教科書簡介會 
鄭小姐 

培生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12月 機關王在STEM教育中的應用 
林桂傑老師 

福榮街官立小學 

1月 
官立小學聯校教師發展日： 

「同行共融並進」 
教育局 

3月 元朗區小學聯校教師發展日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 

3月 
言語治療教師工作坊： 

「如何識別及協助有語障的學生」 

葉詠欣小姐 

優質治療及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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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項目一 建立「自主學習」學與教文化 

發展自主學習學與教文化，透過教師專業發展，建立教研學習圈，推行自主學

習教學模式及教學設計，培育學生的自主解難能力及自學信心與動機，及建立

學生自主學習的態度、能力與策略，培育學生成為「自主樂學好南兒」。 
 

成就 

1. 學校持續透過建立「自主學習」教研團隊，提倡校內外教研交流，發展「自

主學習」學、教、評及說、教、評文化。老師在校內透過共同備課，共同設

計具備腦科學元素及教學微技巧的教學單元，而本年度更在教學設計內，加

入了課堂剖析，老師更加仔細分析所教課堂的重點及與已教知識加強連貫性

及延伸的果效，再加上課堂內已有的師生及學生之間的互動，令課堂內的活

動更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果效。 

 

2. 學校內的教研交流，循序以同儕觀課及考績觀課兩階段進行，「自主學習」

的教研團隊透過同儕觀課，互相交流及觀摩運用教學微技巧策略。直至考

績觀課，老師已可純熟運用具備腦科學元素及教學微技巧的教學策略。依

據考績觀課的觀察，全體三主科的老師具備信心及能力運用相關的教學策

略。反映本校的教學團隊已建立備教觀評的共同語言。大多數課堂

亦具備建構學習、自主動機、差異照顧及啟能學習的元素。同時，學生亦

能在課堂上經歷解難、分析及評鑑的學習過程，課堂上學生亦有機會展示

他們具備自主學習的習慣及策略。 

 

3.  三主科老師按科本特色設計全方位教學冊，語文科須設計具以讀帶寫、強

化閱理寫能的全方位單元教學冊；數學科的設計著重引領學生探究解難及

建構基礎為重心。依據備課及觀課紀錄，各級三主科全學年已設計最少三

個具備腦科學教學策略的單元教學教案。同時，依據教師問卷的數據顯示，

分別有 91%中文科教師、82%英文科教師及 100%數學科教師批改學生的課

業時，見到學生的寫作作品能配合單元學習目標，而且亦具備了應有的修

辭技巧、句式、辭彙及內容。另外，數據亦顯示全體老師觀察到課堂中，

學生樂於參與課堂活動。另外，數據亦顯示 95%中文科教師、94%英文科

教師及 100%數學科教師同意各級別的寫作課業設計及課堂教學能照顧學

生的個別差異。全體數學科教師在各單元以學生在該課題的學習難點切入

教學。並加強數學概念的探究教學法，依據課堂觀察，學生具備認真的態

度參與課堂活動，並積極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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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續） 

4. 晨光閱讀時段仔細劃分為四個範疇，分別為「自由讀自由講」、「中文閱讀

樂」、「英文閱讀樂」及數學科的「化繁為簡」。依據教師問卷的數據顯示，

全體老師同意學生能在晨光閱讀時段，透過閱讀篇章，加強理解的能力。同

時，全體老師亦觀察到學生能於晨光閱讀時段完成閱讀內容。此外，全體數

學科老師同意學生能透過《化繁為簡》提升讀題及解難能力，全體數學科老

師亦同意學生能於晨光閱讀時段完成《化繁為簡》內容。 

 

5. 依據教師問卷的數據顯示，分別有 100%中文科教師、88%英文科教師及

100%數學科教師同意「自我挑戰獎勵計劃」能提升學生對學習的責任感及

學生自我管理的能力。分別有 90%中文科老教師、94%英文科教師及 100%

數學科教師同意「自我挑戰獎勵計劃」能讓學生養成定期溫習的習慣。分別

有 100%中文科教師、94%英文科教師及 100%數學科教師同意學生積極投入

參與「自我挑戰獎勵計劃」。各科皆定期按課程設計適切的評估，依據班主

任觀察顯示，學生積極投入獎勵計劃的評估活動及獲得獎勵，第二階段的

評估已於五月完結，加許獎狀會於七月內派發。約 500 名學生獲頒「積極進

取優秀獎」獎狀，820 名學生獲頒「自我完善進步獎」獎狀。本校學生的自

主學習態度及責任感持續提升。 

 
6. 依據 APASO 問卷的數據顯示，其中學生在「對學校給予的機會」及「經歷」

的態度調查，在分級數據中，小三至小六的學生，在每個級別的平均數亦能

優於系統中香港常模的水平。從而亦顯示了學生樂於參與及投入學校的學習

活動，並認為在學校能學到他們需要及對他們重要的知識。 

 

7. 循序發展教師專業及學生運用資訊科技自主學習新模式： 

 8月份安排了一次的全體老師的專業發展日，讓同事們了解在本科如何運

用資訊科技教學。 

 1月 24日，小四進行了運用平板電腦的校園遊踪活動。學生須使用平板

電腦上的提示，找出校園內不同位置的滅火裝置並回答有關問題。學生

在是次活動表現積極投入。另一方面，老師已掌握如何以平板電腦指示

學生進行活動，反映了老師的專業能力亦已提升。 

 6月14日，小三進行了一次運用平板電腦的校園遊蹤活動。學生須使用平

板電腦上的提示，找出校園內不同位置的植物並回答有關問題。學生投

入學習活動，並可見學生已初步掌握以電子自學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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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1.  本校應持續以同儕觀課及考績觀課兩階段教研程序推行「自

主學習 -教學範式轉移」教師專業發展計劃。  

2.  由於每年官立小學的教師團隊皆有變動，成立「教研團隊」

及設立「教學微技巧手冊」能讓老師持續傳承校本自主教學

文化，鞏固專科教學方向  

3.  加強教學團隊學與教三範疇關注：教學剖析(關鍵事項)、建構設計(輸入與

產出)、學習動機(學習節奏)、啟能拓思(課程延續)。課堂須具備專科概念

與微技巧互惠相配的教學策略。 

4. 本年度，小三及小四學生已試行以平板電腦學習，下年度可推展至五年級。 

5.  下學年，英文科獲得語常會的資助，為四年級老師創造空間以發展資訊科

技教學。其他各科也可按科本的課題，試行以平板電腦輔助學生學習，以

加強學與教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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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項目二 推動全方位價值教育 

將現時品學兼並良好校風持續優化，透過全方位價值教育的課程與教育活動設

計，加強培育學生道德觀及責任觀(包括七種首要價值觀)，培育學生成為「敬

德樂學好南兒」。 
 

成就 

1.  依據教師問調查結果，平均約有 98%學生能具備尊敬認真的態度上課，並

投入、積極參與討論，進行道德行為及責任觀的分析、評鑑及反思。而根

據教師問卷結果，100%德育及國情教育聯課授課教師都同意學生具備尊重

的態度上課，能投入反思及評鑑的工作。 

2. 依據訓輔組老師觀察結果顯示，在晨光廣播的過程中，95%學生懂得以「三

思他人」的價值觀進行反思，並積極實踐「南兒修為」中「常自省」的正

確進取生活態度。根據教師問卷，100%班主任同意學生在日常學習活動中

的個人感想都能以「禮、義、廉、恥」、「三思他人」等道德價值觀進行自

我反思。而根據教師問卷結果，100%晨光廣播授課教師都同意學生能按校

本核心價值「三思他人」的價值觀進行反思。 

3. 負責旗下講話的同事都能依照指引，以基本法、國家最新發展及中華文化

為旗下講話的重點，其中關於基本法的內容約佔整體內容份量的一半。 

4. 依據訓輔組老師觀察結果顯示，於旗下講話時段，平均約有 97%學生能具

備尊敬認真的態聆聽，以持續培育及深化學生七種首要價值觀(國民身份

認同、責任感、堅毅、尊重他人、承擔精神、信任、謙遜)和態度。而根

據教師問卷結果，100%班主任都同意學生在旗下講話期間，學生能具備尊

重認真的態度聆聽。 

5. 依據訓輔組老師觀察結果顯示，於國慶雙週資訊板展覽時段，平均約有 97%

學生能具備尊敬認真的態度閱覽資訊板的內容，以持續培育及深化學生七

種首要價值觀(國民身份認同、責任感、堅毅、尊重他人、承擔精神、信任、

謙遜)和態度。 

6. 依據訓輔組老師觀察結果顯示，平均約有 97%學生能具備尊敬認真的態度

閱讀相關讀物，並有助提升七種首要價值觀及讓員生緬懷與緊記民族堅毅

精神。 

7. 透過新文化運動雙週的活動，100%授課教師都表示同意學生在課堂上認

真、尊注去欣賞「五四新文化運動」短片及「五四青年節」短片和用心聆

聽「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晨光廣播。中文科透過新文化運動作家簡介及作

文活動，反映出學生對祖國歷史國情的認識有所增加。授課的教師都同意

有關活動能持續培育及深化學生七種首要價值觀的作用。 

8.  97%的 學 生 認 為 專 題 研 習 有 助 增 進 學 生 認 識 孫 中 山 先 生 生 平

事 跡 及 其 堅 毅 不 屈 的 奮 鬥 精 神 ,並 探 究 鴉 片 戰 爭 對 香 港 的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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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續） 

9.  97%學生認為在境外考察期間，能以普通話與國內機構工作人

員交流及以流俐普通話作專題匯報。  

10.92%學生認為能與同學協作、共同運用歸納的原則，把自己搜

集得來的資料作判斷，製作報告，並分享發佈。  

11.100%的老師認為能加深學生對當代國情的認識。  

12.100%的老師認為能開拓學生的視野和知識領域  

13.100%的老師認為能發展學生的專題研習能力  

14.94%的 家 長 認 為 小 五 專 題 跨科 課 程 更 能 讓他 們 理 解 自 己子 女

的學習及處事態度。  

15.98%的家長認為專題研習有助增進子女認識孫中山先生生平

事跡及其堅毅不屈的奮鬥精神，並探究鴉片戰爭對香港的影

響。  

16.優化科本課程，落實推行「價值教育在南兒」的校本課程，培育學生積極

承擔的態度、習慣及策略。同時，持續培育及深化學生「南兒修為」、五常

好態度及七種首要價值觀與良好的自律守規和自我管理態度。 

 根據教師問卷調查結果，100%教師同意「敬德樂學好南兒」每月主

題能幫助學生建立良好價值觀。 

 依據老師觀察結果顯示，80%的學生的七種首要價值觀與良好的自

律守規和自我管理態度有進步。 

 依據老師觀察結果顯示，70%的學生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及深化了

學生良好自我管理態度。 

 依據訓輔老師觀察結果顯示，在當值老師的鼓勵及引導下，全體學
生能專心地進行閱讀活動。此外，全體老師都同意透過閱讀圖書，
能增加學生自主學習機會（閱讀分析與理解）及加強學生對德育及
公民教育的關注，透過非正規及滲透的模式宣揚校本核心價值觀及
中華文化（三思他人、禮義廉恥）。再且，全體老師都同意此活動
能配合校本課程發展（說話組織、品德反思），藉此拓展額外課時
以鞏固課堂所學。 

 依據訓輔老師觀察結果顯示，在班主任的引導下，100%學生樂於參
與圖書分享活動。在班主任的編排下，100%學生能有效地參與最少
一次閱讀分享活動。 

 依據周四當值老師觀察結果顯示，於晨光廣播時段，平均約有 97%

學生能具備尊重認真的態度聆聽廣播，較往年表現稍有進步。 

  依據訓輔老師觀察結果顯示，85%學生有進食健康小食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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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1. 於現有良好的基礎下，持續優化德育及國情教育的校本課程，加強了基本

法教育後，仍需要持續建立校本道德核心價值觀。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助學

校從國情和文學兩方面入手加強培育學生正面價值觀，將內容持續優化成

為有系統的學習活動。來年繼續舉辦「同根同心」境外學習，並持續深化

學生自主學習態度、習慣及策略，自我管理與反思學習的能力。 

2. 重整、疏理德育及國情教育的校本課程。 

3. 重整、疏理「敬德樂學好南兒」小冊子內容對焦本校學生的需要，10月總

序，其後每月使用的口號不超過 3 句，讓學生集中方向培育成為有修養的

好孩子 。 

4. 把德育及公民教育由訓輔組負責改為課程組負責，加強德育教育與常規科

目的合作。 

5. 檢視周三德育及國情教育聯課內容，更新影片及相關教學內容，讓內容更

為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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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與教 
  

學校實際上課日數 
 

正常課堂上課日數（連測考日計算） 
 

年級 上課日數 

 小一至小六 191 

 
 

各主要學習領域的課時 

 

學習領域 小一至小二 小三至小六 

中國語文教育 32% 29% 

英國語文教育 24% 24% 

數學教育 16% 16% 

小學常識科 13% 16% 

藝術教育 10% 10% 

體育 5% 5% 
 

 

 

 
學校時間表中各個學習領域課時的平均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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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課程及評估 

中文科課程及活動 

本校的中文科以單元教學，將閱讀及寫作結合教學中，讓學生閱讀不同的文

體，並配合多元化的寫作教學活動，訓練學生不同層次的語文能力及思維能力。

老師設計全方位單元工作冊以強化學生的閱理寫作的能力。 

 

閱讀方面: 

 每學年進行五次「中文閱讀樂」活動，提升學生閱讀理解能力。 

 小一至小六配合圖書組的「晨光閱讀計劃」，鼓勵學生多閱讀。 

 小一至小六螺旋式全面進行「閱讀策略」，提升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 

 小三至小六級舉行閱讀報告比賽，配合德育主題閱讀有關書籍。 

 小一至小六級配合訓育組國情教育，推行五四新文化運動作家巡禮。 

 

寫作方面: 

 加強寫作能力訓練(小一至小二:記趣、小三至小六:隨筆) 

 五年級參加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計劃，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 

 中文科拔尖課程：舉辦中文菁英寫作課程、校園小記者、參加明報「小作家

培訓計劃」，培養學生對寫作的興趣。 

 

自主學習: 

 利用自學簿，內容包括：字詞庫、查字典、自擬問題、佳詞佳句摘錄等預習

及不同的延伸活動，促進學生主動求知，掌握學習及管理知識的方法。 

 利用趣味默書，加強學生字詞的累積及鞏固對字詞的運用。 

 

增潤課程: 

 小三至小六加入成語介紹及運用 

 「快樂閱讀花園」網上閱讀資源 

 小一至小三推行「喜閱寫意」課程 

 

活動: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本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已於 2017年 11月 21日至 12月 20日舉行，本校學生

報名參加中文朗誦比賽人數有 51人，獲得 4項亞軍、3項季軍、27張優良

獎狀和 16張良好獎狀。 

 中文書法比賽 

10月份舉行中文書法比賽，目的是提倡中文硬筆書法藝術，鼓勵學生書寫 

整潔美麗的硬筆字，同學均能積極參與比賽。 

 中文寫作比賽 

為了提高學生對寫作的興趣，學校在 4月份舉行中文寫作比賽，藉此培養學

生對中文寫作的興趣，發揮學生的創作潛能，學生的表現良好，學校更把得

獎學生的作品張貼在壁報上，讓同學互相觀摩，提升寫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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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化日 

為了提高學生對中文的興趣，增加節日的氣氛，學校在農曆新年前舉辦了中

華文化日活動，如文化活動及文藝活動，學生們都踴躍地參與，對中國傳統

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校外比賽及活動 

本年度參加了多項校外比賽及活動，包括中文硬筆書法比賽、「珍惜食水 

標語創作比賽」、2017「小作家培訓計劃」、2017-18 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

大賽、「美麗香港」寫作比賽及「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2017-2018」。 

 

英文科課程及活動 

為了提升學生運用英語的機會，學校在小一至小三推行由教育局外籍英語老

師組統籌的閱讀/寫作計劃PLP-RW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 Reading 

and Writing)；目的是營造一個全英語的環境，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並

且將閱讀延伸至寫作活動，豐富學生寫作的內容及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小四

至小六會以Task-based learning為教學的重心。學生在每個單元也會學習與主

題有關的生字及句子，其後再完成寫作，讓學生更有系統學習該單元。 

 

小一至小三英文閱讀及寫作計劃(PLP-RW)： 

 小一至小三採用教科書，同時配合教育局外籍英語組的 PLP-RW 計劃，由外

籍老師與本校老師合作教學，強化學生閱讀、寫作及拼音技巧。 

 小一至小三學生每兩週會多借一本配合他們閱讀能力的英語圖書，加強學生

閱讀量。 

 

加強英語讀寫策略： 

 利用字詞庫(Word Bank)及 Word Wall，預習及做不同的延伸活動，促進學生

自主學習，成為終生學習者。 

 透過在課堂及製作校園電視台節目，推介不同文體的英語圖書，讓學生了解

不同體裁的特色及進行好書推介活動。 

 利用校本課業(Tasks)，讓學生從活動中學習，並利用 Sentence Making 及

Theme-based Writing，讓學生運用所學的生字及句式，加強學生寫作能力。 

 

活動：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本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共有 64 名學生報名參加英詩朗誦比賽，1項冠軍、5項 

亞軍、2 項季軍、54 張優良獎狀及 2張良好獎狀。 

 Storytelling(說故事比賽) 

本校有兩位五年級學生代表參加了 The 19th Annual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Lo Kon Ting Memorial College)。學生說故事技 

巧生動有趣，獲得了優良的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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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外英文創意寫作比賽 

本校學生踴躍參與不同的校外寫作比賽,220 位學生參加了 Oxford Primary 

English Creative Writing 2017。146 位學生參加了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Beautiful Hong Kong – Pan Lloyds)。另有 179 位學生參加了

Writing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 (Caritas Yuen Long Chan Chun Ha 

Secondary School)。在 Writing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 當中，有 2 位

學生取得First Class Honour，有1位Second Class Honour, 1位取得Third Class 

Honour 及 1 位得到了優異獎。 

 英語話劇組 

本校首年成立 English Drama Club，並於本屆 2017 至 2018 年度學校戲劇節

取得佳績。學生的話劇演出獲得了評判推介演出獎，傑出合作獎及傑出舞台 

效果獎。另外，更有 4 位學生取得了傑出演員獎。 

 Reader’s Theatre 

學校亦於初小(小一至小三)的課程中，引入 Reader’s Theatre(讀者舞台)，引 

導學生以戲劇演練的方式學習，加強學生的英語說話能力。 

 

數學科課程及活動 

數學科方面，本校著重有系統建構學生的數學基礎知識，並從學生的難點切

入，讓學生學習數學重點；初小的學生以圖像思考，高小學生以應用題等的課

題增強學生的解難能力及幫助學生建立探究概念。 

 

讓學生掌握數學概念，加強運算能力。 

 在不同班別加入數學專題研習單元，以家校合作方式，訓練學生數學能力。 

 每星期進行課堂速算訓練，以提升運算能力。 

 推行 WIFI 900 計劃，在中及高年級推行不同課題電子教學和學習，既可促

進師生間的互動，也可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發展自主學習的學、教、評。鞏固及提升學生數學難點學習的能力 

 定期提供 <智迎挑戰> ，<化繁為簡>和<巧思妙計>工作紙。以趣味數學題

為主，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讓學生練習解難四步曲，能有效提升學生的

解題能力及自信心。 

 鼓勵學生使用自學簿，教師就課堂所教，著學生就學習重點，數學詞彙，或搜

集資料等記錄下來，增強學生的自學能力，也可鞏固或整理學習內容。 

 在單元工作紙中加入高階思維題目，提升學生高階思維能力和解難能力。 

 

提升閱讀數學書籍的風氣 

 與圖書組合作，經常展示數學書籍刋物。 

 全學年分階段安排學生進入圖書館閱覽及借閱數學書籍，藉此擴闊學生閱讀

範疇，提升他們閱讀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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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數學科活動日 

在上及下學期舉行數學科活動日，設計不同數學遊戲讓學生以分組形式完成

數學活動，從中可以訓練學生邏輯思維和合作精神。  

 數學科跨校交流計劃 

在高年級班別試行和友校進行數學科交流活動，鼓勵學生利用數學知識和電

子科技，結合 STEM 元素，去設計數學幾何圖案。透過活動提升學生解難能

力，培養創意思維能力，更能明白合作精神的重要。 

 

常識科課程及活動 

本校常識科著重學生整體的學習經歷，透過手腦並用的學習經歷及解決問題

的過程，培養學生的探究精神、創造力，並重點培訓各級學生的不同專題研習

能力，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同時，不同的科學與科技活動亦有助學生提升他

們對科學與科技的興趣和好奇心，透過高參與、高展示、高互動的課堂設計及

多元化的學科活動，培養學生的觀察、溝通、批判性思維能力及創意思維能力，

從而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此外，本校提供更多機會讓學生進行全方位學習、

探究及親身實踐的學習經歷，如教育性參觀活動、實地考察及境外學習之旅，

學生親身探究與實踐，擴闊視野，加深對國家的認識與了解，增強公民意識及

自信心，放眼世界。 

 

專題研習： 

 為了培養學生自學的能力及學習興趣，教師根據專題研習能力一覽表，訓練

學生透過訪問、觀察、紀錄及數據處理、進行討論、分析、反思及匯報，提

升學生的研習能力。本年度，常識科根據專題研習能力一覽表，訓練一至四

年級的專題研習能力；五年級則配合「同根同心」計劃進行專題研習，探討

及了解孫中山先生及鴉片戰爭的歷史，及鴉片戰爭對中國及香港的影響。六

年級學生以「科技天地」為主題，進行了專題研習，學生透過搜集資料、設

計、製作及改善水火箭的設計，令其達至最遠的飛行距離，從而加強訓練他

們搜集、整理及分析資料、創造及反思的能力。 

 

活動： 

 為迎合常識科發展的新趨勢，促進學生對 STEM教育的認識，本年度學校為

全體學生舉行 STEM 學習日。 

年級 STEM 學習活動 

三 迷你吸塵機 

四 無敵吸管吊橋 

五 旋轉單槓機械人 

六 迷你太陽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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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fi 900 

為配合電子學習的新趨勢，本年度常識科在三及四年級舉行校園遊蹤活動，

三年級學生利用平板電腦進行校園遊蹤，實地考察校園內種植的植物種類及

生長情況。四年級學生則運用平板電腦上的提示，找出校園內不同位置的滅

火裝置及並回答有關問題。學生在活動表現積極投入，亦提升了他們利用電

子科技學習的能力。 

 

評估 
 

在評估方面，學校於上、下學期各有一次測驗和考試，以評估學生的表現及

成效；此外，本校在各科已引入多元化評量及多方參與評估，讓教師、家長和

學生本身，更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以促進學生的學習，亦有助提升學習表現。 

 

 每次測驗和考試後，老師會進行學生成績分析及試卷檢討，從而檢視學與教

的成效，以求改善。 教師會根據學生測考表現，修定教學策略，及擬訂跟進工

作。 

 

小五中文科語文教學支援計劃 

本學年學校第二年參加由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提供的小學校本支援服

務。承接去年的發展，今年重點發展五年級中文科的閱讀及寫作課程及優化校

本中文課程的整體規劃，重點建構第二學習階段的單元教學設計中的縱向的銜

接與橫向的聯繫，並優化寫作教學單元設計，以配合學校發展計劃的目標，推

動學生自主學習的教學範式，同時，透過同儕觀課，友校觀課交流活動，建構

學校成為學習型團隊。 

 

本學年五年級與局方共進行了 12次的共同備課會議，備課會議主要是共同

檢視校本單元設計冊的內容及設計，優化現有的單元、聚焦學主的學習需要及

難點，深化或重整單元設計內容。支援人員與科任教師共同觀察學生的學習進

度、學習過程及評核，以檢視成效。上學期的觀課交流主題為修辭技巧(對比)，

教學目標主要是教授學生如何運用對比法去突出人物的性格特點，及如何運用

對比法擬寫小段，局方讚賞是次課堂目標定立明確，課堂活動與教學目標相互

緊扣，亦能聚焦在學生的難點上，引導學生自主學習，並學習解決困難。 

 

三月下旬，五年級中文科任老師亦到元朗官立小學進行觀課交流活動，友校

利用品德情意教育及戲劇教育與語文教學互相融合，該課堂進行流暢、學生積

極投入、教師教學技巧精準到位，值得欣賞。 

 

 

 

 

 



 

SYLGPS 2017－2018 學校報告 (18) 

小六數學科跨校交流計劃 
本年度與元朗官立小學進行了數學科跨校交流計劃，此項計劃目的是推動數

學課程發展，一方面學生能夠運用所學知識懂得自學和創新，另一方面亦提升

了老師在 STEM的專業知識和教學效能。 

計劃中成員包括本校數學科科顧問、科主任及元朗官立小學的三位數學科科

主任。小組早在上學期九月中進行第一次工作會議，商討之下，兩校皆認同進

行 STEM活動對學生有裨益。因此，全體成員決定為六年級學生設計一次 STEM

活動。各成員都提出了活動建議，訂定活動須包括自主學習、探究解難、溝通

合作等元素，學生更可利用平板電腦搜集資料，以豐富活動的內容。 

其後，兩校分組各自搜集資料，並在 11月初進行第二次備課會議。會議上，亦

決定了活動主題 –「神秘的麥田圖案之謎」，及討論當日的進行流程及實施的

詳情細項。 

為了令活動進行更加順利，所有組員在 3月初在本校操場進行了一次試畫和

計時的預演，將整個活動的流程試練一次。 

在 3月 27日的第四次會議中，確定了所有活動流程、用品清單和工作分配

等，各組員都熱切期待活動日的來臨。 

在這次活動前，兩校老師皆為學生設了一節校本培訓，為學生們注入有關圓

形的知識及概念，並讓他們學習運用圓規。學生們在活動前需要進行自學，搜

集有關圓的圖案設計，學生們更需要設計一個含有多項數學元素的圖案等。 

活動當天，兩校學生首先透過破冰活動 – 最高的報紙塔，互相認識溝通。而

在活動中，學生利用平板電腦搜尋有關麥田園的資料，分析麥田圖案中包含的

數學元素，讓學生置身於神秘的麥田園圖案之謎中。 

學生在紙上完成圖案和在操場上按比例放大繪畫是有差距的，所以，對學生

的理解力、空間感、判斷能力都是很大的挑戰；同時，學生要跟其他同學合作

及溝通、運用大型工具也是一個好好的考驗。 

在上午第一次實地繪畫時，有些組別的表現未如理想，但 STEM活動的精神

就是讓學生總結經驗，檢討如何修正錯誤，然後去改良，所以第二次再繪畫時，

每組都有顯著的進步，表現出學生之間的默契和團隊力量，完成了美麗的麥田

圖案。 

在這次跨校的合作中，老師們和學生都有所裨益，大家也期望下次的合作和

互相學習的機會。 

 

外籍英語教師計劃 

為營造適合的英語語言學習環境，本校聘有外籍英語教師，課程方面包括閱

讀、寫作和語音知識的重點學習。 

本年度，學校重點在一至三年級推行外籍英語老師計劃，外籍老師與本校英

文老師成立教學小組，再按本校情況修訂教學的內容以推行教育局編訂的英語

閱讀及寫作計劃 PLP-RW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 Reading and Writing)。

一至三年級的學生每班每週上兩節的 PLP-RW課堂，外籍英語教師與學校英文老

師合作，運用生動有趣的方法說故事，及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協助學生掌握閱

讀的技巧，增添學生學習的興趣和提高他們閱讀的能力，再延伸至寫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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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英語教師亦增潤了課程，加入 Reader’s Theatre (讀者舞台)的元素，藉 

以引導學生以戲劇演練的方式學習，加強學生的英語說話能力。 

外籍教師於課外活動時段，與校內英文老師合作開辦英語話劇組，透過英語

話劇訓練，增加學生聆聽及英語會話的機會及能力。 

 

以腦科學為基礎的學與教校本專業發展計劃 

本年度，「腦科學與教育」計劃以校本方式推行，各級三主科繼續設有教研

組長，於共同備課時段，帶領各級科任老師設計具備微技巧的課堂，互相交流

分享，透過校內教研交流，循序發展「自主學習」的學、教、評及說、教、評

的教學及學習文化。課堂設計的重點將專科概念與教學微技巧互惠相配，以促

進學與教的成效。 

 

  學校課程組編製了「教學微技巧」小冊子，老師除可參考結合腦科學及

思維為本的教學策略及小組合作學習的方法的「教學微技巧」小冊子外，亦可

重溫過往核心小組老師的課堂錄影，參考核心小組老師如何有效運用不同的課

堂教學策略，從而提升課堂的學與教效能。 

 

專題研習 

為了提升學生專題研習的能力，學校因應學生的程度及課程的安排，設計了 

一至六年級學生專題研習能力課程，協助學生掌握不同的研習技能。本校老師

編訂了專題研習能力架構表，讓各級老師掌握不同級別的學生須學習的研習技

能。除了常識科老師教授研習技能外，不同科目的老師也會因應課程內容，適

當地將有關技能滲入課題內，加強學生運用研習技能的機會及能力。 

 

 學生經過在一至四年級學習專題研習技能後，會在五及六年級以專題研習形

式探討課題。本年度，五年級學生透過「同根同心」計劃，探討及了解孫中山

先生及鴉片戰爭的歷史，及鴉片戰爭對中國及香港的影響。六年級學生以「科

技天地」為主題，進行了專題研習，學生製作水火箭，改善其設計，令其達至

最遠的飛行距離，從而加強訓練他們在搜集、整理及分析資料、創造及反思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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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學生的支援 
 

訓導計劃 

本校致力培育學生做到守規自律，並養成尊重、誠實有禮、愛惜自己、關

懷別人的良好美德。學校會透過早會、小息及放學集隊、課室常規等訓練，為

學生提供持續的紀律常規訓練，培養學生自律守規的精神。 

    此外，本校亦採用「訓輔合一」和全校參與模式推行各項訓輔計劃，教師

和服務生均本着同一原則， 以勸勉輔導的方式處理學生的紀律問題，教師及家

長保持良好溝通，積極為學生營造關愛的學習環境。 
 

學生輔導 

 在學生輔導方面，訓輔組與校內老師緊密合作，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適當的

支援，提供個人輔導、評估或轉介服務。訓輔組亦推行全方位輔導計劃，活動

包括： 

1. 每周推行德育成長課能幫助學生建立自尊、自省、尊重別人、樂於學習和積

極的工作態度； 

2. 推行「自我挑戰」校本輔導活動獎勵計劃，讓老師紀錄學生良好行為。檢討

問卷結果顯示：老師認同本計劃能給予讚賞學生的機會，學生重視老師給予

的讚賞。由於本計劃深受學生歡迎，學生極重視老師給予的讚賞，有部份學

生更因蓋滿整本小冊子而需添加補充本，因此在新學年將增加小冊子內頁以

滿足需求； 

3. 推行每月「南元小之星」選舉獎勵計劃，培養學生的自尊感和強化為他人著

想的行為。每位學生相當重視能獲老師提名及當選成為該月的「南元小之

星」。由於校方會把當選的學生在校內壁報板及學校網站表揚，本計劃深受

家長及學生歡迎； 

4. 推行「成長的天空計劃」，識別校內在成長過程中有較大輔導需要的小四至

小六學生，藉著多元化的活動，能增強學生的效能感，歸屬感及樂觀感，學

生能提升面對逆境的能力；學生加入「成長的天空計劃」小組訓練後，在學

習態度、情緒處理或與人溝通方面均較前進步。學生代表學校探訪區內幼稚

園及長者中心，進行服務，包括在幼稚園當小老師帶領活動及為長者表演及

交流，各同學表現認真投入，同學們均能親身體會「施比受更幸福」的道理； 

5. 家長教育計劃，目標為培養良好親子關係，改善管教孩子技巧，與學校建立

合作伙伴的良好關係。本學年，訓輔組成功完成的家長活動有：(i)分級家

長會暨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ii)邀請了香港青年協會社工主講「處理親子

衝突—家長篇」講座，協助家長了解親子衝突的原因及學習《親子調解五步

曲》處理衝突的方法，(iii) 明愛向晴軒社工 「代代傷傳」家長講座，讓

家長了解自身壓力和情緒對子女腦部發展及學習之影響。(iv)明愛向晴軒社

工協助帶領為期四節的家長教育小組，小組目標是讓家長覺察對自身家庭的

祝福及傷痛並學習處理壓力的方法。在家長問卷中，家長認同家長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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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內容實用」，能幫助家長改善管教孩子的技巧，從而建立良好親子關

係。 

6. 輔導服務，為小一新生提供小師長輔導服務，安排高年級的大哥哥、大姐姐

照顧適應力較弱的小一生，協助低年級同學適應新環境，包括處理情緒、社

交及學習等問題。小師長們樂於花時間積極照顧低年級學生，並與低小同學

建立良好關係。 

同時，成立「開心小天地」情緒及社交訓練小組，輔導小一及小二有情緒及

社交需要支援的同學。以集體遊戲和活動形式，提升同學們的社交技巧，並

以獎勵形式鼓勵組員的正面行為。組員們均很喜歡及投入參與小組活動，彼

此間能互相關愛，組員在組內能表現出領導和關愛技巧，亦懂得體諒和欣賞

別人，小組活動運作順暢，氣氛良好。 

此外，成立禮貌愛心天使隊在每天課前進行「早上有禮大行動」，以培養全

校同學有禮貌的品行。「我想讚你」點唱站，全校同學可填寫讚賞同學或老

師的內容，放入點唱箱內，並訓練愛心天使擔任小主播讀出點唱。同學們均

積極參與，透過點唱站讚賞及感謝老師或同學。 

除此之外，訓輔組邀請校外專業機構如護苗車、LEAP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及

P&G 等與各級學生分享交流，提升同學的性教育和禁毒等範籌的自我保護

能力；學生輔導主任又為小六升中學生和家長提供輔導講座及升中面試訓

練，幫助學生和家長盡早了解及適應升中的轉變。 

  

德育及公民教育 

本校為了建立校本道德核心價值觀，故將學校百年文化《博、愛、信、

誠》與國之四維《三思他人：禮、義、廉、恥》併合，成為學校校本德育及

公民教育核心價值觀，營造為本校重德重仁的校風文化及成就為本校學生待

人處事的內涵與修為。 學校會透過延伸或增潤活動培育學生重德重人的道

德核心價值觀，及以「核心價值觀」作為個人對事物分析、評鑑、反思及自

我完善的思維與處事能力的基礎。本年度的德育及公民教育計劃，以灌輸學

生「三思他人」、「禮義廉恥」、「仁愛」、「堅毅」、「承擔精神」、「誠信」等主

題。 本年度德育及公民教育主題為: 「三思他人仁愛生，禮義廉恥堅毅心!」 

        學校多年來已建立了一套有系統的全年德育及公民教育計劃，本年度

共設立了八個德育及公民教育主題，包括有[勤學樂學][自省覺悟][謙卑有

禮][三思他人] [盡責承擔][信義關愛] [知足喜樂] [愛已及人]。 

    本學年的聯課活動主題，除了已有的：國情知識/自然國情、德育知識

及學校歷史/國情知識外，更加入了反欺凌教材，希望藉此宣揚和諧及反欺

凌的訊息，提升學生處理衝突的技巧及培養學生之間彼此接納、尊重及關懷

的態度，建立校園內和平的友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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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本年度學校亦透過「重德樂學好南兒學生自我評估計劃」及「自

我挑戰獎勵校本輔導計劃」，以培養學生積極進取、責任承擔、自律守規的

良好自我管理習慣與態度，以及建立學生的自尊和自信，學習欣賞自己和他

人的態度等，藉此培養學生正面積極的「南兒修為」五常的好態度。 

        至於禁毒教育方面，本學年仍在常識科及成長課加入有關「禁毒教育」

的基要知識(4 月)，此外今年上學期 2 月[小四至小六]及下學期 6 月[小一

至小三]亦安排了生活教育(哈樂車)來校為學生提供生動而有趣的禁毒課

程，藉此全面提升學生抗拒毒品的能力及對毒品禍害的認識。此外，在本年

度的「成長的天空計劃」小組訓練活動中亦繼續加入禁毒教育題材。在角色

扮演的活動中，同學能認真及投入參與，學會並掌握拒絕毒品的方法和技

巧，能有效地協助他們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和正面人生觀與價值觀。 

 

對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支援 
學校透過「全校參與」模式以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和特殊教育需要，提

供優質的教育服務，讓每位學生都能發展潛能，促進全校師生互相尊重個別差

異，共同締造共融的校園。學校「學生支援小組」推行有效的教學策略，調配

人力及資源，運用各方面的調適，以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使他們能夠

獲得合適的支援服務，幫助學生發展多元智能。學校重視家校合作，建立恆常

溝通機制，透過不同渠道，與家長一起商議有關支援學生的策略。 

本學年的支援服務包括: 

 駐校教育心理學家為學校訂定校本政策，及早識別有學習困難的學生，按需

要進行評估、提供專業意見和轉介服務； 

 聘請教學助理協助全校老師推行支援服務； 

 舉辦家長講座，讓家長了解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學習特性； 

 外聘言語治療師到校提供適切的言語治療服務； 

 安排成績稍遜的學生入讀輔導教學班； 

 為有需要的學生進行「個別學習計劃」； 

 為有需要的學生進行學習、功課或評估調適； 

 推行「朋輩伴讀」計劃：協助有讀寫困難的小一學生，以提升學生的聽、讀、

及寫的能力； 

 外購課程： 

1. 「讀寫能力提升課程」 - 為有讀寫困難的學生提供有系統的訓練活動，改

善學生學習技巧，盡快趕上正規課程； 

2. 「社交情緒管理小組」和「遊戲治療小組」 - 透過亙動遊戲和社交情景預

演，學習正面處理情緒的技巧，增強學生與人溝通及合作的能力； 

3. 「專注能力提升課程」和「執行技巧小組」 - 透過自理、學習及社交活動

的訓練，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幫助學生重拾自信心，尋找最適合自己的

處事及學習方式。 

學校以「及早識別」和「及早支援」的策略，有效地照顧有不同教育需

要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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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項 目 
實際受惠對象

學生人數# 
活動舉辦日期 學生的學習及情意成果 

1. 我愛課外活動 

1.1 足球興趣班 

1.2 籃球興趣班 

1.3 羽毛球興趣班  

1.4 乒乓球興趣班  

1.5 游泳興趣班 

1.6 跆拳道班 

1.7 藝術體操興趣班 

1.8 書畫班 

1.9 圍棋班 

1.10 西樂班 

1.11 中國舞班 

1.12 拉丁舞班 

1.13 英語話劇 

1.14 劍橋英語 

1.15 寫作班 

1.16 奧數班 

1.17 手鐘隊 

1.18 升旗隊 

82 2017年 9 月 

至 

2018年 6 月 

 學生有機會持續、有系

統地參與課外活動，發

揮潛能。活動能促進學

生的全人發展，提升他

們的自信，豐富他們的

學習經驗。部分參與活

動的學生更有機會在學

校大型活動中向外界展

示他們的學習成果，提

升學生的自信心。 

2. 學習支援班 

2.1 讀寫能力提升班 

2.2 專注力強化班 

2.3 社交情緒訓練 

    小組 

2.4 執行技巧小組 

7 2017年 10月 

至 

2017年 12月 

 

 改善學生讀寫的能

力，減少學習差異，透

過不同的活動及輔導

法，提升學生不同範疇

的語文能力。 

 改善學生的專注力, 

透過多元化活動，以促

進有關同學與他人之

互動，改善學生的專注

力。 

 透過多元化活動，改善

學生社交及情緒管理

的技巧。 

 加強學生的自我管理

的能力，透過多元化活

動，改善學生執行技巧

及自我管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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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續) 

項 目 
實際受惠對象

學生人數# 
活動舉辦日期 學生的學習及情意成果 

3. 同根同心-香港初   

中及高小校內地交流

計劃 

16 2017年 11月 23 

及 24日 

 擴闊學生學習視野與空

間，認識歷史國情、環

保概念與國家資源保育

工作，以及加強培育高

小的三自主學習態度：

包括自我管理、自主學

習、自我反思及專題研

習的九種共通能力，達

至「自主學習」與「重

德樂學」的培育目標。 

4. 野外訓練營 20 2018年 1 月 22 日  讓學生學會獨立照顧自

己，透過一些團隊及歷

奇挑戰的任務，學習與

人相處的技巧。 

5. 小六教育營 17 2018年 1 月 24 

至 26日 

 為學生提供多樣化的學

習機會，藉著情境學

習，有助促進學生共通

能力，正確價值觀及自

我管理能力的成長。 

#對象學生:指領取綜援/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及學校使用 25%酌情權的清貧學生.



 

SYLGPS 2017－2018 學校報告 (25) 

學生表現 

 

中一派位 

 2017-18 年中學學位分配結果已於 7 月 10 日公布，本學年六年級畢業生共

有 131人，92人獲派第一志願(佔 70%)，114人獲派首三個志願(佔 87%)。本學

年獲派聯繫中學學位的學生人數為 52 人(佔 40%)：包括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30人)，趙聿修紀念中學(12人)及天水圍官立中學(10人)。 

 

聯繫中學 人數 總人數 百分比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30 

52 40% 趙聿修紀念中學 12 

天水圍官立中學 10 

 

派位志願(百分比) 本校 

第一志願 70% 

首三志願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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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閱讀習慣 

 
學生從學校 / 公共圖書館借用閱讀材料百分率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每周一次或以上 91% 82% 

每兩周一次 6% 14% 

每月一次 3% 4% 

每月少於一次 0% 0% 

從不 0% 0% 

 

 
 

 
每星期用於閱讀中英文書籍、報章及電子資訊的平均時數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平均時數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6 小時 6 小時 6 小時 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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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星期進行親子閱讀次數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每星期五次或以上 88.7% 79.6% 

每星期三至四次 7.0% 13.5% 

每星期一至兩次 4.1% 5.1% 

每兩星期一次 0.2% 1.3% 

每月一次 0.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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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社會 服務社會 
 

為讓學生發揮及實踐《律己務善群》的校訓精神，學校舉行以下籌款活動及義工服務

： 
 

籌款活動 

項目 活動時段 款項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元朗區委員會 

2017-2018 香港公益金「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 
12/17 $32,881.00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元朗區委員會 

2017-2018 香港公益金「環保為公益」-清潔課室 

慈善籌款 

02/18 $28,555.00 

校本籌款活動―才藝 Show 一 Show 07/17 $34,942.00 

 

義工服務活動 

項 目 活動日期 時 間 服務機構 服務內容 

 

P5成長的天空 

《愛心服務》 

 

17/11/17 1:00-3:30 
博愛醫院 

戴鈞護理安老院 

探訪長者，送贈禮物予

長者、與長者傾談 

 

P4成長的天空 

《愛心服務 1》 

 

1/12/17 1:00-3:30 
博愛醫院 

戴鈞護理安老院 

歌唱表演、送贈禮物予

長者、與長者傾談 

 

「香港盲人輔導會」親

子賣旗籌款活動 

 

10/2/18 7:00-12:00 防止虐待兒童會 賣旗籌款 

 

P4成長的天空 

《愛心服務 2》 

 

13/4/18 1:00-3:30 
保良局 

郭羅桂珍幼稚園 

探訪幼稚園，帶領集體

遊戲及教小朋友做手工 

 

P6成長的天空 

《愛心服務》 

 

11/5/18 1:00-3:30 

循理會屯門青少

年綜合服務中心

－長者活動日 

帶領集體遊戲－主持攤

位遊戲，送贈禮物予長

者、與長者傾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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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的參與 
 

課外活動 
 

固定組：  藝術體操隊、男子籃球隊、女子籃球隊、足球校隊訓練、乒乓球

興趣班、游泳興趣班、手鐘隊、手鈴隊、音樂苗圃、小小科學家、

STEM工程師、魔法科學戰隊、跳繩組、幼童軍、小女童軍、綠色

科學園、校園小記者、攝影樂、Drama Club、布偶樂、神奇3D

立體筆及手工藝創作、Art & me 

流動組： 童話之旅、樸克遊戲、拼砌樂、普通話唱遊樂、手工藝班、奇趣

小動物、圖案樂繽紛、I.T.智多星、「棋」趣樂、Scrabble Fun、

趣味普通話、中國象棋、康樂棋、魔力數學 

其他特定組別：開心小天地、SEN小組(1)、 SEN小組(2) 

 

學藝班 

校方提供不同範疇的學藝班或興趣班供學生參與，藉此訓練思考、培養興

趣、提升協作的技巧，如：劍橋英語、奧數、中文菁英寫作班、藝術體操、游

泳、乒乓球、足球、羽毛球、籃球、手鐘、手鈴、歌詠、小提琴、長笛、單簧

管、中國舞、拉丁舞、書畫、圍棋、跆拳道、LEGO EV3 機械人電腦編程課程等。 

 

學生表演 

本校學生積極參與校內外不同類型節目的演出，如：畢業頒獎禮、才藝 Show

一 Show、與友校交流演出、午息演藝天地等，節目包括話劇、手鐘、手鈴、管

弦樂、敲擊樂合奏、歌詠、朗誦、藝術體操、中國舞、拉丁舞、樂器獨奏、小

組合奏、武術及跆拳道等，透過表演讓同學發展潛能，培養更濃厚的興趣、發

揮群體合作的精神，建立自信。 
 

教育性參觀  

一年級： 屯門公園 

二年級： 元朗消防局 

三年級： 益力多廠  

四年級： 香港歷史博物館 

五年級： 香港文化博物館 

六年級： 香港科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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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講座、藝術導賞或戲劇欣賞 

主題 P.1 P.2 P.3 P.4 P.5 P.6 

環境保育互動劇場 --「極危者聯

盟」之《紅色警號》 

      

手鐘手鈴交流表演(屯門官立小學)       

水果攤位活動       

STEM全級分組學習活動日       

話劇小組表演       

小二言語治療大課       

小二健康講座       

電腦科講座:提高自制能力--預防

網絡沉溺 

      

大細路劇場《平等細運會》       

大細路劇團《學習障礙賽》       

子宮頸疫苗講座(女生)       

小六成長的天空黃金面談       

小五女生青春期生理衞生講座       

小六升中模擬面試       

 

旅行 

對象： 一至六年級學生 

地點： 二至六年級—烏溪沙青年新村 

一年級—粉嶺浸會園(親子旅行) 

目的： 讓學生在户外環境舒展身心，並透過不同的康樂活動，促進學生間的友

  誼。對於初小學生，校方更舉辦親子旅行，既可增進親子關係，又可促

  進家校合作。 

 

畢業日營 

對象： 六年級學生 

地點： 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目的： 讓學生在真切情境和實際環境中學習，這些切身體驗能令他們掌握一些

單靠課堂較難達到的學習目標，例如訓練他們自我管理、照顧同伴、解

決問題等能力，培養他們待人處事的正面態度，發揮同學間團結互助的

精神；內容具備多元化、多感官的學習元素，有助促進學生的學習經歷，

增加生活體驗，期望同學能在畢業前留下難忘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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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 

 校內活動 

舉辦了學生講座、健康小食及開心「果」月攤位遊戲日及填色比賽等活動。 

 校外活動 

本校積極參與由教育局與衛生署合辦的「至『營』校園認證計劃」，定期監

察午膳供應商的質素，本年度除獲嘉許為「至『營』學校外，更連續六年取

得超越基本要求的至『營』認證，衛生署向學校頒發「持續推動健康飲食校

園」獎，而本年度也取得「『Green Monday』學校午餐獎勵計劃」的銅獎。

學校成立了一個包括家長的午膳監察委員會，共同制定及執行健康飲食政

策，以確保「健康午膳優質認證」和「健康小食優質認證」能在校園內貫徹

推行。 
 

環保教育 

 校內活動 

「課室廢紙回收」、於操場設置回收籠、「環保約章」、「地球一小時」、「非

塑料餐具週」、「節能活動—午膳熄燈」、每月定期舉辦環保短講及環保短片

播放，以加強同學的環保節能知識。 

 校外活動 

包括由「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舉辦的 2017-18年度學生環保大使計劃

-小學組，其中 20位環保大使已考獲「基礎環保章」，10位環保大使已考獲

「專題環保章」， 23 位環保先鋒獲頒發「環保大使優異獎」獎狀；本校學

生並參加「學校廢物分類及回收計劃」，以及「環保為公益」運動 2018；綠

戰士環保教育網站及獎勵計劃中 32 位同學成為綠戰士。本校於第十五屆香

港綠色學校獎」小學組香港綠色學校選舉獲得金獎，可享有金獎資格三年。 

本校藉環保及自然保育基金，推行環抱低碳校園計劃，內容有風力發

電、太陽能發電、動能發電、氣象站，把廚餘轉化成肥料供校內植物使用。

同時，於校內設置了動能發電單車，可讓學生親身感受到發電時需消耗大量

的體力，從而明白電力的產生需耗用大量能源。 
 

制服及服務團隊 

 公益少年團活動 

本校參加了環保為公益課室清潔籌款活動、環保為公益花卉義賣籌款及環

保為公益簡報設計比賽，並派代表出席元朗區公益少年團周年頒獎禮。 

 童軍活動 

幼童軍： 運動會、畢業頒獎禮站崗、宿營、露營訓練、團隊精神訓練、步

操訓練、全學年考進度章及興趣章、幼童軍獎券售賣。 

小女童軍： 運動會、畢業頒獎禮、興趣章考核、女童軍慈善獎券售賣、校內

宣誓、步操訓練及生活體驗。 

升旗隊： 於課外活動節練習升旗禮儀及步操等，並於每月升旗禮負責升旗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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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間活動 

本年度的午息活動逢星期四午息時段舉行，分為「棋藝天地」和「演藝天地」
兩項活動，於十月份至五月份期間舉行。學生可利用午息時段參與自己喜歡的
活動；而「演藝天地」的活動，本校高小和低小同學參與表演，可讓學生一展
所長，提高學生自信心。 
 

學生參與校際活動的情況 

校際比賽名稱 P.1-3參加人數 P.4-6參加人數 

中文科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513 423 

第十六屆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0 3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23 33 

明報小作家培訓計劃 0 8 

「美麗的香港」寫作比賽 2017-2018 4 4 

2017-18 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 4 14 

英文科 

22nd HKPTU Penmanship Competition 483 429 

69th Hong Kong School Speech Festival Solo 

Entry 
39 28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YLE) 

Movers 
0 9 

Cambridge Young Learners English(YLE) 

Flyers 
0 10 

Cambridge KET for School 0 13 

Caritas Yuen Long Chan Chun Ha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tudents 2017-2018 

0 179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Lo Kon Ting 

Memorial College – The 19th Annual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0 2 

Pan Lloyds -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 

Beautiful Hong Kong held by Pan Lloyds 
13 13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Primary 

English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2017 
55 165 

Hong Kong Drama Festival 6 13 

數學科 

第十屆伯特利盃元朗區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 0 8 

第 29 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0 6 

全港小學生魔力橋大賽 0 4 

第五屆小學拉格朗日數學比賽 0 4 

2018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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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續）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 

(初賽) 

28 19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 

(晉級賽) 

20 22 

<華夏杯>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8 

(總決賽) 

12 11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2017/18 0 7 

香港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0 4 

2018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初賽 15 10 

2018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晉級賽 15 10 

2018 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初賽 0 7 

2018 屯門元朗區小學奧數及魔力橋大賽 0 4 

美國國家數學競賽 2017(香港賽區) 0 2 

泰國國家數學競賽 2017(香港賽區) 0 2 

WMI 世界數學競賽 2018(香港賽區) 0 1 

2018 屯門元朗區小學數學遊踪精英賽 0 12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香港賽區) 0 1 

常識科 

STEM 全港小學生水火箭大賽 0 3 

元朗區小學校際通識尖子爭霸戰比賽 - 通識

尖尖尖 

0 12 

普通話科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18 14 

電腦科 

2018 公益少年團元朗區簡報設計比賽 0 7 

視藝科 

母親節填色比賽 267 254 

狗年賀新禧親子揮春設計比賽 256 141 

第四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比賽 2017 0 2 

第十屆理想家園繪畫比賽 0 10 

環保智慧城市 SMART CITY 繪畫比賽 15 15 

環保智慧城市 SMART CITY 填色比賽 231 197 

母親節填色比賽 232 154 

音樂科 

學校音樂節(中級組歌詠) 27 14 

學校音樂節(個人項目/合唱項目) 43 51 

第一屆香港校際合唱節比賽 32 14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8 0 32 

2018 香港手鈴節第 13 屆校際手鈴比賽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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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小學(元朗區)校際乒乓球比賽 0 8 

元朗區小學校際足球賽 2 15 

靈愛小學友校女子接力(游泳) 0 6 

元朗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0 41 

香港國際藝術體操邀請賽 2017 女皇杯 8 12 

小學(元朗區)校際籃球比賽 0 28 

(元朗區)校際羽毛球比賽 1 5 

(元朗區)校際游泳比賽 12 28 

六人足球四角賽 5 12 

新界地域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1 5 

大埔官立小學友校接力賽 0 6 

粉嶺官立小學友校接力賽 0 12 

軒尼斯官立小學友校接力賽 0 4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友校接力賽 0 12 

屯門官立小學友校接力賽 0 12 

沙田官立小學友校接力賽 0 12 

天水圍官立小學友校接力賽 0 12 

元朗官立小學友校接力賽 0 12 

活動組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 17 24 

新手搏擊賽 2018 3 2 

2018 華夏兒藝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 

大賽 

27 22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 2017 1 3 

第十屆聯校圍棋比賽 7 13 

第十一屆聯校圍棋比賽 5 7 

第十五屆香港校際圍棋大賽 1 17 

圖書組 

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 484 429 

香港公共圖書館「4．23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68 57 

香港小童群益會『書』出勵志佳句郵票創作

比賽 
0 7 

第四屆商務小學師生寫照比賽 0 7 

香港教育城「第 15 屆十本好讀」活動 327 388 

新雅 2018 年小學生創意閱讀及寫作大賽 79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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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組 

香港花卉展覽 小學組盆栽種植/培植比賽 10 20 

香港花卉展覽 小學組盆栽種植/培植比賽(非

洲紫羅蘭)  

10 20 

2017-2018 年度學生環保大使計劃-小學組 10 20 

總計: 2979 人次 3268 人次 

 

年級 參加學生人次 每人平均參與次數 

P.1-3(477 人) 2979 6.25 

P.4-6(428 人) 3268 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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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體格發展 
 

體育科老師每年為學生量度身高和體重，以加強學童對其體格狀況的了解，並

向學生提出做運動的建議。下列是各組別的男、女學生分別於可接受身高體重

範圍內的百分比。 

（可接受重量範圍是「按身高體重比例的中位數」的80%至120%） 
 

可接受體重範圍所佔百分比 

 

年級 男生 女生 

一年級 96 90 

二年級 92 88 

三年級 87 90 

四年級 74 69 

五年級 63 79 

六年級 59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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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龍虎榜 
 

獎學金  

 

獎項（一年級） 學生姓名  獎項（二年級） 學生姓名 

學業獎全級第一名 

李榮基獎學金 
劉峻熙 (1C) 

 學業獎全級第一名 

鄧乾新獎學金獎學金 
黃柏希 (2D) 

學業獎全級第二名 

黃英就獎學金 
盧卓宏 (1A) 

 學業獎全級第二名 

黃英就獎學金 
陳樂熹 (2B) 

學業獎全級第三名 

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 

吳昊燊 (1D) 

 學業獎全級第三名 

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 

張啟進 (2E) 

進步獎 

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 

名譽會長鄧鎔耀獎學金 

王瑋灝 (1D) 

鄧海喬 (1B) 

 進步獎 

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 

名譽會長文富穩獎學金 

陳晞朗 (2E) 

楊雯淇 (2E) 

中文獎 

林家禮獎學金 
梁可晴 (1C) 

 中文獎 

林家禮獎學金 
黃柏希 (2D) 

英文獎 

林家禮獎學金 
劉峻熙 (1C) 

 英文獎 

林家禮獎學金 
趙梓柔 (2E) 

數學獎 

林家禮獎學金 
劉峻熙 (1C) 

 數學獎 

林家禮獎學金 
黃柏希 (2D) 

常識獎 

林家禮獎學金 
劉峻熙 (1C) 

 常識獎 

林家禮獎學金 
林顥庭 (2B) 

普通話獎 

林帝興獎學金 
劉峻熙 (1C) 

 普通話獎 

林帝興獎學金 
文紫琳 (2B) 

操行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盧卓宏(1A)  

操行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朱正彥(2A) 

溫菁琳(1B)  黃柏瑤(2B) 

劉峻熙(1C)  周烙賢(2C) 

戴頌恩(1D)  劉展蕎(2D) 

唐巧兒(1E)  張啟進(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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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三年級） 學生姓名  獎項（四年級） 學生姓名 

學業獎全級第一名 

魯義和獎學金 
梁展誥 (3A) 

 學業獎全級第一名 

魯義和獎學金 
張天鍩 (4B) 

學業獎全級第二名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林雪晴 (3A) 

 學業獎全級第二名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吳宥燊 (4B) 

學業獎全級第三名 

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 

黎明心 (3A) 

 學業獎全級第三名 

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 

劉子悠 (4A) 

進步獎 

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 

名譽會長邱志堅獎學金 

李泓熙 (3E) 

鄧詠蘄 (3D) 

 進步獎 

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 

名譽會長馮育祥獎學金 

陳晉陞 (4A) 

林言烙 (4E) 

中文獎 

林家禮獎學金 
梁展誥 (3A) 

 中文獎 

林家禮獎學金 
王御心 (4A) 

英文獎 

林家禮獎學金 
冼慕言 (3B) 

 英文獎 

林家禮獎學金 
歐陽逸芝(4B) 

數學獎 

林家禮獎學金 
謝洭泓 (3A) 

 數學獎 

林家禮獎學金 
劉子悠 (4A) 

常識獎 

林家禮獎學金 
黃浩軍 (3B) 

 常識科 

林家禮獎學金 
吳宥燊 (4B) 

普通話獎 

林帝興獎學金 
陳文治 (3A) 

 普通話獎 

林帝興獎學金 
吳宥燊 (4B) 

操行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梁展誥(3A) 

何秀慧(3B) 

劉心頤(3C) 

郭玟儀(3D) 

莊裕銘(3E) 

 
王威信體學兼優獎 

聶永灝 (4A) 

 李妍葦 (4A) 

 

操行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劉奕辰(4A) 

 黃苑心(4B) 

 黃婧蕎(4C) 

 郭曼喬(4D) 

 廖芷琦(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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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五年級） 學生姓名  獎項（六年級） 學生姓名 

學業獎全級第一名 

王裕民獎學金 
陳卓豊 (5A) 

 學業獎全級第一名 

李榮基獎學金 
范睎晴 (6A) 

學業獎全級第二名 

黃英就獎學金 
楊佩詩 (5A) 

 學業獎全級第二名 

黃英就獎學金 
曹僖家 (6B) 

學業獎全級第三名 

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 

李汶迪 (5B) 

 學業獎全級第三名 

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 

陳穎思 (6B) 

進步獎 

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 

名譽會長單洋柏獎學金 

張釗潁 (5C) 

鄒創熙 (5E) 

 進步獎 

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 

名譽會長黃永興獎學金 

黃研宙 (6E) 

吳梓翹 (6D) 

中文獎 

林家禮獎學金 
郭  柔 (5A) 

 中文獎 

林家禮獎學金 
范睎晴 (6A) 

英文獎 

林家禮獎學金 
陳卓豊 (5A) 

 英文獎 

林家禮獎學金 
陳穎思 (6B) 

數學獎 

林家禮獎學金 
周俊宏 (5B) 

 數學獎 

林家禮獎學金 
黃焌軒 (6B) 

常識獎 

林家禮獎學金 
周俊宏 (5B) 

 常識科 

林家禮獎學金 
曹僖家 (6B) 

普通話獎 

林帝興獎學金 
李筱安 (5A) 

 普通話獎 

林帝興獎學金 
曾旻斌 (6C) 

王威信體學兼優獎 
胡嗣豪 (5A) 

張凱然 (5A) 

 
王威信體學兼優獎 

溫柏喬 (6A) 

彭  晴 (6B) 

操行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郭  柔 (5A)  

操行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梁海晴 (6A) 

李曉臻 (5B)  何思行 (6B) 

譚洛霖 (5C)  張銥彤 (6C) 

張珈瑄 (5D)  吳希兒 (6D) 

陳伊晴 (5E)  吳爾雯 (6E) 

 

2017 / 18 年度體藝獎  

〈戴權獎學金〉  

 

 

 

 
 

獎項 學生姓名 

視藝傑出表現獎 彭  晴 ( 6B ) 邵朗天 ( 6B ) 

音樂傑出表現獎 曹僖家 ( 6B ) 吳婞洳 ( 6C ) 

傑出運動員 曾孝謙 ( 6E ) 鄧曉晴 ( 6A ) 

   

2017/ 18 梅真理獎學金 

獎項 學生姓名 

 呈分試全級學業成績第一名 范睎晴 (6A) 

  

2017 / 18 胡禧堂獎學金 

獎項 學生姓名 

 呈分試全級學業成績第二名 曹僖家 (6B) 

  

2017 / 18 林家禮獎學金 

獎項 學生姓名 

 呈分試全級學業成績第三名 陳穎思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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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活動榮譽榜 
 

校外比賽獲獎紀錄 
  

本校籌辦多項課外活動，鼓勵同學積極參與，藉此培養興趣及啟發潛能，營造

多姿多采的校園生活。本年度部分活動成績詳列於下：  
 

體育項目 

 比賽 / 組織名稱 成績及獎項 

一 2017-2018年度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

動員獎 

學生運動員獎 (1人) 

二 2017-2018 年度 元朗區小學校際水運會 女甲 4X50米四式接力 亞軍 

女甲 50米自由泳 殿軍 

女甲 50米蛙泳 亞軍 

女甲 100米蛙泳 亞軍 

女甲 50米自由泳 殿軍 

女甲 50米自由泳 亞軍 

女乙 50米自由泳 亞軍 

女乙 4X50米自由接力 亞軍 

女丙 4X50米自由接力 季軍 

男甲 50米蛙泳 殿軍 

男甲 100米蛙泳 冠軍 

男甲 50米蛙泳 季軍 

男甲 100米蛙泳 殿軍 

三 2017-2018 年度 元朗區校際運動會 女乙 壘球 冠軍 

女甲 壘球 殿軍 

女乙 4X100米接力 季軍 

女乙 團體 殿軍 

四 2017-2018 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羽毛球 

比賽 

南元朗官立小學 

男子團體  季軍 

五 2017-2018 年度元朗區小學校際羽毛球 

比賽 

團體傑出運動員獎 (1 人) 

六 2017-2018 年度康文署葵青區田徑分齡賽 青少年 E組壘球 亞軍 (1人) 

兒童組 4X100米 季軍 

七 2017-2018 年度聖公會靈愛小學游泳接力

邀請賽 

女子組 殿軍 

八 2017-2018 年度軒尼詩道官立小學(銅鑼

灣)友校接力邀請賽 

4×50米友校接力賽 亞軍 

九 2017-2018 年度大埔官立小學友校接力賽 女子組 季軍 

十 2017-2018 年度天水圍官立小學友校 

接力賽 

女子組 殿軍 

十 2017-2018 年度 沙田官立小學友校接力賽 女子組 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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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項目：  
 比賽 / 組織名稱 成績及獎項 

一 2017-2018第四屆全港兒童繪畫分齡 

比賽 

西洋畫 一等獎 (1 人) 

中國畫 一等獎 (1 人) 

西洋畫 二等獎 (1 人) 

中國畫 特等獎 (1 人) 

二 第八屆健康人生繪畫比賽 小學初級組 (金獎)     (1 人) 

小學初級組 (優異獎)   (1 人) 

小學組高級組(銅獎)    (1 人) 

小學組高級組 (優異獎) (1 人) 

小學組高級組 (入圍獎) (1 人) 

三 元朗大會堂母親節填色比賽  初級組 優異獎 (1 人) 

高級組 優異獎 (1 人)  

四 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劃 文藝之星 (1 人) 

五 2017 華夏兒藝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 

攝影大賽 

一等獎 (18人) 

二等獎 (14人) 

三等獎 (8人) 

特等獎 (2人) 

 

    圖書科項目： 

 比賽 / 組織名稱 成績及獎項 

一. 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初小组優勝獎 (1 人) 

高小(中文组)優勝獎 (2 人) 

 

學術項目： 

 比賽 / 組織名稱 成績及獎項 

一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選舉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 

傑出小學生 (1 人) 

 「伴我高飛」獎勵計劃 2017-2018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主辦 

嘉許獎 (2 人) 

二 2017-2018 年度官立小學傑出領袖生 

嘉許計劃 

傑出領袖生 (1 人) 

三 元朗區文藝協進會 元朗區文藝之星 文藝之星 (1 人)  

 

四 2018 至 2019 年度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

賽【菁英盃】現場作文及普通話朗誦 

比賽 

現場作文初賽 特等獎      (1 人) 

現場作文初賽 二等獎      (4 人) 

現場作文初賽 三等獎      (1 人) 

現場作文決賽 一等獎      (1 人) 

 現場作文決賽 二等獎      (1 人) 

現場作文決賽 三等獎      (2 人) 

全國現場作文總決賽 特等獎(1 人) 

 全國現場作文總決賽 二等獎(1 人) 

全國現場作文總決賽 三等獎(1 人) 

五 第六十九屆校際朗誦節  粵語獨誦 第二名  (4 人)       

第三名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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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項目(續)： 

 比賽 / 組織名稱 成績及獎項 

六 第六十九屆校際朗誦節  普通話獨誦 第二名  (1 人) 

第三名  (3 人) 

七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 

比賽 

冠軍  (3 人) 

亞軍  (3 人) 

季軍  (3 人) 

八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7-2018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4 人) 

Adjudicators' Award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Award For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九 Caritas Yuen Long Chan Chun Ha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2017-2018 

First Class Honour   (2 人) 

Second Class Honour (1 人) 

Third Class Honour  (1 人) 

十 TWGHs Lo Kon Ting Memorial College  

The 19th Annual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2018 for Yuen Long Primary Schools 

Merit (2 人) 

十一 69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First Place     (1 人) 

Second Place   (5 人)   

Third Place    (2 人) 

十二 The 22nd Hong Kong School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 2017-2018 
Junior Group Champion             (1 人)   

Intermediate Group Champion        (1 人)   

Senior Group Champion             (1 人)  

Junior Group 1st Runner up          (1 人) 

Intermediate Group 1st Runner up     (1 人) 

Senior Group 1st Runner up          (1 人) 

Junior Group 2nd Runner up         (1 人)  

Intermediate Group 2nd Runner up    (1 人)   

Senior Group 2nd Runner up         (1 人)   

十三 WMI世界數學競賽 2018(香港區賽事) 金獎第一名 

十四 美國國家數學競賽 2017(香港賽區) 小學五年級金獎 

 小學五年級銀獎 

十五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 2017(香港賽區) 小學五年級金獎 

小學五年級銀獎 

十六 新加坡數學競賽 2017(香港賽區) 銀獎 

十七 2018 屯門元朗區小學奧數及魔力橋大賽 奧數比賽季軍(1 人) 

魔力橋比賽季軍(1 人) 

十八 2018 屯門元朗區小學數學遊踪精英賽 優異獎(4 人) 

十九 第二十五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金獎 (1 人) 

二十 2017-2018 年全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計算競賽三等獎 (2 人) 

二十一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2018 二等獎 (2 人) 

三等獎 (1 人) 

二十二 第十屆伯特利盃元朗區小學數學多元挑

戰賽 

團體 二等獎  

團體 三等獎 

二十三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二等獎(4 人) 

三等獎(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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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項目(續)： 

 比賽 / 組織名稱 成績及獎項 

二十四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香港賽區) 小學五年級季軍 (1 人) 

二十五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 

初賽 

一等獎 (11 人) 

二等獎 (17 人) 

三等獎 (17 人) 

二十六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 

晉級賽 

狀元獎 (1 人) 

特等獎 (1 人) 

一等獎 (2 人) 

二等獎 (7 人) 

三等獎 (12 人) 

二十七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

總決賽 

  

一等獎 (1 人) 

二等獎 (4 人) 

三等獎 (5 人) 

二十八 2017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暨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AIMO) 

初賽 

金獎 (3 人) 

銀獎 (10 人) 

 銅獎 (12 人) 

二十九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AIMO) 

晉級/決賽 

金獎 (2 人) 

銀獎 (2 人) 

 銅獎 (2 人) 

三十 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COMO) 初賽 特等獎 (2 人) 

二等獎 (3 人) 

三等獎(2 人) 

三十一 第五屆小學拉格朗日數學邀請賽 金獎 (4 人) 

 銀獎 (4 人) 

三十二 第二十一屆『常識百搭』小學 STEM 探

究展覽 

評判大獎 

傑出獎 

三十三 STEM 全港小學生水火箭大賽 2017 成功保護雞蛋獎 

三十四 通識尖尖尖- 元朗區小學校際通識尖子

爭霸戰比賽 

優秀表現學生獎參與狀 (12 人) 

 

藝術項目： 
 比賽 / 組織名稱 成績及獎項 

一. 第五十四屆學校舞蹈節 

(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 

中國舞高級組(群舞) 乙級獎 

中國舞初級組(群舞) 甲級獎 

中國舞高級組(獨舞) 甲級獎 

二. 校際舞蹈節比賽（體育舞蹈）拉丁舞 乙級獎 (6 人) 

三. 香港國際藝術體操邀請賽 2017 --女皇杯  8-10歲 美學體操 亞軍 (10 人) 

10-12歲 美學體操 亞軍 ( 9 人) 

10-12 歲 繩項 優異 (5 人) 

 2017-2018年度 全港小學校際體操比賽  女子乙組 自由體操 季軍 

四. 2017年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 全場總亞軍 

五. 2018年 新手搏擊賽 冠軍 (1 人) 

亞軍 (2 人) 

季軍 (2 人) 

六. 2018年 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長器械 冠軍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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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項目(續)： 

 比賽 / 組織名稱 成績及獎項 

七.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一級鋼琴獨第二名                (1 人) 

一級鋼琴獨第三名                (1 人) 

一級鋼琴獨奏優良獎狀            (9 人) 

二級鋼琴獨奏第二名              (2 人) 

二級鋼琴獨奏優良獎狀           (12 人) 

四級鋼琴獨奏第三名              (1 人) 

四級鋼琴獨奏優良獎狀            (8 人) 

五級鋼琴獨奏優良獎狀            (2 人) 

六級鋼琴獨奏優良獎狀            (1 人) 

八級鋼琴獨奏優良獎狀            (1 人) 

一級小提琴獨奏第三名            (1 人) 

單簧管獨奏優良獎狀              (1 人) 

鋼琴二重奏第三名                (1 人)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男童聲或        (1 人) 

女童聲(10 歲或以下)優良奬狀 

聲樂獨唱中文歌曲男童聲          (2 人) 

或女童聲 (10 歲或以下)優良奬狀 

八.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教堂音樂中文歌曲小學合唱隊 

(9歲或以下) 第二名 

九. 第一屆香港校際合唱比賽 銀獎 

十.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8 比賽 

亞洲國際手鈴協會(香港) 

手鐘初級組 銀獎 

手鈴初級組 銀獎 

十一. 第十屆聯校圍棋比賽 

(香港兒童棋院) 

團體 季軍 

公開組(新界) 季軍 

公開組(新界) 第 5 名  

中級組(卧龍) 第 6 名 

中級組(卧龍) 第 7 名 

初級組(用智) 季軍 

初級組(用智) 第 5 名 

初級組(用智) 第 8 名 

初級組(小巧) 殿軍 

初級組(小巧) 第 5 名 

初級組(小巧) 第 8 名 

十二. 第十一屆聯校圍棋比賽 

(香港兒童棋院) 

團體 季軍 

公開組(新界)第 5名  

公開組(新界)第 8名  

中級組(國手)亞軍  

中級組(國手)殿軍  

中級組(國手)第 5名 

中級組(國手)第 8名  

初級組(用智)季軍  

初級組(用智)第 7名  

初級組(用智)第 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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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項目： 
 比賽 / 組織名稱 成績及獎項 

一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元朗區) 冠軍 

二 2017-201環保為公益-校本環保清潔活動 冠軍 

 2017-201 環保為公益清潔活動(元朗區

中小學) 

季軍 

三 2017-2018年度「伴我高飛」獎勵計劃 嘉

許獎狀 

(20人) 

四 「關懷服務四十載 公益互勉創未來」專

題活動之 簡報設計比賽 

表揚獎及季軍 (1 人) 

五 2017-2018 年度「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

義賣(全港) 

銅獎 

六 第四屆「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 積極參與獎 

七 健康飲食在校園 至「營」學校認證 

八 健康飲食在校園 持續推動健康飲食校園獎(2012-2018) 

九 2017-2018 年度 Green Monday 校園午膳

獎勵計劃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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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與外間聯繫 
家長日/座談會 
 

項目 日期 

一至六年級分級家長會 18/11/2017 

上學期六年級家長日 21/12/2017 

上學期一至五年級家長日及 

五年級家長座談會 
3/2/2018 

下學期六年級家長日 13/4/2018 

下學期一至五年級家長日 30/6/2018 
 

家長義工活動 
 

項目 日期 

看管午膳 11/9 至 22/9/2017 

早讀課、童話之旅、圖書館工作 10/2017 至 6/2018 

比賽帶隊及比賽化妝 10/2017 至 6/2018 

P.3-P.6 旅行秩序管理 8/11/2017 

萬聖節活動 30/10/2017 

防疫注射 9/11/2017 及 11/4/2018 

製作「畢業班光碟」及協助編製「畢業同學錄」 12/2017 至 7/2018 

運動會秩序管理及田徑比賽項目助理 6/2/2018 

聖誕聯歡會 22/12/2017 

中華文化日攤位遊戲 23/3/2018 

「香港盲人輔導會」親子賣旗籌款 10/3/2018 

校服義賣 30/6/2018 

畢業謝師宴 4/7/2018 

學校設施籌款：才藝 show 一 show 表演 3/7、5/7 及 9/7/2018 

 
親職教育活動 

項目 日期 

小一迎新日 28/8/2017 

小四成長的天空計劃：迎新啟動禮 13/10/2017 

家長講座：處理親子衝突-家長篇 1/11/2017 

小六家長分享交流會 18/11/2017 

「家長興趣班」：中國書畫班、切割水仙球研習班、北
京水餃製作及賀年吊飾班 

11/2017 至 2/2018 

親子旅行 21/1/2018 

家長講座及教育小組：代代相傳 
7/2、228/2、77/3、
114/3、及 21/3/2018 

親子共讀講座 19/4/2018 

小四成長的天空計劃：親子日營 28/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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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生會 
 

項目 日期 

舊生聚會 21/10/2017 

 
與外間機構協作活動及計劃 
中文科 

項目 機構 

小五校本語文支援計劃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小五教學交流計劃 元朗官立小學 

 

英文科 
項目 機構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 Reading 

and Writing (KS1) 

EDB NET Section 

English Drama Performance at South 

Yuen Long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Gertrude Simon Lutheran School 

 
數學科 

項目 機構 

小六數學科跨校交流協作計劃  元朗官立小學 

 
常識科 

項目 機構 

電子學習計劃  教育出版社支援部 

STEM 學習日 教育出版社支援部 

 
音樂科 

項目 機構 

第七十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香港合唱新力量主辦「第一屆香港校際

合唱節」比賽  

合唱新力量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 2018比賽  香港國際手鈴協會 

2018香港手鈴節 第 13屆校際手鈴比

賽  

香港手鈴藝術協會 

《走吧!卡門》 音樂事務處 

2018香港德明愛樂管樂團  香港德明愛樂管樂團 

屯門官立小學手鐘手鈴交流表演  屯門官立小學 

<<夏『鈴』營>>手鈴訓練計劃  香港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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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 

項目 機構 

「提高自制能力 – 預防網絡沉溺」  香港小童群益會 

 
訓輔組 

項目 機構 

小四及小五「成長的天空」計劃 圓玄學院社會服務部學校支援服務隊 

小六「成長的天空」計劃 循理會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同根同心」 中華青年交流中心 

「舉止有禮活繽紛」) 饒宗頤文化館 

「我的野蠻爺爺」話劇表演  中英劇團 

LEAP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 生活教育活動計劃 

風紀領袖訓練  香港精英部隊培訓有限公司 

服務生日營  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 

 
學生支援 

項目 機構 

言語治療服務  優質治療及教育中心 

區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明愛社區書院 – 元朗 

 
升中 

項目 機構 

英語學習體驗日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開放日校園參觀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開放日校園參觀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健康生活 

項目 機構 

健康生活在校園      至「營」學校認

證計劃 

衛生署 

SportACT 運動獎勵計劃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閱讀 

項目 機構 

「老鼠記者」故事分享活動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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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教育 

項目 機構 

STEM 活動日  理腦思科儀教具社 

機關王 STEM 教與學中的應用 福榮街官立小學 

全方位航空科學探知活動 大中華未來飛行家 

LEGO Mindstorms Education EV3 機

械人電腦編程課程 

科學世界有限公司 

科學園參觀活動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與外間教育團體交流 
 

日期 到校團體 交流主題 

6-7-2018 

屯門官立小學 

天水圍官立小學 

元朗官立小學 

足球友誼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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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由 1.9.2017 至 31.8.2018 止，不包括學校行政費用及教職員薪酬） 

 

 收入 $ 支出 $ 

(甲) 非特定津貼 

課外活動津貼 (ECA) 672,216.60 676,191.35 

校本管理費 (SBM) 267,803.10 175,159.00 

其他學習津貼 (OEP) 1,272,888.00 453,693.88 

課程經費(包括圖書館津貼、中、英文廣泛閱讀計劃津貼）(Baseline) 360,045.60 334,556.30 

小結： 2,597,953.30 1,639,600.53 

年終盈餘： 958,352.80 

(乙) 為特定學校而設的津貼   

 成長的天空計劃 (UAP) 112,233.00 75,800.00 

 全方位學生輔導 (SGSG) 226,226.40 159,250.00 

 資訊科技教育津貼 (CITG) 415,516.80 528,629.74 

 Wifi 900 津貼  121,450.00 52,440.00 

 學校發展津貼 (CEG) 732,648.00 396,944.00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ESTG) 137,164.80 128,160.00 

 德育公民教育 (MNESG) 16,116.00 12,375.00 

 學生支援經費 (LSG) 1,451,472.00 910,232.14 

 校本課後支援 (L & SP) 121,600.00 119,400.40 

 臨時小一津貼 (2015/16) (ASLG) 349,651.20 285,194.00 

 臨時小一津貼 (2016/17) (ASLG) 349,651.20 529,544.00 

 臨時小一津貼 (2017/18) (ASLG) 349,651.20 414,135.73 

 臨時小一津貼 (2014/15) (FSLG) 215,776.80 269,053.88 

 臨時小一津貼 (2017/18) (FSLG) 431,551.20 469,481.00 

 在小學推動 STEM 教育津貼 66,868.00 66,868.00 

 推動中國歷史及文化一筆過津貼 100,000.00 10,788.50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304,200.00 216,000.00 

 在學校推動電子學習的一筆過資訊科技津貼 225,014.00 78,730.00 

小結： 5,726,791.20 4,723,026.39 

年終盈餘： 1,003,76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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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至 2021 年度關注事項 

1. 建立資科校本教學文化與正向價值觀培育，培育學生成為「資科世
代好南兒」 

 規劃首階段「資訊科技教學」校本課程及教師專業發展 

 規劃首階段「STEM跨科教育」校本課程及教師專業發展 

 推行「資科世代好南兒」計劃 

 優化科本課程 

2. 深化「自主學習」學與教效能，培育學生成為「自主樂學好南兒」，  

 推動本校教師專業發展，培育「自主學習」教學範式轉移種籽組，持續

傳承自主教學文化 

 持續培育「自主學習」學與教專業社群 

 引入自主學習三模式概論為設計教學及培育學生「自主學習」策略能力

及態度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