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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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LGPS 2012－2013 學校報告 (2) 

學校管理 

學校管理委員會的組合 

教育局委派副秘書長（課程及質素保證科）陳嘉琪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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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 

(人數) 
1 1 2 2 1 1 

 
 

學校管理委員會委員 

 

主 席 ： 陳嘉琪博士 

校 長 ： 鄭迪思校長 

家 長 代 表 ： 梁翊禮先生、何伍妹女士 

教 師 代 表 ： 楊秀慧主任、蕭煥銘先生 

校 友 會 代 表 ： 黃文健先生 

社 區 人 士 代 表 ： 林家禮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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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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68 61 76 72 84 430 

女生人數 66 65 72 81 80 72 436 

學生總數 135 133 133 157 152 156 866 

              ＊數據截至 2013年 6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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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學生出席率 
 

年級 出席率 

小一 98% 

小二 98% 

小三 99% 

小四 98% 

小五 98% 

小六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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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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比 

教育文憑 100.0% 

大學學位 100.0% 

碩士學位或以上 7.4% 

特殊教育培訓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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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1 100% 

普通話 12 12 100% 
 

 

 

 

 

 

 

 

 

 

 

 

 

 

 

教師教學年資 
 

教學年資 百分比 

0－2年 5.6% 

3－5年 0% 

6－10年 3.7% 

10年以上 90.7% 



 

SYLGPS 2012－2013 學校報告 (5) 

教師專業發展 

本校一向鼓勵老師進修以配合教育趨勢及學校發展需要。各老師除可按本身

需要及興趣，參加校外機構主辦之進修課程及專業講座外，校方更為配合教育

新發展及學校需要，每年舉行三天教師發展日，讓全體老師專注探討學校來年

發展項目之專業知識。本年度教師在參加持續專業發展的平均時數逾40小時。 

 

本年度舉行的校本專業發展共6次，主題如下： 

 「小班教學、樂學啟能」教師講座 

 言語治療教師工作坊 – 如何糾正學童發音的問題 

 「芬蘭教育」分享會 

 各科科務計劃檢討 

 全港性系統評估報告分享會 

 周年校務計劃擬定工作會議 

 

8月28日本校邀請了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總幹事葉建源先生主講「小班教

學、樂學啟能」教師講座，讓教師重溫如何從小班教學的環境，啟發及促進學

生學習。99%的教師認同研討會對他們有幫助。 

12月16日本校鄭迪思校長為全校教師主講分享會，講題為「芬蘭教育」，讓

老師了解該國的教育方針及如何在本校實踐。 

4月16日，部份行政組老師及中文、英文及數學科科主任探訪屯門官立小學，

了解有關說課、觀課及評課的推行情況。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及教育局元朗區學校發展組於3月8聯合舉辦了元朗區教

師專業發展日，當日全體老師分別出席了不同的講座及分享會，以了解最新的

教育發展趨勢及教學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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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項目一 優化校本科研文化 

推動「啟能學習」的教研團隊，藉以提升不同學習能力學生的自學能力及學習

自信，有助優化學習差異的學教效能，實踐「師生為本、自主學習、樂學啟能、

健康成長」的學教文化 
 

成就 

1. 本年度三主科開展啟能學習教學策略，老師於中文及英文的課堂加強學生的

閱讀理解能力的訓練，引領學生寫作，學生的寫作內容亦見豐富。 

2. 三主科的老師於每月設計相關的學習評估考核學生，學生能勤加溫習以提升

表現，學生為爭取蓋印，於課堂上更積極進取。 

3. 各級中文科已設計了兩套記敘文教學單元，以「我的家人」作母題，各級以

不同題目作子題，並以各級的學習重點融入寫作中，學生能夠按要求記敘人

物或事情，學生作品亦能具備應有的修辭技巧、辭彙及內容。 

4. 英文科各級亦已完成了以讀帶寫的教學單元設計，學生文章具備應有的學

習重點及句式結構。 

5. 本年度數學科以「圖形與空間」為教研單元，各級教授時更仔細關注教學在

各級的連繫，從而作更有效的教學編排及教授方法，學與教的果效有所提升。 

6. 視藝科以單元為主設計課程，讓學生更掌握不同的技巧，學生作品能配合教

學單元，學習果效理想。 

7. 體育科已於下學期在五年級試行共融教學法。老師因應不同能力的學生設定

不同的學習目標，讓他們循序漸進的達成，成效不俗。 

8. 四年級英文科老師參加了語文教學支援服務，科任老師定期與語文教學支援

主任共同備課，仔細編排教學流程及教學計劃，以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同時

亦已進行兩次的同儕觀課，大大提升老師的科本及專業知識，對教學大有裨

益。 

9. 二年級中文科老師參加了小學中文分層支援模式，科任老師已與顧問老師

共進行了8次備課，上學期已完成了字形結構、語素意識、語法知識及

口語能力範疇。下學期喜悅寫意課程進行了兩次的觀課及評課教研活

動。已完成了閱讀流暢度II、閱讀理解II、簡單寫作II、語法知識III、

口語能力IV及字形結構III的課程，為了鞏固小一及小二學生在喜悅寫

意課程中所學的知識及加強學習的趣味，已於下學期試後活動舉辦喜

悅寫意日，鞏固學生的學習。 

反思 

1. 本年度推行的三主科自我挑戰獎勵計劃，此計劃已持續完善，持續推行下，

全體老師已可以成熟掌握計劃推行的技巧。 

2. 為讓老師更掌握「能力導向」的教學方法及說課、觀課及評課的技巧，來年

可邀請校外機構到校舉行工作坊，以提升老師的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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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項目二 加強德育及公民教育 

建立校本道德核心價值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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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核心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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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 

1. 學校透過「晨光閱讀—說話組織與德行反思」、「晨光廣播—聆聽理解與德

行反思」等延伸活動，持續傳揚中國文化及中國道德觀念，在師生及家長

首年齊心推行下，無論於校風、獎罰紀錄或對學校的態度評估指標數據均

顯示，本校學生的待人處事內涵與修為，《三思他人：禮、義、廉、恥》的

道德觀皆在提升。95%家長認為他們的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常三思他人，常

持禮、義、廉、恥待人接物態度。81%學生自覺已懂得在日常生活中常三

思他人，常持禮、義、廉、恥待人接物態度。97%老師認為有效帶領學生

自我評鑑、反思，回饋於日常生活中。初步見證學校首年推行的加強德育

及公民教育核心價值觀，已建立知與行的意識與初步基礎。 

2. 於晨光閱讀時段，平均約有80%學生能專心閱讀，較往年表現稍有進步。

100%當值老師同意晨光閱讀能推廣校園閱讀文化及加強德育及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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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從班主任問卷結果顯示，各班懂得運用蝴蝶圖組織策略完成匯報活動的同

學有1-10人佔全校35%；有11-20人佔全校55%；有21-25人佔全校10%；匯

報活動進展良好。78%學生認為自己懂得運用蝴蝶圖說話組織策略，分析、

評鑑事件。81%的學生自覺已具備尊敬認真的態度聆聽晨光廣播。97%老

師有效帶領學生投入、認真進行晨光閱讀分享。 

4. 全方位常識問答比賽當天，從觀察所得，100%同學非常投入全方位問答比

賽的氣氛熱烈中，參賽同學比賽前更準備充足，在台上表現出色。 

反思 

1. 下年度將優化「晨光閱讀—說話組織與德行反思」計劃，建議小一及小二

年級，先透過中央廣播講解主題故事，然後主講者依據文章重點發問問題；

及後由班主任挑選學生作答，從而帶出文章的整體訊息。同時，多作中央

廣播，提醒學生專心閱讀主題圖書及灌輸正確的閱讀態度。 

2. 為了充份利用匯報時間，建議小三至小六在周一導修課時段加設閱讀主題

圖書時段，務使每位學生已預先閱讀指定篇章，以便提升匯報效能。 

3.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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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方面，學校於現有良好的基礎下，於德育延伸活動中加強低碳環保的生

活意識與教育元素，持續優化發展。 

4. 全方位常識問答比賽只有 3 位同學能在台上參與全方位問答比賽。雖設台

下答問環節，但仍只有少數同學參與。建議明年各班均設智囊團，讓更多

同學可一起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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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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各主要學習領域的課時 

 

學習領域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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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著重讓學生透過與老師及學生間的高互動、高參與及高展示為主要目

標。故本校的校本課程，會透過學生的親身實踐而將有關知識內化。故此，本

年度學校繼續透過有效的教學設計、課堂教學及評估機制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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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本年度小一及小二中文科參加了分層支援教學模式的計劃，更有效地提

高不同能力學生的讀寫能力。 

為了提升學生運用英語的機會，學校在小一推行由教育局外籍英語老師組統

籌的閱讀/寫作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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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科方面，本校著重有系統訓練學生解難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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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以「圖形與空間」為

教研的焦點，優化教學設計以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此外，五、六年級學生配合主題學習及專題研習，學習專題研習能力及九種

共通能力，從而達至自主學習。 

在評估方面，學校於上、下學期各有一次測驗和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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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助提升成績。 

 

外籍英語教師計劃 

為營造適合的語言學習環境，本校聘有外籍英語教師，課程方面包括閱讀及

寫作能力和語音知識的重點學習。 

本年度，學校重點推行一年級外籍英語老師計劃，外籍老師與本校有關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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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

的學生每班每週上課四節，英語外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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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籍教師於課外活動時段，訓練學生朗誦，準備香港學校朗誦節；同時，亦

訓練英語大使，拍攝英語短片與全校學生作分享，提升學生的說話和以英語表

達的能力，增加學生聆聽英語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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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初小中文分層支援計劃 

 本校第二年參與教育局教育心理服務組舉辦的初小中文分層支援模式教學

計劃，二年級科任老師與教育局同工定期進行共同備課，推行由香港大學發展

的「悅讀．悅寫意」課程，為學生奠下穩固的語文基礎。此課程能有系統地幫

助學生建構語文知識，課程內容編排由淺入深，涵蓋口語、字詞、語法、閱讀、

寫作等範疇的基礎語文知識。學生從活動中愉快地學習，學習興趣得以提升，

同時能打穩語文學習的基礎。計劃透過前測、後測，追蹤學生的學習進度，更

安排有需要的學生，進行讀寫能力評估，為他們提供第二或第三層支援。此外，

教師亦通過同儕觀課和評課，進行分享及反思，藉以提升教學效能。在教與學

的過程中，師生都得到一個愉快的經歷。 

 

P.4 英文科語文教學支援服務 

 本年度英文科參加了語文教學支援服務計劃，語文教學支援主任到校與四年

級英文科老師共同備課，仔細規劃單元教學的流程及編排對焦的教學活動，從

而更有效連繫以讀帶寫的教學步驟，讓學生循序漸進的學習，提升學習的果效。 

 語文教學支援主任分別於上學期及下學期到校觀課，並給予專業的意見，除

促進了學與教的果效外，亦提升了老師的科本知識及編排課程的能力，大大促

進了教師的專業成長。 

 

P.4 中文科學校支援夥伴協作計劃 

本年度四年級兩位中文科老師參加了學校夥伴支援協作計劃，計劃內容包括

工作坊、交流課、共同備課、輪流觀課及授課、觀課後交流及課程結束分享會。

參與老師從工作坊加強學習小班教學的原則、提問技巧、引領思維閱讀策略的

運用、圖式教學的運用及戲劇教育。兩位老師亦開放了以引領思維閱讀策略的

課堂，與夥伴老師交流了教學的心得，讓老師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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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

六年級學生以「科技天地」為主題，進行了專題研習，學生透過設計行程或製

作/改善一種日常生活使用的物品，加強訓練了他們搜集、整理及分析資料、創

造及反思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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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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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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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同學相當重視能獲老師提名及當選成為該月的「南元小之星」。

校方會把當選的同學在校內壁報板及學校網站表揚，計劃深受家長及同學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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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增強同學的效能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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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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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學年，訓輔組舉辦家長活動有「管教有方」家長

講座及「家添愛」家長茶聚小組等。在家長問卷中，家長認同家長教育活動

「訓練內容實用」，能幫助家長改善管教孩子技巧從而建立良好親子關係。 

 此外，學校為小一新生提供「小師長」輔導服務，幫助同學適應小一生活。

學生輔導主任更邀請校外專業機構向小五學生分享「青春期」的問題，讓學生

及早認識和學習處理面對青春期的轉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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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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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及德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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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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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六個德育及公民教育主題，每兩個月一個，包括有[禮讓謙和] [信義公正] [忠

孝仁愛，三思他人] [廉潔自重] [堅毅勤奮] [自省知恥]。本學年共舉行了 12次的

周會，高低年級各 6 次。透過不同主題的德育及公民教育週會，有助學生學會

尊重他人、對人誠實有禮及勇於承擔責任等良好品德，有關的安排均能達到預

期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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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全面提升學生抗拒毒品的能力及對毒品禍害的認識：同時亦

加入「反欺凌教材」(12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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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及關懷態度，建立校園內和平的友

儕關係。據觀察所得，一系列的禁毒活動都十分成功，學生反應十分好，活動

中學生亦表現投入，活動成效理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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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能認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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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以「全校參與」模式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我們透過三層支援模

式，幫助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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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生輔導方面，學生輔

導主任與校內教師緊密合作及早識別有需要的學生，為他們提供適當的支援，

安排個人輔導、評估或轉介服務。學生輔導主任亦推行校本輔導計劃，幫助提

升學生的品德及行為，輔助學生成長。學校為小一新生及小六升中學生提供輔

導講座，幫助學生和家長盡早了解及適應轉變。 

本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支援，幫助學生更有效地

學習，讓他們盡量發揮潛能。學校透過教師對學生的日常觀察、家課及測考成

績、《學生學習情況量表》或有關的專業評估報告，甄別出需要學習支援的學生，

再根據校內現有資源，按優次給予學生適切之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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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設有學習支援小組，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安排輔導教學、校本言

語治療服務、專注力訓練、成長小組、功課及考試調適、學長計劃、課後功課

輔導班等。學校又積極鼓勵老師參與有關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培訓課

程。如有需要，學校亦會安排或轉介學生接受其他專業人士支援，如言語治療

師、教育心理學家等。 

學校採用「及早識別」、「及早支援」的策略，務求更有效地照顧有不同學

習需要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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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中一派位 

 2012-13 年中學學位分配結果已於 7 月 9 日公布，本學年六年級畢業生共有

155人，124人獲派第一志願(佔 80%)，144人獲派首三個志願(佔 92.9%)，成績

優異。本學年獲派聯繫中學學位的學生人數為 58 人(佔 37.4%)：包括新界鄉議

局元朗區中學(29人)，趙聿修紀念中學(9人)及天水圍官立中學(20人)。 

 

聯繫中學 人數 總人數 百分比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29 

58 37.4% 趙聿修紀念中學 9 

天水圍官立中學 20 

 

派位志願(百分比) 本校 全港 

第一志願 80% 60% 

首三志願 92.9%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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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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78% 

每兩周一次 10% 14% 

每月一次 2% 7% 

每月少於一次 0.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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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6% 

每星期三至四次 58% 6% 

每星期一至兩次 25% 44% 

每兩星期一次 3% 28% 

每月一次 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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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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金服飾日 2012 10/12 $31,912.20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元朗區委員會 

2012-2013香港公益金「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 
12/12 $21,858.00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元朗區 2012-2013 年度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運動  
01/13 $24,612.00 

廚餘收集機籌款活動-才藝 Show一 Show 07/13 $23,517.00 

 

義工服務活動 

項 目 活動日期 時 間 服務機構 服務內容 

P.6成長的天空 

《愛心服務》： 

當幼稚園小助教 

30/11/12 1:30-3:30 佳寶幼稚園 
帶領集體遊戲及教

小朋友做小手工 

P.4成長的天空 

《愛心服務 1》： 

探訪長者中心 

14/12/12 1:30-3:30 
仁愛堂吳金玉紀念

長者鄰舍中心 

歌唱表演、 

送贈禮物予長者、

與長者傾談 

P.4成長的天空 

《愛心服務 2》： 

當幼稚園小助教 

22/3/13 1:30-3:30 雅麗斯英文幼稚園 
帶領集體遊戲及教

小朋友做小手工 

「元朗大會堂」親子 

賣旗籌款活動 
27/4/13 7:00-12:30 元朗大會堂 賣旗籌款 

P.5成長的天空 

《愛心服務》：清潔校園 
10/5/13 1:30-3:30 校內愛心服務 

讓學生服務學校，

清潔校園，加強學

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SYLGPS 2012－2013 學校報告 (18) 

 

課外活動的參與 
 

課外活動 
 

固定組：  藝術體操隊、花式跳繩隊、男子籃球校隊、女子籃球校隊、足球

    隊、中樂隊、校園小記者、乒乓球興趣班、游泳興趣班、音樂苗

    圃、笑談普通話、綠色小特工、幼童軍/升旗隊、小小科學家、 

    小女童軍、English Ambassador、藝術多面睇、童聲同趣、模型 

    製作、Art & me 
 

流動組：  橋牌、漫畫、中國象棋、國際象棋、摺紙學英語、I.T.智多星、

    「棋」趣樂、數學遊戲、手工藝班、圖案樂繽紛、英語遊戲、中

    文語文遊戲、閱讀小精靈、多元智能遊玩班、趣味普通話、童話

    之旅、唱遊 
 

其他特定組別：至「專」小特工、開心小天地、自我完善小組、喜閱寫意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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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拔尖課程、藝術體操、游泳、

花式跳繩、乒乓球、足球、羽毛球、籃球、中國舞、拉丁舞、武術、書畫、圍

棋、笛子、二胡、琵琶、揚琴、小提琴、長笛、單簧管、跆拳道等。 
 

學生表演 

本校學生積極參與校內不同類型節目的演出，如：幼小同樂日、畢業頒獎禮、

才藝 Show一 Show、外校探訪本校時的交流演出等，節目包括管弦樂及敲擊樂合

奏、中樂合奏、歌詠、朗誦、藝術體操、中國舞、拉丁舞、樂器獨奏/小組合奏、

武術、花式跳繩等，透過表演讓同學發展潛能，發揮群體合作的精神，建立自

信。 
 

教育性參觀  

一年級： 元朗市鎮公園      

二年級： 元朗警署    

三年級： 益力多廠   

四年級： 香港歷史博物館 

五年級： 香港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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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養講座－水果與健康       

言語治療講座(正音你要知)       

窮小子富小子互動講座       

機電安全，從小做起       

故事欣賞       

3D互動百變機劇場       

詩歌欣賞       

網上/電子資訊傳遞講座       

電腦世界「網絡與毒品」       

太陽能講座       

衛生講座       

小六升中座談會       

升中面試講座       

小六升中選校       

升中適應及面試       
 

旅行 

對象： 一至六年級學生 

地點： 三至六年級—西貢北潭涌渡假營 

一至二年級—香港浸會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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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外教育營(三日兩夜) 

對象： 五年級學生 

地點： 西貢户外康樂中心 

目的： 在營內進行歷奇訓練及康樂活動，藉此訓練學生自律及團結互助的精 

  神，增強解難能力及溝通技巧，擴闊他們的生活體驗。 
 

畢業日營 

對象： 六年級學生 

地點： 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 

目的： 透過歷奇和康樂活動，增進同學間的友誼，並訓練他們團隊合作的精 

  神、增強解難能力、溝通技巧等，及為升中作好準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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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了親子甜品工作坊、學生講座、健康小食及開心「果」月等活動。 

 校外活動 

本學年本校參加至「營」學校認證計劃，成立了一個包括家長的午膳監察委

員會，制定及執行健康飲食政策。本校已成功取得「健康午膳優質認證」和

「健康小食優質認證」資格，並獲嘉許為「至『營』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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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冷氣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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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委員會舉辦的201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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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位環保大使已獲發「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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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港中小學社區農耕比賽」中，獲得優異獎狀；在「保護水資源大使」

活動中，亦有26位同學得獎，以及「環保為公益」運動2013；在「第十屆綠

色學校獎」比賽中榮獲「綠色學校獎」；在「花卉拼圖比賽」中榮獲季軍。 

本校已成功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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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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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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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度女童軍慈善 

    獎券售賣、校內宣誓、步操訓練及生活體驗。 

升旗隊： 於課外活動節操練升旗禮儀及步操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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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星期四午息時段舉行，共分「閱讀天地」、「棋

藝天地」、「學習天地」和「演藝天地」四個場地，於十月份至六月份施行。除

了星期一至星期四定期開放「閱讀天地」和「棋藝天地」外，星期一至三設「學

習天地」，於特定日期播放資訊、語文及體藝節目，星期四則開放「演藝天地」

讓學生一展所長。校方將午息播放時段區分，播放類別劃一及較有系統，學生

如對該類別的資訊較有興趣可適時觀看。至於逢周四的午息時段安排「演藝天

地」讓學生一展所長，能提高學生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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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獨誦比賽 26 27 

第十七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402 467 

「一人一信」免費投寄日活動 328 270 

第十四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 5 9 

英文科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比賽 44 52 

第十七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402 467 

數學科 

全港十八區（元朗區）小學數學比賽 / 6 

2012資優數學「環保杯」全國邀請賽(香港區)

初賽 
/ 1 

2012年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香港初賽) / 1 

「華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2013香港選拔賽 / 1 

2013年第九屆亞洲杯奧數之星創新思維初賽 / 2 

2013第 22屆[數學大王]國際邀請賽(初賽) / 1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3 

（香港賽區）初賽 
4 17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3 

（香港賽區）晉級賽 
1 11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3 

（香港賽區）總決賽 
/ 3 

2013<港澳盃>暨 AIMO初賽 / 9 

2013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晉

級賽 
/ 4 

普通話科 

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獨誦比賽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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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比賽名稱 P.1-3參加人數 P.4-6參加人數 

電腦科 

元朗區公益少年團簡報設計比賽 / 2 

視藝科 

全港中秋綵燈設計比賽 0 12 

社區共融、中港一家填色比賽 252 120 

鐵路通通識漫畫填色比賽 183 167 

聖誕咭設計比賽 152 120 

愛心聖誕薑餅人設計比賽 0 12 

蛇年賀新禧親子揮春設計比賽 105 120 

蓋回家拼砌設計比賽 98 36 

2012年香港花卉展覽圓玄學院學童繪畫比賽 0 12 

「童․看舊區情懷」全港小學生 

寫生繪畫比賽2013 
0 25 

關愛社區填色比賽 0 15 

參加遼闊藝術角度之旅 0 15 

母親節填色比賽 231 220 

體育科 

2012-13小學(元朗區)校際乒乓球比賽 / 10 

全港學界精英羽毛球比賽 / 1 

2012-2013元朗區小學校際足球賽 / 14 

粉嶺官小友校女子接力 / 4 

元朗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 38 

天水圍官小友校男子及女子接力 / 10 

新界地域小學區乒乓球比賽 / 10 

屯門官小友校男子及女子接力 / 10 

小學(元朗區)校際籃球比賽 / 30 

大埔官小友校男女混合接力 / 5 

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 2 

元朗區校際羽毛球比賽 / 8 

深水埗官小友校男子及女子接力 / 10 

(元朗區)校際游泳比賽 6 42 

新界地域小學區游泳比賽 / 6 

沙田官小友校男子及女子接力 / 10 

六人足球四角賽 / 14 

「跳繩強心」校際花式跳繩比賽 2012 9 11 

兒童愛心馬拉松 / 2 

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 2 

靈愛小學友校男子及女子接力賽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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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比賽名稱 P.1-3參加人數 P.4-6參加人數 

音樂科 

學校音樂節(中級組歌詠) 18 32 

學校音樂節(高級組歌詠) / 54 

活動組 

第 65屆學校音樂節 43 53 

第 49屆學校舞蹈節 18 33 

第三十二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2013 1 / 

2012年第七屆香港國際武術比賽 2 2 

第四屆兩岸四地中國青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6 4 

第十屆「心連心、手拉手」上海國際青少年

書畫攝影大賽 
5 5 

第十二屆海內外中國書畫精品展組委會 10 6 

第十三屆 “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

攝影大賽 
32 14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邀請大賽 2 2 

第一屆聯校圍棋比賽 4 1 

第十屆香港校際圍棋大賽 6 6 

全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 2012 / 3 

元朗區體育節 2012新界區跆拳道公開賽 / 2 

環保組 

花卉拼圖比賽 10 10 

保護水資大使選拔賽 326 347 

2012-13年度學生環保大使計劃-小學組 4 26 

無冷氣夜 320 385 

減廢物回收在校園 400 466 

總計: 3474人次 3944人次 

 

 

年級 參加學生人次 每人平均參與次數 

P.1 - 3（401人） 3474 8.66 

P.4 - 6（467人） 3944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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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體格發展 
 

體育科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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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89 

二年級 85 97 

三年級 84 92 

四年級 87 84 

五年級 79 85 

六年級 70 79 

 



 

SYLGPS 2012－2013 學校報告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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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睎晴（1B） 

 學業獎全級第一名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林孝禧（2C） 

學業獎全級第二名 

黃英就獎學金 
黃焌軒（1D） 

 學業獎全級第二名 

黃英就獎學金 
蘇溢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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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僖家（1E） 

 學業獎全級第三名 

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 

陳卓瑤（2E） 

進步獎 

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 

鄧鎔耀名譽會長獎學金 

陳柏霖（1C） 

周蔚翹（1D） 

 進步獎 

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 

黃文健名譽會長獎學金 

劉健民（2A） 

姜碧荁（2E） 

中文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黃焌軒（1D） 

 中文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林孝禧（2C） 

英文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陳穎思（1E） 

 英文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鄧啟泰（2E） 

數學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黃焌軒（1D） 

 數學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林晞嵐（2A） 

常識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范睎晴（1B） 

 常識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張霈君（2C） 

操行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朱雅泳（1A）  

操行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周采蔚（2A） 

梁海晴（1B）  周映彤（2B） 

鄧曉晴（1C）  羅緩庭（2C） 

黃焌軒（1D）  陳約希（2D） 

陳穎思（1E）  柳依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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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諾晴（3A） 

 學業獎全級第一名 

魯義和獎學金 
陳浩軒（4B） 

學業獎全級第二名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施熙琳（3A） 

 學業獎全級第二名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曾顯晴（4A） 

學業獎全級第三名 

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 

孔羨婷（3B） 

 學業獎全級第三名 

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 

黎樂瑜（4B） 

進步獎 

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 

馮育祥名譽會長獎學金 

陳柏宇（3C） 

陳  漫（3D） 

 進步獎 

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 

單洋柏名譽會長獎學金 

陳樂天（4C） 

薛俊杰（4D） 

中文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黃諾晴（3A） 

 中文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曾顯晴（4A） 

英文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施熙琳（3A） 

 英文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陳浩軒（4B） 

數學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伍詠姍（3B） 

 數學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杜晧然（4A） 

常識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伍詠姍（3B） 

 常識科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陳浩軒（4B） 

操行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施熙琳（3A）  

操行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劉心悅（4A） 

王柏睎（3B）  陳浩軒（4B） 

陳正維（3C）  傅頌欣（4C） 

王萃研（3D）  薛俊杰（4D） 

薛凱瑩（3E）  郭詠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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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陳曉瑩（5A） 

 學業獎第一名 

梅真理獎學金 
李詠堯（6A） 

學業獎第二名 

胡禧堂獎學金 
鄧睿哲（6A） 

學業獎全級第二名 

黃英就獎學金 
張善晴（5B） 

學業獎全級第一名 

李榮基獎學金 
李詠堯（6A） 

學業獎全級第二名 

黃英就獎學金 
鄧旻珊（6A） 

學業獎全級第三名 

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 

胡祉妍（5A） 
學業獎全級第三名 

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聯誼會獎學金 

鄧睿哲（6A） 

進步獎 

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 

文富穩名譽會長獎學金 

何旻謙（5B） 

區廸森（5C） 

 進步獎 

元朗官立小學校友會 

黃永興名譽會長獎學金 

張子健（6C） 

安齊一（6D） 

中文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陳穎妍（5A） 

 中文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黃倩玟（6A） 

英文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陳曉瑩（5A） 

 英文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李詠堯（6A） 

數學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陳曉瑩（5A） 

 數學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何俊熙（6A） 

常識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張善晴（5B） 

 常識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李詠堯（6B） 

 

操行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陳櫻心（5A）  

操行獎 

南元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曾睿潼（6A） 

林嘉詠（5B）  趙祉宜（6B） 

楊瑞祉（5C）  鄧善妮（6C） 

林皓雪（5D）  鄺芷盈（6D） 

甄悅晴（5E）  梁俊培（6E） 

 

 

2012 / 13 年度體藝獎  

〈戴權獎學金〉  

 

 

獎項 學生姓名 

視藝傑出表現獎 李思穎（6B） 張幗淳（6E） 

音樂傑出表現獎 李詠堯（6A） 余依曼（6E） 

傑出運動員 鄒旨朗（6A） 林言雅（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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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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屆香港國際武術比賽 

- 香港國際武術協會 

健美拳 FA3組  第一名 

健體拳 MA2組  第一名 

洪武棍 MB1組 第一名 

威武棍 MA3組 第一名 

威武南拳 MA3組 第一名 
 

二 第三十二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會 2013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女子幼童組套拳  季軍 

女子幼童組長器械  季軍 
 

三 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四 元朗區全年團體總錦標賽 

-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組 銀獎 

五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賽 

-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甲跳高  季軍 

女甲跳高  季軍 

女乙 200米  冠軍 

女乙擲球  冠軍 

女乙跳遠  殿軍 

女乙 4X100米接力  季軍 

女乙團體  冠軍 
 

六 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乙 200米  冠軍 

女乙接力  亞軍 
 

七 全港學界精英羽毛球比賽 

-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優異 

八 元朗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元朗區小學分會 

 單打賽 第一名 

 團體賽 第一名 

九 第十三屆全港小學區際羽毛球比賽 

-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亞軍 

 傑出運動員 

十 友校接力邀請賽 

- 靈愛小學 

 女子接力 亞軍 

十一 友校接力邀請賽 

- 沙田官立小學 

 女子接力 殿軍 

十二 友校接力邀請賽 

- 天水圍官立小學 

 女子接力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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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 / 組織名稱 成績及獎項 

十三 2012-13元朗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甲團體 季軍 

女甲團體 冠軍 

男乙團體 季軍 

女乙團體 亞軍 

男丙團體 殿軍 

男甲 50米蝶泳 殿軍 

男甲 100米自由泳 殿軍 

男甲 100米蛙泳 殿軍 

女甲 100米自由泳 冠軍 

女甲 100米自由泳 亞軍 

女甲 50米背泳 冠軍 

女甲 50米背泳 亞軍 

女甲 50米自由泳 亞軍 

女甲 50米蝶泳 季軍 

男乙 50米蝶泳 亞軍 

男乙 50米自由泳 季軍 

男乙 100米自由泳 殿軍 

男乙 50米背泳 季軍 

女乙 100米自由泳 冠軍 

女乙 50米蝶泳 冠軍 

女乙 50米蛙泳 殿軍 

男丙 50米背泳 殿軍 

男甲 4X50米四式接力 季軍 

男甲 4X50米自由接力 殿軍 

女甲 4X50米四式接力 冠軍 

女甲 4X50米自由接力 冠軍 

男乙 4X50米自由接力 季軍 

女乙 4X50米自由接力 冠軍 

男丙 4X50米自由接力 亞軍 

女丙 4X50米自由接力 殿軍 
 

 

視藝科項目：  
 比賽 / 組織名稱 成績及獎項 

一 「社區共融、中港一家」填色比賽 

- 宏施慈善基金社會服務處 

小學中級組 季軍 

小學初級組 優異獎 

二 「預防電腦罪行—做個至叻網民」填色/ 

四格漫畫及標語創作比賽 

- 新界北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 

小學高級組 優異獎  

三 蛇年賀新禧親子揮春設計比賽 

- 基督教協基會元朗社會服務中心 

幼兒組 優異獎  

四 預防網上賭博填色設計比賽 

- 防止青少年吸煙委員會 

亞軍 

 



 

SYLGPS 2012－2013 學校報告 (30) 

 

 比賽 / 組織名稱 成績及獎項 

五 關愛社區填色比賽 

- 香港輪椅輔助隊 

初級組 亞軍 

高級組 亞軍 

高級組 優異 

高級組 入圍獎 

六 第十二屆海內外中國書畫精品展 

- 上海市歸國華僑聯合會 

金獎 (3人) 

銀獎 (8人) 

銅獎 (4人) 

七 童看舊區情懷全港小學生 

寫生繪畫比賽 2013 

- 市區重建局 

一等獎 

八 2012-2013公益少年團簡報設計比賽 

-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元朗區委員會 

優異獎 (2人) 

九 母親節填色比賽 

- 元朗大會堂 

初級組 季軍 

高級組 季軍 

高級組 優異(5人) 

十 第十屆上海國際青少年書畫攝影大賽 

-上海市歸國華僑聯合會 

金獎 (3人) 

銀獎 (6人) 

銅獎 (1人) 

 

學術項目： 

 比賽 / 組織名稱 成績及獎項 

一 第十三屆世界華人學生作文大賽 

- 陸陳漢語國際教育集團 

三等獎 (2人) 

優秀獎 (3人) 

二 全港十八區小學數學比賽 

-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 

優異獎 (3人) 

優良獎 (3人) 

三 2013 年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暨 2013 年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初賽 

-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金獎 (4人) 

銀獎 (1人) 

銅獎 (4人) 

四 2013年第 22屆[數學大王]國際邀請賽(初賽) 

- 全國數學大王組委會、 

  澳門數學奧林匹克學會 

二等獎 

五 2013年第九屆亞洲杯奧數之星 

創新思維初賽 

- 中國教育學會數學教育研究發展中心、 

  華夏教育研究院、 

  華夏奧數之星教育研究學會 

優異獎 

六 2013年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AIMO

晉級賽 

-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金獎 (2人) 

銅獎 (2人) 

七 2012年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香港初賽) 

- 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機構 

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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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 / 組織名稱 成績及獎項 

八 2012資優數學「環保杯」全國邀請賽 

(香港區初賽) 

- 全國數學之星組委會 

一等獎 

九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2013香港選拔賽 

- 國教育學會數學教育研究發展中心全國 

 小學數學教改研究會、 

 華夏奧數之星教育研究學會、 

 華夏教育研究院 

特等獎 

十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3 

(香港賽區) 

-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初賽   一等獎 (5人) 

初賽   二等獎 (10人) 

初賽   三等獎 (6人) 

晉級賽 一等獎 (2人) 

晉級賽 二等獎 (1人) 

晉級賽 三等獎 (6人) 

晉級賽 優秀獎 (3人) 

總決賽 二等獎 (1人) 

總決賽 三等獎 (2人) 

 

藝術項目： 

 比賽 / 組織名稱 成績及獎項 

一 第四十九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中國舞高年級組 

- 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甲等獎 

二 第四十九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中國舞初級組 

- 教育局及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甲等獎 

三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邀請大賽 

(兒童組單項) 

- 展藝舞蹈學會 

喳喳喳 冠軍 (1人) 

喳喳喳 亞軍 (1人) 

倫巴   季軍 (2人) 

牛仔   亞軍 (3人) 

森巴   季軍 (2人) 

四 第六十四屆校際朗誦節普通話獨誦 

-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一名 (1人) 

第二名 (1人) 

第三名 (2人) 

五 第六十四屆校際朗誦節英語獨誦 

-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一名 (1人) 

第二名 (1人) 

第三名 (10人) 

六 第六十四屆校際朗誦節粵語獨誦 

-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二名 (1人) 

第三名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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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 / 組織名稱 成績及獎項 

七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一級鋼琴獨奏第二名 (2人) 

一級鋼琴獨奏第三名 (1人) 

一級鋼琴獨奏優良獎狀 (12人) 

一級鋼琴獨奏良好獎狀 (2人) 

二級鋼琴獨奏第二名 (1人) 

二級鋼琴獨奏優良獎狀 (12人) 

二級鋼琴獨奏良好獎狀 (5人) 

三級鋼琴獨奏第三名 (1人) 

三級鋼琴獨奏優良獎狀 (6人) 

三級鋼琴獨奏良好獎狀 (4人) 

四級鋼琴獨奏第三名 (1人) 

四級鋼琴獨奏優良獎狀 (6人) 

四級鋼琴獨奏良好獎狀 (5人) 

五級鋼琴獨奏第二名 (1人) 

五級鋼琴獨奏優良獎狀 (2人) 

五級鋼琴獨奏良好獎狀 (3人) 

六級鋼琴獨奏良好獎狀 (1人) 

七級鋼琴獨奏第二名 (1人) 

七級鋼琴獨奏優良獎狀 (1人) 

獨奏初級組(中國作曲家)優良獎狀 (2人) 

獨奏中級組(中國作曲家)第三名 (2人) 

鋼琴二重奏初級組優良獎狀 (2人) 
 

一級小提琴獨奏優良獎狀 (1人) 

二級小提琴獨奏優良獎狀 (1人) 

二級小提琴獨奏良好獎狀 (4人) 

笛獨奏初級組優良獎狀 (3人) 

笛獨奏初級組良好獎狀 (1人) 

琵琶獨奏第三名 (1人) 

聲樂獨唱(外語歌曲)優良獎狀 (2人) 
 

八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中文聖詩合唱中級組優良獎狀 

中文聖詩合唱高級組優良獎狀 

 

其他項目： 
 比賽 / 組織名稱 成績及獎項 

一 2012第四屆優秀小學生 

- 香島教育 

1人 

二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嘉許計劃 2012-13 

-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 

1人 

三 「飛躍學童」獎勵計畫 

-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30 人 

四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 

-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元朗區委員會 

冠軍 

五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活動 

-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元朗區委員會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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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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1/2012 

上學期六年級家長日 20/12/2012 

上學期一至五年級家長日及 

五年級家長座談會 
23/2/2013 

下學期六年級家長日 19/4/2013 

下學期一至五年級家長日 6/7/2013 
 

家長義工活動 
 

項目 日期 

看管午膳 10/9/2012至

21/9/2012 

早讀課、童話之旅、圖書館工作 10/2012至 6/2013 

比賽帶隊及比賽化妝 10/2012至 6/2013 

運動會秩序管理 11/10/2012 

萬聖節活動 31/10/2012 

P.3-P.6旅行秩序管理 8/11/2012 

防疫注射 12/12/2012及

26/4/2013 

聖誕聯歡會 21/12/2012 

製作「畢業班光碟」及協助編製「畢業同學錄」 12/2012至 7/2013 

校服回收 2/2013至 7/2013 

「元朗大會堂」親子賣旗籌款 27/4/2013 

畢業謝師宴 4/7/2013 

校服義賣 6/7/2013 

廚餘收集機籌款：才藝 show 一 show表演 8/7/2013及 10/7/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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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教育活動 
 

項目 日期 

小一迎新日 30/8/2012 

小四成長的天空計劃：迎新啟動禮 19/10/2012 

家長義工聚會及運動會義工簡介會 9/10/2012 

「家長興趣班」：編織、中國書畫班、健體舞、羽毛球、
切割水仙球研習班及賀年吊飾班 

11/2012至 6/2013 

「家添愛」家長茶聚小組 12/2012至 4/2013 

無毒有關愛(禁毒常識)誓師營 2/12/12 

共讀與孩子成長工作坊 3、10、17/12/2012 

親子甜品製作班 14/12/2012 

親子旅行 27/1/2013 

小四成長的天空計劃：親子日營 9/3/2013 

疾病與健康講座 22/3/2013 

小六家長分享交流會 10/4/2013 
 

舊生會 
 

項目 日期 

舊生聚會 20/10/2012 
 

與外間教育團體交流 
 

日期 參觀團體 分享主題 

18-9-2012 

博愛醫院陳潘佩清幼兒中心 

中華基督教元朗堂宋主愛幼兒園 

新界婦孺福利會元朗兒童樂園 

學校設施、辦學特色 

及上課模式 

18-9-2012 

杭州市文三教育集團： 

文三街小學 

嘉綠苑小學 

文苑小學 

學校設施、辦學特色、 

上課模式、學生活動 

及學生表演 

20-4-2013 

聖馬提亞堂肖珍幼稚園 

珈琳中英文幼稚園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朗屏邨真光幼稚園 

元朗神召會懷恩幼稚園 

萊恩幼稚園 

元朗三育幼稚園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有限公司真光幼稚園 

元朗信義會生命幼稚園 

太陽島英文幼稚園(元朗分校) 

麗晶幼稚園分校 

幼小同樂日  

(學校設施、辦學特色、
上課模式、學生表演) 

20-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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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12 至 31.8.2013 止，不包括學校行政費用及教職員薪酬） 

 

 收入 $ 支出 $ 

I. 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帳 

 承上總結餘(11/12)（甲項和乙項結餘的總和） 

 (*學習支援津貼盈餘不包括在內) 

121,929.00 

（OEP） 

(甲) 非特定津貼 

校本管理補充津貼、圖書館津貼、中、英文廣泛閱讀計劃津貼 325,254.00 149,673.96 

其他學習津貼 (OEP) 273,941.00 254,896.20 

小結： 599,195.00 404,570.16 

年終盈餘： 194,624.84 

(乙) 為特定學校而設的津貼   

  有關學生支援的津貼(包括言語治療津貼等) 

(*學習支援津貼不包括在內) 
128,364.00 126,700.00 

  資訊科技教育津貼(CITG) 358,134.00 250,280.00 

  學校發展津貼(CEG) 631,470.00 657,263.25 

 成長的天空計劃(UAP) 96,734.00 44,000.00 

 學生輔導津貼 195,000.00 97,500.00 

小結： 1,409,702.00 1,175,743.25 

年終盈餘： 233,958.75 

年終盈餘（甲項和乙項結餘總和）+ 承上結餘： 550,512.59 

2012/2013學年科目及課程整筆津貼帳盈餘： 550,512.59 

(II)  課外活動整筆津貼帳 

 承上結餘(11/12) 
164,455.86 

 課外活動經費及徵收費用作特定用途 1,020,046.10 1,107,153.22 

年終赤字： - 87,107.12 

年終赤字 + 承上結餘： 77,348.74 

2012/2013學年課外活動帳盈餘： 77,34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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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至 2015年度關注事項 

 

1. 優化校本科研文化，推動「啟能學習」的教研團隊，藉以提升不同
學習能力學生的自學能力及學習自信，有助優化學習差異的學教效
能，實踐「師生為本、自主學習、樂學啟能、健康成長」的學教文
化 

 發展「啟能學習」單元教學設計，落實規劃科本層級連繫課程及課堂探

究教學設計的教研工作，著重培育學生自主學習其中的三種能力：解

難、分析及評鑑能力，並建立校本「啟能學習」教研設計成果庫。 

 優化「啟能學習」校本課程及單元教學設計，推動「大/中/小齒輪」科

本課程規劃,優化級本單元教學設計，促進「啟能學習」的自主學習學與

教功能。 

2. 加強德育及公民教育，建立校本道德核心價值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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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整理及審視現行的生活成長課、周會及生命教育課的課程設計及教

學模式,以能統整三項課程的教學設計及加強跨課程內容的聯繫。 

 透過延伸或增潤活動培育學生重德重仁的道德核心價值觀，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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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校本道德核心價值觀，培育學生《三思他人：禮、義、廉、恥》的

自我完善與道德精神。 

 

 

 

 

 

 

 

 

 

 

 

 

 



 

 

附件一 

 

南元朗官立小學 

2012-2013 年度 

學校發展津貼計劃  檢討報告  

 

策略／工作 時間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實際工作情況/建議 

1. 推動學校閱讀風氣 

 聘請一名（中五生）

圖書館助理員協助

圖書館運作 

2012年 9月 

至 

2013年 8月 

為期一年 

 助理員有效協助

圖書館工作 

 觀察工作表現 

 調查學生使用圖

書館次數 

 學生回饋 

 圖書館助理有效支援及協助圖書館日常運作，工作

包括協助舉辦圖書館活動、講座場地佈置及整理問

卷調查結果，對推動閱讀計劃有一定幫助。 

 圖書館館務繁多，加上本校中央圖書館使用率及借

書率均十分高，故下學年宜繼續聘用圖書館助理協

助推行各項閱讀活動。 

2. 支援教師，提升教學

效能、照顧學生個別

學習差異、提供不同

的學習機會，發揮及

提升學生的潛能，豐

富他們的學習經驗 

 聘請兩名教學助理，

支援教師預備網上教

學資源、教材、工作

紙及其他非教學的工

作；於課後輔導成績

稍遜的學生；協助推

行學藝班、課後興趣

班及活動 

2012年 9月 

至 

2013年 8月 

為期一年 

 教學助理能支援

教師日常工作，

減輕教師工作量 

 學生學習態度有

改善 

 學生學業成績有

進步 

 學習活動能讓學

生發揮所長及發

展潛能，並豐富學

習經驗 

 觀察教學助理的

工作表現 

 觀察學生及測考

表現 

 教師問卷 

 老師同意教學助理有效支援及協助教師處理非教學

工作，包括文書處理，教具製作、準備電腦簡報及

協助學校大型活動工作等。 

 教學助理有效地協助老師推行輔導活動，工作包括

處理有關行政工作及管理學生秩序。根據觀察，接

受輔導的學生，學習態度持續進步，欠交功課的情

況亦有所改善。 

 老師認同教學助理能有效支援學生，改善學習及減

輕老師的工作量，故下學年宜繼續聘用教學助理支

援老師非教學工作。 

3. 提高 P.1-2學生英

文閱讀/寫作能力 

 聘用一名課室助

理，協助推行教育

局 P.1-2 小學英語

閱 讀 / 寫 作 計 劃

(PLP-RW) 及 於課

後輔導成績稍遜的

學生 

 

2012年 9月 

至 

2013年 8月 

為期一年 

 課室助理有效協

助計劃推行 

 

 觀察課室助理的

工作表現 

 教師問卷 

 為了推行 PLP-RW英語閱讀/寫作計劃，學校於本學

年購買所需圖書和文具、製作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及

聘請英語教學助理。 

 參與計劃的老師同意課室助理有效支援及協助老師

處理非教學工作，包括教具製作及準備課堂物資

等。老師認同計劃能減輕老師的非教學工作負擔，

使老師更能專注教學，值得繼續推行。 

 小一及小二學生每週在英語閱讀室上分別上四節及

一節閱讀/寫作課，由外籍英語老師及本校英文老師

共同協作教學。根據課堂觀察，學生積極投入學習

活動。 

 學校依照教育局英語閱讀計劃之閱讀能力評估方

案，為小一學生進行了校本閱讀能力評估。學生可

按個別學習進程，每週借閱故事書在家中進行親子

閱讀。 

4. 推動體育活動的發

展、誘發學生潛能 

 聘請專業導師教導

及誘發學生體育活

動的潛能 

 

2012年 9月 

至 

2013年 8月 

為期一年 

 學生的運動體育

技能得以提升 

 學生受訓時態度

認真、投入及愉快 

 比賽成績理想 

 統計參與訓練及

比賽的人數 

 統計出席率 

 評估學生練習參

與程度及投入度 

 比賽成績 

 按計劃進行，並能達到目標〈推動體育活動的發展、

誘發學生潛能〉。 

 已選拔多位同學參加各項訓練班。據觀察所得，各

學員均投入訓練，在技術方面進步不少，更有部分

學員在校外比賽中，獲得良好成績。 

 



 

 

 

津 貼 額： $ 631,470 

支出項目： 1. 一名圖書館助理薪酬連強積金：9,795x (1+5%) x 12 = $ 123,417 

2. 兩名教學助理薪酬連強積金：11,975 x (1+5%) x 12 x 2 = $ 301,770 

3. 課室助理薪酬連強積金：11,975 x (1+5%) x 12 = $ 150,885 

4. 體育導師費用：72,533 

總 支 出： $ 648,605  

赤    字： （不足之數由 OEP 賑項補貼）$17,135 

 



 

 

附件二 

 

南元朗官立小學 

2012-2013年度 

學習支援津貼 

 

所獲撥款 支出項目 支出款項 結餘 

$730,000.00    

 支援教師薪酬 $578,781.00  

 教學助理薪酬 $123,417.00  

 專注力訓練課程   $14,000.00  

   $13,802.00 

 



 

 

附件三 

 

南元朗官立小學 

2012-2013年度 

校本課後學習支援津貼 

 

所獲撥款 支出項目 支出款項 結餘 

$87,700.00    

 課後學藝班津貼 $16,770.00  

 環保活動 $26,790.00  

 綠色生活體驗日 $43,900.00  

   $24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