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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我們的學校 

1.1 學校資料 

辦學團體：保良局 

校    監：朱李月華博士（1-4-2015 至 31-3-2016） 

          郭羅桂珍博士 BBS（1-4-2016 至 31-3-2017） 

校    長：鍾美珍女士 

學校類別：資助小學（全日制） 

學生性別：男女 

教學語言：中文（包括普通話）及英文 

校    址：屯門掃管笏管青路 11 號 

網    址：http://www.plkflpy.edu.hk 

電    郵：info@plkflpy.edu.hk 

電    話：2411 2208 

傳    真：2411 2207 

 

1.2 辦學方針 

1.2.1 秉承保良局「保赤安良」的宗旨，為莘莘學子提供優良的教育

服務。 

1.2.2 本校為非牟利學校，辦學方針和政策均以社會利益為最大依

歸。 

1.2.3 以「愛、敬、勤、誠」為校訓，為學生提供充實知識、訓練技

能及鍛鍊體格的機會，亦著重培養學生優良的品格，高雅的情

操及正確的人生觀，以達致『德、智、體、群、美』五育之均

衡發展。 

1.2.4 本校校董會是個沒有政治、宗教背景的辦學團體，在不影響教

學秩序及不抵觸法律的大前提下，各種思想、見解、宗教都可

在校內共同存在。 

1.2.5 鼓勵學生參與社會服務，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感情和責任，對事

物採取客觀開放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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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法團校董會組合 

本校為保良局屬下學校，法團校董會架構如下： 

成員 辦學團體 校長 家長 教師 校友 獨立人士 

人數 7 1 1 1 0 2 

 

1.4 學校簡介 

本校為保良局屬下的政府津貼小學，於 2011 年 9 月正式成立，校舍

佔地四千多平方米，位於屯門掃管笏。學校以「愛、敬、勤、誠」

為校訓，致力為培養廿一世紀人才設計適切的課程、建立先進的設

備及優質的教師團隊。課程著重培養學生兩文三語的溝通能力，激

發學生主動求知、敏於思考及敢於創新；透過服務學習及多元化活

動讓學生盡展所長、啟發潛能、拓寬視野，並在關愛共融的校園氛

圍下，健康成長，學懂愛己愛人、自律自重，成為明日社會棟樑。 

 

1.5 學校設施 

學校設有二十四間課室及四間小組教學室，每間課室均設置電腦及

投影機，其中五間課室更設有電子白板，使學與教的效能得以提升。

另有八間特別室（學生活動室、圖書館、英語室、電腦室、視覺藝

術室、音樂室、常識室及創意機械人實驗室）、温室、禮堂、演奏廳、

攀石牆、有蓋操場及籃球場等，供同學進行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1.6 班級結構 

班別數目 

級別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小學加強輔

導教學計劃 
總數 

班數 4 4 4 4 4 4 2 26 

學生人數 

級別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總數 

男生人數 54 49 54 53 56 36 302 

女生人數 53 58 54 50 44 44 303 

學生總數 107 107 108 103 100 80 605 

 

 



 

學校報告 (2015-2016)                                                                  P.4  

1.7 整學年課堂授課日數 

在 2015/2016 年度，學校實際上課日數為 191 天。 

 

1.8 各個學習領域的課時 

八個 
學習 

領域 

中國 
語文 

教育 

英國 
語文 

教育 

數學 
教育 

科學 
教育 

科技 
教育 

個人、   
社會及 

  人民 
教育 

藝術 
教育 

體育  

科目 中文、 

圖書、 
普通話 

英文 

 

數學 常識 電腦 生活教育、

多元智能

活動、學習

能力提升

課程、週會

音樂、

視覺 
藝術 

體育  

一年級 18 11.5 8.5 5 1 4.5 4 2 

二年級 18 11.5 8.5 5 1 4.5 4 2 

三年級 16.5 11.5 8.5 5 1 6 4 2 

四年級 16.5 11.5 8.5 5 1 6 4 2 

五年級 16.5 11.5 8.5 5 1 6 4 2 

六年級 16.5 11.5 8.5 5 1 6 4 2 

課 

節 

以 

循 

環 

週 

計 

算 

，

七

天 

為 

一

循

環

週 

， 

每

節

四

十

分

鐘 

。 

總節次 102 69 51 30 6 33 24 12 327 

9.2% 1.8% 10.1% 
百分比 31.2% 21.1% 15.6% 

21.1% 
7.3% 3.7% 100% 

 

1.9 我們的教師 

1.9.1 教師人數：42 人（包括 NET ） 

             （不包括校長） 

 

1.9.2 教師資歷 

1.9.2.1 教師持有的最高學歷 

碩士學位加 

教育文憑 

學士學位加

教育文憑 
學士學位 教育文憑 

5 33 1 3 

 
1.9.2.2 教師語文能力要求 

英文科達標人數  ﹕17 人 

普通話科達標人數﹕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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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專業發展 

1.10.1 校長在 2015/2016 年度持續專業發展時數一覽 

有系統學習 其他模式 總時數 

98 0 98 

 
1.10.2 全體教師在 2015/2016 年度持續專業發展時數一覽 

有系統的模式 其他模式 總時數 

1234.25 824.25 2058.5 

 

 

2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2.1 優化課堂學習，提升學與教效能。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 本學年，中、英、數、常各科組均有安排校內專業分享會，而大

部分科任老師都認為這些專業發展活動對他們的教學有幫助。 

中文科 

� 一、二年級推行「悅讀‧悅寫意」計劃，科任老師定期與學習圈

成員進行共同備課，商討及設計有效的教學活動，並通過觀課、

評課及共同修訂課堂內容，優化課堂教學，讓學生在學習中國語

文方面能奠定良好的基礎。 

在教學過程中，學生均表現對課程有興趣，而且大部份能掌握課

程所學的重點，從而提升寫作、閱讀理解、說話、思維及創造能

力。來年將繼續推行此計劃，以加強學生的讀寫能力。 

英文科 

� PLPR-W：學生在豐富的英語環境中學習，老師透過唱歌、拼音

及遊戲等結合讀寫活動，不但提升了學生對閱讀英語故事的興

趣，而且加強了他們的閱讀技巧及讀寫能力，並培養了他們良好

的學習常規。 

� SuRE project：透過閱讀(包括有小說和非小說類書籍)，有效地

培養學生各種閱讀策略。 

� 老師為學生安排不同的學習活動，例如小組合作、小組討論和口

頭匯報等，提升學生的互動及互補的果效。 

數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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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入校外專業支援(如教育局)，於二年級推行思維策略訓練，透

過共同備課、同儕觀課等交流活動，藉以優化課堂的教學，增加

學生在課堂上討論及互動的機會。來年可沿用有關的資源和教

具，於二年級繼續推行此計劃。 

� 與出版社合作，採用網上電子教學資源，在四、五年級的部分課

程試行電子教學。學生積極地參與課堂活動，並能完成電子實作

練習。 

 
常識科 

� 利用平板電腦，配合由出版社及其他教育機構提供的教學互動軟

件，於五年級課堂進行電子學習。學生的學習興趣和主動分享情

況理想，老師透過使用教學軟件及即時網頁瀏覽等，使學生更易

於掌握相關學習內容。 

� 於一至六年級的校本基礎天文課程中，運用平板電腦輔助教學，

促進學生學習的興趣及動機，並加強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 於四、五年級推行有系統的專題研習校本課程，讓學生認識進行

專題研習的主要步驟。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 教師積極進修能擴闊教學經驗及提升教學專業能力，也有助教師

提升其教學效能，因此鼓勵教師按學校及本身需要參與不同模式

的持續專業發展進修，並與其他老師分享交流的重點和心得。 

� 本年度中文及數學科透過參與校外支援計劃，引入新的教學策略

及資源，能有效地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因此，其他科組也可積

極爭取校外專業支援，以優化課堂教學。 

� 本校以試驗性質在數學及常識課程中加入電子學習的元素，下一

階段可嘗試參與一些支援計劃，加強運用資訊科技支援學與教，

以配合此項發展。 
 

 

2.2 培養學生積極學習態度及自學能力。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 本校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各項課外活動興趣班、校隊訓練、校內外

比賽及表演等，藉此鼓勵學生主動參與，培養學生積極的學習態

度。本年度參加學校所舉辦的課外活動興趣班、校隊訓練等，佔

全校學生總人數 70%以上，大部分都表現積極及投入。 

� 本校校園電視台為學生提供了另一自學途徑。各科組(包括

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常識科、視藝科、體育科、音樂

科、普通話科、訓輔組、環保校園、辯論等)協助攝製的電

視節目，可供全校學生自行於網上觀看，進行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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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學科為學生提供網上學習資源，讓學生能善用時間進行自學，

也能培養學生積極的自學習慣。 

� 學生能運用不同的自學策略，如課前預習、查字典、搜集資料等。 

� 早讀時段，學生可自由閱讀有興趣的圖書，讓他們能養成主動閱

讀的習慣。 
 

 

 

2.3 培養學生良好品德，建立佩瑤風範。 

成就成就成就成就  

� 透過校園電視台、早會、週會及其他訓輔主題活動等，培養學生

良好的品德，並建立正確價值觀。 

� 「禮貌大使」推廣活動讓整體學生的禮貌表現提升，學生更主動

地與老師、同學打招呼及說謝謝等，反映學生真誠有禮，並懂得

如何與人和睦相處。 

� 「最佳風紀選舉」、「風紀訓練營」及「有心人義工計劃」等活動，

讓學生懂得互相尊重，而且在與人溝通方面也越來越進步。 

� 「我的好孩子」奬勵計劃能有效提升學生的自律守規能力。 

� 本年度學生透過「大哥姐計劃」、「有心人義工計劃」、風紀隊及

各科組的服務團隊活動等，獲取很多服務的機會和體驗，而他們

都能表現得認真及盡責。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 大部分教職員及學生都能有良好溝通，而學生在「尊重他人」的

範疇也表現良好，而且大部份學生也認同自己擁有樂於助人的精

神，但學生在「關愛」的範疇則需要提升。因此，學校可因應學

生此特性，多為他們提供延展愛心、服務他人的機會。 

 
 
 

3 我們的學與教我們的學與教我們的學與教我們的學與教  

   本校課程發展配合學校關注事項，著重培養學生兩文三語的溝通能力，以

豐富的學習環境，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發揮他們的潛能；以精心設計的

課程和學習活動激發學生主動求知，敏於思考及敢於創新。本年度繼續透

過有效的校本課程設計、課堂教學及評估機制，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 

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 各科組如能因應學生的程度和興趣，選擇合適的網上學習資源，

可令學生更積極進行網上自學。 

� 部分學生在進行預習及利用筆記記錄資料方面未見積極，教師可

教導學生不同的自學策略或為學生提供自學課業，以培養學生積

極的自學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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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鞏固兩文三語基礎 

本校於一至三年級推行「普教中」多年，四至六年級個別班別推行

普教中，有效地提升學生普通話口語表達能力。而近年本校積極在

課程中加入自主學習元素，藉此培養學生積極學習的態度。另外，

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增加學生對本科的學習興趣。 

本校於一至三年級採用教育局的「小學英文閱讀及寫作計劃」，由本

校老師、外籍老師及教學助理一同協助學生進行英語閱讀及寫作技

巧，鼓勵他們多讀多寫，從活動、遊戲中學習英語，以營造良好的

學習英語環境。而四至六年級參與教育局的種子計劃 -

「SUPPORTED READING」，進一步提升學生的英語閱讀能力。 

3.2 推行小班教學 

為增加教師和學生的互動機會，並使教師更能照顧學生的個別學習

差異，一至三年級推行小班教學，四至六年級則按學生能力分班，

使教師更能充分地照顧他們的需要，課堂活動也更具靈活性。 

3.3 照顧學生學習差異 

運用不同策略，如小組活動、設計不同程度的工作紙、提問不同層

次問題等，以照顧學生學習差異。另外部分級別每循環周有三節進

行中、英及數學拔尖補底課，發展學生各方面的潛能，加強照顧成

績較弱的學生，使學生有一個良好的基礎。 

3.4 提升學生共通能力 

透過課堂上的高層次提問、互動學習及多元化課業等，提升學生的

4C。此外，於一至三年級推行合作學習，能提供機會給學生互相教

導、進行討論及匯報，使學生學會溝通和分享，並可照顧能力較差

或較被動的學生。四及五年級每循環周設有一節學習能力提升課

程，包括專題研習、辯論、天文及思維課程，學生能從中學習不同

的共通能力。 

3.5 培養學生閱讀興趣 

各級設有一節中央圖書課，訓練學生閱讀及理解故事書或文章，學

生亦可按個別能力、興趣及進度，閱讀不同類別的圖書。另外設有

早讀時段，讓師生可享共同閱讀時間，可以培養學生良好的閱讀習

慣。此外，為了加強學生主動閱讀的習慣，早會前學生可自由選擇

自己喜愛的圖書進行閱讀。 

3.6 推動天文及科技學習 

本校四至六年級電腦課程內均加入機械人程式設計課程，發展出校

本創意機械人課程，提昇學生的創意思維、探究精神及解難能力。 

本校積極向學生推介天文知識，讓學生透過研習此學科，掌握基本

天文知識及觀測星體之技巧，並能擴闊視野和思維，發展他們對科

學的探究精神，提昇多元智能的發展。本校的學生有機會接受較全

面的天文學訓練，並通過進入演奏廳中親身感受美麗的星空，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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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培養及深化其對自然科學的興趣。 

3.7 發展電子教學 

通過推動電子學習，為學生提供更多有效的學習活動，提升學生的

學習興趣及動機，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更可使老師更快及詳

細地了解學生的學習過程，並能更快及有效地作出回饋。 

3.8 未來重點發展項目 

繼續發展校本課程，促進有效學習；提升學生的共通能力及自學能

力；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培養良好閱讀習慣；照顧學生個別學習

差異；增加多元化互動學習。 

發展校本 STEM 課程，為學生提供更多學習活動，讓學生能有效地

結合科學、科技與數學知識，運用和發揮探究、協作和解難能力，

讓學生融合學科的知識，應用到生活中，培養創新精神與動手實踐

的能力。 

    

    

4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4.1 「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 

本校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透過教育局

增撥的額外資源包括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

教育計劃及加強言語治療津貼，為學生提供適切和多元化的支援服

務，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及協助他們融入校園生活。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本校提供學習、家課和

測考調適；設立「大哥哥、大姐姐」計劃，為初小學生提供幫助；

設立「閱讀大使伴讀」計劃，協助有讀寫困難的學生閱讀課外書，

以提升他們的閱讀能力；成立「讀默寫小組」，加強讀寫障礙和默寫

能力較弱學生對中文字字型結構的認識，並提升他們的默寫能力；

提供家長及老師講座，讓家長及老師了解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

習特性。 

(「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的政策、資源及支援措施，詳見附件一。) 

4.2 個別學生輔導 

學生輔導人員為有需要的同學提供個案輔導及跟進服務，探討學生

行為偏差的成因、特性和影響，為受助者給予評估及輔導，協助案

主面對情緒、社交、行為、家庭及學業各方面的困難。家長可自行

轉介或由教師轉介有需要的學生予學生輔導人員。學生輔導人員會

按需要安排面見及家訪，或因應個案性質及需要作出轉介或聯絡其

他專業人士，提供額外支援服務，例如心理輔導評估、社會福利署、

寄養家舍服務和教肓局群育學校服務。 

4.3 生活教育課 

生活教育課由訓輔組成員統籌課程及選購合適生活教育課課本，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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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帶領課堂活動，以支援學生在個人、群性、學業及事業四大

範疇的發展，達致全人教育。課程透過互動有趣的課堂活動，建立

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及培養對人處事應有的良好態度，有效提升自我

形象及自尊感。課程亦包括各類專題講座，例如個人及公共衛生、

反罪惡、青春期心理、網絡使用、融合教育及共融社會、升中資訊

及情緒教育等。此外，本年度的課程加入弟子規內容，以培養學生

自我反思的內省精神。 

4.4 德育及公民教育 

本校以不同的學習活動，例如參觀、講座、德育故事分享、組織升

旗隊、升旗禮等，建立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培養積極的態度，培育

他們堅毅、尊重及關心他人、責任感和承擔精神。此外，在生活教

育課堂內推行「保良精神」校本課程，也能讓學生學懂感恩知德，

並延展愛心，樂助他人。 

4.5 學生輔導活動 

按學生在不同的階段而推行適切的預防及發展性輔導活動，以達致

全面照顧學生從兒童至青少年的成長及心理需要。本校重視每位學

生的獨特性及潛能，故積極支援學生在個人、社交、情緒及學業等

方面的個別需要，協助學生健康成長，透過為學生提供小組輔導、

工作坊、德育講座及實驗活動，協助學生明白和適應在不同成長階

段中所面對的挑戰，掌握適當的社交技巧及生活技能，促進同學的

身心健康。本校亦設有校本和區本的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讓學生

能擴闊生活視野，提昇學習技巧與能力。因應學生需要，舉辦專題

特殊教育小組，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 

同時，本校於小四至小六推行「成長的天空」計劃，旨於增強學生

的抗逆力。小五的領袖訓練營和小六的戶外教育營，則提供機會讓

學生發揮領導潛能、提升溝通技巧、培養認真態度和自律精神、自

我反思、提升自信、面對和超越挑戰、突破自己的界限。 

此外，本校開展有心人義工計劃及親子義工計劃，培養學生服務精

神和責任感，回饋社會，發揚關愛，關心社會上的弱勢社群，實踐

律己愛人精神。 

4.6 家長教育 

配合家長管教需要，發展家長教育，提供講座、工作坊或小組，促

進家校合作及親子溝通，從而提昇家長管教的技巧，扶助子女成長。 

 

 

5 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學生表現    

5.1 學生學業成績表現方面，本校設有以下獎項： 

5.1.1 保良局王月仙助學金（全校 5 名） 

5.1.2 保良局姚麗娟教育基金（全校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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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保良局黎麗卿進步獎學金（全校 3 名） 

5.1.4 保良局獎學金 – 全級第一名（每級 1 名） 

5.1.5 全學年學業成績優異獎（每級 3 名） 

5.1.6 學業進步獎（每班 1 名） 

5.1.7 勤學獎（每班 1 名） 

5.1.8 學業獎（每級 3 名） 

5.1.9 四科成績優異獎（每級各 3 名） 

5.1.10 服務獎 

5.1.11 品行優點 

 

5.2 校際比賽表現 

     本年度本校學生積極參與各項校外活動及比賽，且屢獲殊榮。這些活

動有效地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潛能、團隊精神及溝通技巧等。 

(學生參加校外比賽獲獎資料，詳見附件二。) 

 
 

6 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    

6.1 財政報告 

  收入 ($) 支出 ($) 

承上結餘承上結餘承上結餘承上結餘 (政府資助及學校津貼政府資助及學校津貼政府資助及學校津貼政府資助及學校津貼) 5,355,243.16  

I.  政府資助政府資助政府資助政府資助   

(1)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甲甲甲甲) 一般範疇一般範疇一般範疇一般範疇   

1.經擴大的營辦津貼基線指標 

2.一般範疇統制帳(上年度調整) 
1,192,556.54 

20.08 
1,103,559.84 

0.00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1,192,576.62 1,103,559.84 

(乙乙乙乙) 為特定學校而設的擴大營辦津貼為特定學校而設的擴大營辦津貼為特定學校而設的擴大營辦津貼為特定學校而設的擴大營辦津貼#   

       1. 消減噪音津貼 317,432.00 266,187.80 

       2. 修訂的行政津貼 1,385,425.92 1,114,008.30 

       3.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61,263.00 352,450.33 

       4. 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育 10,208.00 2,063.80 

       5. 學校發展津貼 704,639.87 700,735.02 

       6.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685,381.00 737,028.70 

       7. 成長的天空(小學)計劃 107,559.00 94,000.00 

       8.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97,656.00 119,680.00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3,669,564.79 3,386,153.95 

   (2) 不納入擴大的營辦津貼不納入擴大的營辦津貼不納入擴大的營辦津貼不納入擴大的營辦津貼   

1. 其他經常費津貼(差餉)  310,000.03 310,000.03 

2.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的活動計劃津貼 15,129.00 15,129.00 

3. 「家庭與學校合作活動計劃」特殊津貼 5,000.00 0.00 

4. 英語為母語英語教師加強計劃附帶福利津貼帳 276,889.35 276,88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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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75,000.00 87,634.40 

6. 「赤子情中國心」資助計劃 24,000.00 24,000.00 

7.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支援津貼 0.00 140,587.70 

8. 提升網上學校行政及管理系統一筆過撥款 0.00 2.00 

9. 在校免費午膳津貼 207,200.00 207,200.00 

10. 教育發展津貼 522,230.00 522,230.00 

11. 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 95,430.00 0.00 

12. 加強無線網絡基礎設施(額外津貼) 66,740.00 0.00 

13. 在小學推動 STEM 教育(一筆過津貼) 100,000.00 2,150.00 

14. 加強學校行政管理津貼 250,000.00 0.00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1,947,618.38 1,585,822.48 

   (3)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1. 薪金津貼 26,703,837.29 26,703,837.29 

 2. 非教學人員公積金/強積金津貼 184,470.01 184,470.01 

 3. 法團校董會學校之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122,577.50 67,212.00 

       4. 長期服務金儲備 0.00 17,344.16 

 27,010,884.80 26,972,863.46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33,820,644.59 33,097,115.73 

 

II. 學校津貼學校津貼學校津貼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一般津貼一般津貼一般津貼) 
  

    1. 普通經費 469,036.22 463,116.52 

    2. 命名捐款–西區婦女福利會 1,634,300.00 1,634,300.00 

    3. 命名捐款–馮氏 1,000,000.00 1,000,000.00 

4. 捐贈 132,856.00                                114,209.40                          

   5. 學生一般事務–課外活動 145,988.00 146,471.80 

   6.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33,375.00 33,375.00 

  7. 特定用途的認可收費 229,520.00 159,420.00 

  8. 香港學校戲劇節 6,250.00 3,571.80 

  9. 緊急援助基金 3,918.40 0.00 

  10. 校園電視台(優質教育基金) 4,800.00 4,800.00 

   11. 普通經費(上年度調整) 0.00 20.08 

   

   (1)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1. 易辦事手續費 282.20 279.30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3,660,325.82 3,559,563.90 

15-16 學校年度總盈餘學校年度總盈餘學校年度總盈餘學校年度總盈餘 824,290.78  

學校年度終結總盈餘學校年度終結總盈餘學校年度終結總盈餘學校年度終結總盈餘 6,228,24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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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捐贈記錄 

編號 捐贈者/ 
機構名稱 

捐贈者/
機構與學
校的關係 

*捐贈項目的說明及其價值 *捐贈項目 
是否由校方
向捐贈者/ 
機構提出 

*接受捐贈項
目的日期 

*捐贈項目 
的用途 

#學校必要接
受營辦商/供應
商捐贈項目的

原因 

校董會/法團校
董會批准 

(校內檔案編
號及日期) 

其後如何處置
捐贈@ 

Plkflpy/15
-16/D01 

保良局 辦學團體 保良局於 2015 年 9 月 26 日假紅

磡香港體育館舉辦 2015 年星光

熠熠耀保良籌款活動，送出門票

53 張，每張門票價值港幣$150，

總值$7950。 

否 25/09/2015 供教職員、學生

和家長前往欣

賞 

--- 已於 2015 年 11

月 02 日法團校

董會傳閱通過 

供教職員、學生

和家長前往欣賞 

Plkflpy/15
-16/D02 

香港心靈氣功

學會 

--- 「有限人生無限愛」慈善心靈舞

台劇門票 110 張，本校共獲贈 30

張門票，每張$280 元，總值港幣

8,400 元 

否 15/10/2015 供師生前往欣

賞 

--- 已於 2015 年 11

月 17 日法團校

董會傳閱通過 

供師生前往欣賞 

Plkflpy/15
-16/D03 

乙未年董事會 辦學團體 獲贈東海堂西餅餅咭六張，每張

餅咭價值港幣 50 元，六張餅咭價

值合共港幣 300 元。 

否 06/01/2016 供屬校同工分

享或款待外賓

之用。 

--- 已於 2016 年 5

月 5 日法團校董

會傳閱通過 

供屬校同工分享

或 款 待 外 賓 之

用。 

Plkflpy/15
-16/D04 

Adidas Group --- 獲贈 42 對 Reebok 小童運動鞋，

每對價值港幣 273 元，42 對運動

鞋合共港幣 11,466 元。 

否 18/11/2015 轉贈予學生 --- 已於 2015 年 12

月 28 日法團校

董會傳閱通過 

轉贈予學生 

Plkflpy/15
-16/D05 

乙未年董事會

陳細潔副主席 

本校辦學

團體董事

會成員 

本校獲贈電影《葉問 3》換票證

600 張，每張價值港幣 80 元，合

共價值$48,000.00。 

否 12/01/2016 供屬校職員、學

生及家長前往

欣賞。 

--- 已於 2016 年 3

月 8 日法團校董

會傳閱通過 

供屬校職員、學

生及家長前往欣

賞。 

Plkflpy/15
-16/D06 

彭楚夫先生 --- 本校獲資助 34 名小三學生報名

參加 GAPSK 普通話水平考試，

每位考試費用$520.00，合共價值

$17,680.00。 

否 18/01/2016 資助本校 34 名

小三學生報名

參加GAPSK普

通話水平考試 

--- 已於 2016 年 2

月 26 日法團校

董會傳閱通過 

資助本校 34 名小

三學生報名參加

GAPSK 普通話水

平考試 

Plkflpy/15
-16/D07 

校董馮沈乃琪

女士 

本校校董 獲贈聖安娜餅券壹百張，市面價

值為$4,800.00。 

否 08/07/2013 用作學校日常

典禮或活動之

茶點。 

--- 法團校董會追

認通過 

(2016/3/8 傳閱

通過) 

用作學校日常典

禮 或 活 動 之 茶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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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捐贈者/ 
機構名稱 

捐贈者/
機構與學
校的關係 

*捐贈項目的說明及其價值 *捐贈項目 
是否由校方
向捐贈者/ 
機構提出 

*接受捐贈項
目的日期 

*捐贈項目 
的用途 

#學校必要接
受營辦商/供應
商捐贈項目的

原因 

校董會/法團校
董會批准 

(校內檔案編
號及日期) 

其後如何處置
捐贈@ 

Plkflpy/15
-16/D08 

香港西區婦女

福利會副主席

兼本校校董關

陳秀琼女士 

本校校董 獲資助中國舞校隊高級組表演服

裝費，合共價值$5,000.00(每位

$227.27x22 位同學)。 

否 18/03/2016 資助中國舞校

隊高級組 22 位

同學表演服裝

費。 

--- 已於 2016 年 3

月 8 日法團校董

會傳閱通過 

資助中國舞校隊

高級組 22 位同學

表演服裝費。 

Plkflpy/15
-16/D09 

日本蜻蜓牌株

式會社夥同香

港資助小學校

長會 

--- 獲捐贈學習文具禮品「小一迎新

祝福包」予小一新生共 108 份，

合共價值$540.00(每位$5x108 位

同學)。 

否 15/06/2016 派發予 2016- 

2017 年度小一

新生 

--- 已於 2016 年 9

月 8 日法團校董

會會議通過 

派發予 2016-2017

年度小一新生 

Plkflpy/15
-16/D10 

保良局 辦學團體 獲贈印有「香港外國記者會」標

誌的欖球衣予學生共 58 件，合共

價值$0.00。 

否 03/05/2016 派發予學生。 --- 已於 2016 年 9

月 8 日法團校董

會會議通過 

派發予學生。 

Plkflpy/15
-16/D11 

本校學生及家

長 

本校學生

及家長 

『開卷有益』閱讀推廣計劃，校

內籌款金額$27,720.00，存入學校

戶口內。 

是 06/2016 購買書籍、多媒

體資源、推廣閱

讀活動及增繕

圖書館設施。 

--- 已於 2016 年 7

月 27 日法團校

董會傳閱通過 

購買書籍、多媒

體資源、推廣閱

讀活動及增繕圖

書館設施。 

Plkflpy/15
-16/D12 

本校教師及學

生 

本校教師

及學生 

(1)本校教師周彩華女士將於

2016 年 9 月起退休，擬捐贈現

金$1,200.00 予本校之緊急援

助基金，幫助有緊急援助需要

之學生； 

(2)本校 1A 班學生韋朗天為學校

已退學學生，經向該生查詢，

表示願意捐出其學生繳費戶

口剩餘的金額$2,418.40，以資

助有緊急援助需要的學生。 

否 08/2016 幫助有緊急援

助需要之學生 

--- 已於 2016 年 9

月 20 日法團校

董會傳閱通過 

幫助有緊急援助

需要之學生 

Plkflpy/15
-16/D13 

本 校 學 生 家

長 及 教 職 員  

本 校 學

生 家 長

及 教 職

員  

本校於 2012 年獲本校校董馮沈

乃琪女士捐贈高級品牌 Kent & 

Curwen Polo Shirt(運動衣)，獲贈

共約有八十件。2015-2016 年度進

行了慈善義賣活動，收到款項合

共$1,000.00。  

否  0 5 / 2 0 1 6  用 於 學 生 活

動 或 増 繕 學

校 設 施 。  

- - -  將 於 2 0 1 7 年

1 月 1 2 日 法

團 校 董 會 會

議 報 告  

用 於 學 生 活

動 或 増 繕 學

校 設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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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饋回饋回饋回饋與跟進與跟進與跟進與跟進    

本學年（2015-2016)學校在「優化課堂學習，提升學與教效能」、「培養學

生積極學習態度及自學能力」及「培養學生良好品德，建立佩瑤風範」等

重點發展項目都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下學年將根據校情的整體檢視，歸

納學校的關注事項及發展計劃。 

• 本校今年透過試行電子教學及引入校外專業支援（包括中文科參加「專

業發展學校計劃」發展校本寫作教材，及數學科參加教育局的「思

維策略及解難技巧」計劃等），使學生的學習效能得以提升。下年度將

繼續沿用這些計劃的教學資源及教具，以優化課堂教學，而「初小中

文分層支援教學模式計劃」(喜閱寫意 )亦將繼續推行。此外，學校仍

會繼續善用校外資源，參與各項支援計劃及推行電子學習，以提升教

與學的效能。 

• 本校今年除重視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外，還著重培養學生自學的能

力。學生雖已建立自學的態度，但自學能力仍待加強，所以需有系統

地教導學生「自學策略」，以培養他們終身自學的能力，例如：學生可

透過校園電視台製作的學科教學短片，按個別能力及進度自行學習。 

• 訓輔組今年著重培養學生自我反思的內省精神，也讓學生學習多欣賞

別人的優點。根據「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問卷調查結果的分析，本

校學生在「尊重他人」範疇的平均數有大幅度提升，顯示學生在與人

溝通方面越來越進步。但學生在「關愛」範疇的平均數則較香港常模

平均數低。因此，下年度的訓輔重點，將以關愛和感恩為主題，進一

步營造和諧相處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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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附件一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推行「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的政策、資源及支援措施 

（2015 / 2016 學年） 
政策  本校致力建立共融文化，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透過資源調配，為學生提供適切和多元化的支援服務，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

能及協助他們融入校園生活；及 
 本校重視家校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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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 為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本校獲教育局增撥的額外資源抱括 

 學校發展津貼； 
 學習支援津貼； 
 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 
 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育計劃； 
 增補基金；及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支援措拖

及資源運

用方式 

本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及成績稍遜的學生提供下列支援措施： 
 成立學生支援組，由學生支援主任統籌，成員包括副校長、課程主任、教務

主任、學務主任、圖書主任、社工、教育心理學家等教師協助推行； 
 增聘 3 名教師及 1 名輔導助理與全校教師以「全校參與」模式照顧個別差異； 
 安排課後輔導班，為成績稍遜及讀寫障礙的學生提供小二中文輔導，小三中

/英文輔導，小四至小六英/數輔導；  
 為成績稍遜的小四至小六學生安排特別小班教學； 
 為有需要而又有經濟困難的學生提供課後功課輔導； 
 向有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家課和測考調適； 
 購買「言語治療服務」，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安排小組或個別言語治療及訓

練； 
 設立小一、二學習小組，以及早支援學習能力較弱學生； 
 為融合生進行「個別學習計劃」； 
 設立「大哥哥、大姐姐計劃」為初小學生提供學習支援； 
 設立「EQ 掌門人小組」及「專注力達人小組」為自閉症和有過度活躍症及

專注力不足的學生提供社交溝通技巧及專注力訓練，以協助同學融入群體生

活； 
 設立「自信心達人小組」為提升有需要學生的自信心； 
 設立「文字小特工小組」及「讀默寫小組」，加強讀寫障礙和默寫能力較弱

學生對中文字字型結構的認識，並提升他們的默寫能力； 
 設立「閱讀大使伴讀」計劃，協助有讀寫困難的學生閱讀課外書，以提升他

們的閱讀能力； 
 設立「升中小組」，協助有需要學生適應中學學習生活。 
 為家長提供教育講座，包括「增強子女語言能力之家居訓練及技巧」及「培

養快樂孩子」，讓家長了解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特性和支援方法； 
 邀請教育局教育心理學家及言語治療師，為教師提供專業培訓，以推動「全

校參與」模式，及早支援學生及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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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2015至 2016年度 
校外比賽學生獲獎紀錄表 

 
 

中文科 
 

比賽日期 舉辦團體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學生 

優良 1D 施雅雯 

優良 2A 彭博恩 

優良 3D 王鋕澔 

優良 4A 盧昕桐 

優良 4B 盧毅朗 

優良 4B 劉詩餘 

優良 5A 羅永堯 

優良 5B巫愷晴  

優良 6B 楊卓螢 

良好 1A 羅曉晴 

良好 3C 梁庭芝 

16/11-16/12/2015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粵語) 

良好 3C 吳  懿 



 
學校報告 (2015-2016)                                                                      P.18 

良好 4A 文楚峯 

良好 4B 李洛榣 

良好 5B 王思凱 

良好 6B 梁庭熹 

16/11-16/12/2015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粵語) 

良好 6C 張膺然 

 

 
普通話科 
 

比賽日期 舉辦團體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學生 

14/11/2015 元朗大會堂 
2015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小學初級組) 
銅獎 1C陳清揚 

14/11/2015 元朗大會堂 
2015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小學中級組) 
銀獎 3A 梁芷晴 

14/11/2015 元朗大會堂 
2015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小學中級組) 
銀獎 3D陳君瑤 

5/12/2015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2015-16年度屯門及天水圍普通話朗誦比賽 

(初小組) 
優異 2D王一如 

5/12/2015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2015-16年度屯門及天水圍普通話朗誦比賽 

(初小組) 
季軍 3D陳君瑤 

17/11/2015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小學一、二年級 季軍 普通話集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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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軍 3A 梁芷晴 

季軍 1D劉萱妮 

季軍 1D歐陽佑其 

季軍 2D王一如 

優良 1A 余韋嶠 

優良 1A 羅曉晴 

優良 1B林凱晴 

優良 1B蘇巧賢 

優良 1B薛可澄 

優良 1C任思菡 

優良 1C梁釗睿 

優良 1C張晞楠 

優良 1C陳清楊 

優良 1D陳家潤 

優良 1D蔡廣宇 

優良 1D郭雪盈 

優良 1D黃浩文 

16/11-16/12/2015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 

優良 1D朱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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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 2A 楊座飛 

優良 2A 霍心愉 

優良 2A 彭博恩 

優良 2B李想飛 

優良 2B張雪晴 

優良 2B楊子琪 

優良 2D吳宛鍶 

優良 3A 廖荟棋 

優良 3B梁健庭 

優良 3B吳俊謙 

優良 3C顧筠朗 

優良 3C吳  懿 

優良 3D黃栢恆 

優良 4A 黎靖嵐 

優良 4A 周朗希 

優良 4A 溫星南 

優良 5A 梁思源 

16/11-16/12/2015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 

優良 5B王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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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 5B黎仕元 

優良 5D唐煒翔 

優良 5D仇梓諾 

優良 6A 林津津 

優良 6B黃子桐 

良好 1A 馮譽霖 

良好 1A 姚懷騁 

良好 1C王鋕瀅 

良好 2A 梁悅靈 

良好 2D梁善靈 

良好 2D唐鈺婷 

良好 3B蔡比珈 

良好 3C梁展瑋 

良好 3D陳君瑤 

良好 5A 鄒浩鵬 

良好 5C梁展銅 

良好 6A 黎美君 

16/11-16/12/2015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普通話) 

良好 6B朱樂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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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比賽日期 舉辦團體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學生 

亞軍 2A 梁悅靈 

亞軍 6B黃子桐 

季軍 4A 張懿晴 

季軍 
4D NOELLE 
ANGELIQUE 

優良 1A 方愷嵐 

優良 1A 羅曉晴 

優良 1B余紀君 

優良 1B蘇巧賢 

優良 1B林凱晴 

優良 1C池俊樂 

優良 1D朱承治 

優良 2A 彭博恩 

優良 2A 楊座飛 

優良 2A 茹梓晴 

優良 2B李想飛 

16/11-16/12/2015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優良 2C張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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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 2C曾梓樺 

優良 2D王灝揚 

優良 2D梁家齊 

優良 3A 司徒俊毅 

優良 3A 蔡得宜 

優良 3A 陳文彬 

優良 3B姜家正 

優良 3C曾蔚姍 

優良 3D趙欣然 

優良 4A 池欣桐 

優良 4A 盧昕桐 

優良 4B李洛榣 

優良 5A 梁思源 

優良 5A 林俊權 

優良 5B雷岱瑚 

優良 6A 林津津 

優良 6A 黎美君 

16/11-16/12/2015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優良 6B鄺芍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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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 6B池星瑩 

良好 1A 曾叡亨 

良好 2C施俊仁 

良好 2D 梁善靈 

良好 3A 潘曉桐 

良好 4A 傅鈱僖 

良好 4A 溫星南 

良好 4A 鍾樂兒 

良好 4B劉詩餘 

良好 5A 羅永堯 

良好 5B王思哲 

良好 5B李姵臻 

16/11-16/12/2015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良好 6B朱樂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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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比賽日期 舉辦團體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學生 

二等獎 
5A 梁思源 
5B巫愷晴 

2015-16年度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6 

(華南賽區) 
三等獎 

4A 鍾樂兒 
5A 李聰慧 
5B王思哲 
6A 黎美君 

2015-16年度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016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暨

2016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 金獎 

5A 黃仁諄 
5B巫愷晴 
5B王思哲 

 

 
常識科 
 

比賽日期 舉辦團體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學生 

30/10/2015 香港教育城 暑期數理常識挑戰計畫 2015 

數理之星學生大獎 
 (低級組冠軍)  

另獲保良局獎學金

$3000 

3A 陳逸晞 

30/10/2015 香港教育城 暑期數理常識挑戰計畫 2015 
數理之星  

(中級組優異獎)  5B巫愷晴 

23/1/2016 獅子會中學 獅子盃科學科技比賽 2016 
最受歡迎獎 及 

銅獎 

6B楊卓螢 
6B黃欣桐 
6B朱樂研 
5A 黃仁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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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016 獅子會中學 獅子盃科學科技比賽 2016 最巧妙設獎 

6B楊卓螢 
6B黃欣桐 
6B朱樂研 
5A 黃仁諄 

19/3/2016 香港教育城及海洋公園 小校園×海洋公園藍勇士：冬日常識挑戰 

中級組冠軍 
另獲保良局獎學金

$3000 
3A 陳逸晞 

22/4/2016 新會商會中學 屯門區小學創意飛機製作大賽 
創意飛機設計比賽 

冠軍 

6B楊卓螢 
6B黃欣桐 
6B朱樂研 

22/4/2016 新會商會中學 屯門區小學創意飛機製作大賽 
創意飛機設計比賽 

優異獎 

6B郭靖儀 
5B朱珈穎 
5C陳俊樂 

10/2015至 5/2016 香港教育城 「十分科學」常識科網上學習計劃 (全期) 
全年十分優異學生獎 

優異獎 
5A 黃仁諄  
5B巫愷晴 

2/2016至 5/2016 香港教育城 「十分科學」常識科網上學習計劃(第二期) 優秀學生獎 5A 黃仁諄 

10/2015至 5/2016 數學常識 8寶箱 香港小學常識全能挑戰賽 2016 初級組全港優異獎 3A 陳逸晞 

17/4/2016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亞太菁英自然科學競賽(香港區) 小學五年級組銀獎 5A 黃鍵濠 

冠軍 

6A 吳欣亭 
5A 黃仁諄 
4A 傅鈱僖 

亞軍 

5B王思凱 
5B馮珮嵐 
4A 何樂恒 

23/4/2016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

小學、保良局世德小學、保良局

陳溢小學 

聯校水源常識問題比賽 2016 

季軍 

6A 黃靖潼 
5A 梁家睿 
4A 盧昕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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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 
 

比賽日期 舉辦團體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學生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口號創作比賽 優異獎 2A 林泳兒 
12/2015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填色比賽 優異獎 2A 林泳兒 

12/2015 九龍社團聯會 
「和平與希望」紀念抗日戰爭勝利 70週年填色

比賽(初小組) 
優異獎 2A 林泳兒 

冠軍 5A 陳沛珩 
新界北總區中小學預防科網罪行標語創作比賽 

優異獎 5A 陳沛珩 12/2015 新界北總區防止罪案組 

新界北總區中小學預防科網罪行書籤設計比賽 亞軍 2D梁善靈 

第二屆母親節「親親媽咪」繪畫比賽 金獎 3C薛文晞 

第二屆母親節「親親媽咪」英文書法比賽 金獎 3C薛文晞 2015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第二屆父親節「親親爸爸」中文書法比賽 金獎 3C薛文晞 

2015 國際生命藝術發展協會 全港學界繪畫比賽「互愛互助」我做得到 優異獎 3C薛文晞 

銀獎 1C胡塱軒 
2015 

屯門防火委員會 
屯門民政事務處 

防火安全標語創作及圖畫填色比賽 

優異獎 2A 林泳兒 

高小組季軍 6B莫翠萍 
2015 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 「愛‧家人」年曆卡創作比賽 2016 

初小組優異獎 3A 王芍淇 

2015 BBG 親子閱刊 全港小學生《維記牛奶  彩虹 buddy》設計比賽 優異獎 5B巫愷晴 

12/2015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王理辦事處 健康四格漫畫創作大賽 2014/15 良好表現獎 2A 林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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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比賽日期 舉辦團體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學生 

鋼琴(一級) 優良 1A 梁晞彤 

鋼琴(一級) 良好 1A 曾叡亨 

鋼琴(一級) 優良 1A 余倬熙 

鋼琴(二級) 優良 1B吳岱樺 

鋼琴(二級) 優良 1B余紀君 

鋼琴(一級) 第二名 1C梁釗睿 

鋼琴(二級) 優良 1C吳昕昕 

小提琴(一級) 良好 1C吳昕昕 

鋼琴(一級) 優良 1C黃晞雅 

鋼琴(一級) 良好 2A 霍心愉 

聲樂，外文，7-8歲 第三名 2A 梁悅靈 

鋼琴(一級) 良好 2B陳浩霖 

鋼琴(三級) 優良 2B陳天宇 

鋼琴(二級) 優良 2B卓  禧 

鋼琴(三級) 優良 2B趙晞彤 

2015-2016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8屆香港校際音樂節 

鋼琴(一級) 良好 2C文子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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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三級) 優良 2C謝臻希 

小提琴(三級) 良好 2C謝臻希 

鋼琴(一級) 優良 2D梁善靈 

鋼琴(四級) 優良 3A 陳文彬 

鋼琴(三級) 優良 3A 陳逸晞 

鋼琴(四級) 良好 3A 廖荟棋 

鋼琴(三級) 良好 3A 潘曉桐 

鋼琴(二級) 良好 3A 王芍淇 

鋼琴(四級) 良好 3B錢思蕎 

鋼琴(三級) 良好 3B程迦琦 

鋼琴(一級) 第一名 3B姜家正 

小提琴(一級) 良好 3B梁晞瑜 

鋼琴(二級) 優良 3B盧靖喬 

鋼琴(三級) 優良 3B吳俊謙 

鋼琴(三級) 優良 3B黃梓奡 

鋼琴(二級) 優良 3C陳凱晴 

鋼琴(二級) 良好 3C程善童 

2015-2016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8屆香港校際音樂節 

鋼琴(三級) 第一名 3C龐恩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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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三級) 良好 3C曾蔚姍 

鋼琴(二級) 優良 3D陳君瑤 

鋼琴(三級) 優良 3D王鋕澔 

鋼琴(二級) 優良 3D黃靖喬 

鋼琴(一級) 優良 3D楊詠晴 

鋼琴(二級) 優良 4A 周朗希 

鋼琴：中國作曲家(初級) 第一名 4A 鍾樂兒 

鋼琴(五級) 第二名 4A 鍾樂兒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4A 鍾樂兒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4A 何樂恒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4A 盧昕桐 

鋼琴(五級) 良好 4A 傅民僖 

鋼琴(四級) 優良 4A 黎靖嵐 

鋼琴(四級) 優良 4A 呂智謙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4A 呂智謙 

鋼琴(四級) 優良 4A 湯芷欣 

鋼琴(五級) 優良 4A 謝寶璇 

2015-2016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8屆香港校際音樂節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4A 黃凱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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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二級) 優良 4B丘曉陽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4B李樂潼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4B陳玥延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4B李洛榣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4C鄭安怡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4C鄭迪朗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4C蔡思穎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4C廖梓攸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4C譚綺晴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4C黃茝媚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4C吳弘毅 

鋼琴(二級) 優良 5A 徐琝傑 

鋼琴(二級) 優良 5A 譚元皓 

單簧管(初級) 良好 5A 黃仁諄 

鋼琴(五級) 優良 5A 邱淑敏 

鋼琴(五級) 優良 5A 羅永堯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5A 羅永堯 

2015-2016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8屆香港校際音樂節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5A 胡津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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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四級) 優良 5A 梁家睿 

鋼琴(四級) 優良 5A 梁思源 

鋼琴(五級) 優良 5B鍾冠熹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5B鍾冠熹 

鋼琴(三級) 優良 5B林珮儀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5B林珮儀 

鋼琴(四級) 優良 5B潘靜怡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5B潘靜怡 

鋼琴(二級) 優良 5B黃俊嘉 

鋼琴(四級) 優良 5B王思哲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5B朱珈穎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5B蔡  穎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5B宋佳曉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5B郭懿珈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5B黃諾軒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5B楊詠棋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5B李姵臻 

2015-2016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8屆香港校際音樂節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5C雷力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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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5C張詠詩 

鋼琴(三級) 良好 5D仇梓諾 

鋼琴(二級) 優良 5D黃玟睿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6A 許塏炘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6A 何采霖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6A 張嘉慧 

鋼琴(二級) 第三名 6A 布嘉慧 

鋼琴(四級) 第三名 6A 黎美君 

鋼琴 : 中國作曲家(初級) 優良 6A 黎美君 

鋼琴(六級) 優良 6A 鍾一樂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6B朱樂研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6B梁樂瑤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6B蘇  菲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6B尹凱琪 

鋼琴(六級) 優良 6B黃子桐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6B黃子桐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6C朱慧恩 

2015-2016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 68屆香港校際音樂節 

中文歌曲合唱 優良 6C黃柏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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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YPAF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

交流發展協會 
HKYPAF 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5 

27 Everybody like Piano組 
銀獎 3B錢思蕎 

香港古典音樂推廣中心 2015第二屆香港青少年鋼琴比賽 優異獎 3B錢思蕎 

元朗大會堂 2016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兒童組 
銅獎 3B錢思蕎 

天水圍婦女綜合服務中心 明日之星歌唱比賽 季軍 3C薛文晞 

鵬程綜藝文化促進協會 
第一屆鵬程盃清唱大賽 

【英語獨唱】 
冠軍 3C薛文晞 

香江盃組委會 
第七屆香江盂藝術大賽 

【音樂合奏】 
金獎 3C薛文晞 

香江盃組委會 
第七屆香江盂藝術大賽 

【歌唱】 
金獎 3C薛文晞 

香江盃組委會 
第七屆香江盂藝術大賽 

【鋼琴】 
榮譽金盃 3C薛文晞 

循理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C MAHOR】歌唱比賽 冠軍 3C薛文晞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第七屆明日之星歌唱比賽 冠軍 3C薛文晞 

香港鋼琴協會 
2015香港青少年音樂公開比賽 

【鋼琴】 
優良 3C薛文晞 

元朗大會堂 【英文歌唱】大賽 銀獎 3C薛文晞 

海逸坊 冬日狂想曲 K 歌之王 季軍 3C薛文晞 

香港道教聯合圚玄學院第三中學 黑‧白鍵！歌唱比賽 2016 亞軍 3C薛文晞 

HKCEA 香港傑出兒童音樂比賽【鋼琴】 冠軍 3C薛文晞 

2015-2016 

HKCEA 香港傑出兒童音樂比賽【樂聲】 季軍 3C薛文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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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MADA 【鋼琴】五級組考試曲 第二名 3C薛文晞 

HKMADA 【鋼琴】五級組自選曲 第三名 3C薛文晞 

元朗大會堂 
2016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五級組考試曲 銀獎 3C薛文晞 

元朗大會堂 
2016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五級組自選曲 銀獎 3C薛文晞 

HKYPAF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 
交流發展協會 

HKYPAF 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5 
鋼琴英國皇家音樂學院 四級組 亞軍 3C龐恩諾 

元朗大會堂 
2016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兒童組 銀獎 3C龐恩諾 

香港音樂及藝術發展協會 
2015國際青年文化藝術節 

中西器樂、聲樂 小學 P1-P2鋼琴自選組 季軍 3D楊詠晴 

香港音樂及藝術發展協會 
2015國際青年文化藝術節 

中西器樂、聲樂 小學 P1-P2鋼琴自選組 三等獎 3D曾浩雲 

資優音樂表演藝術協會 
國際青少年音樂及藝術比賽 2015 

鋼琴大賽--中級組 優異獎 3D曾浩雲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獨奏二級 第三名 3D蔡銳童 

元朗大會堂 2016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兒童組--銅獎 3D陳君瑤 

香港演奏家音樂協會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皇室音樂學院三級組 
銀獎 4A 周朗希 

GMC MUSIC 
級際音樂節 

5級獨奏 
季軍 4A 鍾樂兒 

GMC MUSIC 
級際音樂節 

9歲組 
優異獎 4A 鍾樂兒 

2015-2016 

元朗大會堂 2015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兒童組 
銀獎 4A 鍾樂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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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紫荊音樂基金會 
2015第五屆香港金紫荊國際 

青少年鋼琴大賽 
(初賽)一等獎 
(決賽)優異獎 4A 傅鈱僖 

元朗大會堂 2016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兒童組 
銀獎 4A 傅鈱僖 

元朗大會堂 2015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兒童組 
銀獎 4A 呂智謙 

元朗大會堂 2016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兒童組 
銀獎 4A 呂智謙 

HKYPAF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 
交流發展協會 

HKYPAF 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5 
小學 P3-P4鋼琴自選組 

銀獎 4A 呂智謙 

HKYPAF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 
交流發展協會 

回本 松 PIARA 鋼琴大賽 
(香港區選拔賽) 2016 

Group No 106 
第五名 4A 呂智謙 

香港音樂藝術發展中心 2016全港青少年音樂大賽 
兒童中級組 
第三名 4A 呂智謙 

香港金紫荊音樂基金會 
2015第五屆香港金紫荊國際 

青少年鋼琴大賽 
兒童中級組 
優異獎 4A 謝寶璇 

香江盃組委會 第八屆「香江盃」藝術大賽(音樂) 
高級小組 
金獎 5A 邱淑敏 

元朗大會堂 2016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中童組 
銀獎 5A 邱淑敏 

元朗大會堂 2016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中童組 
銅獎 5B杜凱程 

廣州市音樂家協會 第十屆音樂演奏誶分賽 
中童組 
二等獎 5C李錦駿 

中國鋼琴藝術研究會 
2015第六屆亞洲青少年鋼琴藝術節”貝多芬

藝術獎”國際青少年鋼琴公開賽 
自由選曲組—兒童 B 組 

三等獎 5C李錦駿 

2015-2016 

音專藝術推廣協會 小小慈善音樂家 良好 5B潘靜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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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音樂藝術發展中心 香港青少年音樂大賽 
兒童中級組 

銅獎 5B潘靜怡 

HKYPAF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 
交流發展協會 

HKYPAF 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5 
銅琴英國皇室音樂學院考試三級組 

銅獎 5B林珮儀 

GMC MUSIC 
級際音樂節 

Exam Class C Grade 5 & 6 
Merit 6A 周凱迪 

GMC MUSIC 級際音樂節 
Sonatina 

Class—Merit 6A 周凱迪 
2015-2016 

(第十一屆)香港中華文化藝術節 
『國際音樂藝大賽 2016』 

中國鼓團—少兒 B 組 
金獎 

4B鄒子樂  4C陳鎧雯 

4D蘇善晴  5A鄒浩鵬 

5B趙婥希  5B鍾鎮之 

5B鍾冠熹  5B郭懿珈 

5B杜凱程  6A張嘉慧 

6B尹凱琪  6B黃子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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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比賽日期 舉辦團體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學生 

20/6-21/6/2015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WDSF GrandSlam Hong Kong 2015 
Hong Kong Open Latin 

3-dance (CRJ)-Age 10 or 
below 2 Place 

5A 吳靖嵐 

1/8/2015 高雄市楠梓區體育會 
2015高雄港都盃暨理事長盃全國跆

拳道錦標賽暨國際青少年邀請賽 
季軍 4B劉詩餘 

13/9/2015 2015香港體育舞蹈排名賽 少兒 B 組拉丁舞三項(查倫牛) 第 1名 5A 吳靖嵐 

9/2015 YMCA YMCA Swimming Gala 2015 25m Girls Breaststroke冠軍 4B蔡嘉蔚 

9/201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元朗區體育會 

元朗區第三十三屆水運會 
女子靑少年 I 組 

100米胸泳      冠軍 4B蔡嘉蔚 

9/2015 香港游泳協會 
第四屆慶祝國慶小飛魚游泳公開賽 

女子 6歲組 

50米背泳       亞軍 
50米捷泳       亞軍 
4×50米接力     亞軍 
親子接力       亞軍 

1C黎珮澄 

9/2015 香港游泳協會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 2015 

女子 6歲組 
50米蛙泳       亞軍 
50米背泳       殿軍 1C黎珮澄 

9/2015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新界會所 
第六屆 YM 分齡游泳賽 

女子組 
100米個人四式  季軍 
50米背泳       殿軍 1C黎珮澄 

9/2015 香港游泳協會 
慶祝香港回歸游泳錦標賽 2015 

男子 9歲組 

50米背泳       冠軍 
100米捷泳      殿軍 
4×50米接力     亞軍 

5A 黎浩豐 

9/201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屯門區議會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5 

男子靑少年 I 組 

50米背泳       亞軍 
100米背泳      亞軍 
4×50米自由接力 亞軍 

5A 黎浩豐 

9/2015 
HONGKONG AMATEUR 

SWIMMINGASSOCIATION 
第三組長池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 9歲組 
50米背泳       季軍 5A 黎浩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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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5 新界社團聯會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6周年 

沙田國慶盃游泳錦標賽 2015 
男子 9歲組 

50米背泳       冠軍 
50米捷泳       季軍 5A 黎浩豐 

9/2015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新界會所 
第六屆 YM 分齡游泳賽 

男子 F組 
50米背泳       冠軍 5A 黎浩豐 

9/201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葵青區議會 
葵青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5 

男子靑少年 I 組 
200米背泳      季軍 
100米背泳      冠軍 5A 黎浩豐 

小童女子花劍十歲組 
冠軍 

5A 湯芷媛 

小童女子花劍十二歲以下組

冠軍 5A 湯芷媛 

小童女子花劍十四歲以下組

季軍 5A 湯芷媛 

小童女子花劍七歲以下組 
冠軍 2A 梁悅靈 

小童女子花劍八歲以下組 
季軍 2A 梁悅靈 

小童男子花劍十歲以下組 
殿軍 4B林樂祠 

小童男子花劍十二歲以下組 
亞軍 4B林樂祠 

小童女子花劍八歲以下組 
冠軍 3A 王芍淇 

小童女子花劍十歲以下組 
殿軍 3A 王芍淇 

28-9-2015 香港劍擊學院 2015年度第 3季劍擊比賽 

小童女子花劍十二歲以下組 
季軍 3A 王芍淇 

25-10-2015 深水埗體育會 深水埗區劍擊比賽 2015 
女子花劍十歲以下組 

季軍 5A 湯芷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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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2015 劍坊 劍坊新學年挑戰賽 2015 小學男子乙組冠軍 4B林樂祠 

2-10-2015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殿軍 
5B黃天朗  5C黃日朗 
4C徐偉樂  5A譚元皓 

4-10-2015 
九龍城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有限公司 
龍城康體邁向三十載之龍城活力盃 
全港國際標準舞及拉丁舞公開大賽 

青少年 12歲或以下 
獨舞單項(Rumba) 優異獎 
及(Cha Cha Cha) 優異獎 
雙人舞((Rumba) 亞軍 
及(Cha Cha Cha) 季軍 

6A 林津津 

8-11-2015 香港跆拳道協會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 2015 
男童色帶 A 組 

（初級組-輕重量級） 
季軍 

4B盧毅朗 

15-11-2015 18區體育舞蹈聯會 
18區油尖旺標準/拉丁舞比賽暨匯演

嘉年華 

兒童及青少年 
Solo Rumba 冠軍 
Solo Samba 冠軍 

Solo Cha Cha Cha 冠軍 

1B薛可澄 

20-12-2015 香港劍擊總會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隊際外展劍擊(花劍) 比賽 2015/2016 
男子初級組 

季軍 
6A 黃子喬  5C梁展铜 
4A 朱浚翹  4B林樂祠 

20-12-2015 香港劍擊總會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隊際外展劍擊(花劍) 比賽 2015/2016 
女子初級組 

季軍 
5A 湯芷媛  4A黃子悠 
4A 鄒曉睛  3A王芍淇 

女子甲組接力 4×100 
殿軍 

6B鄺芍妍  6A何樂怡 
6A 郭娠瑜  6A趙靜怡 
6A 劉穎晴  6A勞韻妍 

男子乙組接力 4×100 
冠軍 

5B黃天朗  5A譚元皓 
5B李韙希  5C黃日朗 
4A 文楚峯  4C徐偉樂 

女子甲組 100米 殿軍 6A 劉穎晴 

17-11-2015 保良局 保良局屬下第十二屆聯合運動會 

女子甲組 60米  季軍 6A 何樂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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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甲組跳高  亞軍 6A 勞韻妍 

男子乙組 200米 亞軍 5C黃日朗 

男子乙組 60米 冠軍 5B黃天朗 

男子乙組壘球  冠軍 5C庾宏謙 

女子乙組 100米 季軍 5D鄺慧琪 

17-11-2015 保良局 保良局屬下第十二屆聯合運動會 

男子丙組跳遠  季軍 4B吳柏蘅 

男子乙組 4×100接力 
冠軍 

5B黃天朗  5A譚元皓 
5B李韙希  5C黃日朗 
4C徐偉樂  4A文楚峯 

男子丙組 4×100接力 
季軍 

4A 馮朗燊  4A朱浚翹 
4B莊凱謙  4B吳柏蘅 

4D葉天朗 

女子乙組 4×100接力 
殿軍 

5A 莊芷珊  5A李聰慧 
5B宋佳曉  5C張敬霖 
5C李曉嵐  5D鄺慧琪 

女子甲組 4×100接力 
殿軍 

6A 劉穎晴  6A郭娠瑜 
6A 何樂怡  6A趙靜怡 
6A 勞韻妍  6B鄺芍妍 

200米  冠軍 5C黃日朗 

男子乙組跳高  亞軍 5C黃日朗 

女子乙組 100米  亞軍 5D鄺慧琪 

男子乙組 60米  季軍 5B黃天朗 

4-12-2015 學體會 屯門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跳高  季軍 6A 勞韻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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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乙組壘球  季軍 5A 莊芷珊 

男子乙組壘球  季軍 5C庾宏謙 

女子甲組 100米   殿軍 6A 劉穎晴 

女子甲組跳遠  優異獎 6A 劉穎晴 

女子甲組 200米  優異獎 6A 何樂怡 

女子甲組鉛球  優異獎 6A 何樂怡 

女子甲組 100米  優異獎 6B徐誌烽 

男子丙組 60米  優異獎 4A 朱浚翹 

男子丙組跳遠  優異獎 4A 朱浚翹 

女子乙組 60米  優異獎 5B宋佳曉 

4-12-2015 學體會 屯門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跳高  優異獎 5C張敬霖 

女子甲組 4×100米接力 
冠軍 

6A 何樂怡  6A郭娠瑜 
6A 趙靜怡  6A劉穎晴 

女子乙組 4×100米接力 
冠軍 

5B宋佳曉  5C李曉嵐 
5A 莊芷珊 5D鄺慧琪 

女子丙組 4×100米接力 
季軍 

4C彭芷昕  4A鄒曉晴 
4A 鮑茝雯  4A鍾樂兒 

男子甲組 4×100米接力 
季軍 

6A 莊秋承  6B郭晉謙 
5B冼瑞圻  6B徐誌烽 

男子乙組 4×100米 
接力冠軍 

5A 譚元皓  4C徐偉樂 
5B黃天朗  5C黃日朗 

27-11-2015 

莊啟程第二小學 
志豪小學 

    方王錦全小學 
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保良局屯門區第五屆聯校陸運會 

男子丙組 4×100米 
接力亞軍 

4A 馮朗燊  4A朱浚翹 
4B莊凱謙  4D葉天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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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甲組 200米 冠軍 6A 何樂怡 

女子甲組 200米 亞軍 6B鄺芍妍 

女子甲組 100米 亞軍 6A 劉穎晴 

女子甲組跳遠   冠軍 6A 勞韻妍 

男子甲組 100米 季軍 6B徐誌烽 

男子甲組跳遠  季軍 6B郭晉謙 

女子乙組 100米 冠軍 5D鄺慧琪 

女子乙組 60米 冠軍 5C李曉嵐 

女子乙組壘球  冠軍 5A 莊芷珊 

男子乙組 200米 冠軍 5C黃日朗 

男子乙組 100米 冠軍 5B黃天朗 

男子乙組 100米 季軍 5A 譚元皓 

男子乙組跳遠   冠軍 5B李韙希 

男子乙組壘球   亞軍 5B譚偉諾 

男子乙組壘球   季軍 5C譚俊晞 

女子丙組 60米  亞軍 4A 鍾樂兒 

女子丙組 60米  季軍 4B吳楷妍 

27-11-2015 

莊啟程第二小學 
志豪小學 

    方王錦全小學 
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保良局屯門區第五屆聯校陸運會 

女子丙組跳遠   冠軍 4A 鄒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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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丙組跳遠   季軍 4B黎思盈 

女子丙組壘球   冠軍 4C鄭安怡 

男子丙組 60米  冠軍 4A 朱浚翹 

男子丙組跳遠   亞軍 4B吳柏蘅 

男子丙組跳遠   季軍 4B劉詩餘 

男子丙組壘球   冠軍 4A 溫星南 

男子丁組 60米  亞軍 3B黃浚棋 

男子丁組 60米  季軍 3C龐恩諾 

男子丁組木球   亞軍 3D蔡銳童 

男子丁組木球   季軍 3C張愷文 

女子丁組 60米  亞軍 3A 梁思盈 

27-11-2015 

莊啟程第二小學 
志豪小學 

    方王錦全小學 
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保良局屯門區第五屆聯校陸運會 

女子丁組木球   季軍 3B胡曉瑩 

21-11-2015 觀塘游泳會 觀塘游泳會三十九週年水運會 
男子 45歲或以下 

R3 - 4 x 50 m自由泳 接力 
3D劉昊 

26-12-2015 香港游泳協會觀塘分會 社區共融游泳錦標賽(2015) 

女子 6歲組 
50米背泳 冠軍 
50米蝶泳 冠軍 
100米捷泳 亞軍 
100米蛙泳 季軍 

4×50米混合泳接力亞軍 

1C 黎珮澄 

26-12-2015 香港游泳協會觀塘分會 社區共融游泳錦標賽(2015) 
女子 6-8歲 4× 50米 

混合泳接力 
3D王湋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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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15 大腳魚游泳俱樂部 
2015游泳訓練營暨 
香港東莞游泳邀請賽 

最傑出運動員 5A 黎子迪 

1-2016 萬能國際舞蹈聯會 
第三屆香港國際第一盃體育舞蹈公開

賽 

拉丁舞 14歲以下單人兩項

(查查查、倫巴) 季軍 
拉丁舞 14歲以下單人三項

(查查查、倫巴、牛仔) 殿軍 
拉丁舞 10歲以下雙人舞 
兩項(查查查、倫巴) 冠軍 

6A 林津津 

1-1-2016 飛達田徑會 飛達春季兒童田徑錦標賽 2016 
男子 05組  

4×100米接力  冠軍 
5B黃天朗  5A譚元皓 
5B李韙希  5C黃日朗 

1-2016 新界區體育總會 第三十屆新界區際水運大會 

男子 E組 
50米背泳 季軍 
100米背泳 季軍 

4×50米自由泳接力亞軍 

5A 黎浩灃 

31-1-2016  2016體育舞蹈公開賽 

9-10歲男女(查查查) 季軍 
9-10歲男女(牛仔) 季軍 
9-10歲男女(鬥牛) 亞軍 

9-10歲男女(倫巴) 優異獎 
9-10歲男女(查查查、牛仔) 

優異獎 
9-10歲男女三人接力賽 

(查查查、倫巴、牛仔) 亞軍 
9-10歲男女(查查查、倫巴、

牛仔) 優異獎 

4B林樂祠 

14-2-2016 九龍城區體育會 
第八屆九龍城區體育會盃 

全港小學劍擊比賽 
男子乙組花劍 
團體亞軍 

4A 朱浚翹  4B鄭冠崙 
4B林樂祠 

17-2-2016 飛達體育會 飛達新星田徑聯賽 2016 男子 05年組  跳高季軍   5C黃日朗 

17-2-2016 飛達體育會 飛達新星田徑聯賽 2016 男子 05年組  壘球季軍   5C庾宏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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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2016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年級組 

中國舞 
優等獎 

2A 許思妤  2A林泳兒 
2A 梁悅靈  2A楊紫永 
2B倫凱晴  2B張芳瑜 
2C斯巧睿  2C譚欣蕎 
2C胡楚筱  2D鄭綽嵐 
2D梁善靈  2D吳宛鍶 
3A 梁思盈  3A梁沅澄 
3A 潘曉桐  3A曾梓恩 
3B張傲晴  3B龔樂恩 
3B梁健庭  3C吳  懿 

6-3-2016 劍坊 2016年劍坊兒童劍擊錦標賽 
小學男子花劍乙組 

個人冠軍 
4B林樂祠 

查查查  優等獎 
牛仔  優等獎 

6B黃欣桐  5A蕭卓妍 

查查查  甲等獎 
牛仔  甲等獎 

5A 邱淑敏  5C張敬霖 

查查查  甲等獎 
牛仔  甲等獎 

5C張詠詩  5A吳靖嵐 

2-3-2016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第 52屆學校舞蹈節體育舞蹈比賽 

查查查  優等獎 
牛仔  乙等獎 

5A 林俊權  4C廖梓攸 

小學男女混合組 10歲 
牛仔舞 第八名 
查查查 第九名 
倫巴 第九名 

4B林樂祠  4C廖梓攸 

小學男女混合組 11歲 
牛仔  季軍 

5A 林俊權  5C張詠詩 
5-3-2016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第 12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個人專項比賽 

小學雙人組 11歲 
森巴 亞軍、查查查 亞軍 
牛仔 亞軍、倫巴 季軍 

5A 吳靖嵐  5A張詠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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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男女混合組 9歲 
鬥牛 亞軍 

3B吳俊謙  3C曾蔚姍 

小學男女混合組 9歲 
鬥牛 季軍 

3B姜家正  3C蔡倩怡 

小學雙人組 12歲 
森巴 冠軍、查查查 冠軍 
鬥牛 冠軍、牛仔 冠軍 

倫巴 冠軍 

6B黃欣桐  5A蕭卓妍 

小學雙人組 11歲 
森巴 冠軍、查查查 冠軍 
鬥牛 冠軍、牛仔 冠軍 

倫巴 亞軍 

5A 邱淑敏  5A蕭卓妍 

5-3-2016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第 12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個人專項比賽 

女子組全場總亞軍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

會馮李佩瑤小學 

17-3-2016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小學友校 4×100米接力邀請賽 季軍 
5A 譚元皓  5B黃天朗 
5C黃日朗  4C徐偉樂 

17-3-2016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小學友校 4×100米接力邀請賽 殿軍 
5A 莊芷珊  5B宋佳曉 
5C李曉嵐  5D鄺慧琪 

20-3-2016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5-2016年度全港小學 

校際劍擊比賽 
女子乙組花劍團體賽 

優異獎 
3A 王芍淇  4A鄒曉晴 
4A 黃子悠  5A湯芷媛 

20-3-2016 香港游泳協會 新春游泳錦標賽(2016) 

女子 6歲 50米蛙泳 冠軍 
女子 6歲 50米背泳 冠軍 
女子 6歲 50米自由泳 冠軍 
女子 6歲 50米蝶泳 亞軍 

1C黎珮澄 

 

 

 



 
學校報告 (2015-2016)                                                                      P.48 

德育及公民教育 
 

比賽日期 舉辦團體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學生 

29/8/2015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青少年綜

合服務中心及屯門區議會教育及

青少年工作小組 
第一屆屯門區傑出小學生嘉許計劃 嘉許狀 

6A 勞韻妍 
6A 吳欣亭 

19/3/2016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屯門民

政事務處及明愛賽馬會屯門青少

年綜合服務合辦 
「待人有禮好少年」2015選舉 嘉許狀 

3B諸巧怡 
5A 林幗慧 

9/3/2016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屯門區委員會 「尊師重道好少年」2015選舉 嘉許狀 
2B 趙晞彤 
5B 李姵臻 

18/3/2016 
公民教育委員會、基督教協基會

黃埔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智』『歷』國情比賽 優異獎 

1A 溫竣羽 
1C胡塱軒 
1C李羿廷 
4A 傅鈱僖 
4A 傅鈱僖 
6A 張嘉慧 
6A 何采霖 
6C黃柏炎 

冠軍 2C朱愷萳 

22/4/2016 HK.WeCare 「香港開心 D」口號創作比賽 
優異獎 

1A 曾叡亨 
2C黃樂謙 
2B 黃旭照 
3C 陳凱晴 
4A 蔡斯澄 
5B 鍾冠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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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比賽日期 舉辦團體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學生 

一等獎 

5A 黃鍵濠  5A黃仁諄 
5A 梁家睿  5A鄒浩鵬 
5A 譚元皓  5B洗琨翰 
5B王思凱  6A黃子喬 
6A 鍾柏謙  6B張敬旻 

二等獎 

4A 蔡斯澄  4A馮朗燊 
4A 盧昕桐  4A黃子悠 
4A 池欣桐  4A傳鈱僖 
4A 李鈞霖  4A黃凱欣 
4A 鍾樂兒  4A鄧安琪 

二等獎 

4B劉詩餘  5A李雲熙 
5A 湯芷媛  5B巫愷晴 
5B王思哲  5B陳綽盈 
5B鍾冠熹  5C李曉嵐 
6A 何詠斌  6B黃稜智 

二等獎 

4A 溫己樂  4B李洛榣 
4B陳展鋒  4B盧毅朗 
4C孫嘉浩  4C鄭迪朗 
4D李凱盈  5B羅諾勤 
6C周卓希  6C呂知行 

6C黃柏炎 

6-11-2015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創新科技嘉年華 2015」聯校科學創意比賽 –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 2.0-機械「乒團」接力賽 

二等獎 

5A 胡津僖  5A梁思源 
5B黎善恩  6A布嘉慧 
6A 吳欣亭  6A勞韻妍 
6A 何樂怡  6B鍾雪慧 
6C陳子聰  6C朱家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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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平台組亞

軍 

5B冼琨翰  5B王思凱 
5B巫愷晴  5A湯芷媛 
5A 黃仁諄  5A李雲熙 
5B羅諾勤  5B王思哲 

5B鍾冠熹 

2015  Innocup 2016 創意科技盃 

公開賽初級組亞

軍 

5B陳綽盈  5A黃鍵濠   
5A 梁家睿  5C李曉嵐   
5A 譚元皓  6A何詠斌   
6B張敬旻  6A黃子喬   
6A 鍾柏謙  6B黃稜智   

5A 鄒浩鵬 

機械人足球賽 
聯盟盃標準平台 

初級組 
冠軍 

5B冼琨翰  5B巫愷晴   
5A 黃鍵濠  5A譚元皓   
5A 梁家睿  5A李雲熙 
5C李曉嵐  5B陳綽盈   
5A 湯芷媛  5A黃仁諄   

5B羅諾勤 

機械人足球賽 
聯盟盃公開 
初級組 
冠軍 

5B鍾冠熹  6B黃稜智   
6A 何詠斌  6A黃子喬   
6B張敬旻  6A鍾柏謙) 
5B王思哲  5B王思凱   

5A 鄒浩鵬 

2015 香港科學園及數碼港 2016年青少年機械人世界盃（香港區公開賽） 

機械人拯救 
（循線）初級組 

最佳創意展示獎 

6B黃稜智   6A何詠斌   
6A 黃子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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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比賽日期 舉辦團體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學生 

評判推介演出獎 
傑出劇本獎 
傑出導演獎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

馮李佩瑤小學 

傑出演員獎 6B張敬旻  6B尹凱琪 

4/3/2015 教育局 2015-2016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獎 

5B黎善恩  6B尹凱琪 
6C鄭日朗  5A黃焯綸 
6B黃子桐  6A勞韻妍 
4B莊凱謙  6B何梓煊 
4A 蔡斯澄  6B張敬旻 
5C 張敬霖  4A鮑茝雯 
6C陳子聰  4A湯芷欣 
4A 李鈞霖  4A文楚峯 

4A 温己樂 

冠軍 
5A 張宇洋  5A王綽綸

6B尹凱琪  6B鍾雪慧 

初賽最佳辯論員 5A 張宇洋 11/2015 仁愛堂 「童」成長—屯門區小學校際辯論比賽 

決賽最佳辯論員 5A 張宇洋 

11/2015 保良局 第六屆全港小學辯論賽 初賽最佳辯論員  6B尹凱琪 

9/4/2016 
香港基本法 
推介聯席會議 

第三屆《基本法》多面體 –  
全港小學生辯論賽 初賽最佳辯論員 5A 張宇洋 

26/9/2015 HKSPA Scrabble 
Hong Kong Youth Scrabble Champions 

Tournament 2015 
MVP 6B楊卓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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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2016 HKSPA Scrabble 
Hong Kong National Scrabble 

Championship 2016 MVP 6B楊卓螢 

7/5/2016 
Hong Kong 

 Crossword Club 
Interschool Scrabble Tournament 2016 

Gold Cup –  
2nd Runner-up 

6A 鍾柏謙  6B何梓煊 
6B楊卓螢 

2nd Runner-up 
6A 鍾柏謙  6B何梓煊 
6C黃子桐  6D楊卓螢 

25/6/2016 HKSPA Scrabble 

Association Cup 2016  
Inter-School Scrabble Tournament 

Primary Category MVP (特出表現獎) 6B何梓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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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附件三 
二零一五/一六學年「學校發展津貼」計劃報告 

諮詢教師的方法︰校務會議 

開辦班級數目（不包括「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24 

項目 關注重點 策略 / 工作 預期成效 時間表 所需資源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成效及檢討 

課程發展 

/ 為教師

創造空間 

減輕教師工

作量，使他們

更能專注發

展有效的學

與教策略。 

聘用教學助

理四名及資

訊科技助理

一名 

 

減輕教師在

處理行政及

製作教材的

工作量 

由二零一五

年九月起至

二零一六年

八月，為期一

學年 

助理年薪連強積金︰ 

教學助理三名 

(10,600 x 1.05 x 12] 

=$133,560.00 

(9,500 x 1.05 x 12] 

=$119,700.00 

(10,850 x 1.05 x 12] 

=$136,710.00 

英文教學助理一名 

(10,000 x 1.05 x 12] 

=$126,000.00 

資訊科技助理一名 

(15,435 x 1.05 x 12] 

=$194,481.00 

 

合共 

= $710,451.00 

教師認同資

訊科技助理

及教學助理

之工作能減

輕教師的非

教學工作 

資訊科技助

理及教學助

理之工作表

現 

 

教師意見 

 

本年度，資訊科技助理之工作

能減輕教師的非教學工作，並

能解決學校資訊科技器材的維

修及保養問題。 

本年度聘用的教師助理能協助

學校的常規教學工作，並與老

師合作無間，照顧學生個別差

異，提高學生學習效能。 

建議下年度續聘所有教師助理

及資訊科技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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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一六學年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校本津貼 - 活動報告表 

學校名稱   : 保良局西區婦女福利會馮李佩瑤小學 
負責人姓名 : 練冠初(學校社工) 聯絡電話 : 2411 2208 

A. 校本津貼實際受惠學生人數(人頭) 共 202 名 (包括 A. 領取綜援人數： 37 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 125 名及 C. 學校使用酌情權而受惠的清貧學生人數： 40 名) 
B. 受資助的各項活動資料 

參加合資格學生人數# 
*活動名稱/類別 

A B C 
平均出席率 

活動舉辦時期 
/日期 

實際開支 
($) 

評估方法 
(例如:測驗、問卷等) 

合辦機構/ 
服務供應機構名稱 

(如適用) 

備註 
(例如:學生的學習 

及情意成果) 

雜耍班(自信心訓練) 1 3 6 80% 2015年 10月 1日至

2016年 7月 15日 
(共 26節) 

$11,086 問卷 

校內表演 

工作員觀察 

小丁工作室 學生成功以雜耍訓練鍛練個人

膽量，學生從中亦樂在其中，

加強了個人自信。 

漫晝班(自信心訓練) 3 4 3 92.5% 2015年 10月 1日至

2016年 6月 30日 
(共 20節) 

$8,400 問卷 
工作員觀察 

香港創意晝室 參加學生在活動中掌握了基本

的繪畫技巧，學生積極參與，

加強了學生的表達能力。 
海岸探索隊 

(參觀/戶外活動) 

4 19 0 100% 2016年 1月 22日 $5,308 問卷 
工作員觀察 

海豚浪接浪 

(參觀/戶外活動) 

3 21 2 100% 2016年 3月 12日 $5,356 問卷 
工作員觀察 

香港海洋公園學院 透過參加海洋公園學院課程，

加強了學生對環境保育的意

識，同時亦協助學生認識大自

然的各種生物。 

私家頻道 - 短片製作班 

(自信心訓練) 

1 3 2 65% 2015年 11月 7 日至

2016年 2月 20日 
(共 9 節) 

$2,580 問卷 
工作員觀察 

保良局屯門關愛家庭中心 活動教導學生以多媒體展現個

人創意，同時亦教導學生使用

互聯網的安全守則。 
自信心達人 

(社交/溝通訓練) 

0 0 3 98% 2016年 2 月至 
2016年 5月 17日 
(共 8 節) 

$3,772 問卷 
工作員觀察 

保良局學生輔導服務 學生在活動內的表現投入，加

強了學生的自信心。 

EQ掌門人 

(社交/溝通訓練) 

1 0 1 100% 2016年 2月 22日至

2016年 5月 16日 
(共 8 節) 

$3,200 問卷 
工作員觀察 

保良局學生輔導服務 學生投入活動，而且能從活動

中學習以恰當的方式表達自我

想法。 
活・字粒的一天 
(參觀/戶外活動) 

4 17 2 90% 2016年 2月 21日 $10,396 問卷 
工作員觀察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屯門會所 

活動讓學生認識香港字粒印刷

的歷史，親身體會如何執字粒

及印製刊物，促進了學生對舊

香港的認識。 
叮叮電車遊 

(參觀/戶外活動) 
5 5 6 92.85% 2016年 6月 24日 $2704 問卷 

工作員觀察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屯門會所 
活動有效加強學生對香港的認

識，體會香港由小漁港演變成

國際都市的旅程。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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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頂公園 
(參觀/戶外活動) 

2 18 1 96.67% 2016年 6月 27日 $5,880 問卷 
工作員觀察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屯門會所 

活動加強了學生對社區的認

識。由於地理位置問題，本校

學生較少到港島遊覽，本活動

帶領學生認識山頂，加強學生

對社區的認識。 
War Game樂 
(領袖訓練) 

6 10 5 93.3% 2016年 6月 29日 ＄5,460 問卷 
工作員觀察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屯門會所 

以 War Game活動培養學生團

隊合作精神。 
低小戲劇班 

(社交/溝通訓練) 
1 5 2 94% 2016年 5月 28日至

7 月 16日  
(共 9 節) 

＄5,256 問卷 
工作員觀察 
家長回饋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YOU CAN –  
潛能發展中心 

低小戲劇班主要教授學生如何

以身體動作及代入不同情境角

色，加強學生的表達力及學懂

合宜的表達技巧。 
優勢發掘藝術班 

(文化藝術) 
4 2 5 77% 2016年 6月 18日至

7 月 18日  
(共 4 節) 

$4,400 問卷 
工作員觀察 
作品欣賞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青少年精神健康推廣及 

治療中心 

以藝術小組手法協助學生表達

自我想法、促進學生反思自身

的優勢及協助學生抒發日常生

活壓力。 
挪亞方舟 

(參觀/戶外活動) 
1 16 2 90% 2016年 7月 6日 $8,398 問卷 

工作員觀察 
殷學社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 活動加強學生環境保育的意

識，透過參觀園內的不同展

館，讓學生學會珍惜天然環

境，減少資源消耗。 
學生校內課外活動津貼 

(體育活動) 
1 2 0 超過 80% 2015年 10月 1日至

2016年 6月 30日 
$280 家長回饋 不適用 鼓勵學生參加校內不同的活動

興趣班，促進學生多元化發

展。 

活動項目總數： 15  
         

@ 學生人次 37 125 40 

** 總學生人次 202 

 
總開支 $82,476 

備註： 

*  活動名稱/類別如下：功課輔導、學習技巧訓練、語文訓練、參觀/戶外活動、文化藝術、體育活動、自信心訓練、義工服務、歷奇活動、領袖訓練及社交/溝通技巧訓練 
@ 學生人次：上列參加各項活動的受惠學生人數的總和 
** 總學生人次：指學生人次(A) + (B) + (C) 的總和 
#  合資格學生：指(A)領取綜援、(B)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及(C)學校使用不超過 25%酌情權的清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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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計劃成效  

整體來說你認為活動對受惠的合資格學生有何得益? 

改善 
請在最合適的方格填上「�」號  

明顯 適中 輕微 

沒有

改變 
下降 

不 

適用 

學習成效   
a) 學生的學習動機   �      
b) 學生的學習技巧    �     

c) 學生的學業成績    �     
d) 學生於課堂外的學習經歷  �       
e) 你對學生學習成效的整體觀感   �      
個人及社交發展   

f) 學生的自尊  �       
g) 學生的自我照顧能力   �      
h) 學生的社交技巧   �      
i)  學生的人際技巧   �      

j)  學生與他人合作   �      
k) 學生對求學的態度    �     
l)  學生的人生觀    �     
m) 你對學生個人及社交發展的整體觀感   �      

社區參與   
n) 學生參與課外及義工活動   �      
o) 學生的歸屬感    �     
p) 學生對社區的了解   �      

q) 你對學生參與社區活動的整體觀感    �     

 

D. 對推行活動計劃的意見  

在推行計劃時遇到的問題 /困難  (可在方格上�超過一項 ) 

� 未能識別合資格學生 (即領取綜援及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的學生 )；  

� 難以甄選合適學生加入酌情名額；  

�   合資格學生不願意參加計劃；  

� 伙伴 /提供服務機構提供的服務質素未如理想；  

� 導師經驗不足，學生管理技巧未如理想；  

� 活動的行政工作明顯地增加了教師的工作量；  

� 對執行教育局對處理撥款方面的要求感到複雜；  

� 對提交報告的要求感到繁複、費時；  

�  其他 (請說明 )︰   

 

E. 學生及家長有否對校本津貼資助活動提供意見？他們是否滿意計劃的服

務？  (可選擇填／不填寫 ) 

不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