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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們的學校 

 

一、 學校簡介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創立於 1982年 2月 2日，是由香港路德會管理之一所全日制津

貼小學。本校一直秉承路德會辦學宗旨，以基督的愛心關懷學生，以「仁愛、喜樂、和

平」為校訓。本校與相同屬會的呂祥光中學及呂祥光幼稚園為本區學童提供優質的教育

服務。 

二、 使命 

本校秉承香港路德會的辦學宗旨，透過提供優質教學及美好校園環境，讓學生啟廸

智慧、樹立品格、發展潛能、擴闊視野及孕育屬靈生命。 

三、 辦學宗旨 

本校秉承香港路德會的辦學宗旨施行基督化全人教育，培養學生在靈、德、智、

體、群、美方面得到均衡發展，以期他們成為榮神愛人的社會楝樑。 

四、 學校管理 

本校於 2007年 8 月 30日成立法團校董會，成員共 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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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校設施 

本校位於屯門安定邨。校舍樓高六層，提供學習及活動的場地有：課室 31間、音

樂室、電腦教室、學生輔導室、玩具圖書館、舞蹈室、圖書館、視藝室、英語學習室、

護理室、禮堂、未來教室、閱讀長廊、微電影製作室及電影院暨會議中心。其他設施

有：籃球場、有蓋操場、內操場、空中園圃、宗教室、心理學家室、會見室、教員室及

教員休息室等。 

此外，為配合資訊科技發展，校內每個課室及特別室均已安裝投影機、實物投影

機、電腦、影碟機及電視機頂盒等設備，再配合覆蓋全校的無線網絡(Wi-Fi)及千兆以

太網(Gigabit Ethernet)，讓師生們可以藉此提升學與教的質素。 

六、各級班數及人數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總數 

班數 5 5 5 5 5 6 31 

人數 150 146 126 136 126 149 833 

七、2018-2019年度實際上課天數： 190天 

 



第二章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深化學生自主學習 

成就 

目標一：發展多元學習策略，提升學生學習能力。 

策略一：整合科本學習策略的課程 

教師層面： 

⚫ 各科能整合科本學習策略的課程，教授學生特定的學習策略，並設計滲入多元學習策略的教學活

動。 

⚫ 根據教師持份者問卷，約有 98%教師表示有經常教導學生學習方法，如作課前預習、運用概念圖、工

具書及網上資源。 

學生層面： 

⚫ 於 KPM「我對教學的觀感」項目中，有 72%學生同意「老師經常指導我們學習方法，如作課前預習、

運用概念圖、工具書及網上資源等」，比去年提升了 19.5%。 

反思 

⚫ 各科已整合科本學習策略課程，但就教師教學設計所見，部分教師未能夠按學生年齡及程度教授學習

策略，故來年建各科按學生年齡及程序細分不同年級應學習策略。 

⚫ 雖然本年度於 KPM「我對教學的觀感」項目中，學生同意「老師經常指導我們學習方法，如作課前預

習、運用概念圖、工具書及網上資源等」的數字比去年有 19.5%提升，但與原定目標 80%仍有少許距

離，故來年建議多設計有關的活動及家課，讓學生多加運用已學的學習策略。 

⚫ 學生在 KPM「我對教學的觀感」項目中，只有 72%學生認為自己懂得運用學習方法，如作課前預習、

運用概念圖、工具書及網上資源等，期望各科來年按學生年級及程度教授學習策略，幫助學生適當

地運用學習策略。 
 

 

成就 

目標一：發展多元學習策略，提升學生學習能力。 

策略二：強化預習活動與課堂規劃的關係作為同儕備課重點 

⚫ 各科能按著校本教學範式規劃課堂教師能透過同儕備課、同儕觀課設計有意義的預習，以找出學生

的學習難點。 

⚫ 就觀察所見，大部份同事均能於課堂前檢視學生預習，找出顯證，並作課堂優化。 

反思 

⚫ 在 APASO問卷中，學生在「聯繫」項目中的數字(3.06)低於全港常模(3.14)，可見同學生學習過程中

的互動仍有優化空間，建議來年的教師在同儕備課時，考慮調節師生主導課堂的比例(5:5)，增加生生

互動及學生課堂自主的機會，讓他們成為課堂的主人翁。 

⚫ 另外，在 APASO問卷中，學生在「學術情感」項目中的數字只與全港常模相若，相個只有部分學生

覺得學校的教學內容很有趣。 

⚫ 根據觀課表現，部分教師課堂較單向，以使生生互動的機會不足，影響學生學習興趣。故此，來年

在課堂規劃上必須增加課堂的趣味及互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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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 

目標一：發展多元學習策略，提升學生學習能力。 

策略三：參與有關自主學習的培訓 

⚫ 本年度主要舉行了「運用自主學習策略-歸納，提升常識科的學與教素質」及「利用學生預習顯

證優化課堂教學」，80%教師認為培訓有助他們設計有關自主學習的活動，提升個人專業發展 

⚫ 本年度體育科參加由教育局體育組舉辦的「體育科基礎活動學習社群」，為小一至小三進行課程

編修，並在體育技能考核、健康及體適能等項目加入自主學習元素，如自學工作紙、自評評分表

等。教師均認為該學習社群能讓他們對基礎活動有更深認識，有助他們持續優化自主學習設計，

並將有關經驗遷移到高年級的課程。 

⚫ 本年度中文科參加由香港教育大學舉辦的「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中文)計劃」，中文科

同事運用 Nearpod為六年級設計自主學習課堂，增加學生生生互動的機會。他們均認為參與學習

社群能幫助他們設計有效的自主學習課程，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反思 

⚫ 整體來說，不同類型的教師培訓均能加深教師對自主學習的認識，有助他們持續優化教學設計，

故來年仍會繼續參加有關的培訓。 

⚫ 由於本年度體育科任均表示「體育科基礎活動學習社群」有助他們優化本科課程，故來年仍會參

與該計劃，繼續優化高年級課程。 

⚫ 中文科方面，來年會將今年學習社群的經驗擴展，於其他年級設計相關課程。 

 

成就 

目標一：發展多元學習策略，提升學生學習能力。 

策略四：摘星計劃 

⚫ 經過老師為個別學生訂立改善目標後，第三次測考比第二次測考及格的學生人數增加了。     
科目 第二次不及

格人數 

第三次不及

格人數 

第三次提升至

及格人數 

提升及格的 

百分率 

中文(閱讀卷) 208 142 66 31.7% 

中文(寫作卷) 67 41 26 32.5% 

英文(R&W) 272 232 40 14.7% 

英文(GE) 197 171 26 13.2% 

數學 196 162 34 17.3% 

⚫ 顯示學生經過老師為他們訂立個別的改善目標後，部份的學生成績有提升。 

⚫ 「開開心心齊寫作」小組活動後，言語治療師表示學生的口頭造句的能力有進步，大部份同學亦

肯用剛學習的連接詞造句，有成效。 

⚫ 「學習樂趣多」小組活動後，大部份學生能分辨及運用地點、人物、動作的詞語口頭造句。他們

的造短句的能力亦有所提升。 

反思 

⚫ 經過教師為學生訂下個別支援計劃下，有部份部的學生的成績能提升至及格，故建議下學年繼續全

年推行此計劃。 

⚫ 建議把本年度教師為學生訂立的支援計劃及成效給予下學年的中、英、數科任參考，讓教師儘早了

解學生的弱項，預先為學生提供適切的學習支援。 

⚫ 檢討「開開心心齊寫作」小組活動後，由於本校下年度成功申請加強校本言語治療服務，期望下學

年能增加學生參與活動的人數及次數，加強學生造句及作文的能力。 

⚫ 檢討「學習樂趣多」小組活動後，發現由於個別學生經常忘記參加小組，要教師到課室找學生，故

每次活動的時間只餘下約 10 分鐘，因此學習進度較慢。故建議下學年若老師時間許可，可安排在

午息時段進行活動，小組活動會有較長時間，學生的學習成效及進展會更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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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 

目標二：引起學生學習動機，讓學生主動學習 

策略一：高展示學生作品 

⚫ 大部分教師能按時張貼有關學生的佳作 

⚫ 就觀察而言，學生能於課室壁報及走廊欣賞同學的作品 

⚫ 中文、英文及圖書科老師能按時出版有關刊物，共 6份，刊登有關學生的佳作。 

反思 

就觀察所得，部分學生收到文訊及悅讀刊物時，都顯得不懂如何欣賞該刊物。當問及有關學生時，他們

均表示不懂如何評鑑及欣賞。為了增加互相學習的機會及學生的參與度，建議來年舉辦電子投票計劃，

從以下三方面提升學生評賞能力： 

• 舉辦電子投票獎勵計劃 

o 於每次派發文訊及悅讀時，鼓勵學生於家中利用 google form完成電子投票家課，評賞

刊登於文訊及悅讀等刊物的佳作。 

• 教授評賞技巧 

o 於每次派發文訊及悅讀時，科任教授學生欣賞文章的技巧，讓學生懂得互相欣賞。 

• 宣傳方面 

o 透過中、英文科組長及圖書科組長於早會宣傳有關活動，引起學生的關注，提升他們參

與活動的興趣。 

 

成就 

目標二：引起學生學習動機，讓學生主動學習 

策略二：修訂科本特色活動，進一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 根據問卷調查得知，超過八成學生認同科本特色活動能有效地引發自己學習的興趣。 

• 視藝科﹕五年級全級學生均能在課堂上用軟件快速完成一個超現實圖像。 

• 音樂科﹕學生大多能完成自學工作紙，也能搜尋相關歌曲，以及對故事感到興趣。部份學生

甚至能交分享片段並於堂上匯報。 

• 普通話科﹕學生認同光碟中的韻母動畫能提升自己對學習韻母的興趣。 

• 體育科﹕學生能於指定時間完成自學工作紙。 

反思 

⚫ 發掘更多軟件方便創作﹕ 

• 視藝科﹕利用 Photoshop Mix 軟件創作成熟後，可嘗試探索以 IPAD軟件來製作圖像，令活動

實作更方便及可再擴闊推行電子創作的班別。 

⚫ 把科本特色活動結合進度、評估及恒常策略，令活動推展得更有效率﹕ 

• 音樂科﹕本年度最後一次派發自學工作紙時間較為倉猝，建議下學年把自學工作紙加入進度

內，令時間分配可平均一點。 

• 普通話科﹕由於該策略成效顯著，有助引起學生學習動機，故建議下年度該策略轉為本科的恆

常策略。 

• 體育科﹕高年級完成的比例較低年級少，建議列入進展性評估內，以提升高年級同學學習動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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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二：建立學生和諧人際關係 

成就 

目標一： 建立學生良好的禮儀，學習尊重他人 

策略一： 做個優秀呂小人 

 全年設 4主題，選出表現優秀學生，共 124名學生得到表揚。 

 在學生問卷中，超過 75%的學生表示喜歡到「玩具圖書館」進行遊戲，他們亦表示自己在遊戲中

會遵守規則和尊重同學。 

 透過「學生成長體驗課程」，學生在活動實踐待人有禮及尊重他人的生活態度，共 88%學生有參

與活動，其中 82%學生認同，在活動中能做好個人行為，與同學相處融洽。 

 根據 APASO問卷，「尊重他人」一副量表中，本校平均值(3.20)高於全港常模(3.06)，由此可

見，學生在尊重他人的態度方面有提升。 

 APASO問卷中亦顯示，學生「良好行為」的平均值為(3.59)，高於全港常模(3.44)，而「和諧人

際關係」表現(3.50)亦較常模佳(3.38)，表示學生能建立個人良好行為，帶動人際關係亦有所

改善。 

反思 

 本年度新增讓學生自行訂立目標，在關懷別人及愛護校園兩方面，主動思考可做到的好行為，

效果不俗。為了要達到成為「優秀呂小人」的目標，需要加強學生對作為呂小學生身份的認

同，增加歸屬感，故建議來年加入校本特色及愛校元素，引導學生做個獨有的「優秀呂小

人」。 

 增加配套讓學生更投入，努力成為優秀呂小人，如創作校本口號、校園內增加展示良好表現的

例子，令學生提升成功的自信。 

 引入大專院校支援服務，透過相關資源，推動學生建立良好禮儀。 

 

成就 

目標二： 培養學生學懂欣賞自己、欣賞他人的態度 

策略一： 「真心欣賞你」活動 

 同學在欣賞卡 寫出自己的優點，及讚賞兩位同學，藉此讓學生學會欣賞他人，同學均能完成，

並表示喜歡被讚賞。 

 在「班級獻詩計劃」中，超過 80%的學生於台上獻詩時表現認真及投入；而台下的學生亦能以欣

賞及支持的態度去觀看獻詩班別所唱的詩歌。 

 邀請不同的嘉賓如傷殘人士、長期病患者及長者等作講座分享，解說自身的經歷及如何堅毅生

活，解決生活困難，83%學生表示喜歡嘉賓分享的形式，可改變自己對弱勢社群的觀感，學懂欣

賞他人。 

 在「優秀學生獎勵計劃」中，有超過 410名學生曾到關愛商店換取禮物。而學生在總結部份，

亦能反思個人表現優秀之處，欣賞自己。 

 舉行「優才匯萃展繽紛」，共約有 250學生人次參與表演，展現學生的學習成果。在學生問卷

中，所有表演的學生滿意自己的表演。 

 「優秀學生嘉許禮」全校超過 1/4學生獲獎，表揚過去一年在學業、品行、活動及校外比賽中

的優秀表現，令學生肯定個人成就，欣賞自己。 

反思 

 周會講座嘉賓分享確能協助學生欣賞別人及養成堅毅的態度，但學生的參與流於被動，未能連

接個人生活經歷，來年周會可嘗試製造學生自我欣賞的平台，參與主持及表演，肯定個人能

力，而其他同學在觀賞時，亦可延續培養欣賞別人的態度。 

 「優秀學生獎勵計劃」部份活動的參與率未如理想，因此學生在自評時未能清楚評核個人表

現，影響肯定及欣賞自己的成效，故在活動的推展和宣傳上需加強，並持續鼓勵學生自評在活

動中的表現，欣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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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們的學與教 

 
本校極為重視學生的學業成績及個人品格，在香港路德會的辦學理念和教育局的指引下，

本校教師共同努力，培育出成績優秀的學生，並為學生建立穩固的求學與做 人的基礎，讓

他們邁步走向更高的教育階段。 

 為配合教育發展趨勢，本校課程貫串各個關鍵項目，包括統整教學及專題研習、從閱讀中

學習、利用資訊科技進行互動學習、積極推展教師專業化，舉辦教師專業發展日及備課

會，進行校本課程發展計劃，擴建學與教檢討平台，提高學與教的效能。 

 

《課程的策劃與特色》 

1. 四個關鍵項目 

1.1 從閱讀中學習 

為營造校園閱讀氣氛，本校一至六年級均設早上閱讀課，學生善用早上時間閱讀中、英文

圖書，以增進課外知識。本校運用了「促進小學英語學習津貼計劃」(PEEGS)撥款，用作推

行英語電子閱讀計劃，使學生有更多機會閱讀英文圖書。 

為增加學生閱讀圖書的機會，本校會不時豐富圖書館與課室的藏書，於地下更設閱讀角及

樓層設閱讀長廊，讓校園內每個角落都充滿書香氣息。學生更會於早會透過 One minute 

talk 及「中文一分鐘」與同學分享心愛的圖書，提昇學生對閱讀的興趣。 

為培養學生閱讀習慣，本校推廣跨學科閱讀獎勵計劃，英文科更引入藍思系統(Lexile)讓

學生按自己的能力選擇合適的讀物，實踐自主閱讀的樂趣，建立「從閲讀中學習」的能

力。為增加學生閱讀不同種類的英文電子書的機會，英文科更與常識科課題作配合，為學

生選擇非小說類的電子圖書，鼓勵學生在家中閱讀，促進誇課程閱讀。另外，本校亦透過

「故事爸媽伴讀計劃」，邀請家長於全年到校為低年級學生講故事，增加家校合作之機

會。 

1.2 德育及公民教育 

本校積極培養學生的良好品德，透過早會、德育成長課、德育講座和班主任時段等作品德

價值的培育。此外，為了培養學生良好的個人品德和公民素質，本校亦會透過不同的領袖

訓練(如風紀、小老師、圖書館管理員、福音大使等)及制服團隊(如男女童軍、交通安全隊

等)。 

1.3 資訊科技學習 

本校每級設有資訊科技課，均採用校本自擬教材，除教授各項運用電腦設備的基礎能力

外，課程還包括了各項科技新知，讓學生掌握最新的科技趨勢，有系統地提升學生運用資

訊科技的能力。為配合 STEM 發展，本校二至六年級的學生更會學習如何編寫編程，以提昇

學生的計算思維及解難能力。 

1.4 專題研習 

本校以常識科為主導推行專題研習活動，學生通過不同的學習活動，例如實地考察、資料

搜集和問卷調查等，加強學生溝通、協作、自學及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2. 兩文三語 

本校為幫助學生提升個人未來升學及就業的競爭力，著重培育學生兩文三語文的能力，語

文科更組織拔尖計劃，幫助學生裝備良好的英語及普通話溝通能力，為衝出香港飛越國際

作好準備。 

英文科方面，本校外籍老師在小一至小三英文課堂內進行故事書教學，增加學生學習英語

的興趣。為鞏固學生對英語原音的基礎，英文科透過 READ WRITE INC 計劃，教導小一至

小三年級學生拼音技巧。另外，學生更可於 Super V-power計劃，強化英語聽說能力，表

演優秀的學生，更獲邀拍攝短片與其他同學分享成果。為擴闊學生國際視野及應用英語的



路德會呂祥光小學 2018-2019 年度周年校務報告                                  

 

5 

機會，本校老師更會帶領學生前赴美國進行學習交流，師生均感獲益良多。 

普通話方面，本校推行普通話教中文課程，並研發出「創意聯想學拼音」的校本課程，以

圖像聯想學拼音的方法，提配合微電影教學，提升學生自學普通話的能力。此外，亦積極

推行「賞文識詞」活動，讓學生汲取更多語文知識，並提升普通話的說話能力。 

3. 多元英語學習模式 

本校著重培養學生的英文學習興趣，舉辦多元化的英語學習活動，如英語早餐、英語話

劇、英語嘉年華、微電影製作等，為學生創設豐富的英文語境，提供學生活學活用英語的

機會。香港路德會更會每年派遣來自美國總會的國際義工隊及宣教隊到訪本校，外籍宣教

士參與本校英語學習活動，增加本校學生接觸外國人聽說地道英語的寶貴機會，亦成為本

校英語學習的一大特色。 

4. STEM教育 

本校常識科嘗試優化有關 STEM的課程，在各年級的課堂上重新整合相關的課堂活動。透過

手腦並用的活動設計，提升學生學習科學、科技和數學的興趣，強化他們綜合和應用知識

與技能的能力，以培養二十一世紀所需創造力、協作和解決問題能力。當中，五年級更成

為重點優化的級別，除了定期舉行教師共同備課會議外，亦嘗試於《光、聲、電》課與資

訊科技科進行跨學科活動，讓學生綜合其他學習領域相關的學習元素。 

 

《學生課業與評估》 

1. 多元化課業類型 

教師為學生設計多元化及合適的課業，如專題研習、資料搜集、閱報工作紙、課外閱讀

等，讓學生在課堂以外的時間，延展和鞏固學習，在引起他們學習動機之餘，並協助他們

了解自己的學習進度及須改善之處。 

2. 善用評估數據，回饋學與教 

本校於每次測考均會收集及分析學生的成績數據，以檢視學生的學習表現，回饋學與教，

優化課程設計。為了更聚焦協助學習表現稍遜的學生，本校教師更會透過「摘星計劃」，

運用不同的方法支援學生學習，以提昇他們的學習信心及表現。 

 

《教師專業發展》 

為不斷擴展教師學習領域和專業視野，本校會透過多元化的方法鼓勵教職員終身學習，以

提升專業水平。除了透過同儕備課會讓老師之間互相交流教學意見外，本校亦鼓勵教師參

加教育局舉辦的培訓課程、工作坊、研討會，並於教師發展日或分科會議分享，讓同事掌

握教育改革的新趨勢。 

本校參加教育局及大學舉辦的專業支援計劃，如常識科「利用學生預習顯證優化課堂教

學」、「體育科基礎活動學習社群」、「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中文)計劃」等，

在專業伙伴的指導下，令整體課程規劃更有效益，亦優化課堂的學與教素質，提升學生的

學習果效。 

另外，本校亦鼓勵教師多與外間分享，促進同業之間的交流，如「小學理財教育：電子教

材應用分享」、「迎接大灣區概念的課程規劃」、「海洋公園國際交流會議 2019」等，同

事在分享過程中，獲益良多。 

為了優化本校的考評政策，本校亦參予香港考評局「優質評核管理認證計劃」，在計劃中

獲得很多寶貴意見，最後更榮獲「優質評核考評認證」，對於本校不斷優化考評政策的工

作，有莫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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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訓輔組》 

1. 學校以培養學生良好的態度和建立正確的價值觀為目標，訓輔組配合本年度的關注事

項「建立學生和諧人際關係」，以全校參與的模式有系統推行各項輔導課程及活動。

學校透過德育成長課課程、早會的德育短講、主題周會及班導師課，教導學生欣常自

己和別人、尊重別人等良好的品德。 

2. 學校持續推展「優秀學生獎勵計劃」，讓學生紀錄自己良好的表現。此外計劃中加入

「真心欣賞你」活動，學生要寫出自己和別人值得欣賞的地方，培養學生學會「欣賞

自己、欣賞他人的態度」。此外透過老師提名一位值得被人欣賞的學生，讓全校學生

知道，以正增強學生良好的行為。 

3. 持續在早會時播放「呂小規」的篇章，教導學生要尊重別人、欣賞別人，以培養學生

良好的態度。 

4. 本校重視學生的成長發展，除了着重學生的課堂學習，更鼓勵同學參加課堂以外的學

習活動，藉此提升學生獨立能力及社交技巧，增廣見聞，擴闊視野。故由本年度開

始，訓輔組安排全校學生參與不同形式的成長體驗課程。一至三年級的學生分別參加

半天至二天的成長營，學習照顧自己及訓練獨立能力；而四至六年級的學生則到境外

交流，學校安排學生探訪當地的學校，了解當地學生的生活及學習的異同。學校也安

排學生參觀當地的不同的建築物及設施，讓他們了解當地的歷史及文化，擴闊視野。 

 

《學生支援》 

1. 學校成立學生支援組，制定「全校參與」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政策，為學生提

供適切的支援，如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功課和測考調適。本校有駐校教育心理學家，

為懷疑有學習困難的學生進行評估，同時為家長及老師提供專業的意見及建議，以協

助學生學習。 

2. 本校聘請言語治療師到校提供服務，在預防、治療和提升的三個範疇，分別為學生、

教師、家長和學校提供支援。 

3. 本校還善用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津貼購買駐校社工服務，支援老師、家長處理學生問

題，並提供學生輔導服務。對於個別有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學生，學校的輔導主任或社

工會個別輔導，為他們作出支援。以求從不同層面去支援學生的學習及成長需要。 

4. 學校鼓勵老師參加或進修融合教育教師專業發展培訓，以提升老師在照顧有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的專業能力。每年，學校會為老師安排講座及工作坊，以提高他們在照顧不

同學習需要學生的技巧。 

5. 在支援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方面，學校會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安排支援。對於二至

五年級成績落後的學生，學校安排學生加入加強輔導班，以小組形式授課，為他們打

好基礎及作個別指導。同時亦透過課後輔導教學，為學習中、英、數有困難的學生提

供支援。學校亦利用區本計劃開辦「功課進補計劃」，為學生提供課後功課輔導，支

援學生學習。 

6. 為了及早識別和支援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學校每年 12月為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填

寫量表，然後為評估後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服務，如讓學生參加「小老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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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樂趣多」、「學習智叻星」等小組，盡早為學生提供學習支援。在學期完結前，學

校利用「學習程度測量卷」評估有學習問題的學生，以了解學生的學業水平，並調整

教學策略及支援措施，安排合適的支援服務。 

7. 本校今年繼續推薦成績優異的小四小五學生就讀香港資優教育學苑，以擴闊學生的視

野。學校在下學期推行「摘星計劃」，老師會分析學生在中、英、數不合格的原因，

再訂下策略協助學生作出改善，以期支援及提升學業表現，以增強學生的學習自信。 

 

《課外活動》 

1. 學校也重視學生的多元智能發展，活動組根據加德納的八大智能，安排每級的學生在

多元智能課學習不同的智能活動，如學習韓語、創意手工藝、地壼球、數獨、沿途有

你、創意音樂等。同時，學校亦組織不同的制服團隊，如女童軍、基督少年軍、紅十

字等，教授學生學習不同的技能，並培養學生建立良好的品格。 

2. 本校多年來為學生提供不少海外交流的機會，如安排學生到訪美國、澳洲等地進行交

流，並與當地學生一起上課，這不但提升學生的語言能力，更能讓學生親身吸收國外

文化精髓、了解世界的大不同。  

3. 本校與家教會合作，今年舉辦興趣班項目共有 18項，引入不同類別的活動，讓學生

及家長可因應個人興趣而選擇。 

4. 本校積極鼓勵學生發展個人潛能，挑戰自我，參與校外不同比賽，全年超過 514人次

經學校報名參加的校外比賽，提升學生的個人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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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課外活動 

1. 本校重視學生的成長發展，除了着重學生的課堂學習，更鼓勵同學參加課堂以外的學習活

動，藉此提升學生獨立能力及社交技巧，增廣見聞，擴闊視野。故由本年度開始，訓輔組

安排全校學生參與不同形式的成長體驗課程。一至三年級的學生分別參加半天至二天的成

長營，學習照顧自己及訓練獨立能力；而四至六年級的學生則到境外交流，學校安排學生

探訪當地的學校，了解當地學生的生活及學習的異同。學校也安排學生參觀當地的不同的

建築物及設施，讓他們了解當地的歷史及文化，擴闊視野。從教師的觀察中，一至三年級

的學生確能在成長營中學習照顧自己，而在學生的問卷中，超過 80%學生表示在學習活動

中，他們能學到照顧自己的技能，而他們亦表示很喜歡活動的內容。在四至六年級的學生

問卷中，超過 85%的學生表示境外交流確能讓他們認識到不同地方的文化，增廣他們的見

聞。 

2. 學校也重視學生的多元智能發展，活動組根據加德納的八大智能，安排每級的學生在多元

智能課學習不同的智能活動，如學習韓語、創意手工藝、地壼球、數獨、沿途有你、創意

音樂等。同時，學校亦組織不同的制服團隊，如女童軍、基督少年軍、紅十字等，教授學

生學習不同的技能，並培養學生建立良好的品格。 

3. 本校多年來為學生提供不少海外交流的機會，如安排學生到訪美國、澳洲等地進行交流，

並與當地學生一起上課，這不但提升學生的語言能力，更能讓學生親身吸收國外文化精

髓、了解世界的大不同，在問卷中，100%參與交流的學生表示交流活動讓他們增廣見聞，

也讓他們更有信心用英文與外國人交談。  

4. 本校與家教會合作，今年舉辦興趣班項目共有 18項，引入不同類別的活動，讓學生及家

長可因應個人興趣而選擇，全校共有 1350人次參與課後興趣班。 

5. 本校積極鼓勵學生發展個人潛能，挑戰自我，參與校外不同比賽，成就不俗，全年超過

514人次經學校報名參加的校外比賽，均取得優良或以上的成績，能提升學生的個人自

信。 

 

學生支援 

1. 學校成立學生支援組，制定「全校參與」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政策，為學生提供適

切的支援，如向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功課和測考調適。本校有駐校教育心理學家，為懷疑有

學習困難的學生進行評估，同時為家長及老師提供專業的意見及建議，以協助學生學習。 

2. 本校聘請言語治療師到校提供服務，在預防、治療和提升的三個範疇，分別為學生、教

師、家長和學校提供支援。 

3. 本校還善用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津貼購買駐校社工服務，支援老師、家長處理學生問題，

並提供學生輔導服務。對於個別有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學生，學校的輔導主任或社工會個別

輔導，為他們作出支援。以求從不同層面去支援學生的學習及成長需要。 

4. 學校鼓勵老師參加或進修融合教育教師專業發展培訓，以提升老師在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的專業能力。每年，學校會為老師安排講座及工作坊，以提高他們在照顧不同學習需

要學生的技巧。 

5. 在支援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方面，學校會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安排支援。對於二至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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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成績落後的學生，學校安排學生加入加強輔導班，以小組形式授課，為他們打好基礎及

作個別指導。同時亦透過課後輔導教學，為學習中、英、數有困難的學生提供支援。學校

亦利用區本計劃開辦「功課進補計劃」，為學生提供課後功課輔導，支援學生學習。 

6. 為了及早識別和支援有學習困難的小一學生，學校每年 12月為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填寫量

表，然後為評估後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服務，如讓學生參加「小老師」、「學習樂趣

多」、「開開心心齊寫作」等小組，盡早為學生提供學習支援。在學期完結前，學校利用

「學習程度測量卷」評估有學習問題的學生，以了解學生的學業水平，並調整教學策略及

支援措施，安排合適的支援服務。 

7. 本校今年繼續推薦成績優異的小四小五學生就讀香港資優教育學苑，以擴闊學生的視野。

學校在下學期推行「摘星計劃」，老師會分析學生在中、英、數不合格的原因，再訂下策

略協助學生作出改善，以期支援及提升學業表現，以增強學生的學習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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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學生表現 

 

一、過去三年學生出席率： 

 
 

 

二、 2018-2019 年度中學派位結果 
 

A) 小六學生統一派位統計 

 
  

96.5%

97.0%

97.5%

98.0%

98.5%

99.0%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2016

2017

2018

第一志願

53%

第二志願

23%

第三志願

16%

其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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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小六學生獲派中學統計 

 

校    名 合計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40 

屯門官立中學 8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 8 

南屯門官立中學 5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2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1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1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1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直資) 1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直資) 2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1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5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1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 2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 3 

青松侯寶垣中學 6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2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梁植偉中學 1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1 

恩平工商會李琳明中學 1 

浸信會永隆中學 2 

深培中學 20 

其他 35 

合   計 14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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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校外活動比賽獲獎記錄表  

類別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參賽組別 比賽成績 

中文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

會 

小三、小四男女子混

合普通話詩詞集誦 
冠軍 

詩詞獨誦 - 普通話女

子組 - 小一、二 
冠軍 

詩詞獨誦 - 普通話女

子組 - 小一、二 
冠軍 

詩詞獨誦 - 粤語男子

組 - 小五 
亞軍 

散文獨誦 - 普通

話 女子組 - 小一、

二 

亞軍 2名 

詩詞獨誦 - 普通話男

子組 - 小五、六 
季軍 

散文獨誦 - 普通話男

子組 - 小五 
季軍 

P5-P6/小學組：校際

邀請賽 
優異 

散文獨誦-普通話女子

組-小一、二 
優異 

散文獨誦-普通話女子

組- 小五、六 
優異 2名 

散文獨誦-普通話男子

組-小五 
優異 

散文獨誦-粤語女子組

- 小五 
優異 

詩詞獨誦-普通話女子

組-小一、二 
優異 3名 

詩詞獨誦-普通話女子

組-小三、四 
優異 6名 

詩詞獨誦-普通話女子

組-小五、六 
優異 5名 

詩詞獨誦-普通話男子

組-小三、四 
優異 3名 

詩詞獨誦-粤語女子組

- 小三 
優異 2名 

詩詞獨誦-粤語女子組

- 小四 
優異 

中文 
2019香港路德會朱保慈博士

文字創作獎學金徵文比賽 
香港路德會 小學中文組 優異獎 5名 

中文 
GAPSK第三十四屆全港普通話

朗誦比賽 

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

所 

P1-P2/小學組：校際

邀請賽 
亞軍 

中文 第四屆 KPCC朗誦比賽 
國際普通話水平測試機

構 

兒童 B組-普通話兒歌

/童謠 
冠軍 

English 70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

會 

Solo Verse 

Speaking,Non-

Open, P.1 and 

2,Girls 

2 Th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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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參賽組別 比賽成績 

Solo Verse 

Speaking,Non-

Open,P.5,Boys 

Third 

Solo Verse 

Speaking,Non-

Open,P.5,Boys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Non-

Open,P.5,Girls 

2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Non-

Open,P.6,Boys 

2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Non-

Open,P.6,Girls 

4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Non-

Open, P.1 and 2,Boys 

3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Non-

Open, P.1 and 2,Girls 

9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Non-

Open, P.3,Boys 

2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Non-

Open, P.3,Girls 

5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Non-

Open, P.4,Girls 

2 Merit 

English 2019香港路德會朱保慈博士文

字創作獎學金徵文比賽 

香港路德會 小學英文組 冠軍 

小學英文組 優異獎 8名 

English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8/2019 
HKAC Art School Primary(English)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English 
LCM(Hong Kong) Speech 

Festival 2019 

University of West 

London 

ReadingAloud7-

8years 
Distinction 

數學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數學邀請賽 2019(華南賽區)初

賽 

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華

夏盃組委會/香港數學奧

林匹克協會 

  

  

  

  

一等獎 

二等獎 21名 

三等獎 39名 

二等獎 

數學 2017 年南方杯國際數學競賽

(香港區初賽) 

  

  

  

  

小三組 金獎第一名 

小三組 銅獎 

小四組 金獎 

小四組 優異獎 

數學 2019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HKMO OPEN》初賽 

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港

澳盃組委會/香港數學奧

林匹克協會   

金獎 5名 

銀獎 19名 

銅獎 5名 

銅獎 32名 

銀獎 2名 

數學 中華盃心算暨數學全國公開邀 中華民國珠心算數學協 心算幼童組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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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參賽組別 比賽成績 

請賽 會 數學幼童組 第三名 

數學 
中華盃學界珠心算數學比賽

2019 
中華珠心算數學協會 一年級組心算 亞軍 

數學 
中華盃學界珠心算數學比賽

2019 
中華珠心算數學協會 一年級組數學 亞軍 

數學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智才競技評核有限公司 小一組 銅獎 

數學 
2018兩岸精英數學邀請賽初

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小學三年級組 一等獎 

數學 亞洲菁英自然科學競賽(初賽) 
Asia Elite Sciences 

Competition (Heat) 
小三組 銀獎 

數學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全港數

學挑戰賽 2019 
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小學四年級組 亞軍 

數學 香港數學挑戰賽 2018(決賽) 香港資優數學協會 小四組 
卓越獎 

二等獎 

數學 
香港數學盃 2019全港綜合數

學能力競賽 
香港數學盃協會 個人賽小四組別 銀獎 

數學 
第二十六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

匹克比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小四組 銀獎 

數學 第八屆騰飛杯智力奧數比賽 思維騰飛教育中心 小一組 冠軍 

數學 精奧盃 2019 全港奧林匹克數

學挑戰賽 

香港兒童數學學會 P1奧數組 一等獎 

小一組 卓越獎 

小三組 殿軍 

小三組總決賽 金獎 

音樂 第 71屆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

會 

小提琴一級 優異 2名 

小提琴二級 良好 

小提琴二級 優異 

小提琴三級 優異 

中提琴中級 良好 

教堂音樂外文歌曲小

學合唱隊 9歲或以下 
優異 

笛子初級 良好 2名 

箏初級 良好 2名 

鋼琴一級 良好 2名 

鋼琴一級 第三名 

鋼琴一級 優異 4名 

鋼琴二級 良好 2名 

鋼琴二級 優異 6名 

鋼琴三級 第三名 

鋼琴三級 優異 3名 

鋼琴六級 優異 2名 

鋼琴四級 優異 5名 

音樂 

第三屆(台灣)亞洲‧愛琴海藝

術講堂及音樂大賽香港區選拔

賽 2019 

兩岸音樂藝術教育交流

協會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鋼

琴考曲二級組 
亞軍 

音樂 2018「星光校園」五洲暢想中華

少兒電視大賽 

少兒星光大道組委會   銀獎 

音樂 2018年第八屆青苗杯少兒電視

藝術大賽 

深圳市南山區文化體育

局 

鋼琴專業少兒 A組 金獎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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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參賽組別 比賽成績 

音樂 70th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2018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GradedPianoSoloGrad

eone 

First 

音樂 The International Open 

Music Competition of 

Australia 

澳大利亞音樂協會/澳大

利亞國際音樂公開賽中

國區委會 

鋼琴四手聯彈業餘少

兒 A組 

一等獎 2名 

音樂 屯門區中西樂器比賽 2018 屯門文藝協進會 中樂彈撥 C兒童組 亞軍 

音樂 香港幼兒音樂大獎賽 元朗大會堂 兒童鋼琴組 金獎 

常識 2018-19 年度全港小學校際中

國歷史文化常識問答比賽 

香 港 教 育 大 學 / 香 港

STEM教育聯盟 

個人組五年級 季軍 

常識 2019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香

港區選拔賽 

美國勞倫斯理工大學 BottleSumo 機械人相

樸比賽初級組 

二等獎 

Exhibition 機械人創

意賽初級組 

  

冠軍 

一等獎 

DENSO ROBOFEST 

WORLD AWARD 

常識 2019 ROBOT CHALLENGE 聯校

機械人大賽 

藍田循道衞理小學   優異獎 

常識 2019 聯校機械人競技大賽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銅獎 

常識 2019年大灣區 STEM卓越獎(香

港區) 

香港新興科技教育協會 小學組 銅獎 

小學組 優異獎 

常識 2019綠創 micro:bit設計賽 香港教育大學   最受歡迎獎 

優越環保獎、 

未來發展獎 

常識 2019聯校機械人競技大賽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銀獎 

常識 小學常識挑戰賽 2018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個人組 良好證書 

優異證書 

常識 第十三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 教育局 小學組 優異獎 

常識 智 慧 城 市 專 題 研 習 計 劃

2018/19 

教育局   嘉許狀 

視藝 「減廢由我做」兒童及親子填

色比賽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建

生青年空間/屯門環境保

護工作小組 

  優異獎 

視藝 「減廢由我做」兒童及親子填

色比賽 

職業安全健康局   優異獎 

視藝 「夢想國度」亞洲兒童繪畫大

賽 2018 

亞洲藝術發展中心 Group B Merit 

視藝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作

品(第 21卷) 

中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

攝影作品編輯委員會 

/ 美術一等獎 

視藝 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19 世界兒童藝術文化協會 中童組-西畫 銅獎 

視藝 防火安全海報設計及圖畫填色

比賽 

屯門區防火委員會/屯門

民政事務處 

小學組(小一至小三) 優異獎 

視藝 健康四格漫畫創作大賽 2018 電視、報刊及物品管理辦

事處 

學校組(小學) 優異獎 

視藝 第 55 屆全港兒童健康比賽-

『快樂家庭』心意卡創作比賽 

香港兒科基金 初小組 季軍 

視藝 第十屆 FindColor 尋彩少兒書

畫大展賽 

尋彩少兒書畫大展賽組

委會/中國少兒美術網/
  

特別金獎 

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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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參賽組別 比賽成績 

中國少兒網絡美術館 銅獎 

資訊科

技 
「一小時編程」團體大挑戰 

Microsoft, 女青賽馬會

人才發展中心 
  

「最踴躍參與機

構」大獎 

體育 2018-2019 年度屯門區小學校

際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子特別組 100米 亞軍 

男子組 第三名 

男子組 第三名 

男子組 第三名 

男子組 第三名 

男子組 第三名 

男子組 第三名 

男子組 第三名 

男子組 第三名 

男子組 第三名 

男子組 第三名 

男子組 第三名 

男子組 第三名 

男子組 第三名 

男子組 第三名 

男子組 第三名 

體育 
2018-2019年度屯門區小學校

際足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傑出運動員 

體育 2018屯門區功夫群英會 屯門體育會有限公司 
女子兒童組套拳 季軍 

女子兒童組短器械 冠軍 

體育 
2019 ISI Glacier Open & 

Basic Challenge 

Ice Skating Institute 

Asia 

Couple Spotlight 

Low Character 
Champion 

體育 STAR七人足球邀請賽 2019 元朗新星體育會 U13組碗賽 亞軍 

體育 
全港公開兒童國術分齡賽

2018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女子小童組短器械 冠軍 

體育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8-2019 屈臣氏集團 小學組 / 

體育 第七屆"春繭杯" 華潤深圳灣體育中心 女子 I組 50米蛙泳打

腿 
亞軍 

體育 第二十二屆屯門區小學校際游

泳比賽 2018-2019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子乙組 50米自由式 亞軍 

女子甲組 50米自由式 季軍 

女子甲組 50米蛙式 季軍 

體育 
第十八屆全港小學區際足球比

賽 2018-2019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組 殿軍 

體育 
第三十七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

會 2018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女子小童組套拳 優異獎 

女子小童組短器械 亞軍 

體育 
第三十八屆全港公開國術群英

會 2019 
香港中國國術龍獅總會 

女子小童組長器械 冠軍 

女子小童組短器械 亞軍 

體育 凝聚家庭力量.武動全城慈善

金盃賽 2019 

香港青年跆拳道協會 兒童及青少年組個人

破板賽 

冠軍 

亞軍 

季軍 

兒童及青少年組個人

速度賽 
亞軍 3名 

舞蹈 2018年屯門區第三十二屆舞蹈

大賽 

屯門文藝協進會 現代舞少年組 金獎 

現代舞少年組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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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參賽組別 比賽成績 

舞蹈 26th IDTA Cup International 

Open Champoonships 

Asia Dance Sport 

Council 

Juvenile & Youth CS 2 Second 

Juvenile & Youth 

Jive 
  

Juvenile & Youth 

PasoDoble 
First 

Juvenile & Youth 

Rumba 
Third 

Juvenile & Youth 

Samba 
Second 

Juvenile & Youth 

SoloChaChaCha 
3 Third 

Juvenile & Youth 

SoloLive 
First 

Juvenile & Youth 

SoloPasoDoble 
Second 

Juvenile & Youth 

SoloPasoDoble 
Third 

Juvenile & Youth 

SoloRumba 
First 

舞蹈 
Hong Kong(Asia) Solo Dance 

Competition 2018 

Hong Kong 

Professional Dance 

Teachers Association 

Solo-Jazz Dance 

Junior Division 
Merit 

舞蹈 
Kangaroo Cup Dance 

Competition 

Hong Kong Dance 

Federation 

8-11Troupe(team A) Gold-Ranking1 

8-9 Modern Jazz 

Solo(team C) 
Gold-Ranking2 

舞蹈 The Hong Kong Challenge Cup 

Dance Competition 2018 

Inspired Dance 

Company 

Int'l 

Jazz(Solo/Duo/Trio)Ag

e7-9 

Bronze 

CS4RJazz(Ensemble/Tro

upe)Age10-12 
Gold 

Int'l Jazz 

(Solo/Duo/Trio) 

Age10-12 

Gold 

舞蹈 元朗區青年節 2019 青少年拉

丁舞蹈比賽 

元朗區青年節統籌委員

會 

兒童及青少年

ChaChaCha 
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 CRS 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 Jive 優異 

兒童及青少年 Paso 

Doble 
冠軍 

兒童及青少年 Rumba 亞軍 

兒童及青少年 Samba 亞軍 

兒童及青少年 Solo 

Paso Doble 
季軍 

兒童及青少年 Solo 

Paso Doble 
冠軍 

舞蹈 元朗區體育節 2018 全港體育

舞蹈公開賽 SDM及現代農場杯 

元朗區議會/元朗區體育

會 

Juvenile & Youth Cha 

Cha Cha 
亞軍 

Juvenile & Youth CR 冠軍 

Juvenile & Youth CS 冠軍 

Juvenile & Youth Jive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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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參賽組別 比賽成績 

Juvenile & Youth Paso 

Doble 
冠軍 

Juvenile & Youth 

Rumba 
亞軍 

Juvenile & Youth 

Samba 
冠軍 

Juvenile & Youth Solo 

Cha Cha Cha 
冠軍 3名 

Juvenile & Youth Solo 

Jive 
冠軍 

Juvenile & Youth Solo 

Paso Doble 
季軍 

Juvenile & Youth Solo 

Paso Doble 
冠軍 

Juvenile & Youth Solo 

Rumba 
冠軍 

舞蹈 第 47屆全港舞蹈公開比賽 
觀塘區文娛康樂促進會/

觀塘民政事務處 

中國舞(少年組高小) 金獎 

爵士舞(高小組群舞) 
金獎兼最佳表演

獎 

舞蹈 
第十一屆星舞盃舞蹈比賽

2019 

香港兒童舞蹈教育推廣

協會 
5-6歲單人幼童舞 銀獎 

舞蹈 
第三屆．舞動中華全國少兒才

藝電視大賽 
少兒星光大道組委會   金獎 

舞蹈 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中國舞(群舞) 甲等獎 

訓育及

輔導 

「待人有禮好少年」選舉

2018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待人有禮好少年

獎 

其他 
2018第四屆全港青少年進步

獎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優異獎 4名 

其他 Hong Kong Green Day 2019 Green Council   
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其他 
少兒星光大道‧全國少兒才藝

電視大賽 
少兒星光大道組委會 一年級兒童Ａ組 特金獎 

其他 
屯門區公民教育暨倡廉親子故

事比賽 2018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屯門民政事務處/東華三

院屯門綜合服務中心 

小學初級組（一、二

年級） 
優異 

其他 全港兒童故事演講比賽 
香港電台/香港小童群益

會 
幼兒組 季軍 

其他 惜水學堂：家居用水考察 水務署 

小一至小三 

金獎 

銀獎 

銅獎 

優異獎 

小四至小六 

金獎 

銀獎 

銅獎 

優異獎 3 名 

嘉許獎 5名 

其他 惜水學堂：節約用水標語創作

比賽 

水務署 小一至小六 金獎 

銀獎 2名 

銅獎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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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參賽組別 比賽成績 

優異獎 5名 

嘉許獎 10名 

其他 惜水學堂：節約用水橫額設計

比賽 

水務署 小一至小二 金獎 

銀獎 2名 

銅獎 3名 

優異獎 5名 

嘉許獎 10名 

其他 第十屆幼童軍會長盾挑戰賽 香港童軍總會屯門東區   

全場總季軍 

包括繩結技能季

軍、體能競賽亞

軍 

其他 節約用水水龍頭節流器設計比

賽 

水務署 小三至小四 金獎 

銀獎 2名 

銅獎 3名 

優異獎 3名 

其他 節約用水告示設計比賽 水務署 小三至小四 金獎 

銀獎 2名 

銅獎 3名 

優異獎 3名 

其他 節約用水歌詞創作比賽 水務署 小五至小六  金獎 

銀獎 2名 

銅獎 3名 

優異獎 5名 

嘉許獎 9名 

其他 節約用水機械人設計比賽 水務署 小五至小六  金獎 2名 

銀獎 6名 

銅獎 5名 

優異獎 3名 

嘉許獎 15名 

其他 
學生健康軍團獎勵計劃 2018

至 2019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賽

馬會公共衞生及基層醫

療學院健康教育及促進

健康中心 

  嘉許獎 4名 

其他 優秀隊伍選舉計劃 2017-2018 香港女童軍   優秀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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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財務報告 

    收入($) 支出($) 

(1) 政府津貼    

 擴大營開支整筆津貼(基本撥款)  1,464,917.64   

  學校及班級津貼   (1,073,495.45) 

  升降機保養及維修    (57,750.00)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14,737.60) 

  培訓津貼   (27,570.00) 

  校本增補津貼   (320.00) 

  綜合傢具及設備津貼   (595,187.90) 

  為方便行政增聘的文書助理   (174,762.00) 

  小計 a：  1,464,917.64  (1,943,822.95) 

      

 學校特定津貼    

  修訂行政津貼   1,665,720.00  (2,383,502.25)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464,824.00  (514,065.25) 

  成長的天空津貼  114,927.00  (174,600.00) 

  新來港兒童校本支援計劃津貼  30,024.00  (8,960.00) 

  額外的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356,400.00  (618,751.20) 

  學校發展津貼  750,226.00  (855,151.23)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172,559.00  (150,675.00) 

  空調設備津貼  421,810.00  (314,564.12) 

  小計 b：  3,976,490.00  (5,020,269.05) 

      

(II) 其他津貼    

  整合代課教師薪金津貼  2,482,367.04  (2,774,455.00) 

  額外學位現金津貼  429,660.00  (638,841.00)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125,600.00  (144,900.00)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358,400.00  (306,463.48)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  78,300.00  (48,170.00) 

  小計 c：  3,474,327.04  (3,912,829.48) 

      

  合計 a+b+c :  8,915,734.68  (10,876,921.48) 

      

(III) 學校津貼    

  捐款(教育基金/學生助學金)  52,500.00  (15,640.00) 

  特定用途收費  0.00  (13,848.28) 

  租金(租借場地)  15,000.00  (15,384.40) 

  存款利息  545.57  0.00  

  小計 d：  15,545.57  (29,232.68) 

      

  本年度合計a+b+c+d：  8,931,280.25  (10,906,154.16) 

  2017-2018年度盈餘：  3,177,389.30   

    12,108,669.55  (10,906,154.16) 

  2018-2019年度盈餘：  1,202,5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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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回饋與跟進 

 

本校過去一年的發展主題是「多元學習求新知，互敬互賞重禮儀」，我們希望透過多元化

的學習策略，讓學生養成主動學習的態度，並配合德育的培訓，讓學生學會尊重自己，欣賞別

人，成就出學業與品格兼備的優秀呂小學生。 

 

本年度在「深化學生自主學習」這一重點發展項目上有良好的進展，教師能在各科組長的

引導下優化多元學習策略，以協助提升學生的學習能力。各科已按計劃整合科本學習策略，編

修合適學生學習進度的課程；此外，教師在說課會上重點討論預習活動，強化了預習活動與課

堂規，有助學生學習。於 KPM「我對教學的觀感」項目中，有 72%學生同意「老師經常指導我

們學習方法，如作課前預習、運用概念圖、工具書及網上資源等」，比去年提升了 19.5%，來年

將繼續深化本發展項目，繼續加強教師在自主學習方面的培訓，讓教師能設計出更多及更豐富

的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與家課，各科能按學生年級及程度教授學習策略，幫助學生適當地運用學

習策略。 

為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學校透過了高展示學生的作品，讓同儕間能互相觀摩，培養學生

互賞互學的態度，惟經過一年的運作，發現部分學生不懂得欣賞印在各科學生作品集中的作

品，建議來年透過舉行優秀作品選舉、教師教授欣賞方法及強化宣傳，以增強學生欣賞同儕作

品的能力。 

 

校方本年度另一重點發展項目是「建立學生和諧人際關係」，透過德育成長課、早會、周

會及班導師課培養學生欣賞自己、尊重別人的正確價值觀。同時，訓輔組推行了「優秀學生獎

勵計劃」、「好孩子貼紙」及「真心欣賞你」等活動，增強學生建立和諧人際關係的動機。下年

度將繼續深化上述計劃，包括修訂周會的形式，增加學生的參與度，令學生更投入周會的活

動，並加強各項訓輔活動的宣傳，讓更多學生樂於參與，以達致發展項目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