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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本校的辦學宗旨：讓學生愉快和健康地成長，使他們懂得與

別人相處、互相尊重、虛心學習，從而奠定良好的基礎。本秉承

聖母聖心會辦學精神，以全人教育的理念，致力使學生在德、智、

體、群、美、靈育方面得以均衡發展，並從認識天主而獲得啟發，

實踐基督的誡命，建立正確的人生觀，愉快與健康地成長。學生

又能從學習中漸趨完善，懂得與人溝通、尊重別人、虛心學習，

奠定良好價值觀及人生觀；成為明辨是非、富創意、開明、有責

任感及愛心和樂於服務社會的好公民。因此，本校全體教職員均

會效法基督的仁愛精神，積極投入、同心協力達成辦學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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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們的學校 

學校設備 

 本校於 1990 年由聖母聖心會創辦，為一所 24 班標準屋邨小學，以資助小學模

式營運。開辦初期設上、下午校，於 1999 年度起，下午校遷往另一所校舍，上午

校續留原本校舍，同時採用全日制上課。 

 於 1996 至 1997 年期間，本校進行「學校改善工程」，成為一所樓高 6 層，設

施完備的學校，有 24 個課室，設有禮堂、圖書館、音樂室、視藝室、活動室、資

訊科技中心、校園電視台、多元學習智能室、科學探究園地、英語中心、輔導室、

會議室、祈禱室等特別室。全校所有課室及特別室均已安裝空調設備，使學生有一

個理想的上課環境。 

 2010 年本校一位熱心家長捐贈一個高約 1.5 米的聖母像豎立於校園，供本校師

生祈禱之用；2013 年更新義工計劃的義工於學校 A 閘牆壁繪畫諾厄方舟的壁畫，

2017 年本校師生於學校外牆以馬賽克建造一幅內容為天主創造天地的壁畫；2019

年又於學校入口的另一道外牆，由全體陶藝組的學生合力創作，以陶瓷裝嵌成的「色

彩繽紛成語牆」。此等建設，既可美化校園環境，又可讓學生學習知識及增加校園

宗教氣氛，學生從而加深對天主的認識，以作福傳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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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管理 

    本校於一九九四年開始實施「學校管理新措施」，是全港最早實施新措施的學

校之一，一直以來支持及認同校本管理的理念，並緊隨校本管理的發展方向，逐步

完善校本管理的實施。本校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成立法團校董會，本年度共

召開四次法團校董會會議，訂定學校發展策略及審議監察學校計劃，法團校董會成

員的組合如下：  

法團校董會組合 

    成員包括辦學團體校董馬偉良神父、狄和詩神父、韋沐恩神父、麥冠達神

父、方慶霖神父、謝錦明校監、李劍華先生、馬一龍校長、何詠懿校長、家長校

董沈怡芯女士、家長替代校董陸在山先生及獨立人士校董袁月珍女士。(教師校董

為新一屆教師代表，教育局因應疫情未及批核) 
 

  組 別      

年 度 
辦學團體 校長 教師 家長 獨立人士 校友 總  數 

2019-2020 8 1 2 2 1 0 14 

 

教師發展日當天，老師們為 30 周年校慶拼砌 30 字樣，同賀誌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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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們的學生 

班級資料及人數 

學生學習 

學生出席率 

年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出席百分率 98.8 99 99.6 99.2 99.5 99.2 

    雖然本年度有社會運動及 2019 冠狀病毒病的嚴重疫情致令停課多時，但

在可以上學的日子，學生及家長都沒有怠慢，盡能力回校上課，故此學生的出

席率均高於 98%。 

 
          全體師生穿上由視藝老師設計的正向 T 恤進行大合照 

年級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總數 

班數 4 4 3 4 4 3 22 

人數 63 80 65 77 80 74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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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成長支援 

成長支援及生命教育活動 

喜伴同行 小一滿月生日會 

喜伴同行_共融活動 小一生命教育-情緒透視鏡(和諧之家) 

Fun Day–正向教育活動 小二生命教育-我是好爸媽 

社交達人小組 小三生命教育-護蛋行動 

「青」出於藍--躲避盤活動 小五生命教育-「生涯財智策劃家」 

給自己的信 小六生命教育-生涯規劃體驗活動 

    本年度有多項成長支援及生命教育活動因疫情嚴峻停課而取消，小四生命教

育活動因停課而沒有時間補辦活動。原定於下學期所舉行的活動亦因停課大部分

被迫取消或以網絡形式進行。 

     
  小五生命教育-生涯財智策劃家       小六生命教育-生涯規劃體驗活動  

     

         小一滿月生日會                    小三生命教育-護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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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培活動 

三十周年校慶彌撒 基督小先鋒 

聖人品德故事 聖經故事閱讀報告 

「聽我禱聲」祈禱紙 聖母月填色比賽 

發展生命教育 小息及午息開放祈禱室 

聖誕禮儀 聖誕節馬槽及小禮物製作 

聖誕感恩祈禱 製作宗教科電子教學影片 

    宗培活動方面，老師製作教學影片讓學生於網上學習，並以 google form 形

式取得學生的回饋，觀察學生的學習情況。五月停課期間，老師以電子學習形式

進行聖母月填色比賽，讓學生能繼續學習及進行活動。 

 

三十周年校慶彌撒後全體師生及共祭神長一起合照 

全方位輔導活動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 每月進步之星 

成長的天空計劃 「伴你飛翔」小組 

「弈棋區管理員」獎勵計劃 小一午膳支援活動 

午間正向活動  

    本年度全方位輔導活動四、五年級「成長的天空計劃」多項活動因停課而改

以其他形式進行；六年級「成長的天空計劃」的或動則已全部完成。每月進步之

星也因應疫情而只於部分月份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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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育活動 

「我的行動承諾」仁愛感恩 禮貌比賽 

感恩卡表心意 正向價值活動 

感恩活動 升旗禮(國民教育) 

火警演習 景天好孩子奬勵計劃 

「一人一花」種植計劃 秩序比賽 

    因停課關係，原定下學期的秩序比賽、清潔比賽及優秀風紀選舉等，都不能

如期舉行，但訓輔組亦於停課期間，錄製鼓勵影片，為家人、同學及老師加油，

宣傳正向訊息。停課期間，更透過網上平台教導學生自製小禮物向身邊的人傳達

愛的訊息；復課後，師生均透過填寫心意卡傳情達意。領袖生訓練日營因限聚令

及社交距離的原因而需要順延至下一學年舉行。 

 

教師支援 

「團隊合作」教師工作坊 「給孩子的幸福維他命」小冊子 

想法解讀及社交小組帶領技巧  

    本年度教師支援以不同工作坊進行，部分參與者為負責相關項目的老師。 

家長支援 

「和諧粉彩親子工作坊」 小一家長學堂 

家教會會員大會講座 小一至小五家校茶聚 

輔導生 FUN DAY 家長講座 織織復織織(長者學苑) 

「正向多面睇」FUN DAY 家長講座 長幼揚琴班(長者學苑)  

管教有辦法(和諧之家) 水仙花種植(長者學苑) 

「從家開始」家長工作坊 故事爸媽工作坊 

    本年度雖因疫情減少了活動，但於上學期本校仍開展不少講座和活動讓家長

參與，當中包括講座及興趣班，支援家長管教子女及加強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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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銜接與升中支援 

幼小銜接 升中支援 

小一滿月生日會 小六升中家長會 

幼稚園到本校參觀視藝展 小五升中家長會 

準小一入學體驗課(google meet) 小四升中家長會 

小一適應課程(google meet)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家長會 

 統一派位選校家長會 

 參觀中學及參與體驗課程 

本年度因疫情關係，部分家長會及體驗課均採用 google meet 進行。 

   
織織復織織(長者學苑)                       小一家長學堂  

   
          小一情緒列車活動                   Fun Day–正向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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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們的老師 

人事編制 

本年度，編制以內，核准教師數目包括校長及外籍英語教師合共 38 人，此

外學校以凍結教師職位 4 個及運用各項津貼額外聘請支援老師、外籍英語教師

及學生輔導人員共 49 人。 

團隊總數 

職級 校長 副校 課程 

主任 

老師 圖書館

主任 

支援 

老師 

社工 外籍英

語老師 

總數 

人數 1 1 1 37 1 4 2 2 49 

  教師學歷 (佔全校教師人數%) 

類別 教育文憑 學士 碩士或以上 特殊教育培訓 

百分率 100% 100% 26% 29% 

  教學年資(佔全校教師人數%) 

時期 0-4 年 5-9 年 10 年或以上 

百分率 72.5% 5% 22.5% 

老師語文能力資料 

   全校英語及普通話教師均已經達到語文能力要求。 

教師專業發展 

    本年度教師專業發展時數共 2473 小時，每位老師平均進修約 57.5 小時。

本年度之進修，因疫情關係，部分於網上進行，但表現理想。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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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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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 3 - 持份者對教師專業發展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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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個人持續專業發展計劃報告 

(2019/2020)學年 

    本年度校長持續專業發展計劃主要與學校發展計劃關注事項配合，環繞六大

主要領導才能範疇，因應學校發展需要及個人專業成長需要而學習。整體而言，

高於超教育局每年平均 50 小時的要求。相關的進修，都能內涵蓋了六大主要領

導才能範疇：  

學習內容類別 項目(簡述) 時數 

1. 有系統的學習 校長專業發展課程 

與教育及政策相關課程及簡介暨諮詢會  

校長會及與教育局分區校主交流 

法律/保險與管理課程 

教區及辨學團體舉辦的校董課程 

7 

2. 實踐學習 課程領導 

教育研討 

宗培分享及體驗活動 

81.5 

3. 為教育界及社會服務 資助小學/西貢區校長會會議  

升小家長會及小學簡介 

加強中小幼銜接交流/ 家長會/分享 

幼稚園校長及教師聯繫及交流 

其他社區服務 

42 

(I)策略方向及政策環境、(II)學與教及課程、(III)教師的專業成長及發

展、(IV)員工及資源管理、(V)質素保證和問責、(VI)對外溝通及聯繫 
總時數(小時) 

130.5 

  

範疇   項 時   數 百份比  

A   學校行政及科組管理 /交流 2 49 38%  

B1   學與教 8 16.5 13%  

B2   學與教-STEM 1 1 1%  

B3   學與教-E-learning 10 32 25%  

C   資訊科技 0 0 0%  

D   照顧學生個別差異及特殊學習需要 2 4.5 3%  

E   訓輔、德育公民、學生個人成長 10 27.5 21%  

  33 130.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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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們的教與學 

聯課活動 

    各科組安排多元化的校內校外活動，讓學生參與，如：英語日、普通話日、

英語戲劇、科學探究、文化日及校內小一、二Fun Day等，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透過大型主題視藝展覽─「懷舊香港」，給予學生一個評賞藝術作品的平台

及機會，培養學生的想像能力、協作能力及創意思維。透過是次活動，讓學生認

識昔日香港的景況及香港傳統的文化藝術，從中學習視覺藝術知識 – 視覺元素

及組織原理。學生從中學習香港傳統的文化藝術，如設計花牌、粵劇臉譜、港式

霓虹燈招牌及紮作花燈和紙鳶等，承傳本土的文化藝術。校內外人士參觀反應皆

理想，家長及嘉賓參與積極，最受歡迎大獎的現場投票反應熱烈，親子比賽作品

質素甚高，獲參觀人士一致好評。 

    各科組統籌與三十周年校慶相關的學科活動，如視藝科校慶繪畫比賽及

資訊科技科校慶生日咭設計比賽等，成效不俗，但部分科組相關活動因新冠狀肺

炎疫情停課而取消。 

共同備課 

中英數常同級同科老師進行共同備課，上學期達4次，重點是各科設計自學

內容及電子學習元素的課堂。由於新冠狀肺炎疫情停課的原因，下學期教師每

週透過共同備課製作與課題相關教學短片供學生觀看，並輔以相關練習，教師

亦透過網上平台學習管理系統-eClass內聯網/學校網頁將學習材料發放予學生，

並於4至6月進行實時網上學教，以支援學生學習，達到停課不停學的目的，電

子學習推展有顯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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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文科 

    中文科善用出版社電腦資源及不同的網上平台，為學生設計電子學習活動，

增加課堂互動及提升學習動機。教師還參與「資訊科技應用於電子學習」工作

坊，並於分科會議與同工分享交流，促進學與教效能。 

    為提升三至六年級學生的寫作能力，利用圖式教學於三年級教授記敘文的

動態描寫，四年級記敘文的動靜態描寫，五年級的説明文，六年級的議論文，

透過圖式的思維圖，學生清晰了解該等文體的寫作方法。 

     中文科配合生命教育閱讀與天主教核心價值「仁愛」及「感恩」有關的

「閱•劇共建計劃」圖書，然後完成思維工作紙，從而培養正確價值觀。同時，

透過「三十周年校慶徵文比賽」以相片或文字表達對學校和老師的感恩之情。 

在閱讀教學方面，透過「閱•劇共建計劃」和「節日-閱讀報告比賽」，推

動學生假期閱讀圖書，培養閱讀興趣。 

    在自學方面，更新了筆記框架，查簿觀察所見，大部分學生能在老師的指

導下完成自學功課和撰寫筆記。老師也根據自學指引於讀文和寫作教學前指導

學生做課前預習，或佈置課後延伸活動。停課期間，老師製作了講述普通話難

點和語文知識的影片，初步建立本科自學影片庫，增加學生自學機會。 

    為了照顧學生多樣化學習，除了一至三年級推行分層支援教學計劃和安排

學生參加校外比賽外，還與天虹粵劇研究院合辦『縱橫四工刀合士上』粵劇課

程，為各級學生舉辦粵劇講座，挑選部分能力高的學生接受大約 12 小時的粵

劇訓練，學習粵劇的身段及唱腔技巧、功架、造手等。 

    本年度中文科中年級組參加粵語項目獲得優良成績，高年級組參加普通話

集誦項目獲得季軍，其他獨誦項目，大多獲得優良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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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普通話科 

    普通話科致力增進學生在普通話語音基礎知識，以及對中華文化的認識。

普通話科新課程已於本學年全面推行，為了配合新課程的發展，本年度小一

至小六全面採用新版教科書，教科書內互動課堂及翻轉教室等的電子學習元

素，大大提升了學生在語音拼讀上的能力。 

    此外，科組製作了一系列的「普通話朗讀中文科課文影片」，讓學生在

「普通話學習中文」的學習階段作好準備。普通話影片分為兩個部份，小三

至小五的影片內容包括以普通話重溫中文科每課讀文篇章的內容及語音難點，

影片可以讓學生在中文科進行讀文篇章學習前先進行預習及掌握每課篇章的

語音難點。而小二的普通話影片內容為普通話朗讀課文內容及詞語，影片可

以讓學生提前準備「普通話學習中文」的學習階段，加強語音知識。科組亦設

計了全新的校本漢語拼音教材《拼音找找樂》，供學生進行語音自學。影片及

教材能夠支援學生在「普通話學習中文」的學習階段作出準備。 

     另外，學校恆常的普通話早會短講及午息拼讀活動，能夠讓學生在普通

話演說及練習中提高自信心。而普通話遊戲日及普通話遊蹤，能夠讓學生在

不同的遊戲中學習普通話，提升其興趣。學校亦推薦學生參與「OCT 漢語

口語測試」，讓學生能夠透過比賽檢視自身的普通話語音知識及弱項，從而

提升學生的普通話語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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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nglish language  

 School-based programmes： 
a. PLP-R/W - Primary Literacy Programme - Reading and Writing (KS1) 

b. DTS- Development of Text Sets Programme (P1)  

Different learning programmes are launched throughout this year to enhance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We continue to join the two programmes (PLP-

R/W and DTS) under the EDB NET Scheme. The programmes facilitate the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chool-based English curriculum. In this way,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n learning and teaching quality can be observed. 

P.1-3 PLPR/W ran smoothly as usual. Students were enthusiastic during the 

shared reading activities and enjoyed immensely the interactive activities such as paper 

mask making in P.1, cooking activity in P.2 and P.3. They were able to apply different 

language skills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the activities. A new interactive whiteboard will 

be installed in the English Learning Room. Teachers can make use of the whiteboard to 

design interactive games which allow students to come forward to the board and play 

games together. Moreover, teachers can facilitate students’ learning with more attractive 

and varied visual aids provided by the interactive whiteboard. On the other hand, new 

decorative wallpaper will be put outside the English Learning Centre. The wallpaper 

will show vocabulary and pictures about different countries. It aims at creating a richer 

English-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to make use of English to explore the worl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TS was suspended due to the pandemic. Nevertheless, 

unit plans and lesson plans had been made. In the regular co-planning meetings, teachers 

developed an interactive and inquiry-based unit for P1 students about ‘ani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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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directed learning: 

For self-directed learning, students make use of ‘HOT’ skills to make notes to help 

themselves to learn effectively. Besides, teachers guide students how to get appropriate 

information from the internet to widen their knowledge. 

Promoting positive value: 

To nurture students’ positive values – kindness and gratefulness, NETs and English 

ambassadors introduced themed books and stories to students in the morning assembly 

and at lunch recess.  

Competition results:  

 36 students got Merit in Solo Verse Speaking in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Debate Team won the third prize in HKPTU Primary Debating Competition 

Champions of Primary Devision 1C  

 

 

 

 

 

 

 

 

 

 

 

 



15  

4. 數學科 

    數學科配合電子學習，訂定三至六年級數學科校本電子學習課程。教師

於課堂針對教學難點運用相關的 Apps，並應用 Plickers、Kahoot!等工具，優

化課堂設計，提昇學生主動學習及運用資訊科技進行學習的能力。教師運用

Google Drive 平台存取電子學習資源以進行共同備課、設計及編修課堂學習

教材。二至六年級學生利用筆記進行自學，而一年級學生於課本中圈出或書

寫重要詞彙以進行自學。在數學小老師活動中，由成績較好的高年級學生，

於課餘指導成績未如理想的低年級同學。透過同學互相幫助，建立關愛校園。

一方面使數學科較弱的學生得到個別指導，另一方面，亦提升小老師的自信

心，令小老師深化所學習的數學概念。 

    數學科參與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的華夏盃數學比賽，多位同學在

比賽中得獎。 

    本年度因疫情停課關係，五年級跨學科 STEM 活動「立體風箏」、低年級

的「數學遊蹤」及部份數學比賽均取消。 

 5.常識科 

    本學年，常識科優化自學簿的內容。老師預先訂定學習框架，讓學生更

容易掌握課文重點，完成課堂筆記。就常識科新課程實施，本年度已完成選

書程序，下學年將採用新課程，新課程更切合學生能力及學習需要，當中的

多元化活動及電子學習教材讓學生能更積極及愉快學習。在推動 STEM 課程

方面，本科在課外活動中安排 STEM 組，讓有興趣的學生接觸 STEM 活動，

學生通過手腦並用發揮解難能力，促進學生發展共通能力，鞏固學生的堅毅

精神。教師又從 STEM 組中挑選有潛質的高年級學生，進行深入的訓練，參

加校外 STEM 比賽。本科的跨學科專題研習，規劃上加入 STEM 元素，再配

合各科學習領域，共同建立相關的學習知識，技能和態度，惜因疫情關係而

取消活動，來年度會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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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以外，本科為學生提供新聞分享平台，以仁愛/感恩為主題，讓學生

在早會時進行「時事分享」(例如: 主題為捐贈器官)，學生透過活動以關心

身處的社會所發生周邊的事情，以培養他們待人寬厚仁愛的態度，建立正向

的價值觀。 

6. Science 

    本科與常識科進行跨科協作，共同調整各級的課程及科探活動，以加強

學習效能。下學期由於疫情關係，學校停止面授課程多月，本科亦藉此機會

加強電子教學元素的運用，除了以 Quizlet 幫助學生掌握字詞外，又為學生提

供合適的教學影片，輔以具啟發性練習，讓學生以翻轉課堂形式預習及自學，

科任老師亦親自錄製多段校本教學影片，協助學生掌握課程內容。 

    

 7.資訊科技科 

    本年度為慶祝 30 周年校慶，各年級分別教授以不同軟件製作生日卡，包

括小畫家、Artrage，Paint.Net 及 PhotoImpact 等，作品款式多變，亦顯示了學

生能學以致用。 

    停課期間，資訊科技科於坊間搜尋大量有關資訊素養的題材，予學生自

學。內容涉及網上詐騙，正確運用社交媒體給變形網上資訊真偽等。素材附

設評估題目，教師能從中檢視成績以作適時回饋。 

    為迎接新學年推行學生自攜平板電腦上學計劃(BYOD)，課堂中嘗試讓學

生使用電子課本，並從中檢視成效，以作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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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視藝科 

     本年度視藝科配合生命教育課程，於部分視藝課題以正向教育元素:「仁

愛」、「感恩」為主題。本年度推行「藝術之星」計劃提升學生的評賞能力及自

信心。2019 年度之視藝展主題為《懷舊香港》，學生從主題認識昔日香港的景

況及香港傳統的文化藝術。 

    主題視覺藝術展發展至今已達五載，為展示本校學生於藝術教育的成就，

視藝室外走廊牆壁提供了展示平台，展示過往的主題視藝展作品 :《蛋的奇遇》、

《機械人之旅》、《動物王國》、《漫遊色彩世界》及《懷舊香港》，讓學生

能回顧當中的展品，激發學生更多的創作靈感，他日能創作更多出色的視藝作

品。 

    為慶祝三十周年校慶，視藝科舉行了一連串的活動，當中包括了陶藝班以

手捏法等陶藝技巧創作作品，於展覽時展出。親子視藝展 ─《送給景天的賀禮》，

學生及家長一同以視藝作品慶祝三十周年校慶，分享校慶的喜悅。「三十周年

校慶親子壁畫設計比賽」，讓比賽得獎學生的作品繪畫成壁畫，並且配合五大

天主教核心價值，邀請幼小學生到校一同繪製壁畫。 

    疫情停課期間，老師上載多個簡報及影片，教導學生於家中自學，完成相

關視藝創作。原訂於下學期進度表加入一個電子教學的題目，惟疫情持續關係，

復課後學生無法進行電子學習，有關課題亦因而取消。 

            

          

幼小學生到校繪製之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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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倫宗科 

    本年度倫宗科於九月舉行了三十周年校慶彌撒，共祭的神父與師生一同

慶賀學校建校三十年。本年度加入兩項新活動，聖人品德故事分享及探訪聖

堂活動，因疫情關係，聖人品德故事分享只於十二月及一月進行，其餘的聖

人故事，則於下一年度繼續向同學介紹。另一項活動探訪聖堂活動原於三月

舉行，因疫情關係而取消，下一年度再度進行。十二月舉行之三十周年校慶

聖誕禮儀活動，順利進行，馬槽設計比賽令學生重溫耶穌降生成人的事跡。

親子設計馬槽活動也讓家長感受聖誕節除了玩樂之外，也有著其重要的意義，

希望能藉此作福傳的工作。 

    疫情期間，倫宗科製作了一些網上自學功課，讓學生在家自學。此外倫

宗科也製作了一些有關聖經故事的影片，讓學生於疫情期間學習倫宗課本的

內容。五月停課期間，原定的聖母月獻花活動取消，但五月份的聖母月填色

活動則繼續進行。本年度因疫情而兩度停課，令四旬期活動，小六公教同學

日、結業禮等活動不能如期進行，來年度各項活動將繼續進行。 

10.生命教育科 

    本科在課室設立「感恩牆」，鼓勵學生互相欣賞，勇於表達感恩之情。本

科又於課程滲入仁愛及感恩的美德，利用不同的體驗活動讓學生發揮性格強

項，懂得關愛他人，珍惜生命。 小一於 11 月 5 日舉行「情緒列車」，認識自

己的情緒變化，學習控制情緒的技巧。小二於 12 月 11 日至 1 月 15 進行「我

是好爸媽」活動，讓學生體驗父母的辛勞，並親手製作感恩三明治送給家人，

表達謝恩。小三於 12 月 5 日進行「護蛋大行動」，讓學生明白團隊相處包含

愛及互相信任。小五 9 月 25 日舉行「生涯財智策劃家」活動，小六 9 月 23

日舉行「人生大富翁—生涯規劃」活動，讓學生學習生涯規劃的方法和技巧，

懂得及早為未來作出準備，計劃自己的路向。小四因疫情嚴峻而未能舉行相

關活動，來年度再度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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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停課期間德育及生命教育組製作「抗疫教學」短片及實時教學  (Google 

meet)網上課堂，例如：景天孩子齊抗疫、時間管理、自律、「新冠肺炎防不勝

防」、好書分享、「愛」出發、「疫」境尋真相、盡心做事、愛護環境、正向溝通

有妙法、孝愛父母、希望等影片訊息幫助疏導學生負面情緒，支援家長，以及

發放正能量，同時亦鼓勵學生建立作息定時的生活習慣，更可以用不同方式繼

續關愛身邊有需要的人，及以積極的心態面對疫情，提升正面情緒，向學生發

放正向訊息。 

11.圖書科 

   本科與各科合作進行不同類型的活動： 

1. 跨科專題書展：每月為各科進行主題書展，並完成各科所訂下的工作紙； 

2. 延伸繪本閱讀：跟生命教育及成長科合作，為學生就生命教育及成長科的 

主題介紹相關繪本故事，有些年級更有工作紙配合； 

3. 閱讀報告比賽：以中西方節日為主題書展，為學生介紹不同節日的圖書， 

並進行「閱讀報告比賽」。 

    除此以外，我們亦會為學生提供平台，讓學生進行「好書分享」，分享他

們所閱讀圖書，增加其他學生閱讀的廣闊面，提升學生閱讀的興趣；早會時，

老師亦會就該月的月訓作好書分享，讓學生多認識不同類別的圖書。 

    周三閱讀時段（早讀及午讀），中、英文圖書老師亦會為不同的年級的介

紹「仁愛」、「感恩」主題的圖書。 

在停課期間，本科老師亦會每星期為學生介紹有關正向價值，尤以本年

度的正向價值「仁愛」、「感恩」為主題的圖書，讓學生「停課．不停學」，時

刻提醒學生不同的正向價值。此外，本科又為學生提供不同閱讀媒介，如 E-

悅讀學校計劃、閱讀大挑戰、東亞銀行親子閱讀獎勵計劃，提升學生的閱讀

興趣。 

本科亦會為各科就本年度的重點發展採購相關主題的圖書，好能增加學生

對各科知識的深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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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們對學生的支援 

提升教師建立正向共融校園的意識方面 

本年度本校教師參與了不同範疇的特殊教育課程或工作坊，這些工作坊都能

有助加深教師對特殊需要學生的認識，並進一步了解支援此類學生的策略及技巧。

故此，本校支援有需要學生的老師多能掌握當中技巧，支援相關的學生，達致正

向共融氛圍校園的建立。 

透過服務活動及支援，培養學生包容接納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各科的服務大使及小老師多能發揮互助共融的精神，透過活動或服務學習為有

需要的同學作支援。 本年度共進行了 4 次「喜伴同行」的共融活動，除了增強自

閉症學生的社交溝通能力外，同時亦培養非自閉症學生的耐心及愛心，讓他們明白

共融平等的重要。各種共融活動有助學生明白及體諒別人的需要，意義重大，建議

來年度的喜伴同行繼續推行相關的共融活動。部分自閉症學生在找朋友參與活動時

感困難，小組老師或班主任都會從中協助，減低自閉症學生的焦慮。 

透過不同活動，照顧學生個別差異，藉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 

 本校為中、英、數各科成績較弱的學生提供輔導，以照顧學習差異，提升學

習動機。 

 英文科每星期進行一次以發聲書支援成績稍遜學生的活動。於午息時，讓一

年級學生以點讀筆(Magic Pen)朗讀校本發聲書，提升學生的識字量，同時亦

提高學生對學習的興趣。 

 數學科為有數學困難的初小學生，於午息參與「ipad數學小組」，以提升學

生對數學的興趣及學習動機。 

 對言語障礙的學生，言語治療師為有言語障礙的學生進行訓練及評估；安排

家長觀課，為言語障礙的學生家長提供指導子女改善言語能力的方法。因疫

情停課，本年度為學生提供的言語講座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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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又為有讀寫困難的學生提供「讀寫訓練班」，以改善學生在讀寫方面的

困難。與中文科協作推行「伴讀計劃」，由高年級同學為初小有讀寫困難的

學生進行伴讀，提升他們的閱讀技巧及自信心。 

 對自閉症學生，本校以「個別學習計劃」(IEP)支援部分有嚴重自閉症的學生；

本校繼續參與「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以「社交小組」形式支援自閉症學生，

計劃包括「社交小組」、「共融活動」、「老師及家長諮詢會議」等。本校

又參加教育局舉辦的「分層支援有自閉症學生計劃(Aim Project)，分三層全

面支援有需要的自閉症學生。由支援老師、教學助理或社工提供個人社交小

組訓練，以逐步提升其社交能力。 

 對過度活躍或專注力不足的學生，本校會外購「專注力訓練班」，以改善學

生的專注力問題。 

綜合而言，上述各項針對學生於學術、言語、行為、情緒等方面所進行的活

動及措施有助紓緩學生面對的困境。中文科的「伴讀計劃」及數學科的「ipad 數

學小組」原定於下學期午息進行，但由於疫情關係，活動需要取消。抽離班的成

效不錯，部分抽離班的學生成績有所提升，學習動機亦有所改善。 Aim Project 能

協助學校策劃三層支援，為參加計劃的學生提供適切的幫助。 上述各項活動，學

生的出席率均達 8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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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學生表現 
本校設立不同的課外活動，讓學生擴闊視野、豐富學生的學習經驗。每逢周

三除了舉行全校性的課外活動外，也會舉辦不同主題的講座，豐富學生的課外知

識。周三的課外活動鼓勵及支援學生在課外活動上均衡的發展，健康地成長。本

校又於周一至周五課後時段開設不同類型的課後活動，協助學生舒緩學習壓力，

發展個人專長。課後活動包括音樂、體育及視藝之不同活動。此外本校又聘請專

業導師為學生開設不同範疇的興趣班，為學生提供專業教育服務。學校運用全方

位學習基金支援經濟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資源參與各類活動及比賽，發展其學業

及體藝上的長處，擴闊視野。 

學生課外活動表現 

本校推動學生參與校內及校外多元化的活動和比賽，藉此培育學生發展不同

潛能。在校外比賽中共有 34 項比賽獲得名次，共有 437 人次獲得獎項。其中以中

文朗誦及體育科田徑比賽表現較為出色；而多個團體比賽表現突出，包括田徑隊

於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取得男子丙組亞軍、男子乙組殿軍、男子足球隊於西

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取得殿軍及武術隊於沙田武術錦標賽 2020（拳術組）取得

冠軍。中詩集誦隊於香港學校朗誦節取得高級組季軍，更有學生取得 J3 - J12 全港

兒童繪畫比賽金獎及第 18 屆聖誕兒童繪畫比賽金星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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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獲獎情況 

比賽類別 人 次 
中詩集誦及獨誦 143 

英詩獨誦 37 
體育 221 
數學 10 

IT 10 
視藝 6 

學生表現 9 
圖書 1 

 437 

本學年所舉辦的課外活動項目 

語文科 
中詩集誦 英詩集誦 粵劇 Drama Game 話劇組 

語文遊戲 暢遊普通話 Phonics Debate Team  

數學科 奧數小精英 數獨    

視藝科 陶藝 小小藝術家    

音樂科 
管弦樂班 歌詠 手鐘 箏團 柳琴 

節奏樂 揚琴    

體育科 

男足 女足 男籃 女籃 女排 

田徑 簡易田徑 羽毛球 乒乓球 閃避球 

中國舞 GOLF    

其他 小小發明家 武術 跆拳道 時裝設計 手工藝 

制服團隊 少年警訊 紅十字會 基督小先鋒 小童軍 幼童軍 

 
 

    2019-2020 年度，因有社會運動及疫情嚴峻的關係而停課，令學生參與校外比

賽的機會大大減少，下學期甚至沒有舉辦活動或參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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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重點發展項目一：營造正向文化，培育學生正向價值觀 

成就 

推展正向教育，培養師生正向思維 

    本年度新周期關注事項以營造正向文化，培育學生正向價值觀為主線。於教師

專業發展方面，本校安排不同教師發展日活動，其中一主題為「團隊合作」，由香

港青年協會社工統籌，活動讓教師得以放鬆身心，解除疲憊，讓其個人生理、心理

以及靈性方面得以滋養。全體教師認同工作坊能加強教師間的合作及凝聚力，促

進教師間的團隊精神。另一項教師發展日活動為「正向教育」工作坊，全體教師認

同透過工作坊能加強他們對正向心理學及正向教育的認識，並能提升他們加強學

生學習態度及動機的知識。 

    各科組能重點關注天主教核心價值「仁愛」、「感恩」設計相關活動，學生都

能積極參與，例如中文及英文科安排三十周年校慶徵文比賽，題目為「感恩」，視

藝科則舉行「懷舊香港」主題視藝展覽親子作品視藝展，題目為「送給景天的賀

禮」。常識科及圖書課透過早會分享與「仁愛」、「感恩」相關的時事及生活分享，

大部分學生能積極投入參與與正向教育相關早會活動。圖書科推廣有關講述中英

文正面價值觀圖書等。親親孩子晨讀時段已於上學期開展了9次，主要對象為一至

二年級同學。逢星期四早會前，將由科任老師或家長義工為學生進行有關正向教

育的漢語拼音書作故事分享。透過各科按「仁愛」、「感恩」為主題所設計的學習

活動，培養了學生正確的價值觀，成效令人滿意。 

    各科組已於進度表及課堂教學內容中，滲入「仁愛」、「感恩」正向價值觀元

素。另於各級校本資訊科技課程內容中加入正向使用網絡的課程，新課程能提升

學生資訊科技素養。 

    本校繼續優化生命教育課程，並配合不同體驗活動，培育學生正向思維。學生

透過不同體驗活動，如P.1情緒列車-學生能學習控制情緒的技巧，P.3護蛋大行動-

活動能提升學生的團隊精神，P.5生涯財智策劃家-學生學懂如何管理金，P.6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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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富翁—生涯規劃-學生學懂如何發掘自己的長處，及早為未來作出準備，計劃自

己的路向。學生投入參與體驗活動，並能認識正向價值觀。 

重點發展項目二：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促進自主學習 

通過教師專業發展，優化課堂學與教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本周期安排全校老師參與有關「資訊科技應用於電子學習」不同教師培訓及

講座，教師能互相交流分享學習成果，以提升教師專業能力。本校善用校內教師

專業發展日，主題為校本電子學習教學分享，當天中、英、數及常教師進行電子學

習單元設計及滙報分享，最後全體教師分享不同電子教學工具(apps)，讓教師能掌

握應用電子學習策略知識及技能，推展學習社群。 

    於上學期，大部分教師於課堂中都曾使用電子教學策略如 Quizlet，Nearpod 及

Kahoot 等，提升了學生的學習動機。電子學習組於下學期疫情停課期間製作大量

校本自學應用短片，內容包括如何使用 Google Classroom、使用 Edpuzzle 及

Powertoon 製作錄音教學短片、運用電子學習平台(e-class)、翻轉教室和實時網上

授課等技巧。為教師提供所需及足夠的校本培訓，學生在家學習計劃的學習情況

都能符合學校自訂的預期目標，達到停課不停學的要求。另外本校組織多次

「BYOD 自攜式電子學習」電子教學示範校內示範分享工作坊，以加強教師

掌握運用電子學習工具技能及信心，這有助本校推動來年度電子學習及 BYOD 政

策的發展。 

優化課堂學與教策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本年度英文科推行「促進小學英語學習津貼計劃」(PEEGS)，外藉英語教師及

英文科老師共同編寫校本英語戲劇課程(小四至小六)，以推動閱讀及提升學生說話

能力。因疫情停課，課程及活動祇於上學期進行，小四至小六科任老師與校本外

藉老師進行共同備課會，設計了校本英語戲劇課程框架及教材。透過教師工作坊

及英語戲劇錄影課堂，優化了課堂學與教策略。學生普遍喜愛英語戲劇課程，提

升了他們對學習英語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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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英文科參與Development of Text Sets (DTS) Programme ，NET Section 

advisory teacher與小一科任及外藉老師進行共同備課會，訂下了單元主題及框架，

並於下學期試行一個英文單元(PETS),以優化現行的PLPR&W課程。由於疫情停課

關係，下學期未能如期進行。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及反思能力 

    本年度學校的課程關注重點為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各科已訂定整理筆記的

自學框架，有助統一筆記基本內容。學生運用筆記簿成效良好。各科能按科組特

色優化已有的預習任務如中文科著學生於筆記簿中摘錄課文的主旨及查字典，英

文科讓學生運用查字典策略及摘錄佳，數學科著學生列寫公式及書寫計算心得為

筆記，而常識科則著學生運用不同思維圖組織筆記及上網找尋資料。P5-6年級學

生能養成完成筆記的習慣，加強其自主學習性。部份老師利用學習平台分配網上

功課，但仍須鼓勵加強運用。 

    本年度圖書科推行各項電子圖書計劃，學生於家中進行自學，讓他們閱讀不

同題材及範疇的書刋。E-悅讀學校計劃-閱讀平台共有 2500 人次運用，平均每人閱

讀 5 本圖書，參與率有待加強。全學年 Reading Battle 閱讀大挑戰任務-一年級共

完成 285 篇；二年級共完成 1363 篇；三年級共完成 362 篇；四年級共完成 604 篇；

五年級共完成 722 篇；六年級共完成 401 篇，成效不俗。 

照顧學生多樣化學習，以發展學生不同能力 

    於「促進小學英語學習津貼計劃」中，由外籍教師訓練閱讀大使，以伴讀計劃

加強學生閱讀技能，加強資優培訓。透過Reading Buddies Scheme伴讀大使計劃，

伴讀大使為能力稍遜學生伴讀，提升了學生彼此間的閱讀能力。 

    「全方位學習津貼」計劃能讓學校能更靈活調撥資源，本校運用了資源與天

虹粵劇研究院合辦「縱橫四工刀合士上」粵劇課程，透過粵劇培課程培訓，加深小

四至五學生對粵劇藝術的認識。上學期學生進行了12小時的訓練，已排練《花木

蘭》其中一場折子戲。學生通過訓練學會了粵劇的身段及唱腔技巧，功架、造手、

關目等。但因疫情停課原因，未能安排學生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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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加強教師專業發展 

    善用校內教師發展日，就「資訊科技應用於電子學習」、「正向思維」及「STEM」

範疇，來年度繼續組織更多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及交流活動如教育局學宜樂計劃

提供的講座-教授師如何使用正向言語，社工統籌如何教授成長課及提升團隊精神

工作坊等。 

      配合校本課程發展，以推動互相學習文化。教學分享重點主要為各科校本

「BYOD 自攜式電子學習」成功教學經驗分享，加強教師掌握電子學習策略

信心。 

繼續優化課堂設計及教學策略，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促進自主學習 

    來年度開展三、四年級BYOD政策，以加強發展校本電子學習課程，並透過設

計電子學習單元課堂及教材，以提升學生學習信心及成效。其他級別將加強課堂

上電子學習工具，課堂設計以多元化習作及活動為重點。教師宜多給予學生機會

進行分組討論及回饋，以提升他們學習動機及加強學生互動性。 

    繼續以「課堂內善用電子學習輔助教學」作為教學重點，推動各科善用互動

平台作為輔助教學工具，加強推展課前預習。 

優化各科課業評估指標，加強教師給予正面具體的回饋。 

繼續參與校外專業支援計劃，優化校本課程，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及教學的效能。 

 教育局「學宜樂」計劃-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訓輔組) 

 小一英文科Development of Text Sets (DTS) Programme-透過有趣單元學習

活動，以提升閱讀能力。 

 英文科參與教育局小學英國語文領導教師學習社群-校外教學交流，以提

升科主任統籌科務能力。 

 小四數學科參與教育局校本支援服務-重點發展電子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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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四視藝科香港美術教育協會HKSEA-設計教育種籽計劃-提升教師設計

教學資源能力。 

    為了吸引學生到圖書館借閱，來年度安排教師好書分享及學生拍攝一分鐘短

片好書介紹活動，並配合圖書獎勵計劃。 

營造正向文化，讓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校園四周張貼正向教育訊息-梯間增設仁愛、節制、勇氣、靈性與超越、公義、

知識與智慧六大美德正向教育壁畫，希望潛移默化，鼓勵學生發揮六大美德。 

    多運用展示區，課室外壁報以「正向小星星」為主題，展示學生作品及讚賞學

生在不同範疇的優良表現如(自律之星，積極之星，盡責之星及領導之星等)，表揚

發揮性格強項的學生，讓學生獲取成功感。 

    課室內壁報設「景天孩子齊表揚」，透過寫表揚卡，鼓勵學生互相欣賞各自

的長處，建立積極關愛的正向文化。 

    來年度進行提升資訊科技素養早會活動或短片製作，教導P3-4學生安全使用

互聯網(自攜裝置學習計劃(BYOD)，讓學生有效和符合道德地善用學習工具進行學

習，成為負責任的公民。 

    來年度中英數常科主科須鼓勵科任多運用正面及具體回饋於課業中，另科主

任鼓勵科任老師於科會中分享佳作。 

    下年度多鼓勵教師於課堂中多運用正向理念及語言，促進學生學習。 

 

 

 

 

 

 

 



   03/02/2021

2018-19
盈餘/支出

2019-20
收入

津貼名稱
2019-20
實際支出

2019-20
盈餘

$3,243,443.09 一般範疇--累計盈餘

$503,588.76 2018-19特殊範疇盈餘 *(轉入此範疇)

$1,269,770.47 2019-20津貼收入

$393,494.40 學校及班級津貼 $449,882.08

$79,130.00 升降機保養津貼-保養費 $80,420.00

$158,760.00 供增聘文書助理的行政津貼 $162,414.00

$2,760.00 增補津貼 $1,120.00

$52,837.00 補充津貼 $75,431.48

$8,902.47 培訓津貼 $9,822.60

$24,496.98 學校課程發展津貼 $72,834.67

$10,463.07 德育及公民教育津貼 $14,364.95

$7,503.00 校本輔導及訓育的計劃經費 $22,500.00

$116,769.30 綜合家具及設備津貼 $196,308.78

$1,269,770.47        A 總計: $1,085,098.56 $184,671.91

$5,016,802.32 2019-20 總收入(上年度盈餘＋特殊範疇盈餘轉入+本年度撥款) B 盈餘: $3,931,703.76

2018-19
盈餘

2019-20
收入

津貼名稱
2019-20
實際支出

2019-20
盈餘

$47,654.00 $1,204,476.00 修訂行政津貼 $1,048,360.00 $203,770.00

$190,197.00 $407,006.00 空調設備津貼 $84,057.00 $513,146.00

$83,569.76 $398,747.00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653,277.88 ($170,961.12)

$290,175.00 $683,045.00 學校發展津貼 $186,020.48 $787,199.52

$0.00 $50,000.00 校本管理額外津貼 (通20/2019) $0.00 $50,000.00

$52,665.00 $955,395.00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885,000.00 $123,060.00

$3,852.00 $126,756.00 成長的天空計劃 $114,100.00 $16,508.00

$8,533.00 $169,945.00 加強言語治療津貼 $177,296.90 $1,181.10

$676,645.76 $3,995,370.00 C 總計: $3,148,112.26 $1,523,903.50

B+C 總計 : $5,455,607.26

景林天主教小學
   2019/2020學校週年財務報告(01.09.2019-31.08.2020)

(I)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 一般範疇

(II)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 特殊範疇

$4,672,015.76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 學生特定用途收費 及其他津貼

第八章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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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2/2021

景林天主教小學
   2019/2020學校週年財務報告(01.09.2019-31.08.2020)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 學生特定用途收費 及其他津貼

2018-19
盈餘

2019-20
收入

津貼名稱
2019-20
實際支出

2019-20
盈餘

$4,991.60 $96,600.00 校本課後支援學習津貼 $20,140.00 $81,451.60

$0.00 $38,500.00 學生活動支援津貼 (通17/2019) $38,500.00 $0.00

$0.00 $675,000.00 全方位學習基金 (通16/2019) $391,144.37 $283,855.63

$0.00 $4,373.00 新來港兒童校本支援計劃 $3,000.00 $1,373.00

$0.00 $350,000.00 非華語兒童津貼 $40,362.00 $309,638.00

$276,779.54 $594,000.00 小學學習支援津貼 $709,916.75 $160,862.79

$37,846.80 $0.00 考試評核TSA $1,157.00 $36,689.80

$1,041,524.41 $3,205,110.00 代課教師津貼 $1,927,081.68 $2,319,552.73

$0.00 $268,660.00 在校免費午膳(通59/2020) $113,693.00 $154,967.00

$0.00 $20,000.00 防疫特別津貼 (通37/2020) $77,313.00 ($57,313.00)

$0.00 $100,000.00 一筆過特別支援津貼 - 加強校舍清潔 $15,800.00 $84,200.00

$0.00 $43,600.00 購置圖書特別津貼(通82/2020) $21,480.90 $22,119.10

$8,188.91 $30,990.00 學校閱讀推廣 $35,463.44 $3,715.47

$0.00 $534,660.00 學校行政主任津貼 (通37/2019) $390,307.32 $144,352.68

$429,190.45 $0.00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支援津貼 $513.00 $428,677.45

$55,460.33 $0.00 中華文化津貼(8/2020) $11,881.17 $43,579.16

$6,880.00 $66,740.00 資訊科技教育計劃 $73,620.00 $0.00

$114,414.00 $317,338.00 資訊科技人員支援津貼 $285,768.00 $145,984.00

$335,518.00 $0.00 促進小學英語學習津貼(8/2020) $271,740.30 $63,777.70

$2,310,794.04 $6,345,571.00

2018-19
盈餘

2019-20
收入

 收費項目
2019-20
實際支出

2019-20
盈餘

$542,984.79 $4,127.07 學生特定用途收費 $0.00 $547,111.86

E 總計: $0.00 $547,111.86

B+C+D+E 總計 : $10,230,202.23

D 總計: $4,428,881.93 $4,227,483.11
$8,656,365.04

$547,111.86

(III)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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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林 天 主 教 小 學 
2019 - 2020 年度 

「學校發展津貼」計劃書 (檢討) 
 

項

目 
關注重點 推行計劃 預期好處 

推行 
時間表 

所需資源 評估/檢討 

課

程

發

展 

1. 協助推行各科

各項計劃 
2. 協助校務處各

項工作 

聘請教學助理

2 名，職務包

括： 
 協助各科

活動及科

務工作 
 文書處理 
 協助照顧

留校自修

學生 

1. 各科科務及各

項計劃能順利

推行 
2. 減輕老師的工

作量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8
月，為期

一學年 

合約教學助理 2 名，合約為期 12
個月 
薪酬： 
每月$12,000 - $15,000 
(另 5%強積金) 
年薪合共： 
$15,000 × (1＋5%) × 12 × 1  
＝$189,000 
 

本年度聘任的教學助理均能協助各科

處理教學上的文書工作。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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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協助電子學

習、STEM 及

IT 等課程的

推行 
2. 協助各科活

動及科務工

作 
3. 協助校務處

各項工作 
 

聘請 1 名 ITA
教學助理，職

務包括： 
 協助學生於

IT 課堂進行

學習活動 
 協助刊物設

計、剪片及

電子教學的

推行 
 協助各科推

行活動 

1. 減輕負責

STEM 活動老

師的工作量 
2. 能協助課程主

任推行電子教

學，預備教材

及協助學習活

動 
3. 使各科活動能

順利進行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8
月，為期

一學年 

合約 ITA 教學助理 1 名，合約為期

12 個月 
薪酬： 
每月$12,000 (另 5%強積金) 
年薪合共： 
$12,000 × (1＋5%) × 12 
＝$151,200 

本年度未能聘請 ITA，電子教學活動

皆由負責老師及 TSS 協助，計劃中津

貼的款項將撥入下年繼續運用。 

 
 
項

目 
關注重點 推行計劃 預期好處 

推行 
時間表 

所需資源 評估/檢討 

照

顧

學

生

不

同

的

學

習

需

要 

1. 提升學生學

體藝不同能

力 

資助舉辦多項

專業導師興趣

班 

1. 使學生可以有

多元化學習經

歷及提升比賽

的表現及機

會。 

由 2019
年 9 月

起，為期

一學年 

興趣班導師及校隊教練費： 
體育活動 ： $25,000 
管弦樂導師津貼 ： $20,000 
管弦樂指揮費 ： $15,000 
STEM 活動費 ： $45,000 
生命教育活動費 ： $20,000 

合共： ： $125,000 
 

因疫情停課關係，部分活動未能如期

進行，致令興趣班的導師費或校隊教

練費未能完全運用。 
餘款撥作下一年度運用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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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林天主教小學 
二零一九/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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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景林天主教小學                                                                 

負責人姓名 :                   吳紹紘老師                                                           聯絡電話 :  27030499                                          
  

A.  校本津貼實際受惠學生人數 (人頭) 139 名 (包括 A.領取綜援人數：17 名，B.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數：98 名及 C. 學校使用酌情權而受惠的清
貧學生人數：24 名)  
B.  受資助的各項活動資料 

*活動名稱/類別 參加合資格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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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無人機興趣班 0 6 2 93.7
% 
 

10 月-12 月 3200 觀察 ASK Idea( Hong 
Kong)Limited 

 

積木興趣班 1 6 5 97.3
% 

10 月-12 月 4800 觀察 ASK Idea( Hong 
Kong)Limited 

 

花式跳繩興趣班 0 9 2 92.7
% 

10 月-12 月 2200 觀察 繩飛揚有限公司  

土風舞興趣班 0 3 5 96.6
% 

10 月-12 月 3600 觀察 藝青會  

跆拳道興趣班 0 8 3 100
% 

10 月-12 月 4950 觀察 香港跆拳道正道
館 

 

乒乓球活動 17 98 24 100
% 

10 月-12 月 1390 觀察   

活動項目總數：6        
@學生人次 17 130 41  總開支 20140  

**總學生人次 188 

備註:*活動類別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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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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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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在最適合的方格填上「」號 
改善 

沒有改變 下降 不適用 
明顯 適中 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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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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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社 區 參 與   

n

 

學 生 參 與 課 外 及 義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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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本 津 貼 資 助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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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說 明 原 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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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希望能夠增加酌情權名額，讓更多學生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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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年度 

【校本支援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報告】 

背景： 

由2004 年度開始，本校加入教育局「新資助模式」計劃，實行全校參與，照顧學

生的不同學習需。 

學校現況： 

2019-2020 年度，本校共有22班，全校共有學生434人，各班級結構如下： 

級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總數 

班數 4 4 3 4 4 3 22 

人數 61 80 62 76 81 74 434 

    學年完結前，本校向教育局提名了56位有學習支援需要的學生，以申請學習

支援津貼，最後55位學生獲教育局撥款，共$975,000。(其中53位學生獲$855,000撥

款，另外有2位學生進行個別化計劃，獲$120,000撥款。) 

    本年度(2019-2020)，學校獲得教育局撥款$975,000作為新資模式的學習支援

津貼，用以支援校內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 

    「學生支援小組」核心成員包括小組統籌主任、課程主任、訓育主任、學生輔

導人員及中、英、數科主任等。此外，學校運用「學習支援津貼」及「學校發展津

貼」，額外聘請了一位教學助理及兩位支援老師支援「有學習需要學生」，並為第

三層支援的自閉症學生進行想法解讀訓練。此外，支援老師亦協助推行「小組教

學」，為個別有需要學生進行指導，減低學生的學習差異。而學生輔導人員則為校

內有學習需要的同學提供支援及輔導，合力推行全校參與模式的各種校本支援服

務。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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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年度本校為有「有學習需要學生」所提供的支援： 

 喜伴同行計劃 

本年度本校參與賽馬會與耀能協會所舉辦的喜伴同行計劃，支援自閉症或有自

閉症徵狀的學生，共分三組進行，每組四人，共支援12位學生。是項計劃共上

課12節，每節1小時30分，課堂由機構提供的社工及本校的學生支援組老師、

輔導人員協作，於課堂進行活動。課堂完結後，進行活動的社工針對學生的情

況與家長及老師進行面談，讓家長與老師了解學生進行小組活動的情況。除了

課堂活動外，機構的社工亦為學生舉辦午膳及入班共融活動，以加強自閉症學

生與朋輩的互動，並提升共融的文化。 

 校本心理學家 

去年為小一識別的學生被評為有顯著學習困難的學生進行評估，又為本校小一

至小三的家長舉行工作坊，協助家長認識學習困難及讀默寫的方法。此外，校

本心理學家亦協助評估及跟進教師或家長轉介的個案。 

 個別學習計劃： 

本年度本校參與「全校參與分層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Aim Project) ，共有3

位學生接受支援。學校透過三層支援，為學生訂立個別學習計劃，針對學生的

學習、社交及情緒適應，提供不同的小組和個別訓練。此計劃由學生支援統籌

蔣薇薇老師、教育局協作人員、支援老師、班主任、科任及家長合力推行。本

年度於訂立個別計劃時，曾與教育局心理學家，家長及各科任老師一起展開計

劃，並於學期完結時與各成員檢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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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後輔導班：每組學生約 8-12 人，共16組 

輔導時間：3:30p.m. — 4:30p.m.，每節 60 分鐘。     

年級 中輔組數 英輔組數 數輔組數 
功課輔導

組數 
總組數 

一    1 1 

二 1 1 1 0 3 

三 0 1 1 0 2 

四 1 1 2 0 4 

五 1 1 2 0 4 

六 0 1 1 0 2 

總組數 3 5 7 1 16 

成效： 

參與輔導的學生，部分頗見成效，學生的默書成績及功課表現有所改進。

同時，亦有部分學生仍待改善，需要老師進一步支援。 

 校本言語治療 ： 

    本年度，本校共有62位學生(22中度、40位輕度)需要接受言語治療服務，而本

校已獲教育局「加強言語治療津貼」撥款$174,090元作為經費。校方經向不同

的言語治療服務機構索取報價，最後向最低價的專業教學及治療中心購得有關

服務。專業教學及治療中心於2019年9月至2020年7月期間派出言語治療師馬姑

娘到校進行治療及工作坊共260小時，為上述學生進行言語治療。言語治療師

於2019年11月26日為老師舉辦工作坊，講題為「如何辨識有語言障礙的學生」，

老師反映工作坊有助加深他們對言語障礙學生的認識。 

    而原定於 2 月 5 日進行的「小一協作課」、家長講座及 6 月 26 日舉辦的學生講

座，則由於疫情關係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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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寫困難訓練班： 

     本校與共融教室合辦「中文讀寫樂」，由共融教室派出導師到校，為本校

有讀寫困難的學生提供讀寫訓練，以促進學生的學習能力。訓練班由2019

年10月至2020年6月進行，共20節，每節1.5小時，於星期四舉行。  

成效： 

小組的導師質素良好，助教會不時觀察學生課堂上的表現，加以提醒。課堂

以遊戲形式讓學生學習拆字、識字和掌握六要素。導師會預備小禮物獎勵每

個學生，學生表示喜歡課堂。 

 專注力訓練班： 

本年度本校為有專注力失調報告的學生舉辦了「專注小先鋒」，此一訓練小

組由共融教室提供服務。小組分為初小組及高小組，於全學年提供共20節的

課堂，每節1.5 小時，於星期三舉行。 此小組透過不同活動及遊戲訓練學生

的專注力及社交行為。 

成效： 

學生在小組內上課專心，學習活動能配合學生學習的需要。導師積極跟進學

生的進度和情況，亦會主動詢問老師學生平日課堂的表現，以作出相應的課

堂安排。  

 喜伴同行計劃小組： 

本年度邀請12位自閉症或有自閉傾向的學生參與喜伴同行計劃小組，共分三

組，每組有4人。此一計劃由耀能協會為學生提供12節活動，該機構派出一位

社工，再加上本校學生支援組老師或輔導人員一起進行活動。活動完結時會

為家長提供個別面談及老師面談，以了解該些學生的活動情況。  

成效： 

小組導師富愛心和耐性，配合多元化的教材及遊戲，能引導學生積極參與活

動。學生在關愛、包容的環境下，逐步學會表達自己，亦勇於嘗試與人溝通。

大部份參加「喜伴同行」學生的家長都表示來年度想繼續參與，認為小組有助

改善自閉症學生的情緒及行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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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小組： 

本校與共融教室合辦「社交達人」，由共融教室派出導師到校，為本校有自

閉症或社交困難的學生提供訓練。小組分為初小組及高小組，於全學年提供

共20節的課堂，每節1.5 小時，於星期一舉行。 

成效： 

小組導師質素良好，擁有豐富的經驗，能透過多元化的互動遊戲及角色扮演，

針對性訓練學生基本的社交禮儀、情緒管理和朋輩相處的技巧。學生積極學

習，主動參與。家長喜見學生的進步，希望來年能繼績參與。 

 考試調適： 

本校為一至六年級有特別需要的學生(需有教育心理學家的評估報告)在考試

時提供特別的安排。校方會按學生的情況和能力評估報告作出考慮，事先亦

會徵求家長同意。經家長同意後，每次考試時，老師會將讀寫障礙的學生抽

離作小組照顧，延長作答時間。而其他有特殊需要的學生，如自閉症、注意

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等，則會由監考老師於大班內加強關注，以口頭提醒或

輕拍桌面，提醒學生專注作答，同時亦會提示學生所剩餘的作答時間。 

 家課調適： 

    校方本年度共為21位有讀寫障礙或有限智能的學生安排家課調適，調適內容 

    涵蓋中、英、數、常四科，以減少學生抄寫的家課。 

 默寫調適： 

    校方本年度共為15位為有讀寫障礙的學生提供默寫調適，提高他們的學習動 

機。經家長同意後，由中文及英文科任老師根據學生的能力及進展情況調整

學生每次的默寫範圍，並豁免學生的默書成績，不會把默書成績計算入語文

科的考試成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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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林天主教小學 

2019-2020年度  學生校外比賽成績 

 

範疇 類別 日期 活動項目 成績 班別 姓名 學號 負責老師 

學生表現 校外 1/7/2019 J3 - J12全港兒童繪畫比賽 J11中國畫組金獎 5K 蔡泓浚 2 何嘉盈 

視藝 校外 1/9/2019 第四十四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西洋畫高小組優異獎 6K 黃梓杰 20 何嘉盈 

視藝 校外 11/9/2019 徐悲鴻盃國際青少年兒童美術比賽 高小組鄰舍第一之一等獎 6K 黃梓杰 20 何嘉盈 

視藝 校外 17/9/2019 第十三屆品德教育漫畫創作比賽 小學組(小四至小六)優異獎 6K 黃梓杰 20 何嘉盈 

視藝 校外 17/9/2019 第十三屆品德教育漫畫創作比賽 小學組(小四至小六)優異獎 6J 王語棋 22 何嘉盈 

學生表現 校外 18/10/2019 20th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and Young People's Art Competition diploma 2J 陸功宇 13 何嘉盈 

學生表現 校外 2/10/2019 International Painting Competition Joy of Europe 2019 diploma 2J 陸功宇 13 何嘉盈 

學生表現 校外 4/10/2019 第九屆亞太聾人聽障運動會繪畫比賽 兒童組優異獎 6C 林映澄 9 何嘉盈 

體育 校外 17/10/2019 圓玄學院第三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積極參與獎 6K 梁曉彤 14 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7/10/2019 圓玄學院第三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積極參與獎 6C 岑嘉怡 1 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7/10/2019 圓玄學院第三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積極參與獎 6K 楊善懿 22 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7/10/2019 圓玄學院第三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積極參與獎 5C 施洵洵 14 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3/11/2019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F組跳遠) 冠軍 4W 吳恩樂 12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3/11/2019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E組 4X400米) 冠軍 6C 張妤林 14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3/11/2019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E組 4X400米) 冠軍 6C 岑嘉怡 1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3/11/2019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E組 4X400米) 冠軍 6K 蔡宛芝 18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3/11/2019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E組 4X400米) 冠軍 6K 楊善懿 22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3/11/2019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E組 4X400米) 冠軍 6K 梁曉彤 14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3/11/2019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E組 4X400米) 冠軍 5C 施洵洵 14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3/11/2019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E組 4X400米) 季軍 6K 盧時晉 12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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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校外 3/11/2019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E組 4X400米) 季軍 6K 林嘉康 8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3/11/2019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E組 4X400米) 季軍 6C 張誠高 6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3/11/2019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E組 4X400米) 季軍 6C 陳柏霖 4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3/11/2019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E組 4X400米) 季軍 5J 彭奕棠 15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3/11/2019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E組 4X400米) 季軍 5C 胡陽輝 20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3/11/2019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F組 4X100米) 亞軍 5W 何綽蕎 7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3/11/2019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F組 4X100米) 亞軍 4W 楊梓靖 16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3/11/2019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F組 4X100米) 亞軍 4W 謝君楠 14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3/11/2019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F組 4X100米) 亞軍 4J 劉穎瞳 14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3/11/2019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F組 4X100米) 亞軍 4C 區愷懿 1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3/11/2019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F組 4X100米) 亞軍 4W 黃曉盈 15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3/11/2019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F組 4X100米) 季軍 4K 蔡籽 16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3/11/2019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F組 4X100米) 季軍 4J 區樂軒 1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3/11/2019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F組 4X100米) 季軍 4W 吳恩樂 12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3/11/2019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F組 4X100米) 季軍 4W 翁嘉昇 18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3/11/2019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F組 4X100米) 季軍 4K 陳柏鋒 4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3/11/2019 西貢區分齡田徑比賽(F組 4X100米) 季軍 4K 梁沚謙 10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學生表現 校外 16/11/2019 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得獎 6J 鄭皓之 2 楊月媚 

體育 校外 30/11/2019 正覺杯四人邀請賽 2019(公開組) 亞軍 6K 盧時晉 12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30/11/2019 正覺杯四人邀請賽 2019(公開組) 亞軍 6K 楊金煌 21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30/11/2019 正覺杯四人邀請賽 2019(公開組) 亞軍 6J 甘俊彥 5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30/11/2019 正覺杯四人邀請賽 2019(公開組) 亞軍 6J 梁皓為 14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30/11/2019 正覺杯四人邀請賽 2019(公開組) 亞軍 6J 張竣瑋 17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30/11/2019 正覺杯四人邀請賽 2019(公開組) 亞軍 6J 丘栩豐 16 羅卓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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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校外 30/11/2019 正覺杯四人邀請賽 2019(公開組) 決賽最佳防守球員 6J 張竣瑋 16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30/11/2019 正覺杯四人邀請賽 2019(新秀組) 冠軍 4K 蔡籽 16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30/11/2019 正覺杯四人邀請賽 2019(新秀組) 冠軍 4W 何逸朗 5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30/11/2019 正覺杯四人邀請賽 2019(新秀組) 冠軍 5K 范熙健 5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30/11/2019 正覺杯四人邀請賽 2019(新秀組) 冠軍 5J 吳宏熙 14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30/11/2019 正覺杯四人邀請賽 2019(新秀組) 冠軍 5J 謝栢僑 17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30/11/2019 正覺杯四人邀請賽 2019(新秀組) 冠軍 5C 譚治同 16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30/11/2019 正覺杯四人邀請賽 2019(新秀組) 決賽最有價值球員 4K 蔡籽 16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30/11/2019 正覺杯四人邀請賽 2019(新秀組) 決賽最佳防守球員 5K 范熙健 5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2/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殿軍 6K 盧時晉 12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2/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殿軍 6K 楊金煌 21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2/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殿軍 3C 伍諾恆 13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2/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殿軍 4C 盧暐卓 14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2/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殿軍 4K 蔡籽 16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2/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殿軍 4K 戴國明 13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2/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殿軍 4K 何定珏 9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2/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殿軍 4W 何逸朗 5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2/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殿軍 5C 譚治同 16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2/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殿軍 5J 吳宏熙 14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2/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殿軍 5J 謝栢僑 17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2/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殿軍 5K 范熙健 5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2/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殿軍 6C 李栢熙 14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2/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殿軍 6J 甘俊彥 5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2/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殿軍 6J 梁皓為 14 羅卓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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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校外 2/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殿軍 6J 張竣瑋 17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2/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殿軍 6J 丘栩豐 16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2/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殿軍 6J 張竣瑋 16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2/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殿軍 6J 徐瑞邦 21 羅卓旻 

體育 校外 2/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傑出運動員獎 6J 甘俊彥 5 羅卓旻 

學生表現 校外 3/12/2019 仁愛堂跆拳道大賽 2019 亞軍 4J 區樂軒 1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8/12/2019 賽馬會滘西洲高 FUN小球手聯校比賽 女子組冠軍 4J 賴曉琳 11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8/12/2019 賽馬會滘西洲高 FUN小球手聯校比賽 女子組冠軍 4J 黎芷澄 10 唐仲恆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5K 冼穎悠 13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5K 高慧珊 7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5J 歐子亮 1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5J 蔡泓浚 2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5J 袁曉蘭 21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5J 黃葹珩 18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5J 蔡芷姍 1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5J 黎穎柔 9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5J 余柏賢 20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5J 譚凱澄 16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5J 張希彤 5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5C 吳嘉詠 11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5W 歐陽穎琳 1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5W 梁曉晴 13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K 陳浚誠 2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K 李振浩 10 潘晴雯/葉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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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K 梁展喬 13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K 岑欣諭 16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K 梁曉彤 14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K 蔡宛芝 18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K 馮愷晴 5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K 黃梓杰 20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K 湯鈞宜 17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K 楊善懿 22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J 方靖愉 8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J 勞俊傑 17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J 賴靖琳 12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J 方寶珮 9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J 張綺真 7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J 廖添銘 16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J 鄭皓之 5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J 黃詠資 25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J 陳廷灝 3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J 丁郗彥 20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J 王語棋 22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J 王愷晴 24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J 徐瑞邦 21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C 岑嘉怡 1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C 麥可兒 16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C 葉佩兒 25 潘晴雯/葉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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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C 張舒詠 7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C 李兆灃 15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C 文俊穎 17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C 吳愷澄 23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C 楊芷悠 24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C 張妤林 26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C 王詩佳 22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C 李栢熙 14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C 劉子恩 12 潘晴雯/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2019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高級組) 季軍 6C 劉嘉寶 10 潘晴雯/葉曉婷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丙跳遠) 冠軍 4W 吳恩樂 12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丙個人全場) 亞軍 4W 吳恩樂 12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乙 100米) 季軍 5J 駱栢晞 11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乙 60米) 殿軍 5J 駱栢晞 11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甲壘球) 季軍 6J 甘俊彥 10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甲鉛球) 季軍 6J 甘俊彥 10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丙 4x100米) 冠軍 4J 區樂軒 1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丙 4x100米) 冠軍 4K 陳柏鋒 4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丙 4x100米) 冠軍 4W 吳恩樂 12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丙 4x100米) 冠軍 4W 翁嘉昇 18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丙 4x100米) 冠軍 4K 蔡籽 16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丙 4x100米) 冠軍 4K 梁沚謙 10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乙 4x100米) 冠軍 5J 駱栢晞 11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乙 4x100米) 冠軍 5C 彭浩楷  13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46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乙 4x100米) 冠軍 5j 余柏賢 20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乙 4x100米) 冠軍 5J 吳宏熙 14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乙 4x100米) 冠軍 5K 范熙健 5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乙 4x100米) 冠軍 5C 譚治同 16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丙 4x100米) 季軍 4W 楊梓靖 16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丙 4x100米) 季軍 4W 謝君楠 14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丙 4x100米) 季軍 4J 劉穎瞳 14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丙 4x100米) 季軍 2K 陳芓晴 1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丙 4x100米) 季軍 4W 黃曉盈 15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丙 4x100米) 季軍 4K 葉善兒 20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丙團體) 亞軍 4J 區樂軒 1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丙團體) 亞軍 4K 陳柏鋒 4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丙團體) 亞軍 4W 吳恩樂 12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丙團體) 亞軍 4W 翁嘉昇 18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丙團體) 亞軍 4K 蔡籽 16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丙團體) 亞軍 4K 梁沚謙 10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乙團體) 殿軍 5J 駱栢晞 11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乙團體) 殿軍 5C 彭浩楷  13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乙團體) 殿軍 5j 余柏賢 20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乙團體) 殿軍 5J 吳宏熙 14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乙團體) 殿軍 5K 范熙健 5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乙團體) 殿軍 5C 譚治同 16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乙團體) 殿軍 4J 周俊江 6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丙團體) 優異獎 4W 楊梓靖 16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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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丙團體) 優異獎 4W 謝君楠 14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丙團體) 優異獎 4J 劉穎瞳 14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丙團體) 優異獎 2K 陳芓晴 1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丙團體) 優異獎 4W 黃曉盈 15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丙團體) 優異獎 4K 葉善兒 20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甲團體) 優異獎 6K 盧時晉 12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甲團體) 優異獎 6K 林嘉康 8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甲團體) 優異獎 6C 張誠高 6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甲團體) 優異獎 6C 陳柏霖 4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甲團體) 優異獎 5J 彭奕棠 15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甲團體) 優異獎 5C 胡陽輝 20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甲團體) 優異獎 6J 甘俊彥 10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2019 西貢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甲團體) 優異獎 6J 梁皓為 14 余顯宜/梁偉民/陳永富 

視藝 校外 14/12/2019 基本法及一國兩制漫畫設計比賽 2019 小學組入圍獎 6K 黃梓杰 20 何嘉盈 

視藝 校外 24/12/2019 向老師致敬 2019 學生比賽 (小一至小三) 優異獎 1J 馮梓諾 7 何嘉盈 

學生表現 校外 24/12/2019 ArtEx Rainbow International Art Contest 2019 Runner up 5K 蔡泓浚 2 何嘉盈 

體育 校外 28/12/2019 全港躲避盤錦標賽 2019-盾賽 亞軍 6K 盧時晉 12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28/12/2019 全港躲避盤錦標賽 2019-盾賽 亞軍 6J 張竣瑋 6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28/12/2019 全港躲避盤錦標賽 2019-盾賽 亞軍 6J 甘俊彥 10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28/12/2019 全港躲避盤錦標賽 2019-盾賽 亞軍 6J 梁皓為 14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28/12/2019 全港躲避盤錦標賽 2019-盾賽 亞軍 6J 徐瑞邦 21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28/12/2019 全港躲避盤錦標賽 2019-盾賽 亞軍 6J 丘栩豐 26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28/12/2019 全港躲避盤錦標賽 2019-盾賽 亞軍 6C 張誠高 6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28/12/2019 全港躲避盤錦標賽 2019-盾賽 亞軍 5K 范熙健 5 唐仲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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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校外 28/12/2019 全港躲避盤錦標賽 2019-盾賽 亞軍 5K 劉柏賢 8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28/12/2019 全港躲避盤錦標賽 2019-盾賽 亞軍 5J 馮子耀 6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28/12/2019 全港躲避盤錦標賽 2019-盾賽 亞軍 5J 吳宏熙 14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28/12/2019 全港躲避盤錦標賽 2019-盾賽 亞軍 5W 馮子銘 5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28/12/2019 全港躲避盤錦標賽 2019-盾賽 亞軍 5W 黃易軒 17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28/12/2019 全港躲避盤錦標賽 2019-盾賽 亞軍 4K 戴國明 13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28/12/2019 全港躲避盤錦標賽 2019-盾賽 亞軍 4J 區樂軒 1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4/1/2020 沙田武術錦標賽 2020（拳術組） 冠軍 2C 周嘉悅 5 吳紹紘 

體育 校外 4/1/2020 沙田武術錦標賽 2020（拳術組） 冠軍 2J 溫濤睿 18 吳紹紘 

體育 校外 4/1/2020 沙田武術錦標賽 2020（拳術組） 冠軍 2J 鍾加樂 4 吳紹紘 

體育 校外 4/1/2020 沙田武術錦標賽 2020（拳術組） 冠軍 3C 周柏儒 3 吳紹紘 

體育 校外 4/1/2020 沙田武術錦標賽 2020（拳術組） 冠軍 3C 劉咏雯 8 吳紹紘 

體育 校外 4/1/2020 沙田武術錦標賽 2020（拳術組） 冠軍 3C 嚴珀晞 20 吳紹紘 

體育 校外 4/1/2020 沙田武術錦標賽 2020（拳術組） 冠軍 3C 伍澤夆 12 吳紹紘 

體育 校外 4/1/2020 沙田武術錦標賽 2020（拳術組） 冠軍 3J 陳柏朗 2 吳紹紘 

體育 校外 4/1/2020 沙田武術錦標賽 2020（拳術組） 冠軍 3J 陳嘉麒 1 吳紹紘 

體育 校外 4/1/2020 沙田武術錦標賽 2020（拳術組） 冠軍 3J 蘇國添 12 吳紹紘 

體育 校外 4/1/2020 沙田武術錦標賽 2020（拳術組） 冠軍 3K 杜旨朗 21 吳紹紘 

體育 校外 4/1/2020 沙田武術錦標賽 2020（拳術組） 冠軍 3K 彭浩榮 18 吳紹紘 

體育 校外 4/1/2020 沙田武術錦標賽 2020（拳術組） 冠軍 4C 張芳毓 4 吳紹紘 

體育 校外 4/1/2020 沙田武術錦標賽 2020（拳術組） 冠軍 4W 翁嘉昇 19 吳紹紘 

體育 校外 4/1/2020 沙田武術錦標賽 2020（拳術組） 冠軍 4W 陳籽龍 2 吳紹紘 

體育 校外 4/1/2020 沙田武術錦標賽 2020（紫荊操） 季軍 1K 孫羽霆 14 吳紹紘 

體育 校外 4/1/2020 沙田武術錦標賽 2020（紫荊操） 季軍 1C 杜柏言 12 吳紹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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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校外 4/1/2020 沙田武術錦標賽 2020（紫荊操） 季軍 2C 陳佑熙 7 吳紹紘 

體育 校外 4/1/2020 沙田武術錦標賽 2020（紫荊操） 季軍 3C 張宗耀 21 吳紹紘 

體育 校外 4/1/2020 沙田武術錦標賽 2020（紫荊操） 季軍 4K 陳煒棟 5 吳紹紘 

體育 校外 4/1/2020 沙田武術錦標賽 2020（紫荊操） 季軍 5W 趙明基 4 吳紹紘 

體育 校外 5/1/2020 第十三屆灣仔區舞蹈比賽西方土風舞組 季軍 4K 鄭惠心 6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5/1/2020 第十三屆灣仔區舞蹈比賽西方土風舞組 季軍 4K 區惠怡 2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5/1/2020 第十三屆灣仔區舞蹈比賽西方土風舞組 季軍 4J 林梓茵 13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5/1/2020 第十三屆灣仔區舞蹈比賽西方土風舞組 季軍 4J 黎芷澄 10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5/1/2020 第十三屆灣仔區舞蹈比賽西方土風舞組 季軍 4C 趙家宜 6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5/1/2020 第十三屆灣仔區舞蹈比賽西方土風舞組 季軍 4W 胡韾予 6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5/1/2020 第十三屆灣仔區舞蹈比賽西方土風舞組 季軍 5K 梁愷彤 10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5/1/2020 第十三屆灣仔區舞蹈比賽西方土風舞組 季軍 5K 阮子荍 19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5/1/2020 第十三屆灣仔區舞蹈比賽西方土風舞組 季軍 5J 黎穎柔 9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5/1/2020 第十三屆灣仔區舞蹈比賽西方土風舞組 季軍 5C 吳嘉詠 11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5/1/2020 第十三屆灣仔區舞蹈比賽西方土風舞組 季軍 5W 梁曉晴 13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5/1/2020 第十三屆灣仔區舞蹈比賽西方土風舞組 季軍 6K 楊善懿 22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5/1/2020 第十三屆灣仔區舞蹈比賽西方土風舞組 季軍 6K 岑欣諭 16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5/1/2020 第十三屆灣仔區舞蹈比賽西方土風舞組 季軍 6K 梁曉彤 14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5/1/2020 第十三屆灣仔區舞蹈比賽西方土風舞組 季軍 6K 湯鈞宜 17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5/1/2020 第十三屆灣仔區舞蹈比賽西方土風舞組 季軍 6K 蔡宛芝 18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5/1/2020 第十三屆灣仔區舞蹈比賽西方土風舞組 季軍 6J 賴靖琳 12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5/1/2020 第十三屆灣仔區舞蹈比賽西方土風舞組 季軍 6J 張綺真 7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5/1/2020 第十三屆灣仔區舞蹈比賽西方土風舞組 季軍 6J 鄭皓之 5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5/1/2020 第十三屆灣仔區舞蹈比賽西方土風舞組 季軍 6J 陳貴和 2 唐仲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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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校外 5/1/2020 第十三屆灣仔區舞蹈比賽西方土風舞組 季軍 6C 劉子恩 12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5/1/2020 第十三屆灣仔區舞蹈比賽西方土風舞組 季軍 6C 張舒詠 7 唐仲恆 

學生表現 校外 5/1/2020 2019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 嘉許狀 5J 譚凱澄 16 唐仲恆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3K 陳穎 1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3K 林熙榆 9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3K 廖嘉煊 13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3K 蘇國鴻 19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3K 杜旨朗 21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3K 黃卓珈 22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3J 陳子愉 3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3J 林靖茵 7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3J 李可晴 8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3J 劉佩欣 10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3J 楊子萱 20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3J 楊曉烔 21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3C 周柏儒 3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3C 洪小斐 4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3C 洪紫熙 5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3C 羅承亮 9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3C 羅詩琦 11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3C 岑欣薇 15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3C 蔡鎔兆 16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3C 王紫晴 17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3C 嚴珀晞 20 許毅怡/黃意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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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3C 劉咏雯 8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3C 吳彥嬉 14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4K 岑卓峰 3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4K 陳柏鋒 4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4K 張寶儀 7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4K 獨寅 8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4K 楊梓澄 19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4K 葉善兒 20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4K 區惠怡 2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4J 林紀兒 12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4J 梁梓瑩 15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4J 楊芷琳 19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4J 賴曉琳 11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4C 趙家宜 6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4C 李駿熙 11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4C 蘇雨縴 16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4C 王穎倫 17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4W 陳耔龍 2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4W 胡馨予 6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4W 林淑妮 9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4W 吳恩樂 12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4W 石肇顏 13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4W 黃凱兒 16 許毅怡/黃意歡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4W 葉雙兒 18 許毅怡/黃意歡 



52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集誦(中級組) 優良 4W 鄭惜悠 20 許毅怡/黃意歡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良好 1W 梁穎彤 11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1K 關實奈帆 11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1J 紀承妡 8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1J 劉諾僖 9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1J 蔡天允 4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1W 黃家嘉 15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2K 陳芓晴 1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2K 黃煒瑜 6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2J 陳思朗 1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2J 馮樺隽 6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2C 林晴 12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2C 葉子睿 21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2W 阮梓彤 18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2W 譚幸瑜 15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2W 陳采希 5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2W 陳鴻毅 3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3J 丁郗怡 14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3J 劉佩欣 10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3C 羅承亮 9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4K 鄭惠心 6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4K 楊梓澄 19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4J 區樂軒 1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4J 林梓茵 13 嚴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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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4C 區愷懿 1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4W 鍾穎滺 4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4W 胡馨予 6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5C 周綽琪 1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5C 梁梓盈 7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5C 余紀柔 21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6K 湯鈞宜 17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6K 鄭曉鋒 3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6K 梁毓軒 11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6K 陳浚誠 2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6K 黃梓杰 20 嚴譽心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 優良 6C 張舒詠 7 嚴譽心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亞軍 3J 李可晴 9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1C 羅詩晴 8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1J 呂穎桐 12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3J 林靖茵 8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3C 羅詩琦 11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4C 蘇雨縴 16 劉晶貞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4C 李曼詩 9 劉晶貞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4K 蔡籽 16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5J 高鎧賢 7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5J 黎穎柔 9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5C 周綽琪 1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5C 蔡德賢 4 葉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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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5C 梁梓盈 7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5C 余紀柔 21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5W 歐陽穎琳 1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5W 梁曉晴 13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6K 馮愷晴 5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1/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6K 梁曉彤 14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6K 岑欣諭 16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6K 楊善懿 22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6J 方靖愉 8 劉晶貞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6J 張綺真 7 劉晶貞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6J 賴靖琳 12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6J 徐瑞邦 21 劉晶貞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6C 岑嘉怡 1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6C 劉子恩 12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6C 王詩佳 22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6C 楊芷悠 24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6C 葉佩兒 25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良好 1C 陳凱琳 1 葉曉婷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良好 2J 王紫童 19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良好 2C 陳恩澄 4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良好 2C 周嘉悅 5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良好 2C 李旻駿 17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良好 3C 洪紫熙 5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良好 3C 劉咏雯 8 葉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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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良好 3C 嚴珀晞 20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良好 5J 袁曉蘭 21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良好 6K 湯鈞宜 17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良好 6C 劉嘉寶 10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良好 6C 吳愷澄 23 葉曉婷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6C 李兆豐 15 唐仲恆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5C 吳嘉詠 11 唐仲恆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優良 1J 蔡天允 4 唐仲恆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良好 6C 林冠彤 8 唐仲恆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良好 5J 黃葹珩 18 唐仲恆 

中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良好 5C 梁梓盈 7 唐仲恆 

中文 校外 11/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中詩獨誦 良好 1J 劉梓賢 10 唐仲恆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詩獨誦 優良 2K 謝翊津 16 唐仲恆 

英文 校外 10/1/2020 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詩獨誦 優良 6J 勞俊傑 17 唐仲恆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來回節奏跑) 冠軍 3J 湯思博 16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來回節奏跑) 冠軍 3K 彭浩榮 18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來回節奏跑) 冠軍 3K 伍致遠 16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來回節奏跑) 冠軍 2K 陳芓晴 1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十字跳) 亞軍 3J 湯思博 16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十字跳) 亞軍 3K 彭浩榮 18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十字跳) 亞軍 3K 伍致遠 16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十字跳) 亞軍 2K 陳芓晴 1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 A級方程式) 亞軍 3J 湯思博 16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 A級方程式) 亞軍 3K 彭浩榮 18 陳永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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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 A級方程式) 亞軍 3K 伍致遠 16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 A級方程式) 亞軍 2K 陳芓晴 1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 A級方程式) 亞軍 3J 陳柏朗 2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 A級方程式) 亞軍 2J 梁沚鍵 11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擲標槍) 亞軍 3J 湯思博 16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擲標槍) 亞軍 3C 黎焯燊 7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擲標槍) 亞軍 3K 伍致遠 16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擲標槍) 亞軍 3J 陳柏朗 2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速度跨欄) 季軍 3J 湯思博 16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速度跨欄) 季軍 3K 彭浩榮 18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速度跨欄) 季軍 3K 伍致遠 16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速度跨欄) 季軍 3J 陳柏朗 2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團體) 殿軍 3J 湯思博 16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團體) 殿軍 3K 彭浩榮 18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團體) 殿軍 3K 伍致遠 16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團體) 殿軍 2K 陳芓晴 1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團體) 殿軍 3J 陳柏朗 2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團體) 殿軍 2J 梁沚鍵 11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甲組團體) 殿軍 3C 黎焯燊 7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乙組十字跳) 季軍 1C 黎柏梃 5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乙組十字跳) 季軍 1C 胡頌恩 15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乙組十字跳) 季軍 1K 李祉羚 7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乙組十字跳) 季軍 1K 孫羽霆 14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乙組擲膠圈) 殿軍 1J 羅聖傑 13 陳永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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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乙組擲膠圈) 殿軍 1C 黎柏梃 5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乙組擲膠圈) 殿軍 1C 羅聖凱 9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乙組擲膠圈) 殿軍 1K 孫羽霆 14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乙組團體) 優異獎 1J 羅聖傑 13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乙組團體) 優異獎 1C 黎柏梃 5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乙組團體) 優異獎 1C 胡頌恩 15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乙組團體) 優異獎 1C 羅聖凱 9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乙組團體) 優異獎 1K 李祉羚 7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乙組團體) 優異獎 1K 孫羽霆 14 陳永富 

體育 校外 11/1/2020 兒童田徑比賽(乙組團體) 優異獎 1W 曾振軒 13 陳永富 

學生表現 校外 12/1/2020 第五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嘉許狀 6J 丘栩豐 26 楊月媚 

學生表現 校外 12/1/2020 第五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嘉許狀 6C 劉心瀅 11 楊月媚 

學生表現 校外 12/1/2020 第五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嘉許狀 6C 楊芷悠 24 楊月媚 

學生表現 校外 12/1/2020 第十八屆西貢區傑出學生選舉 嘉許狀 6J 徐瑞邦 21 楊月媚 

學生表現 校外 30/1/2020 第 18屆聖誕兒童繪畫比賽 小學 P1-P3組金星獎 1J 馮梓諾 7 何嘉盈 

數學 校外 31/1//2020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獎 2020 二等獎 5W 李廷均 10 楊月媚 

數學 校外 31/1//2020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獎 2020 二等獎 5J 余柏賢 20 楊月媚 

數學 校外 31/1//2020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獎 2020 二等獎 6C 李兆灃 15 楊月媚 

數學 校外 31/1//2020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獎 2020 三等獎 6K 李振浩 10 楊月媚 

數學 校外 31/1//2020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獎 2020 三等獎 6C 文俊穎 17 楊月媚 

數學 校外 31/1//2020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獎 2020 三等獎 5K 高慧珊 7 楊月媚 

數學 校外 31/1//2020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獎 2020 三等獎 5C 鄧翹暉 17 楊月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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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周年 同心同德 創造美好 豐盛人生 

    2019-2020年度為本校三十周年校慶，學校舉行了一連串的慶祝活動。 

感謝天父的恩典，本校得以持續發展，展望將來，景天全體師生將開展新的一頁。

景天的學生能盡力發揮天父所賜予的才能，懂得熱愛生命、關懷他人、敬主愛人，

成為社會棟樑。 

三十周年校慶慶祝活動分述如下： 

8/9/2019 校慶開放日 

11/9/2019 三十周年校慶開學彌撒 

10-11 月 

三十周年親子幼稚園填色比賽 

視藝科主任何嘉盈老師為校慶設計紀念 T-shirt * 

  親子視藝展創作比賽 ─主題: 給景天的禮物 

  三十周年校慶標誌設計比賽 

21/11/2019 三十周年校慶親子感恩之旅 

2/12/2019 「懷舊香港」視覺藝術展覽暨亮燈儀式 

19/12/2019   三十周年校慶聖誕禮儀 

  三十周年師生大合照 

16/1/2020 三十周年校慶運動會 

22/5/2020 三十周年校慶綜藝晚會  

全學年 各科不同的校慶主題活動 

註：三十周年校慶綜藝晚會(取消) 

原訂於 2020 年 5 月 22 日舉行的校慶晚會，因疫情停課及保持社交距離限聚令的關

係，無法如期舉行而取消。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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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對推行校本津貼資助活動 的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