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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宗旨 
 

本校奉行香港路德會辦學的宗旨，以基督化教育精神，用愛心與   

同工溝通、以愛心教育學生，同心建立充滿基督的愛的校園，並    

按照聖經真理立場提供全人教育，培養學生在靈、德、智、體、群、

美六育的均衡發展，以期他們成為榮神愛人的社會棟樑。 

 

靈育：幫助學生認識上帝和福音真理，並引領他們接受耶穌基督

為救主，從而為鹽為光，事奉教會和服務社會。 

德育：幫助學生建立良好的品格，培養他們自尊、自重、自律、

自愛的精神，並負起對家庭、社會、國家和世界的責任。 

智育：教導學生各種生活所需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培養他們能   

明辨是非和獨立思考，並有解決問題和自學的能力。 

體育：幫助學生認識如何鍛煉強健的體格和健康地生活，並培養

他們奮發向上、遵守紀律、團結合作及積極參與的團體   

精神。 

群育：教導學生如何與人和諧相處，學習互相尊重、溝通、體諒

和合作。同時愛國愛港和放眼世界，尊重多元文化。 

美育：幫助學生發展創作及審美能力和培養高尚的情操，並懂得

欣賞藝術和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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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使命 
 
本著基督愛人的精神，引導學生以「立己立人、日新又新」的

態度，努力求進，服務社群為己任。 

 

 

學校簡介 
 

本校創立於 1971 年 2 月，至今已有 48 年歷史，是一所由政府資助、香港路德

會管理的全日制小學，為兒童提供優質教育服務。 

本校樓高五層，除設有標準課室外、亦有禮堂、籃球場、有蓋操場、圖書館及

多個特別室，包括：音樂室、戲劇及舞蹈室、英文室、視覺藝術室、多元活動

室、遠程教室、聚會室、書香角、會客室、醫療室、加強輔導室等。全校課室

已裝置電腦、投影器、實物投影機及全校鋪設無線網絡，設備完善。 

 

學校管理 
 

本校自 1998 年根據教育局改革方向，落實推行校本管理，並於 2007 年起設 

法團校董會，組成人士包括校監、校長、辦學團體校董、獨立校董、教員校董、

家長校董及校友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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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一)：【拓展國際文化視野，裝備學生迎向未來】 

發展重點： 

 營造國際文化校園環境 

 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加強課程中的國際文化元素 

成就 
 
營造國際文化校園環境 

 本年度聘用三位外籍英語教師，有效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 

 加強國際文化及學習氛圍的情境佈置，靈活安排座位，增加分組的靈活性，營造輕鬆愉快

的學習環境及氛圍，有效營造國際文化校園環境。 

 本學年繼續與香港國際學校(HKIS)有多個合作項目，包括 Fun on Saturday Programme 及 

安排學生參加 HKIS 的嘉年華活動 (World Fair)。另外，本校又與澳洲 St. Peters Lutheran 

College 透過視像及電子討論平台進行學習及交流活動，並安排兩校學生互訪，讓他們   

認識香港與澳洲兩地在校園生活及文化方面的異同，擴展國際視野。在 2018 年暑假，    

我校更舉辦了澳洲 11 天交流團。 

 成功於星期五課外活動時段安排三種外語學習，包括日語、法文及西班牙語，讓更多有   

興趣的學生參加。日文班及法文班學生於聖誕匯演中演出，大獲好評。日文班有 93%學生

表示喜歡此課程。西班牙語班有 93%學生表示喜歡此課程，法文班上學期有 100%及      

下學期則有 69%學生表示喜歡此課程。 

 

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在校園生活中更多引入國際時事的資訊及討論，於早會分享中加入國際文化元素，並設 

「國際文化知多少」週會，介紹不同國家的文化。 

 邀請來自不同國家之教師、家長及學生於中秋提燈晚會中演出，展現本校具國際文化的  

特質。 

 於週會安排曾參與美國太空總署(NASA)課程之年青人到校分享，以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安排 WATOTO 訪校交流，讓學生與不同國籍的人互相交流，體驗不同文化。 

 於禮堂壁報上展示國際時事的資訊，增加學生對國際議題的認識。 

 於境外交流出發前，學生需搜集交流目的歷史或文化背景資料進行初步探討，以強化境外

交流的學習元素。 

 

加強課程中的國際文化元素 

 除每週中文早讀課外，亦增設每周一節 D.E.A.R.課，以加強學生閱讀英文圖書及分享時間。 

 各老師已透過早會、小息及展板向學生推介不同國家文化之書籍。 

 各科課程中已引入不同文化的資訊及對國際性議題的探討，增加學生對國際性議題之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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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營造國際文化校園環境 

 可張掛世界，地圖以標示學生國籍或張掛各地名人雋語。 

 外語班學生的能力差異大，影響學習外語效能。來年舉辦外語班時，收生需考慮學生之 

能力。 

 由於部份參與外語班的學生畢業，部份又與其他活動時間相撞，故未能有足夠人數開展  

外語進階班。建議來年物色較低年級之學生參加外語進階班，以提供機會讓他們持續地  

學習外語。並提供平台供學生展示其學習成果。 

 

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來年可繼續舉辦國際文化活動，讓學生與不同國籍人士交流或學習。 

 本年度未能安排教師認識國際化課程。校方可考慮來年是否安排教師認識國際化課程，  

以加強教師對國際化課程之認識。 

 

加強課程中的國際文化元素 

 早讀課時，部分老師忙於處理班務，宜落實推行師生共讀及加強檢視監察早讀及 D.E.A.R.

課情況，以增加閱讀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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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 二 )：【建立高效課堂，發展學生創意】 

發展重點： 

 建構自主的課堂模式 

 提升學生學習表現及創意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成就 
建構自主的課堂模式： 

 考績觀課、公開課、課程統整及外評期間的教學設計所見，教師都有意識地構思自主、合作、 

探究的元素於教學中，並設立高期望的課堂目標，大部份效果良好，發揮少教多學的原則。 

 課室佈置營造自主學習的氛圍，中、英、數三科都在課室設置自學角，各科又常展示學生的    

作品，能鼓勵學生進行自學。此外，科組也在學校網頁的自學天地上載了一些有參考價值的視

頻，對學生進行自學也甚有幫助。 

 中文、數學與常識科都安排學生運用網上學習平台，中文科更積極推行Powerlesson，由五、六 

年級發展至四年級，加強學生的預習及延伸學習，培養學生的自學態度。 

 四年級常識、數學及電腦科參與香港大學的「促進以自主學習開展STEM教學創新的多層領導 

網絡」計劃，選取「密度」作是次計劃的課題，並設計教學內容，學生需透過實驗發現密度的

特質，進而理解潛艇的構造原理，並在網上平台交流意見，效果良好，學生表現投入，主動     

學習。 

 於六年級開展BYOD，學生反應良好，大部份學生利用平板電腦作搜集資料、應用 

PowerLesson進行課前預習、課堂延展及說話錄音，以改善發音之用，效果良好。 

 

總括而言，參與大學的協作計劃有助發展自主學習，而電子學習方面，各科組的應用比去年更廣，

由高年級推展至中年級。 

提升學生學習表現及創意： 

 安排學生每周作學習反思及成果分享。學期初所見，個別教師並未充份利用有關時段進行學習 

反思及成果分享，經溝通後，下學期情況大有改善，同學能利用這時段分享自己的學習經歷，

從中進行反思及與其他同學進行交流。 

 中文科參加香港教育大學及優質教育基金的「三字經與現代社會」實驗教學計劃，學生對中 

文科的三字經學習感興趣，理解古文的能力也有所提升。「三字經與社會」研究計畫共有八個

單元，五年級已完成了五個單元的教學活動，另有15名學生及其家長參加了「三字經親子日營」。 

 英文科於五、六年級課程中加入 English Drama 以提升學生英文口語表達及溝通能力，     

學生在輕鬆環境，加上戲劇元素的幫助下，樂於以英語作表達。 

 中文及普通話科安排學生利用 Power Lesson 在課後進行錄音，方便教師和學生進行檢討，  

不斷改善，效果良好，而中文科更把這方法推展至中年級，使電子學習應用更廣。 

 數學科參加香港教育大學的「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計劃，提升教學效能，當中透過 

電子學習以學習多邊形的計算，化抽象為具體，學習成效佳。 

 視藝科與香港教育大學協作「情尋綠意創意環保實踐劃」，發揮學生創意，並加強學生對環保 

議題的認識。18位五年級學生於暑假期間參加香港教育大學旳培訓課程，然後於課堂中以    

小老師的角色協助其他同學學習兩個跟環保相關的主題，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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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課業及評估設計，本年度的長假期功課引入自選課業，學生對課業內容或表達形式均有  

選擇權，讓他們對自己有興趣的課題發揮創意，作深入探討。家長及學生均對長假期自選課業
表示欣賞，認為學生更能自主學習，部份佳作更於「路德會中小幼訪校」活動中展出，得到     

嘉賓的讚賞。 

 觀課所見，教師在課堂中提供機會讓學生多表達自己，鼓勵他們發揮創意。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已在共同備課中安排教師進行教學反思和分享成功的教案及教學策略。 

 本年度共有五位同工參與策略性培訓，就教學、課室管理、家校合作及學生成長這幾方面發展。 

大部份接受策略性培訓的教師，工作表現都有不同程度的進步。 

 為進一步提升教師對電子學習的深化認識及應用，共邀請了四科老師於例會時段分享科組有關 

電子學習的最新發展，以及他們的實際使用經驗，分別是數學、音樂、視藝及體育科。由於在
例會時段進行，能讓全體教師參與，不局限於科組內，成效更廣。 

 

反思 

建構自主的課堂模式： 

 除考績觀課及公開課外，日常的課堂亦更需要呈現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以提升學生的  

學習層次及學習成效。 

 除展示學生作品外，可多再鼓勵其他學生給予意見，增加互動交流。 

 電子學習除在高年級推行外，未來也會推展至中、低年級。 

 來年的BYOD擴展至更多年級的學生，讓他們能享受電子學習的好處。另加入自學守則/家長  

指引，培養學生正確使用平板電腦的態度。 

 

提升學生學習表現及創意： 

 科長於評估後進行的反思宜更具體，使能有效回饋教學。 

 審題所見，大部份試卷的深淺度都符合校內外的水平，比前有進步，但仍有少部份試卷在程度 

的掌握上仍需改善。未來在檢視學生評估表現時，會加入成績等第的審視。 

 課堂上見學生有發表意見的機會，但教師需同時給予適切、具體的回饋，啓發學生作深入的   

思考。 

 

促進教師專業發展： 

 大部份接受策略性培的教師，工作表現都有不同程度的進步，惟個別同工在課管及與學生    

溝通方面仍有進步空間。來年可按需要，繼續讓他們參與策略性培訓。而該政策本身的效能佳，

能針對同工所需發展的項目而給予協助，需繼續進行。 

 來年策略性培訓可增加教師反思的部份，期望透過自我反思，老師主動發現問題，並作改進， 

效用應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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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關注事項(三)：培養「立己 立人 創新」，實踐優質基督化教育 
 
發展重點： 
 強化「沙崙人」的素質，實踐「立己 立人 日新又新」之 校訓精神 
 實踐優質基督化教育 

 

成  就 
 
強化「沙崙人」的素質，實踐「立己 立人 日新又新」之 校訓精神 

 透過小精兵計劃、成長課、週會、早會、崇拜活動及班級經營活動能夠讓學生明白本學年

主題。本年度的而早會除了「立人好事」分享外，也加入了主題如自律、主動、盡責、       

雙親節、感恩及師徒制的分享，讓學生對主題更能掌握。根據學生問卷數據顯示，約 75%

學生認同學校能推動他們發展「立己 立人 創新」的精神。 

 本年度為 4 個不同範疇的服務生組別提供領袖培訓，包括風紀、英文大使、圖書館服務生

和校園健康大使；部份組別的領袖角色更出突出，如風紀隊長帶領午膳風紀會議、福音   

小天使會帶領全校學生禱告、英文大使負責逢週三的英文入校密碼等。在相關的領袖培訓  

課程中，着意滲入人際溝通及領袖技巧訓練。 

 負責老師表示大部分已接受領袖培訓的學生，在人際溝通及領袖技巧方面有提升。本年度

亦設傑出風紀選舉，表揚有傑出表現的風紀。 

 在展示學生創意成果方面，本年度能將師徒制作品的佳作於校網和校訊內展示；視藝科的

師徒制和院校合作的成果能在校內展示；部分師徒制佳作亦能成功刊登；此舉均能提升  

學生的自信和在專長上的學習興趣。 

 

實踐優質基督化教育 

 全年有四次與教會或宗教團體合作進行活動，計有 WATOTO 兒童合唱團到校進行音樂分

享會、旺浸和沙崙堂合作為高小學生舉辦小領袖課程和於下學期舉辦的福音懇請晚會；  

沙崙堂也為小一、小二學生設義務補習活動。透過不同活動能培養學生愛主愛人的精神。 

 全部班主任表示每周設的班主任課能強化班級經營及給予學生多作分享、反思的機會，  

也能有效建立互愛、感恩及讚賞的文化。 

 五至六年級設的班會制度，有效凝聚班風及解決班內的問題，提升學生自我管理能力。 

 

反   思 

強化「沙崙人」的素質，實踐「立己 立人 日新又新」之 校訓精神 

 來年在「立己」方面，繼續安排配合主題和學校發展的活動，培育「沙崙人」的素質。       

在「立人」方面，繼續培育不同崗位的領袖及服務生，讓他們在過程中建立他人。         

在「創新」方面，可多表揚學生的新意念和作品，如繼續為師徒制的學生提供展示的機會

及將長假期功課具創意的佳作在校內展示。 

 生命教育組在每學期初製作一個簡報，讓班主任在班主任課就小精兵計劃作更詳細的     

介紹，令學生更了解此計劃的內容，效果良好。來年繼續製作簡報介紹本年度發展主題。 

 「小精兵計劃」的獎賞可更切合學生的需要，建議來年為五、六年級設其他獎勵，以提升    

學生的興趣。來年 9 月份建議在校務意見小組討論小精兵的獎勵，然後交生命教育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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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袖訓練挑選學生時要注意學生的能力和認知，使訓練成效更顯著。來年挑選學生領袖   

作訓練時，要經過篩選。此外，領袖培訓可增加到不同的組別。 

 本年度多個服務崗位都能展示學生的領袖才能，例如:風紀角色比以往突出、福音小天使   

帶領全校禱告，英文大使負責逢週三的英文入校密碼等，都能讓學生的服務範圍更多和  

更廣。來年繼續強化學生於不同服務崗位的使命感。 

 下學期進行的「傑出風紀選舉」效果理想，同學都認真選擇心中的傑出風紀。來年會繼續

優化「傑出風紀選舉」及加強宣傳。 

 

實踐優質基督化教育 

 繼續與教會或宗教團體合作進行福音工作或作分享見證，培養學生愛主愛人的精神。 

 繼續強化班級經營，促進正面文化及和諧共融。 

 五、六年級設班會，有關運作大致暢順，但部分班會主席或副主席的帶領技巧可再提升。

來年可將班會擴展到四年級。而在學期初，四至六年級的班主任將班會的職位連同班內   

一人一職進行選拔。 

 於領袖訓練中加強「僕人領袖」的意識，並定期安排服務生於學年中分享其實踐「僕人    

領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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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學與教 

【課程特色】 

 本校採用靈活的教學策略，設計有趣及具選擇性的課業，讓學生在輕鬆愉快的環境下學習。 

 重視語文學習：一至四年級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五、六年級則以廣東話教授中國語文，

並設普通話科；英文科推行 PLPR/W 計劃，發展學生的閱讀及寫作能力，更於高年級設   

英語戲劇課，讓學生在輕鬆環境，加上戲劇元素的幫助下，樂於以英語作表達。 

 於課外活動時段安排外語學習，包括西班牙文、法文及日文。  

 全校推動閱讀：設立不同形式閱讀計劃，並為各級學生訂立每月中英文閱書量，且要求   

他們閱讀不同範疇的圖書，以擴闊知識領域。  

 推行單元課程：按學生需要及課程發展，靈活安排單元課程，現有的課程如下：戲劇課   

（一至三年級，發展學生創意及表達能力）；識字課程(一年級，加強學生對漢字部首及

結構的認識，增加他們的識字量）；社區服務單元（二至三年級，發展學生的溝通技巧）。   

 加強推行自主學習模式，讓課堂自主，建構知識，增加師生與生生間的互動，並能照顧     

學生的學習需要。  

 進行課程統整活動，學生訂定學習主題，進行探究式學習，發揮自主學習的精神。  

 重視與教育局及各大學的協作，藉以優化本校的課程，以提升學與教的成效。  

 積極發展國際文化校園：安排不同文化的交流活動，擴闊學生國際視野，並為學生提供   

學習外語及接觸不同文化的機會。  

 在評估方面：本校運用多元評估方式，並加入平時分以評核學生不同範疇的表現，以達致

評估促進學習的目的。  

 各科重視評估後的跟進，以提升學生的學業水平。  

 學校有策略地安排不同類別的課後輔導小組，協助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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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學校設立「學生發展組」，負責統籌、協調和支援「訓輔組」、「SEN組」及「生命教育

組」各個組別的工作，提升學生支援的成效，並設有專業隊伍，包括輔導主任、社工、      

駐校心理學家、言語治療服務，給予學生全面的照顧，並評估及跟進有特殊學習需要的    

學生。 

 學校每年舉行四次級統籌會議，由副校長、輔導主任、級訓導及該級的班主任一起進行    

會議，商討該級的情況及需要。 

 學校積極發展資優教育，資優課程能涵蓋一至六年級的學生，讓不同年級學生也可發展  

潛能。而且繼續推薦資優生參加校外資優課程。本年度資優課程能涵蓋最少9個範疇。 

 「師徒制」課程增加至5個範疇，包括「數學」、「中文寫作」、「STEM」、「視覺藝術」

和「音樂」。各個範疇的師徒制課程已經加強學生自主探究及創作部分，以提升創意元素。

去年共有19個「師徒制」學生的作品已在學校作展示或已進行投稿。 

 本校着重訓練學生的領袖能力，本年度安排了一次領袖培訓予全體風紀，有助提升風紀  

隊伍的使命感和團隊性。而全年亦進行5次風紀隊長會議及5次全體風紀會議，風紀會議亦

由風紀隊長帶領作檢討及反思，能提升隊長的領導能力。此外，風紀隊長亦加入「校務    

意見小組」，作為同學間溝通的橋樑。 

 學校積極推行班級經營，於學期初設「適應週」，讓班內同學共同訂立目標、班規，        

又進行合作學習的常規訓練，協助同學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及社交技巧，並培養學生對   

班的歸屬感。此外，透過舉行生日會、聖誕聯歡會、戶外學習日等活動，讓師生建立良好、      

互相信賴的關係。 

 學校重視提升學生的品德情意，透過週會、早會、崇拜活動及班級經營活動，讓學生更    

明白本年度的發展主題，並透過「沙崙小精兵」獎勵計劃，建立學生品德、服務精神、      

積極學習及創新的態度，共同為學校建立良好的校風。本年度更鼓勵學生在立己、立人及

創新三方面在週會或班主任課作分享。 

 學校設多元化的週會、午間才藝表演、聖誕滙演、音樂分享晚會等活動，提供不同的平台

讓學生展示才華及學習成果，有效提升學生的自我形象、自信心及成就感，並發展學生的

多元智能。 

 為不同需要的學生提供多樣化的支援服務，包括個別/小組輔導或訓練、課程調適、評估

調適、個別學習計劃等：亦為有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不同的學習課程：創意思考課程、

躍動英語班、中文創意寫作班、課業輔導、加強輔導班、區本及校本學習支援計劃、學習

加油站、非華語學生課後中文延展學習計劃、新移民適應課程、「成長的天空」等，以      

照顧不同能力及需要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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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積極豐富學生不同的學習經歷，拓闊其學習視野，故安排多元化的課外活動，當中    

涵蓋了學術、體育、藝術、社會服務、宗教及其他活動等範疇，共超過 80 項活動，亦設立

不同的制服團隊，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另外亦配合學校發展國際文化校園，於課外活動中

加入具國際文化元素的活動，如法文班、日文班、西班牙語言班、時事多面睇、International 

Games、Fun with Puppets making、Singing for Fun、Junior MC Academy、Discovery channel、

Debate class 、Sounds and Stories、Reader’s Theatre 和 English Reading Club。 

 學校重視家校合作，並推行「卓越家長獎勵計劃」，鼓勵家長積極參與親職發展活動及    

支援學校發展及社區服務之工作，以助子女健康成長。 

 本校參加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關愛校園」計劃，連續九年獲「關愛校園」榮譽。 

 為了擴闊學生視野，豐富他們的學習經驗，學校為40位五、六年級學生安排同根同心－   

「上海歷史及科技探索之旅(三天)」之境外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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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閱讀習慣 
透過全校閱讀獎勵計劃「閱出彩虹」，校方為各級學生設定不同的閱書量和類型，學生可在  

課室、書香角、學校圖書館及公共圖書館借閱喜愛的圖書，以完成這計劃。  

   

計劃細則： 

級別 一、二年級 三、四年級 五、六年級 

類型 4 個或以上 5 個或以上 5 個或以上 

數量 

每人每月最少看 15 本書，  

包括中文書 7 本及英文書 

8 本。 

每人每月最少看 12 本書， 

包括中文書 6 本及英文書 

6 本。 

每人每月最少看 8 本書，

包括中文書 4 本及英文書

4 本。 

 

個人獎項： 

級別 一、二年級 三、四年級 五、六年級 

閱讀小博士 
(獲獎狀及大禮物) 

240 本圖書或以上 200 本圖書或以上 130 本圖書或以上 

閱讀小碩士 
(獲中禮物) 

160 本圖書或以上 140本圖書或以上 90 本圖書或以上 

閱讀小學士 
(獲小禮物) 

120 本圖書或以上 100本圖書或以上 65 本圖書或以上 

 

各級獲獎百分率﹕ 

 個人獎項﹕ 

      學生獲獎總百分率比上年度增加。 

班際獎項： 

 按每月計算。若同學能達標，便可為該班取一分。 
 每學期終結累積最多分數的一班為冠軍。 

 

         百分率(%) 

             
閱讀小博士 閱讀小碩士 閱讀小學士 總計 

小一 15.7 14.3 43.6 73.6 

小二 33 14.6 17.5 72.9 

小三 42.3 22.0 17.1 81.4 

小四 23.5 27.7 23.5 74.7 

小五 30.2 18.3 40.5 89 

小六 16.8 22.4 42.4 84 

1819 平均百分率(%) 26.5 19.8 31.5 78.0 

1718 平均百分率(%) 25.6 17.2 24.7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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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班別﹕ 

初級組--冠：2A 及亞：2C 

中級組--冠：3E 及亞：4E 

高級組--冠：5B 及亞：5D 

 

整體而言，80%小一至小二學生能於每學期閱讀四個類別或以上的圖書，80%至小三至小六  

學生能於每學期閱讀五個類別或以上的圖書，與上學年(81%)相若。80%學生能於每月閱讀   

指定數量的中、英文圖書，與上學年(81%)相若。在「個人獎項」表中，學生獲獎總百分率比

上年度增加，大部份學生已能培養閱讀不同類型圖書的習慣，亦能於每月閱讀指定數量或以上

的中文及英文書籍。小五、小六學生的表現較佳，來年可對小一至小四學生加強宣傳，令更多

學生愛上閱讀。為了從小培養學生閱讀習慣，將調整一、二年級的閱讀量，來年將由每人每月

最少看 7 本中文書增加至 8 本中文書。圖書組亦會繼續推介更多不同類型的圖書及舉辦不同的

閱讀活動，擴闊學生的知識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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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體格發展 
 

本校參加由教育局主辦的「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每年為全校學生進行體適能訓練、評估

及紀錄，藉此改善學生身體的素質。 

 

2018-19 年度體適能獎勵計劃成績： 

本年度全校獲得獎狀人數是 577 人，佔全部學生的 79.8%。 

金獎︰140 人；銀獎︰240 人；銅獎 197 人。 

 

學生在體適能獎勵計劃中獲得獎狀人數百分比跟去年相若。四個項目獲取總得分的平均數  

顯示，無論在三年級或六年級，女生的表現俱較男生佳。 

 

在四個測試項目中，學生以仰臥起坐的表現最好，但仍然以手握力的表現較弱，須加強學生在

手握力方面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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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 年度各級學生體重處於「可接受範圍」統計結果︰ 

 

  
男生體重處於 

可接受範圍百分比 

女生體重處於 

可接受範圍百分比 

男女生處於 

可接受範圍百分比 

一年級 88.73% 85.29% 87.05% 

二年級 80.77% 78.00% 79.41% 

三年級 77.14% 94.34% 84.55% 

四年級 69.70% 84.91% 76.47% 

五年級 67.27% 75.36% 71.77% 

六年級 74.60% 82.26% 78.40% 

全校 76.66% 83.10% 79.78% 

 

體重超標的情況以四年級及五年級的男生較多。體育教師應對體重超標的學生多加留意，    

多推動不同的體育活動，提高學生的運動量。同時，可透過「小息體育活動」，鼓勵同學於      

小息時進行體適能活動，並完成體適能測試，讓學生有目標地進行體能鍛煉，以改善學生體重

超標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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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 

 本校於每班推行「一人一職」計劃，以鼓勵學生參與不同的服務及培養他們的責任感。 

 四至六年級戶外學習日暨清潔郊野公園於 2018 年 10 月 31 日(三)假西貢清水灣郊野公園

舉行。學生於清潔郊野公園方面表現積極。 

 為推動二至六年級學生參與公益活動，本校設「公益少年團」： 

 本團在2018-19年度「公益少年團團隊獎勵計劃」中榮獲積極團隊獎及優秀團隊獎 。 

 本團參加「環保為公益」課室清潔比賽，共籌得款項$22,924，本校獲得「環保為

公益」慈善清潔籌款金獎。 

 本年度有 189 位同學獲得基本級獎章，91 位同學獲得初級獎章，2 位同學獲得    

中級獎章。 

 本校設「少年警訊」： 

 本年度於三至六年級共招募了 91 名新會員，現時全校會員有 227 人。 

 11 月 17 日（六）有 5 名五至六年級少年警訊學生出席由西九龍總區防治罪案辦公

室與西九龍護青委員會合辦，以宣傳共融滅罪訊息為主的「滅罪無國界才藝比賽」。

今次的表演隊名為「第二人生」，表演形式為音樂劇，主題講述主角很後悔當初    

沒有幫助被欺凌的同學，希望透過時間倒流改變命運。表演獲得「良好表現獎」    

獎項，並獲得三百元獎金。 

 家教會在 6 月 6 日，安排了 21 位學生及 8 位家長分別到 2 間老人院贈送端午吊飾予      

老人家。 

 常識科推行「社區服務」學習單元，分別於下學期安排二、三年級全級同學探訪路德會   

石硤尾失明者中心及長者中心，讓學生學習關心有需要的人，並樂意主動去關懷別人。 

 本校推行「愛心大使」計劃，安排二、三年級學生透過關愛活動支援一年級的同學。此外，

又設「伴讀大使」，為有言語障礙學生、非華語學生及有需要的一、二年級學生進行中文、

英文、普通話伴讀，效果良好。不少大使都與低年級同學建立良好關係，並主動關心和    

協助他們。 

此外，本年度學校設有四隊制服團隊，現簡報如下： 

童軍(九龍第 251 旅)   

本年度學校童軍人數：50 人 

活動： 

~本旅團於 2018 年 9 月 24 日參加旺角區童軍支部會長盃獲得全場總冠軍及兩項單項    

冠軍。 

~2 位舊生成員於上學期參與領導才能訓練班，並通過考核。本旅團亦於上學期進行運動

章及步操章考核，其中 14 位成員成功考取了運動章及 12 位成員成功考取了步操章 。 

~本旅團於 2018 年 10 月 21 日出席香港童軍旺角區會第六十一屆會務委員會就職典禮，

旅團獲頒發年度服務銀獎。 

~本旅團於 2018 年 12 月 1 日安排成員參與社區服務，名為「共建家園迎聖誕嘉年華」，

地點是晏架街遊樂場。主要工作為協助維持秩序及儀仗服務，參加成員共 18 人。 

~本旅團於 2018 年 12 月 22 日舉行遠足同樂日，地點為元荃古道(約 9 公里)，出席成員

人數分別為 17 人。隊員在活動中能享受郊遊的樂趣，也能學習野外求生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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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成員協助童軍旅銷售獎券，拓展童軍運動。 

~8 位成員考獲興趣組步操專章，他們分別是 5D 蔡旻陞 5E 姚思韻、6A 李雯鈴、     

6C 阮培聰、6D 羅日彤、楊嘉欣、張雨欣及 6E 李濼兒。另外，校友成員分別考獲童軍  

標準獎章、興趣組-營地烹飪、技能組-機械專章及領導才獎章。 

~旺角區會新春團拜已於 2019年 3月 2日(星期日)圓滿結束，是次區會新春團拜活動於本

校舉行，當中有 8 位童軍成員參與活動。 

~2019 年 3 月 2 日(星期日)香港童軍旺角區會於本校操場及禮堂舉行新春團拜，本團有 

25 位成員參與。校方獲區會頒發主辦單位感謝狀以表揚多年支持童軍活動發展。 

~5 位成員於 2019 年 3 月 3 日(星期日)參加了油尖旺北分區金鳳獻瑞嘉年華維持秩序的  

社區服務，地點在麥花臣球場。 

~12 位成員於 2017 年 3 月 3 日(星期日)參加了第 15 屆大角咀廟會區會服務，他們分別是

5C 蘇朗、陳靜婷、曾詩雅、謝富昆、5D 張芷語、5D 蔡旻陞、5E 姚思韻、6C 英慧、  

6D 羅日彤及 3 位校友成員。 

~2019 年 3 月 30 日(星期六)進行本年來宣誓儀式，當天有 9 人宣誓。 

~2019 年 5 月 7 日參與校內升旗禮。當日旗手為 6A 李雯鈴、6D 羅日彤。 

~童軍於 5 月進行了原野烹飪訓練。其中 27 位成員於 2019 年 5 月 18 日（星期六) 進行

了原野烹飪戶外日，地點是大帽山郊野公園扶輪燒烤場。是次活動由專業領袖教導成員

利用天然生火及烹調各種食物，從而訓練成員的野外求生技能及團體合作精神。 

 

交通安全隊 (九龍第 49 隊 KW-49)  

本年度交通安全隊人數：26 人 

活動： 

~交通安全隊獎券籌款活動已於 2019 年 1 月 18 日完成，由本隊隊員協助銷售，售出獎券

共得款 1,010 元，香港交通安全會將會將銷售獎券收益總額 50%款項($505)，撥予本校作

為交通安全隊內部活動及購置配備之用。 

~本隊 17 位成員 2019 年 2 月 3 日合格通過第十六期衛生大使專章考核。 

~本隊 14 位成員 2019 年 4 月 27 日合格通過第二十二期初級章（小學組）考核。 

~本隊 2 位成員 2019 年 5 月 5 日合格通過第十九期中級章考核。 

~本隊員 5C 符嘉全與 6C 郭家業獲香港交通安全隊獎學金暨義務工作嘉許獎狀，頒獎典

禮並於 2019 年 7 月 13 日假香港銅鑼灣掃桿埔棉花路九號紀律部隊人員體育及康樂會   

一樓西餐廳舉行。 

 

紅十字少年團 (第 JU63 團)   

本年度紅十字會少年團人數：96 人 

活動： 

~本年度本校紅十字少年團參加了總部三項活動計劃，分別為「青年健康 

同伴教育計劃」、「人道校園計劃」及「小紅星獎勵計劃」。透過參與這些 

計劃中的各項活動，訓練會員對健康生活知識的理解和掌握，提升會員的健康意識；    

及培育會員關心社會和愛身邊的人，一同實踐人道精神。 

~本團全部會員均為「校園健康大使」、「捐血領航員」及「小紅星」。 

~除在定期集會外，會員在上學期亦參加了以下活動： 

2018 年 10 月 13 日 

國際減災日啟動禮及「有備．無災患」嘉年華 
 20 多名家長及會員出席 
 當 日 有 攤 位 遊 戲 及 展 覽 ， 提 升 會 員 與 家 長 的 

備減災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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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 20 日 
人道工房小帽子工作坊 
 透過教授會員編制小帽子及分派予全校師生，喚醒同學關懷  

癌症病患者。 

2018 年 11 月 17 日 
國際十字路會 – 失明體驗活動 
 9 名會員由視障人士帶領，在漆黑環境下走過 

非洲的村落環境，體驗視障人士的感受。 

2018 年 11 月 23 日 

領唱紅十字會會歌 
 本團獲邀於 2018 年 11 月 23 日舉行之香港紅十字會 
   周年大會 2018領唱紅十字會會歌。當天由何德存 
   老師及鍾詩婷老師帶同 20名會員出席。 

2018 年 11 月 25 日 

世界愛滋病日 2018 活動暨服務日 
 17 名家長及會員出席 
 當日先在總部大樓參與體驗活動，再乘旅遊車到尖沙咀派發  

紅絲帶。 

2018 年 11 月 30 日 早會時段宣傳世界愛滋病日及派發紅絲帶(校內) 

2018 年 12 月 1 日 

「七項紅人競技日」活動 
 18 名家長及會員出席 
 當日有競技賽及攤位遊戲，讓會員與家長體驗更多紅十字會活

動。 
 本團會員在競技賽項目中，獲得以下獎項: 

 備災項目亞軍(3D 陳天宗)  
 備災項目優異(6B 湯梓晴)  
 手語項目優異(6B 湯梓晴)  
 人道項目優異(6C 洗泳彤)  
 飲食健康項目優異(5E 麥樂詩) 

2018 年 12 月 8 日 
及 12 月 29 日 

參觀「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 - 京士柏總部」 
 5 名家長及會員分別於這兩天參觀京士柏輸血服務中心 

2019 年 1 月 5 日 

家長日「健康檢查站」 
 本團在舞蹈室設置「健康檢查站」，為家長提供度高磅重、    

計算 BMI 及量血壓服務，並派發自我檢測「抑鬱及壓力水平」
問卷，提高家長對健康生活的關注。 

2019 年 1 月 13 日 

人道小英雄巡遊暨慈善嘉年華 
 透過各攤位活動培育會員一同實踐人道精神，幫助社會上有需

要的人。 

2019 年 1 月 14 日 
量書包活動(校內) 
 會員於該天早上抽樣為同學磅書包，並即場派發相關知識    

小冊子作提醒。 

~校園健康大使於 2018 年 1 月 5 日及 2019 年 7 月 6 日舉行的家長日在舞蹈室設置      

「健康檢查站」，為到場家長提供量血壓及磅重服務，提高家長們對健康生活的關注。 

~除定期集會外，會員在下學期亦參加了以下活動： 

- 2019 年 3 月 2 日   人道影院_紅手日活動 

- 2019 年 3 月 16 日  「校園心理急救知多少」講座 

- 2019 年 2-4 月     兩次親子長者探訪服務 

- 2019 年 5 月 15 日  量書包活動 

- 2019 年 5 月 18 日  人道影院_地雷日活動 

- 2019 年 5 月 25 日  香港紅十字會賣旗日 2019 

- 2019 年 6 月 26 日  「戰區 90」活動 

~本團於 2019 年 5 月 4 日安排 16 名會員參加西九龍區總部「少年團急救比賽」，提升     

會員的急救知識和技術，獲得了冠軍。獲獎隊伍會員為 6A 張純熙、6B 湯梓晴、         

6B 胡婧瑩及 6C 冼泳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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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於 2019 年 5 月 19 日安排 8 名會員參加全港「少年團急救比賽」，讓會員有機會和

不同團隊的會員，交流急救的知識和技術。另外亦有多名會員和家長參加了親子急救   

活動。現場設有不同急救器材攤位，並有專人講解，以增加急救知識。 

~本團於 2019 年 5 月 25 為會員安排「宣誓典禮」，今年有 35 名新會員進行宣誓，並有     

23 名會員晉升「日內瓦章」；28 名會員晉升「亨利杜南章」。 

~本年度有 18 名會員獲頒發「少年榮譽章」，此獎項是頒發給積極參與 

 紅十字會活動及訓練課程的會員之最高榮譽獎項。他們為: 

5A 金叡璘  5B 伍家伶  5B 趙蕙妍  5C 曾梓晴  5D 何柳儀  5E 黎宇翀 

5E 麥樂詩  5E 何靜盈  6A 麥倩僮  6A 張純熙  6A 龍柏廷  6B 胡婧瑩 

6B 張凱莹  6C 袁泳嫻  6C 甄嘉彤  6D 張啟昌  6D 陳蓉蓉  6E 吳嘉怡 

~另有 17 名會員獲得服務金章；有 34 名會員獲得服務銀章；有 35 名會員獲得服務銅章。 

~6B 胡婧瑩、5B 趙蕙妍及 5E 黎宇翀獲提名並經過面試，獲總部審批通過成為「傑出     

紅十字少年會員」(西九龍總部)，此獎項是頒發給在紅十字會活動方面整體有突出表現的

會員之最高榮譽。而其中 6B 胡婧瑩更獲選為全港八位傑出紅十字會員之一。 

~ 7 名會員 (5B 陸婷茵 5B 黃蘊芝 5B 趙蕙妍 5D 何柳儀 5E 何靜盈 5E 麥樂詩  

5E 黎宇翀)獲校方推薦，於 6 月 27 日至 7 月 1 日參加紅十字會「人道校園計劃」之     

「南韓人道探索交流之旅」活動。 

~本團今年亦獲得由總部頒發多個獎項： 

「人道校園」計劃 2018-2019--人道校園獎 

- 紅十字少年團填色比賽 2018-2019: 

會員組           優異獎(西九龍總部)  3A黄可翹及 4B何浩朗 

公開組(初小組)   亞軍                2C劉品謠 

                 季軍                3C許惠 

                 優異獎              2D鍾愛彤及 3B劉禧樂 

公開組(高小組)   亞軍                5A何祈恩 

                 優異獎              5D王慧盈 

 

基督少年軍 (第 125 隊)  

本年度基督少年軍人數：40 人 

活動： 

~ 分隊經總部聘請了一位導師，協助分隊發展，加強隊員團體合作精神和靈育培訓。另
 為發展訓練階梯，本年度繼續加入由資深隊長協助新隊員學習，以發展立己立人的   
 精神。 

~ 由 10 月起，各隊員於星期五午膳時段為一年級同學背金句及分享聖經故事。 

~ 本年度繼續參與由香港讀經會舉辦的「Sunpilot 運動」讀經計劃。讀經計劃的篇章：   
 「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 

~ 本年度為總部 60 週年慶典，分隊將參與總部相關的慶祝活動。 

      ~ 各隊員已於 1 月份進行成功章考核，全部隊員成功考取獎章。 

      ~ 分隊於 2 月 15 日舉行「包餃子」活動。當天邀請了長者指導隊員包餃子，活動後全體 
  隊員一同品嘗親手包的餃子。 

     ~ 分隊於 3 月 9 日參加由總部舉辦之「Pizza Hut 兒童開心之旅」，共有 12 位隊員參加。
 活動當天分隊參觀旺角銀城廣場 Pizza Hut、學習餐桌禮儀、製作薄餅，及一同享用
 午饍。 

~ 分隊於 3 月份參與由總部舉辦之「60 週年運動會場刊封面填色及封底設計比賽」。 

~ 分隊於 2019 年 5 月 18 日參加「香港基督少年軍 60 週年運動會」，其中 6E 吳嘉怡同學

 獲得： 

 女子丙組 200 米短跑亞軍 

 女子丙組 100 米短跑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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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隊於 2019 年 6 月 14 日舉行立願禮，由香港基督少年軍制服團隊部主管、九龍中區副 

   指揮官曾子峰先生和香港基督少年軍九龍中區助理指揮官(關顧) 畢偉康先生擔任主禮 

   嘉賓。 

~ 分隊與堂會混凝土牧區於 6 月 22 日合辦「基督少年軍日營」，共有 20 位隊員一同到    

   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以加深他們對信仰的認識及作團隊訓練。 

~ 各隊員已完成下學期之成功章考核，共有 22 位隊員考獲綠章，8 位隊員考獲藍章，      

 4 位隊員考獲金章，6 位隊員獲得初級組服務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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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學習活動 

 學校積極推動全方位學習活動。全年之活動項目如下： 

科/組項目 活  動  名  稱 舉行日期 

中文/普通話 

油尖旺區小學書法推廣計劃(四年級) 9-2018 

2018/19明報「小作家培訓計劃」 10-2018 

道地 2017 年全港小學生創意徵文比賽 10-2018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10/11-2018 

第六十九屆校際朗誦節(粵語) 11/12-2018 

中國語文菁英計畫 2018/19 12-2018 

中普活動周 

（活動：好書推介、書展、攤位遊戲、普通話劇場、

古詩朗讀、詩歌歌唱比賽、廣告短劇表演、普通話   

午間點唱等） 

4/3-8/3-2018 

全港小學生中文作文大賽 1-2019 

全港青年中文寫作比賽 2-2019 

路德會朱保慈徵文比賽 3-2019 

2019 全港青少年徵文比賽 3-2019 

兩代情徵文比賽 4-2019 

普通話大使計劃 9/2018-6/2019 

普通話點唱 9/2018-6/2019 

午間播放普通話影片 9/2018-6/2019 

午間故事分享 9/2018-6/2019 

普通話自學獎勵計劃 9/2018-6/2019 

英文 

English Speaking Day(Wednesday ) 9/2018-6/2019 

Peer Reading(Wednesday) 9/2018-6/2019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10/11-2018 

Hong Kong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11/12-2018 

Hello from me 14/1/19-18/1/19 

English Fun Day 10/4/2019 

數學 

數常活動日 8-2/2019 

趣味數學玩(每天小息閞放) 9/2018-6/2019 

數學大使計劃 9/2019-6/2019 

奧林匹克數學訓練 9/2018-6/2019 

珠心算 9/2018-6/2019 

常識 

玩具角(小息時閞放) 9/2018-6/2019 
園圃種植 9/2018-6/2019 

一人一花 10/2018-2/2019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1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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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項目 活  動  名  稱 舉行日期 

參觀禁毒處藥物資訊天地 10-2018 

戶外學習日活動 
小一：照顧自己 記錄活動情況 
小二：照顧自己 觀察動植物 
小三: 觀察植物 觀察自然環境 

10-2018 

戶外學習日活動 
小四:觀察植物及自然環境 

10/2018 

數常活動日 20-2-2019 
探訪香港路德會我明者中心 3-2019 
參觀粉嶺環境資源中心 3-2019 
參觀食物及環境衛生署屬下之衛生教育展覽及資料
中心 

4-2019 

服務學習-探訪：維景灣長者會所、國際婦女會長者

鄰舍中心、嗇色園主辦可旺耆英鄰舍中心 
4/5-2019 

視藝 

三年級午間藝趣坊 21-11-2018 

四年級午間藝趣坊 27-11-2018 

各級學生作品展 
7/11-1-2019 

8/11-4-2019 

二年級午間藝趣坊 19-3-2019 

沙崙藝術日 8-4-2019 

一年級午間藝趣坊 16-5-2019 

「綠創教育日」攤位 28-6-2019 

電腦 

小息開放電腦室 9/0186/2019 

JSIT FormulaR(小學組) 26-1-2019 

HKICA學生創新獎 16-2-2019 

第一屆關懷弱勢社群──全港創新科技設計大賽 22-2-2019 

中聖盃 mBot 機械人程式設計大賽 2-3-2019 

數理謎蹤電腦機械人比賽 2019  30-3-2019 

LEGO BOOST 機械人競技賽 4-5-2019 

智能機械由我創 2019 10-7-2019 

香港青少年機械人大賽 2019 15-7-2019 

音樂 

午間才藝表演(星期四) 9/2019-6/2019 

聖誕匯演 19-12-2018 

沙崙巨聲歌唱比賽 9-4-2019 

音樂體驗工作坊 8/11-4-2019 

小提琴班 
中提琴班 
大提琴班 
低音大提琴班 
敲擊樂班 
古箏班 
長笛班 
弦樂團 

9/2019-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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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項目 活  動  名  稱 舉行日期 

讚美敬拜樂隊班 9/2018-6/2019 

音樂大使計劃 9/2018-6/2019 

音樂獎勵計劃 9/2018-6/2019 

沙崙音樂演奏分享晚會 21-6-2019 

體育 
沙崙運動會 12-11-2018 

九南區運動會 16-1-2019 

聖經 
午間福音活動(星期四) 9/2019-6/2019 

福音小天使 9/2018-6/2019 

圖書 「閱出彩虹」閱讀獎勵計劃 9/2018-6/2019 

其他 

中秋提燈晚會 21-9-2018 

一至三年級戶外學習 25-10-2018 

日四至六年級戶外學習日 31-10-2018 

聖誕匯演晚會 19-12-2018 

教育營﹝六年級﹞ 9/11-1-2019 

境外交流﹝上海﹞ 9/11-5-019 

課程統整週 24/6-4/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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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活動比賽表現 

校外比賽表現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 
 

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粵語獨誦  

優良 

1B 馮柏皓 1C 丁思羽 1D 盧培朗 2B 陳雅晞 2B 郭心怡 2B 馮嘉琳  
2B 李可嵐 2B 高煒倫 3B 文梓庭 3C 杜宇軒 3D 李俊浩 3E 伍日東  
3E 吳晞桐 4A 司徒皓陽 4B 伍倬雯 4B 黃穎彤 4C 林紫祺 4D 徐麗淇  
5A 陳馨瞳 5A 何祈恩 5B 趙蕙妍 5B 林學意 5C 符嘉全 5E 林鉅軒   
5E 吳俊易 5C 朱倩儀 5E 鍾愛琳 6B 葉向桐 6B 葉虹美 6B 鄭美欣  
6B 施文莉 6C 郭家業 6C 阮培聰 6C 楊焯熹 6E 周健睿 6E 陳培熙  
6E 吳嘉怡 

良好 
1C 梁紫晴 1C 鄺天毅 1C 李經鑑 2A 俞理心 2B 梁樂高 2C 林宇軒  
3A 曾麗佳 3D 陳祀良 4A 李芷晴 4B 譚鈞寶 4C 布頌恩 4B 劉睿正  
5B 高德洱 5D 蔡旻陞 5E 黎宇翀 6B 湯梓晴 6D 馬穎琳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 
 

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三、四年級
詩詞集誦  
普通話 

優良 

3A 陳梓樂   3A 朱淑清  3A 葉家仁 3A 黃可翹  3A 曾麗佳   3B 丁曉傑 
3B 趙雪瑩   3C 朱萬誠  3C 洪子朗  3C 劉學軒  3C 夏瑜辰  3D 馮舜華 
3D 曾 心    3D 鍾珮嘉  3E 伍日東 3E 葉騰偉  4A 陳子杰  4A 黃銘瑜 
4A 司徒皓陽 4A 鄧兆晉  4A 吳欣柔  4A 黄煒婷  4B 梅浩富  4C 林紫祺 
4C 麥樂賢   4C 布頌恩  4C 羅子淇  4D 蔡凭承  4D 李成方  4D 駱嘉欣 
4E 張凱琳 

普通話 
獨誦  

季軍 6B 郭承浠 

優良 

1B Muhammad Adeeb  1D Azaan Rauf  1D 龍子墨 
2A 梁可儀  2A 梁錦之  2B 宗鈺涵  3A 邱卓毅  3D 陳婉柔   3D 莊詩楨  
4C 馮展華  4D 鄧芷蕎  4D 林敬朗  4E 張潔茵  5A 陳衡孜   5B 胡裕彤  
5C 符嘉全  5D 王俊仁  5D 戴鈺淇  5E 黎宇翀  6B 鄭美欣   6B 梁力池  
6B 葉虹美  6B 胡婧瑩 

良好 
1B 何興光 1B 許世煜 1B 劉德彬 1D 謝佩霖  
3A 馮裕席 3D 黃詩穎 4C 鄧文鍵 4C 許世樺 

 
 

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 
 

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英語獨誦 季軍 1C 許一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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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 

1B 蕭雅妍 1B Anunciacion, Breanna Elle Sophia  1C 馬婉淇  1C 黃湋晴  
1C 鄔信祈 1D Azaan Rauf  1D 謝佩霖  2B 高煒倫  2B 劉品禧  2C 余津  
2C 劉品謠  2C 謝葦藍  2D 鄺悅華 2D 林知衡  2D 林峻安  3A 邱卓毅 
3A 鐘雨歡 3A 吳依諾 3C 霍沚埼 3D 李俊浩 3D Miscia Aishi Dela Cruz Tarlit   
3D 黃詩穎 3E 謝凱淇 4A 沈一言 4A 陳柏豪 4B 黃頴彤 4C 蘇焯朗 4C 蕭啟
諾 4D 黃穎潼 4D 林敬朗 4E 梁紫芯 5A 李思睿 5A Schantz Nouelaine Loide 
Paterno Polo 5B 梁芷瑩 5B 黃蘊芝 5B 陸婷茵 5B 陸俊笙 5C 符嘉全 5C 曾
詩雅 5D 陳恩穎 5D 蔡旻陞 5E 何靜盈 5E 鍾愛琳 5E 麥樂詩 6B 楊志榮 6B  
Halima Afzal  6B 胡婧瑩 6B 湯梓晴 6B 曾婉婷 6C 楊焯熹 6C 譚翊翀 6E
陳培熙 6E 李佳憲 6E 沈洋 6E 黃曉嵐 

良好 
1C 黃煦茵   2A 俞理心  2D 莊子樂  3A 陳梓樂  3E 黃晧謙  3A 李靖頤  
3D 鄒佩瀅  4B 劉睿正 4B 伍倬雯  4D 鄧芷喬 4D 馮正君  5B 林學意       
5E 吳俊易   6E 李濼兒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8-2019 

獎項 學生名稱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4B 何浩朗、4D 駱嘉欣、4E 陳子涵、4E 陳子朗、4E 許皓鈞、 
4E 比利戴安娜 5A 曾  琳、5B 李樂瑤、5B 林學意、5B 趙惠妍、 
5B 陳穎思、5B 陸俊笙 5B 梁芷瑩、5B 伍家伶、6B 陳太溫、 
6E 周健睿、6E 陳海藍 

傑出演員獎 4B 何浩朗、4E 陳子朗、5B 梁芷瑩、5B 伍家伶、6B 陳太溫 

 

第 55 屆香港學校舞蹈節 

主辦機構 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教育局及 
香港學界舞蹈
協會有限公司 
聯合主辦 

小學高年級組中
國舞(群舞)  

(帕米爾小山鷹) 

甲級獎 

4B傅建雯   4B譚鈞寶   4C布頌恩   4C 林紫祺 
4D 鄧芷喬   4D 姜語欣   4D 張嘉美   4E 梁紫芯 
4E 伍悅怡   5A 金叡璘   5B 趙蕙妍   5C 陳靜婷 
5D 張芷語   5D 何柳儀   5D 莊詩煒   5E 何靜盈 
6A 胡羽甄   6A 何咏思   6A 郭展晴   6A 陳毅妍 
6B 馮嘉盈   6B 李君盈   6B 湯梓晴   6C 余嘉儀 
6C 甄嘉彤   6D 馬穎琳   6D 張雨欣   6D 陳蓉蓉 
6E 方  程   6E李濼兒   6E 吳嘉怡    6E 陳婷婷 
6E 王子心   6E 關燕瑩   6E 龍騰悦 

小學低年級組中
國舞(群舞) 

(小鹿) 

2A 吳彥霖  2A 鄧愷妍   2B 郭心怡    2C 孫藝菲 
2C 謝葦藍  2C 庄靜儀   2D 李敏瑜    3A 李靖頤 
3A 鐘嘉晴  3A 黃可翹   3A 吳依諾    3A 曾麗佳 
3A 關麗盈  3B 丁  游   3C 歐陽愷楠  3C 馬穎心 
3C 許  惠  3D 黃詩穎   3D 陳婉柔    3E 余嘉敏 
3E 梁恩瑜  3E 陳穎茵 

小學高年級組中
國舞(三人舞) 
(桑子熟了) 

5B 趙蕙妍  5E 何靜盈  6D 馬穎琳 

小學高年級組中
國舞(三人舞) 
梨園俏妞妞 

6E 方程  6E 吳嘉怡  6E 陳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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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體育舞蹈公開賽 

主辦機構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西凌舞蹈 

女子雙人 - 喳喳 

冠軍 2A 梁可儀  4C 布頌恩 
亞軍 1A 陳佩芝  2A 吳彥霖 
季軍 1B 黃海冰  2C 陳穎迦 
優異獎 2B 馮嘉琳  2C 庄靜儀 

女子雙人 - 森巴 優異獎 1A 陳佩芝  2A 吳彥霖 

女子個人 - 喳喳 

冠軍 2A 梁可儀 

亞軍 2B 馮嘉琳 
季軍 4C 布頌恩 

女子個人 - 森巴 優異獎 2B 馮嘉琳  2C 陳穎迦 

 

香港演藝音樂節 2019 

項目 獎項 學生名稱 

團體比賽(敲擊樂團) 銅獎 
2B 宗鈺涵  2C 蘇進謙  3A 鍾雨歡  3A 蔡家永 
3C 馬穎心  4A 沈一言  4B 劉睿正  4B 戴曉澄 

5A 尹芷澄 

 
香港青少年音樂大賽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弦樂組 第四名 4D 陳以寬 

 

第 70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 

主辦機構 項目 獎項 學生名稱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教堂音樂─中文歌曲 
小學合唱隊 
(9 歲或以下) 

亞軍 

2B 高煒倫 2B 劉品禧 2B 英  傑 2C 陳穎迦 
2C 林芷欣 2C 劉祥冰 2C 劉品謠 2C 余  津 
2D 趙紫穎 3A 張啓康 3A 馮裕席 3A 陳玉兒 
3B 文梓庭 3B 劉禧樂 3B 許紫婷 3C 曹浩榮 
3C 何靜雯 3C 郭淑媛 3C 魏俊傑 3C 許  惠 
3D 李俊浩 3D 呂安悅 3E 陳俊豪    3E 吳晞桐 
3E 黃晧謙 3E 王子方   3E 余  羽    4A 李芷晴 
4A 温鎵熙 4B 李穎嫻 4B 梁鉫炘 4B 郭文翔 
4B 黃穎彤 4B 戴曉澄 4B 葉芷彤 4C 許世樺 
4D 鄭曉澄 4D 馮正君 4D 鄧芷喬 4D 黃穎潼 
4E 楊紫淇 4E 梁紫芯 3D Miscia Aishi Tralit  
4B 司徒依靜 4D 比利戴安娜  

教堂音樂─中文歌曲 
小學合唱隊 

(13 歲或以下) 
優良 

4A 陳靜瑤 5A 陳馨曈 5A 何祈恩 5A 黃文玟    
5A 李思睿 5A 彭育德 5A 王紫菱 5B 林學意    
5B 梁芷瑩 5B 劉思婷 5B 陸婷茵 5B 黃伶亮 
5B 黃蘊芝 5C 王希愉 5C 曾詩雅 5D 張燕鏵    
5D 蔡旻陞 5D 林卓恆    5D 黎思凱 5D 湯雅喻   
5D 尹康雅 5D 王慧盈 5E 陳珮嘉   5E 鍾愛琳 
5E 梁家僖   5E 林鉅軒  5E 呂安翹    5E 麥樂詩 
5E 麥卓毅  6A 麥倩僮 6A 陳毅妍 6B 張凱莹    
6B 胡婧瑩 6B 郭穗文 6B 郭承浠 6B 陳太溫 
6B 曾婉婷 6B 葉向桐    6B 湯梓晴   6B 鄭美欣    
6C 羅嘉欣 6C 袁泳嫻 6C 楊焯熹 6C 鄭  雅    
6C 甄嘉彤 6D 張啟昌 6D 楊嘉欣 6D 張家如 
6D 陳蓉蓉 6D 張雨欣 6D 馬穎琳 6E 陳海藍    
6E 關燕瑩    6E 龍騰悦      6E 王子心 6E 陳培熙 
6E 黃曉嵐   6E 方程   

直笛二重奏－小學 
優良 5D 陳恩穎、5E 陳珮嘉 

良好 
6C 楊焯熹、6C 林錦峰、6D 馬穎琳 
6D 楊嘉欣、6E 黃曉嵐、6E 李濼兒 



2018-2019年度校務報告  

 

P.27 

小提琴獨奏 優良 3D 鄭鎮珖 

分級鋼琴獨奏 

第三名 1B 鄔言晞 

優良 3D 鄭鎮珖 

良好 4A 陳靜瑤 

良好 5A 李思睿 

優良 4E 夏浩揚 

長笛獨奏(小學) 優良 5B 黃蘊芝 

小號獨奏(小學) 優良 6E 陳培熙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 
男童聲或女童聲 

(小學) 10 歲或以下 

優良 
4B 梁鉫炘  4C 布頌恩  5A 李思睿 

5D 尹康雅  5E 陳珮嘉 

良好 5D 陳恩穎 

直笛二重奏－小學  
10 歲或以下 

優良 5D 陳恩穎  5E 陳佩嘉 

良好 
6C 楊焯熹  6C 林錦峰  6D 馬穎琳 
6D 楊嘉欣  6E 黃曉嵐  6E 李濼兒 

小提琴獨奏－二級 優良 3D 鄭鎮珖 

鋼琴獨奏－一級 
良好 3A 蔡家永 

第三名 1B 鄔言晞 

鋼琴獨奏－三級 良好 4A 陳靜瑤 

鋼琴獨奏－五級 良好 5A 李思睿 

鋼琴獨奏－六級 良好 4E 夏浩揚 

長笛獨奏－小學 
初級組 

優良 5B 黃蘊芝 

小號獨奏－小學 
高級組 

優良 6E 陳培熙 

 

 

聯校音樂大賽 2019 

主辦機構 團體獎項  獎項 

香港聯校音樂協
會 

敲擊樂 (小學小組合奏)  
2B 宗鈺涵  2C 蘇進謙  3A 鍾雨歡  3A 蔡家永 
3C 馬穎心  3D 楊明悅  4A 沈一言  4B 劉睿正 
4B 戴曉澄  5A 尹芷澄 

金獎 

弦樂團 (小學小組合奏)  

2A 鄧柏翹  2B 胡覺峻  2D 張樂研  3A 馮裕席 
3B 黃紫皓  3C 郭淑媛  3C 杜宇軒  3C 霍沚埼 
3C 朱萬誠  3C 陳駿熙  3D 鄒佩瀅  3D 鄭鎮珖 
3E 袁詠儀  3E 梁   善 4A 徐熙媛  4B 黃穎彤 
4B 李穎嫻  4D 羊葆悅  4D 林晞晢  4D 陳以寬 
4E 張凱琳  5A 陳巧嵐  5A 曾  琳  5B 潘孝軒 
5C 林易謙  5C 曾詩雅  5C 曾梓晴  5C 鍾迎悅 
5D 戴鈺淇  5D 黎思凱  5E 陳珮嘉  5E 鍾愛琳 
5E 姚思韻  6A 麥倩僮  6A 李雯鈴  6B 鄭美欣 
6B 胡婧瑩  6C 林錦鋒  6D 余尚軒  6D 曾沛玲 

銅獎 

 

2018 香港青少年鋼琴比賽 

主辦機構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古典音樂推廣中心 優異獎 6A 劉嘉燁 

 

第 23 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主辦機構 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教育人員專業協會 高級組 優良 5D 黎思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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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屆全港中小學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 校內賽 

 

第 23 屆全港中小學 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 校內賽 

 
Primary School English Quest 2018 

主辦機構 獎項 學生姓名 

True Light Girls’ 

College 

Gold Award 
6A 容霽   6B 湯梓晴 6C 余嘉儀 6D 楊嘉欣  

6E 黃曉嵐 

Silver Award 
6A 胡羽甄 6B 胡婧瑩 6C 楊伊利 6D 馬穎琳  

6E 李濼兒 

 
香港中文大學小學生普通話水平測試 

2019 年度香港交通安全隊 

主辦機構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交通安全會 

第二十二期初級章 
（小學組）訓練班 

初級章 

4A 黃銘瑜  4A 吳欣柔  4A 詹兆豐   
4B 伍日楠  4C 鄧文鍵  4C 蕭啟諾   
4D 黃志聰  4E 陳俊妤  4E 張振賢   
4E 張潔茵  5D 張燕鏵  5E 魏子粵 
6A 余永胜  6B 梁力池 

第十九期中級章 
（小學組）訓練班 

中級章 
5C 符嘉全  6C 郭家業 

學校隊伍 獎學金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主辦機構 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數學 

奧林匹克協會 

六年級 

一等獎 6A 鄺浩峰 

二等獎 6A 胡羽甄 6B 蘇少偉 6C楊焯熹 6C 林錦峰 

三等獎 6A 容  霽 6C 阮培聰 6E 李佳憲 6E 陳培熙 

五年級 二等獎 5C 余凱茗 5D 何柳儀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初級組 1B 黃紫滎 2C 林芷欣 2C 余  津 

中級組 3C 夏瑜辰 3B 丁  游 4D 黃穎潼 

高級組 5D 黎思凱 5A 王紫菱 5A 黃文玟 

組別 冠軍 亞軍 季軍 

初級組 2B 蔡家定 2A 梁可儀 1B 鄔言晞 

中級組 4E 張潔茵 3C 李樂彤 4C 葉煒昌 

高級組 5A 尹芷澄 6E 吳嘉怡 6E 陳婷婷 

主辦機構 獎項 學生人數 

香港中文大學小學生 

普通話水平測試委員會 

金章 

5A陳衡孜  5A金叡璘   5A王紫菱  5B廖麒雲 
5C馮詠恩  5C林映彤   5C蔡穎彤  5C曾詩雅 
5D許曦文  5D何柳儀   5D胡偉麟  5D黎思凱 
5E鍾愛琳  6C余嘉儀 

銀章 

5A黃文玟  5A湯芷鈴  5A安聲諾  5A陸珮嘉 
5A尹芷澄  5A陳馨曈  5A林淳哲  5A林皓謙 
5B陸婷茵  5B汪焯然  5B馮家琪  5B潘孝軒 
5B黃蘊芝  5C林雅婷  5C陳靜婷  5C李俊麟 
5C符嘉全  5C鍾智聰  5C黎曉瑩  5C謝富昆 
5C王希愉  5D莊詩煒  5D林卓恆  5D安雪兒 
5D蔡旻陞  5E劉奕廷  5E何靜盈  5E林鉅軒 
5E麥樂詩  5E鍾慧妃  5E魏子粵  5E黎宇翀 
5E呂安翹  6C甄嘉彤  6D羅日彤 

銅獎 5A李思睿  5E吳清揚  5E姚思韻 
5E李芷晴  6C王恩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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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獎 
5A陳衡孜 5A黃紫彤 5B高德洱 5B趙蕙妍 
5C 馮詠恩 5C 符嘉全 5E 劉奕廷 

四年級 二等獎 4A 陳靜瑤  4B 梁鉫炘 

三等獎 4B 伍日楠  4C 林紫祺 

三年級 
二等獎 3D 鄭鎮珖 

三等獎 3A 張智鈞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晉級賽 
主辦機構 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數學 
奧林匹克協會 

六年級 三等獎 6A 胡羽甄  6C 林錦峰 

五年級 
二等獎 5A 陳衡孜  5D 何柳儀 

三等獎 
5A 黃紫彤 5B 高德洱 5C 馮詠恩 
5C 余凱茗 5C 符嘉全 

四年級 三等獎 4A 陳靜瑤 
三年級 三等獎 3D 鄭鎮珖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總決賽 

主辦機構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六年級 

三等獎 
6A 胡羽甄   6C 林錦峰 

五年級 5A 陳衡孜 5C 余凱茗 5D 何柳儀 
三年級 二等獎 3D 鄭鎮珖 

 

第四屆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2018/2019 

主辦機構 獎項 學生名稱 

聯校 
二等獎 6E 李佳憲 

三等獎 6C 楊焯熹 6D 楊嘉欣 6E 陳培熙 

 

第四十四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2019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主辦機構 項目 獎項 學生姓名 

保良局 

計算競賽 
三等獎 6D 楊嘉欣 
二等獎 6A 鄺浩峰 

數學競賽 
三等獎 6B 蘇少偉 
一等獎 6A 鄺浩峰 

總成績 一等獎 6A 鄺浩峰 

總成績 三等獎 6B 蘇少偉、6D 楊嘉欣 

 

2019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AIMO Open) 

主辦機構 項目 組別 獎項 學生名稱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香港賽區 
初賽 

一年級 銅獎 1A 劉奕姿 1C 鄔信祈 

四年級 
銀獎 4A 高晞樂 

銅獎 4A 陳靜瑤 4B 梁鉫炘 4B 伍日楠 

五年級 銀獎 5C 余凱茗 

銅獎 
5A 陳衡孜、5B 高德洱 、5C 馮詠恩 
5C 符嘉全 、5C 蔡穎彤、5D 何柳儀 

香港賽區 
晉級賽 

四年級 
銅獎 

4A 高晞樂 

五年級 5C 余凱茗 

 

2019 HKMGO 香港數學遊戲公開賽初賽 

主辦機構 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五年級 
銀獎  5C 余凱茗  

銅獎  5C 馮詠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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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小五組 

主辦機構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 
第五屆全港小學 
數學挑戰賽 
小五組 

個人賽 5A 陳衡孜、5C 余凱茗 

優異獎 5D 何柳儀 

第 44 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小學常識挑戰賽 2018 

主辦機構 獎項 學生姓名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良好證書 5A 黃文玟、5B 趙蕙妍 

 

「抗毒達人」- 填色與標語創作比賽 

主辦機構 獎項 學生姓名 

社區藥物教育輔導會 

最佳作品獎 6A 梁汶傑 

最佳填色獎-冠軍 6A 胡羽甄 

最佳標語獎-季軍 6A 邱韻熹 

最佳填色獎-亞軍 6C 潘漪婷 

最佳標語獎-亞軍 6D 陳蓉蓉 

最佳標語獎-冠軍 6D 黃敏怡 

最佳填色獎-季軍 6E 李濼兒 

中聖盃 mBot 程式設計比賽 

主辦機構 獎項 學生姓名 

中聖書院 
季軍 6E 陳培熙 
優異獎 6E 沈  洋 

機械人方程式賽車錦標賽 JSIT FormulaR 2019 

主辦機構 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JSIT 聯校資訊科技學會 循線速遞分流賽 一等獎 6E 陳培熙、6E 周健睿 

智能機械由我創 2018 

主辦機構 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創意動力教育協會 小學組 
三等獎 

6A 劉嘉燁   6E 沈洋  5A 林皓謙 
最佳挑戰精神獎 

2019 好聲音@油尖旺歌唱比賽 

主辦機構 獎項 學生姓名 

油尖旺區校長會 優異獎 
5B 黃蘊芝 5D 陳恩穎 5D 湯雅喻  6C 羅嘉欣  
6E 李濼兒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8 - 2019 

主辦機構 獎項 學生姓名 

屈臣氏集團 學生運動員獎 6E 吳嘉怡 

 

2018 年圍棋夏季錦標賽 

主辦機構 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兒童棋院 晉段組 亞軍 6A 鄺浩峰 

2019 年圍棋冬季錦標賽 

主辦機構 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兒童棋院 初段組 亞軍 6A 鄺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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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主辦機構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九龍區中小組 

良好獎 
4C 許世樺 4C 梁鐸薰 5B 趙蕙妍  
5D 林卓恆 

優異獎 5C 符嘉全 

優異星獎 5B 胡裕彤 

 

2019 GAPSK 中小學普通話水平考試 

主辦機構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GAPSK 中小學幼稚園 
普通話水平考試委員會 
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 

初小組 
A 等(卓越) 3A 吳依諾    3C 夏瑜辰 

B 等(優良) 3D 鄭鎮珖 

香港路德會朱保慈博士文字創作獎學金徵文比賽 

主辦機構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路德會 
小學中文組 優異獎 6B 胡婧瑩   6D 楊嘉欣 

小學英文組 優異獎 
6A 張純熙   6B 郭承浠  6B 湯梓晴 

6C 楊焯熹   6C 譚翊翀  6D 馮樂天 6E 沈洋 

 

校際 STEM 創意解難比賽 2018 

主辦機構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常識科教育學會 
香港中文大學 

校際 STEM 創意解
難比賽 2018 

金獎 
5A 陳衡孜   5D 何柳儀 
6C 楊焯熹   6E 陳培熙 

 

小學 STEM 技能挑戰賽 

主辦機構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鑽石獎 5C 馮詠恩  5C 余凱茗  5D 何柳儀 
銅獎 6B 蘇少偉  6D 伍日輝  6D 馮樂天  5A 林皓謙 

校際小學 STEM 精英挑戰 

主辦機構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中文大學 
校友會聯會 
張煊昌中學 

數理謎蹤 優異獎 
6A 鄺浩峰  6C 楊焯熹 

5D 何柳儀  5C 馮詠恩  5C 余凱茗 

電腦機械人比賽 優異獎 
6A 劉嘉燁  6E 沈    洋  4C 黃濬祈 
4B 馮珀途  4A 沈一言    4A 陳靜瑤 

2018-19 年度油尖旺區傑出學生選舉 

主辦機構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油尖旺區校長會 小學組 傑出學生獎 6D 馮樂天 

 

2018 油尖旺區小狀元獎勵計劃 

主辦機構 獎項 學生姓名 

旺角街坊會 
嘉許獎 4C 林紫祺   5D 何柳儀   6B 胡婧瑩 

成績進步獎 6A 李雯鈴 

 

2018 第四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主辦機構 獎項 學生姓名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進步嘉許狀 5D 李浚鏗  6A 劉嘉燁  6D 羅日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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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萬寧及 GNC 飛躍表現獎勵計劃 

主辦機構 獎項 學生姓名 

萬寧、GNC 及 

聖雅各福群會 
飛躍表現學生獎 6B 曾婉婷  6C 英慧  6E 鄧翠雯 5E 梁家僖 5E 鍾愛琳 

2018 全港新來港學童獎勵計劃 

主辦機構 獎項 學生姓名 

宏施慈善基金社會服務處 
傑出操行獎 6C 阮培聰 

操行進步獎 4A 陳子杰 

香港基督少年軍 60 週年運動會 

主辦機構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基督少年軍 
女子丙組 100 米短跑 冠軍 

6E 吳嘉怡 
女子丙組 200 米短跑 亞軍 

香港基督少年軍成功章考核 

主辦機構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基督少年軍 初級組 服務金章 
6A 龍柏廷  6B 劉均豪  6D 李柏翹    
6D 甄曉晴  6E 吳嘉怡  6E 曾梓賢 

 
香港交通安全會第十六期衛生大使專章 

主辦機構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交通安全會 衛生大使專章 

4A黃銘瑜  4A詹兆豐  4C鄧文鍵  4C蕭啟諾 4D黃志聰  

4E陳俊妤  4E張振賢  4E張潔茵  5B胡裕彤  5C符嘉全   

5D張燕鏵  5D胡偉麟  5D林卓恆  5D羅鎂儀 5E林鉅軒   

5E 魏子粵   6B 梁力池 

2018-19 年度 油尖旺區公益少年團周年頒獎禮 
主辦機構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公益少年團 小學團員 

「2019 年公益少年團傑出 
團員日本交流團」油尖旺區 

代表 
6B 胡婧瑩 

優秀團員 6E 吳嘉怡 
中級章 6B 胡婧瑩 6B 湯梓晴 

初級章 

3A蔡家永 3D李俊浩 3D鄒佩瀅 4A陳靜瑤  
4A陳鎧瑤 4A徐熙媛 4A周凱淇 4A劉筱桐  
4A李芷晴 4A沈一言 4A鄧兆晉 4A温鎵熙 
4B 何浩朗 4B 郭文翔 4B 梁鉫炘 4B 李穎嫻  
4B 伍日楠 4B 黃穎彤 4C 許世樺 4C 林紫祺  
4C麥樂賢 4C蕭啟諾 4D蔡凭承 4D林敬朗 
4D鄧芷喬 4E張潔茵 5A周冠力 5A彭育德  
5A 黃紫彤 5B 馮家琪 5B梁天恩 5B 梁芷瑩 
5A POLO SCHANTZ NOUELAINE LOIDE P. 

5B 李樂瑤 5B 劉思婷 5B 陸婷茵 5B 黃伶亮 
5B NG LIANG KAREN 5B黃蘊芝 5B吳定一 
5C林增富 5C蔡穎彤 5D張燕鏵 5D蔡旻陞 
5D 何柳儀 5D 胡偉麟 5D 許曦文 5D 尹康雅 
5E鍾慧妃 5E李芷晴 5E梁家僖  5E林鉅軒 
5E 吳清揚 6A 陳峻鋒 6A容  霽 6B 馮嘉盈
6B 夏李孖 6B 葉虹美 6B 劉覺豐 6B 羅申儀 
6B梁力池 6B劉均豪 6B布迦南  6B曾婉婷 
6C歐婕妤 6C郭家業 6C林錦峰  6C梁梓軒 
6C LIMBU ASHISH  6C 阮培聰 6C 甄嘉彤 
6C余嘉儀 6C袁泳嫻 6D陳賢銘 6D張嘉洛 
6D 馮樂天 6D 陳佩芝 6D 曾廣翔 6E 陳海藍 
6E 陳培熙 6E 陳子浚 6E 張丞軒 6E 方  程 
6E 胡  蕊 6E 江厚凝 6E 李佳憲 6E 李濼兒 
6E 倫栢基 6E 吳嘉怡 6E 鄧翠雯 6E 王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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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年度油尖旺區學生獎勵計劃 

主辦機構 獎項 學生姓名 

旺角街坊會 
優異獎 4D 林敬朗   5C 曾梓晴 

獲提名嘉許獎 5D 許曦文  5E 鍾慧妃  6C 郭家業 

2018-2019 年度顯著進步學生獎勵計劃 

主辦機構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油尖旺區校長會 小學組 顯著進步學生獎 

1A 勞紫晴 1B 溫珈玥 1C 梁爾傑 1D 劉慧嵐 
2A 梁可儀 2B 陳雅晞 2C 李家建 2D 張樂研 
3A 鍾嘉晴 3B 梁芷晴 3C 馬穎心 3D 曾心 
3E 伍蔚瀅 4A 黃煒婷 4B 伍倬雯 4C 崔阮家寶 
4D 林晞晢 4E 陳亮亨 5A 林淳哲 5B 劉思婷 
5C 林增富 5D 盧奕恒 5E 吳清揚 6A 郭展晴 
6B 葉向桐 6C 鄭  雅 6D 馬穎琳 6E 方  程 

 

sportACT 獎勵計劃 

獎項 學生姓名 

金 

1A 陳佩芝 1A 陳麗儒 1A 方敏熙 1A 梁寶兒 1A 宋建衡 1A 鄧駿傑 1B 徐卓晟 1B 黃紫滎 
1B ANUNCIACION BREANNA ELLE SOPHIA G        1B 鄭銳軒 1B 馮柏皓 1B 劉德彬 
1B 梁慧兒 1B 麥皓龍 1B 蕭雅妍 1C 陳梓祺 1C 許一諾 1C 鄺天毅 1C 李竣傑 1C 黃湋晴 
1C 鄔信祈 1C 李經鑑 1C 林黎靖 1C 馬婉淇 1C 馬梓皓 1C 唐安琪 1C 黃浩軒 1C 廖立媺 
1D 陳恩淳 1D 劉慧嵐 1D 李沚凝 1D 龍子墨 1D 駱象謙 1D 鄧正嵐 1D 曾昭逸 1D 鄭港華 
2A 占鈺杰 2A 鄧柏翹 2B 陳馨兒 2B 蔡旭晉  2B 馮嘉琳 2B 甘睿謙 2B 英  傑 2C 陳穎迦 
2C 庄靜儀 2C 李樂怡 2C 林宇軒  2C 劉品謠 2C 阮培熙 2C 孫藝菲 2C 黃知行 2D 莊子樂 
2D 周凱樂 2D 鄺悅華 2D 李敏瑜 2D 蘇子謙 2D 胡樂晴 3A 黃宇峰 3A 葉家仁 3A 黎卓熙 
3A 吳依諾 3B 張嘉濤 3C 陳駿熙  3C 陳曉柔 3C 何靜雯 3C 江熹桐 3C 劉煒濤 3D 黃詩穎 
3D 莊詩楨 3D MISCIA AISHI TARLIT       4A 徐熙媛 4A 黃銘瑜 4A 黄煒婷  4A 黃玉婷 
4B 陳浩輝 4B 傅建雯 4B 馮珀途 4B 梁銳康 4B 梅浩富 4B 伍日楠 4B 戴曉澄  4B 胡樂昕 
4B 伍倬雯 4B 葉芷彤  4C 陳諾行 4C 張皓信 4C 麥樂賢 4C 蘇焯朗 4C 崔阮家寶 
4D 趙綺雯 4D 劉曉華 4D 羊葆悅 4E 區梓言 4E 陳子涵  4E 張凱琳 4E 梁紫芯 4E 劉富邦 
4E 伍悅怡 4E 夏浩揚  4E 楊紫淇 4E 張潔茵 4E 廖立康 5A 陳衡孜  5A 劉韻澄 5B 梁天恩 
5B 蘇  朗 5B 趙蕙妍  5C 符嘉全 5C 王希愉 5D 陳恩穎 5D 張芷語 5D 何柳儀 5D 林嘉慧 
5D 李浚鏗 5D 安雪兒 5D 戴鈺淇 5D 湯雅喻 5D 王俊仁 5D 葉諾軒 5D 莊詩煒 5E 蔡樂漳 
5E 鍾愛琳 5E 鍾慧妃  5E 黎宇翀 5E 羅君寶 5E 吳俊易 5E SALONGA SAMUEL 5E 吳清揚 
5E 姚思韻 6B 郭承浠  6B 羅申儀 6C 林錦峰 6C 梁梓軒 6C 譚翊翀 6C 甄嘉彤 6C 楊伊利 
6C 鄭  雅 6D 楊嘉欣 6E 龍騰悦  6E 吳嘉怡 

銀 

1A 歐奕棋 1A 陳文穎 1A 張家瑜 1A 劉奕姿 1A 梁鉅華 1A 曾添逸 1A 胡港渝 1A 奚梓然 
1B 陳逸淳 1B 鄭逸朗 1B 何興光 1B 黃海冰 1B 許詠曈 1B 許世煜 1B 許允柔 1B 江天朗 
1B LAM JEREMIAH HO TIN     1B 劉俊賢 1B 李勤謙 1B 梁政賀 1B 梁海瑤 1B 梁沛澄 
1B 凌思洛 1B 盧凱彤 1B MUHAMMAD ADEEB       1B 沈君姸 1B 譚樂欣 1B 湯子齊 
1B 謝柏霖 1B 温珈玥 1B 黃詩雯 1B 鄔言晞 1B 曾珮雯 1C 陳以淳 1C 陳  樂 1C 周天恩 
1C 何靜瑜 1C 何景程 1C 鄺嘉俊 1C 劉子聰 1C 羅焯軒 1C 梁珊珊 1C 梁紫晴 1C 李俊賢 
1C 李晁澄 1C 丁思羽 1C 黃煦茵 1C 翁灝兒 1D AZAAN RAUF    1D 何東曦 1D 李虹莹 
1D 盧培朗 1D 呂劻晉 1D 伍焯軒 1D 謝佩霖 1D 黃熙怡 1D 曾珮暄 2A 區芊語 2A 陳海君 
2A 張諾悠 2A 李卓蕎 2A 梁晴晴 2A 梁可儀  2A 盧桓宇 2A 吳彥霖 2A 鄧愷妍 2A 胡樂言 
2B 陳雅晞 2B 蔡家定 2B 高煒倫 2B 鄺采霏  2B 劉品禧 2B 譚紫欣 2B 王愷彤  2B 章凱璇 
2C 賴嘉濠 2C 林熹彤 2C 林芷欣 2C 劉祥冰  2C 蘇利雅 2C 蘇進謙 2C 謝葦藍 2C 胡嘉榮 
2D 張樂研 2D 趙紫穎 2D 林知衡 2D 林峻安  2D 梁詠瑜 2D 謝佳銘 2D 黃苠傑 2D 黃耀城 
2D 曾憲輝 2D 鍾煒婷 2D 楊張梓睿         3A 陳浩彬 3A 陳梓樂 3A 張智鈞 3A 張啓康  
3A 周安寶 3A 鍾嘉晴 3A 鍾雨歡 3A 馮裕席 3A 許詠雅 3A 關麗盈 3A 邱卓毅 3A 王  焱 
3A 王君彤 3B 丁曉傑 3B 丁  游 3B 黃紫皓  3C 劉日誠 3C 李樂彤 3C 馬穎心 3C 杜宇軒 
3C 魏俊傑 3C 許  惠 3D 馮舜華 3D 關宇晴  3D 黎凱晴 3D 李俊浩 3D 曾昭雄 3D 曾  心 
3D 温伽皓 3D 楊明悅 3E 李昊陽 3E 梁政喜 3E 梁正東 3E 梁恩瑜 3E 麥慧冰 4A 張梓逸 
4A 梁進傑 4A 梁曉樂 4A 司徒皓陽         4A 鄧兆晉 4A 温鎵熙 4A 詹兆豐 4B 何曉穎 
4B 何浩朗 4B 郭文翔 4B 劉睿正 4B 羅曦祈 4B 梁震峰 4B 梁鉫炘 4B 李穎嫻 4B 曾澤銘 
4B 黃穎彤 4B 曾子鑫 4C 林浩蕎 4C 林紫祺 4C 梁遠澄 4C 阮嘉儀 4C 布頌恩 4C 鄧文鍵 
4C 葉煒昌 4D 陳以寬 4D 蔡凭承 4D 樊  昇 4D 馮俊熙 4D 馮正君 4D 林晞晢 4D 林敬朗 
4D 駱嘉欣 4D 鄧芷喬 4D 徐幸怡 4D 雲紫晴 4D 黃志聰 4D 張嘉美 4E 陳俊妤 4E 陳欣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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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 張振賢 4E 梁心姸  4E 陸建業 4E 譚翊翹 4E 唐聞菓  4E 余嘉裕 4E 司徒家杰 
5A 黃文玟 5A 金叡璘 5A 梁晶晶 5A 彭育德 5A 鄧煒燁 5A 黃紫彤 5B 陳穎思 5B 馮家琪 
5B 高德洱 5B 陸婷茵 5B 伍家伶 5B 汪浩然 5B 黃伶亮  5C 朱倩儀 5C 鍾迎悅 5C 馮詠恩 
5C 林易謙 5C 林映彤 5C 林增富 5C 曾梓晴 5C 蔡穎彤 5C 謝淯榮 5C 曾詩雅 5D 張燕鏵 
5D 陳俊浩 5D 胡偉麟 5D 許曦文 5D 羅鎂儀 5D 王慧盈 5E 陳珮嘉  5E 鍾迎真 5E 劉奕廷 
5E KASHMALA SAJID         5E 李芷晴 5E 梁家僖 5E 林鉅軒  5E 麥樂詩 5E 麥卓毅 
5E 魏子粵 6A 鄺浩峰 6A 李雯鈴 6A 麥倩僮 6B 劉覺豐 6B 梁洛川  6B 蘇少偉 6C 成欣橦 
6C 羅嘉欣 6C 潘漪婷 6C 曾藹雯  6C 黃冠生 6C 袁泳嫻 6D 陳美君 6D 陳蓉蓉 6D 張啟昌 
6D 張雨欣 6D 馬穎琳 6D 伍日輝  6E 陳婷婷 6E 方  程  6E 江厚凝 6E 關燕瑩 6E 鄧翠雯 

銅 

1A 歐陽愷柏 1A 陳慧欣 1A 徐梓然 1A 鍾騰輝 1A  LUMBEN ANUSHKA 1A 伍焯桻 
1A 吳沛凝 1A 孫敏芝 1A 許紫瑩 1A 原健豪 1A 張俊熙 1B 梁敦堯 1C 蔡曉晴 1C 何芯朗 
1C 梁爾杰 1C 盧學緯 1C 尹潪朗 1C 黃婉恩 1D 陳諾熙 1D 陳彥君 1D 張煒琪 1D 趙韋瑜 
1D 鄧嘉瑩 1D 符傳捷 1D 劉舒晴 1D 李梓晴 1D 温迪斯 1D 余詠恩 2A 陳健龍 2A 張仲賢 
2A 胡棹淇 2A 劉思泳 2A 羅日朗 2A 梁錦之 2A 蔡喜貝兒         2A 黃  苗 2B 陳健熙 
2B 陳敏謙 2B 宗鈺涵 2B 郭心怡 2B 梁樂高 2B 羅淇淇 2B 譚柏燁 2C 陳隆華 2C 李家建 
2C  SUMON ARKYA OCTAVIONY FATIHAH   2C 葉嘉晨 2C 余  津 2C 余雪貞 
2D 陳紫喬 2D 江俊霆 2D 郭逸朗 2D 林景謙 2D 馬茵琦 2D 王樂行 2D 鍾愛彤 3A 周資源 
3A 朱淑清 3A 李靖頤 3A 黃可翹 3A 曾麗佳 3B 鍾有灝 3B 黃嘉仁 3B 郭昕樂 3B 黎飛旭 
3B 羅晋軒 3B 梁卓峰 3B 梁樂瞳 3B 梁芷晴 3B 劉禧樂 3B 羅靜汶 3B 文梓庭 3B 趙雪瑩 
3B  MUHAMMAD ATEEB       3B 孫子浚 3B 謝鎮澤 3B 許紫婷 3C 曹浩榮 3C 朱萬誠 
3C 梁曦宇 3C 麥文極 3C 夏瑜辰 3D 陳祀良 3D 陳婉柔 3D 鍾博愷 3D 丁  琳 3D 李咏霖 
3D 鍾珮嘉 3E 陳俊豪 3E 劉俊宏 3E 吳晞桐  3E 伍日東 3E 唐茵茵 3E 謝凱淇  3E 葉騰偉 
4A 陳靜瑤 4A 陳鎧瑤 4A 周凱淇 4A 劉筱桐 4A 李芷晴 4A 吳欣柔 4A 余躍鵬 4B 司徒依靜 
4B 譚鈞寶  4C 陳樂瑤  4C 馮展華  4C 許世樺  4C 羅子淇  4C 梁鐸薰  4C 李梓軒  4D  CHEE LEE CHI 
4D 何尚朗 4D 李成方 4D 廖子輝 4D 黃俊景 4D 黃穎潼 4E  比利戴安娜 4E 陳亮亨 
4E 陳子朗 4E 許皓鈞 5A 陳馨曈 5A 周冠力 5A 何祈恩 5A 林皓謙 5A 曾琳 5A 王紫菱 
5A  POLO SCHANTZ NOUELAINE LOIDE P. 5B 謝志瑋 5B 李樂瑤 5B 李恩瑋 5B 廖麒雲 
5B  ZAHID AYESHA 5C 陳靜婷 5C 鍾智聰 5C 黎曉瑩 5C 李俊麟 5C 盧學縕 5C 謝富昆 
5C 余凱茗 5D 蔡旻陞 5D 林卓恆 5D 黎思凱 5D 盧奕恒 5D 吳芍穎 5D 尹康雅 5E 何靜盈 
5E 林健軒 5E 呂安翹 6A 陳靜淇 6A 陳毅妍 6A 陳峻鋒 6A 鄧宇軒 6A 何咏思 6A 梁正賢 
6A 梁汶傑 6A 劉嘉燁 6A 敖俊文 6A 覃鳳敏 6A 冼建全 6A 雲美恩 6A 王樂天 6B 張凱莹 
6B 錢麗怡 6B 馮嘉盈 6B 胡婧瑩 6B 葉虹美 6B 郭穗文 6B 李君盈 6B 梁力池 6B 布迦南 
6B 湯梓晴  6B 甄家傑  6B 葉向桐  6C 歐婕妤  6C 陳家鋒  6C 郭家業  6C 劉凱欣  6C  LIMBU ASHISH  
6C 阮培聰 6C 王恩信 6C 楊焯熹 6C 余嘉儀 6D 陳傲亨 6D 馮樂天 6D 林俊燁 6D 李栢翹 
6D 陳佩芝 6D 曾沛玲 6D 黃敏怡 6D 甄曉晴 6D 曾廣翔 6E 陳天睿 6E 陳子浚 6E 周健睿 
6E 胡  蕊 6E 李佳憲 6E 沈  洋  6E 王子心 6E 甄泳兒 

 

紅十字會七項紅人競技日 2018 

主辦機構 項目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紅十字會 

備災項目 亞軍 3D 陳天宗 

飲食健康項目 優異 5E 麥樂詩 

備災項目 優異 6B 湯梓晴 

手語項目 優異 6B 湯梓晴 

人道項目 優異 6C 洗泳彤 

 
傑出紅十字少年會員 2019 

主辦機構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紅十字會 
西九龍總部傑出紅十字少年會員 2019 5B 趙蕙妍  5E 黎宇翀  6B 胡婧瑩 

部門傑出紅十字少年會員 2019(全港) 6B 胡婧瑩 

傑出少年團比賽 2018-2019 

主辦機構 項目/組別 獎項 

香港紅十字會 傑出少年團 2018-2019 
總亞軍(全港) 

冠軍(西九龍總部) 

「人道校園」計劃 2018-2019 人道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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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龍總部少年團急救比賽 2019 

主辦機構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紅十字會 
西九龍總部少年團急救比賽

2019 
冠軍 

6A 張純熙 6B 湯梓晴 6B 胡婧瑩  
6C 冼泳彤 

香港紅十字會服務獎章 

主辦機構 獎項 獲獎學生 

香港紅十
字會 

少年榮譽章 

5A 金叡璘   5B 伍家伶   5B 趙蕙妍  5C 曾梓晴   
5D 何柳儀   5E 黎宇翀   5E 麥樂詩   5E 何靜盈   
6A 麥倩僮   6A 張純熙   6A 龍柏廷   6B 胡婧瑩    
6B 張凱莹  6C 袁泳嫻   6C 甄嘉彤 6D 張啟昌   
6D 陳蓉蓉   6E 吳嘉怡 

服務金章 

4A 沈一言  4A 黄煒婷   4C 羅子淇  5A 金叡璘   
5B 伍家伶  5B 趙蕙妍  5C 曾梓晴   5D 何柳儀   
5E 何靜盈  6A 麥倩僮  6A 張純熙  6A 龍柏廷    
6B 胡婧瑩  6B 張凱莹  6C 袁泳嫻  6D 張啟昌  6E 吳嘉怡 

服務銀章 

4A 李芷晴  4A 劉筱桐   4A 鄧兆晉  4B 何浩朗   
4B 何曉穎  4B 郭文翔  4C 林紫祺   4C 麥樂賢   
4C 李伊珵  4D 雲紫晴  5A 尹芷澄  5A 曾  琳    
5A 劉韻澄  5A 陳衡孜  5B 陸婷茵  5B 黃蘊芝   
5B 李恩瑋  5C 林映彤  5C 林增富  5C 林子謙   
5D 林卓恆  5E 鍾慧妃   6A 容  霽  6A 雲美恩   
6A 郭展晴  6B 葉虹美  6C 曾藹雯   6C 歐婕妤   
6C 成欣橦  6D 曾沛玲  6D 張家如  6D 司徒澤威   
6D 陳佩芝  6E 沈洋 

服務銅章 

3A 張智鈞  3A 馮裕席   3A 許詠雅  3A 李靖頤   
3A 邱卓毅  3A 黃可翹  3A 吳依諾   3B 鍾有灝  
3B 雷耳洱  3B 文梓庭  3B 丁  游   3B 許紫婷   
3B 黄嘉仁  3C 霍沚埼  3C 劉學軒   3C 麥文極   
3D 陳天宗  3D 陳婉柔  3D 鍾博愷   3D 丁  琳    
3D 馮舜華  3D 李俊浩  3D 曾  心   3D 黃詩穎   
3D 鍾珮嘉  3D 鄒佩瀅  3E 陳俊豪   3E 唐茵茵   
3E 余  羽 4B 陳浩輝   4B 馮珀途   4B 譚鈞寶    
4C 蘇焯朗  5B 李樂瑤   5D 黎思凱 

 

紅十字少年團填色比賽 2018-2019 

主辦機構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紅十
字會 

會員組 
優異獎 

(西九龍總部) 
3A 黄可翹   4B 何浩朗 

公開組(初小組) 

亞軍 2C 劉品謠 

季軍          3C 許  惠 

優異獎 2D 鍾愛彤   3B 劉禧樂 

公開組(高小組) 
亞軍 5A 何祈恩 

優異獎 5D 王慧盈 

2019 香港環保電影展徵文比賽 

獎項 學生姓名 

榮譽獎 5B 黃蘊芝 

傑出獎 5B 陸婷茵 

優異獎 6B 湯梓晴 

Hong Kong ICT Awards 2019: Student Innovation Award 

主辦機構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HKITDA 
香港創科發展協會 

Primary School 
Stream 

Certificate of 
Excellence 

5B 蘇朗       5B 潘孝軒    
5D 蔡旻陞     4D 林敬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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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學年融和獎學金 

主辦機構 學生姓名 

民政事務總署 5B  胡裕彤   5E 姚思韻   5E SALONGA SAMUEL   6B HALIMA AFZAL 

藝恆愛心行動獎學金計劃 2019 

主辦機構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藝恆愛心行動 小學組 優秀學生獎 5A 何祁恩    5C 余凱茗 

2018/19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籌款 

主辦機構 獎項 獲獎學校 

公益少年團 金獎 路德會沙崙學校 

第 16 屆國際資優解難大賽初賽 

主辦機構 獎項 學生姓名 

資優教育督導委員會、國際新標準

教育及香港公開大學合辦 

金獎 2B 馮嘉琳   3C 杜宇軒 
銀獎 5B 高德洱    6B 蘇少偉 

銅獎 2B 譚柏燁    5D 蔡旻陞   5E 劉奕廷 

優異獎 6B 蘇少偉 

九龍樂善堂第一屆關懷弱勢社群──全港創新科技設計大賽 

主辦機構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九龍樂善堂 小學組 傑出作品獎 5B 蘇朗    5D 蔡旻陞    4D 林敬朗 

全能兒童田徑錦標賽 2019 

主辦機構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全能體育會有限公司 

男子 2011 年 個人全場總冠軍 

2D 周凱樂 

男子 2011 年擲豆袋 冠軍 
男子 2011 年立定跳遠 亞軍 
男子 2011 年 60 米跨欄 亞軍 

男子 2011 年 40 米短跑 亞軍 
男子 2011 年 60 米短跑 優異獎 

全港公開新秀武術錦標賽 2019 

主辦機構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武術聯會 女子高小學組初級南拳 第四名 4E 楊紫淇 

2019 體育舞蹈公開賽 

主辦機構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西凌舞蹈 

女子雙人 - 喳喳 

冠軍 2A 梁可儀  4C 布頌恩 
亞軍 1A 陳佩芝  2A 吳彥霖 
季軍 1B 黃海冰  2C 陳穎迦 

優異獎 2B 馮嘉琳  2C 庄靜儀 
女子雙人 - 森巴 優異獎 1A 陳佩芝  2A 吳彥霖 

女子個人 - 喳喳 
冠軍 2A 梁可儀 
亞軍 2B 馮嘉琳 
季軍 4C 布頌恩 

女子個人 - 森巴 優異獎 2B 馮嘉琳  2C 陳穎迦 

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9 

主辦機構 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專業花式 

跳繩學校 

女高(2007)單車步 殿軍 5D 何柳儀 
女高(2008)單車步 殿軍 5E 梁家僖 
男高(2007)單車步 殿軍 6C 梁梓軒 
男高(2009)單車步 殿軍 3C 劉學軒 
男初(2010)單車步 殿軍 3D 莊詩楨 

女高(2008)交叉開跳 亞軍 5E 劉奕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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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高(2009)交叉開跳 亞軍 4A 陳鎧瑤 
男高(2009)交叉開跳 亞軍 4C 麥樂賢 
女高(2007)側擺開跳 季軍 6D 馬穎琳 

女高(2008)側擺開跳 冠軍 5E 梁家僖 
女高(2009)側擺開跳 亞軍 4C 布頌恩 
女初(2010)側擺開跳 冠軍 3C 李樂彤 
女初(2011)側擺開跳 季軍 1C 馬婉淇 
女高(2007)後側擺開跳 殿軍 6B 湯梓晴 
女高(2009)後側擺開跳 冠軍 4A 徐熙媛 

男高(2009)後側擺開跳 亞軍 4B 劉睿正 
男高(2007)側擺交叉跳 季軍 6B 蘇少偉 

校園健康大使計劃 2018-2019 

主辦機構 項目 獎項 

香港紅十字會 少年團最積極參與獎 季軍 

 

道地 2018 年全港小學生創意徵文比賽 

主辦機構 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青苗綠葉文化推廣小組 高小組 優異獎 6B 胡婧瑩 

 

滅罪無國界才藝大賽 2018 

主辦機構 獎項 學生姓名 

西九龍總區防止罪案辦公
室 

及西九龍護青委員會 

良好表現獎 
5B 黃蘊芝  5E 陳珮嘉 6B 陳太溫  6E 周健睿 6E

倫栢基 

 

第六屆全港 Rummikub 小學邀請賽 

主辦機構 項目 獎項 學生姓名 

仁濟醫院 

靚次伯紀念中學 

初賽 
卓越表現獎 6A 鄺浩峰 

優異表現獎 6A 劉嘉燁 

決賽 優異表現獎 6A 鄺浩峰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主辦機構 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天主教教區 

學校聯會 
小五組個人賽 優異奬 5A 陳衡孜  5C 余凱茗  5D 何柳儀 

 

2018-2019 年度九龍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主辦機構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女子甲組 200 米 殿軍 6E 吳嘉怡 

男子甲組 60 米 第八名 6E 李佳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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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升中派位情況 

2018-19年度升中結果摘要： 

 華仁書院（九龍） 

 伊利沙伯中學 

 真光女書院 

 聖芳濟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李國寶中學 

 迦密中學 

 循道中學 

 香港培道中學 

 香島中學 

 路德會協同中學 

 匯基書院 

 何文田官立中學 

 鄧鏡波學校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中學 

 保良局唐乃勤初中書院 

 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 

 創知中學 

 

 匯基書院(東九龍) 

 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 

 新生命教育協會呂郭碧鳳中學 

 何傳耀紀念中學 

 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 

 德愛中學 

 陳瑞祺喇沙書院 

 香港鄧鏡波書院 

 聖若瑟英文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樂善堂梁銶鋸書院 

 聖公會基孝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德蘭中學 

 德貞女子中學 

 九龍三育中學 

 港九潮州公會中學 

 

本校被區內家長譽為受歡迎、校風淳樸、師生關係良好的小學。 

 
 

校外評核 
 

教育局於 2019 年 11 月派員到校進行校外評核，校方於 4 月收到校外評核報告。 
 

外評隊高度讚賞本校在各範疇的表現，認為校方能積極開拓及善用各方資源，推動學校  
持續發展；發展計劃的規劃和部署俱適切，校長領導出色，有效帶領學校不斷進步。      
在學與教方面，學校能配合教育發展趨勢及因應學生的能力和需要，制訂六育均衡的課
程，並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習慣和能力。在學生發展方面，學校能適切支援學生的成長需
要，有效營造正面的校園風氣。學生品性純樸，朋輩和洽共處，學業表現不俗；而學業以
外，學生亦踴躍參加各類校內和校外的活動和比賽，涵蓋學術、體藝及服務等多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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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2018-2019年度本校的財政狀況如下︰ 

 

 收入（$） 支出（$） 

承上結餘（政府資助及學校津貼） 4,255,882.23 

I. 政府資助   

 A. 擴大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1. 基本指標津貼   

   a. 基本指標 1,376,595.58 1,115,451.23 

                                    小結︰ 1,376,595.58 1,115,451.23 

  2. 學校特定津貼   

   a. 新來港學童支援津貼 48,701.00 16,046.00 

   b. 行政津貼/修訂行政津貼 1,499,148.00 1, 843,821.00 

   c.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425,488.00 406,469.48 

   d. 學校發展津貼 750,226.00 873,342.15 

   e. 加強言語治療津貼 172,559.00 192,048.75 

   f. 成長的天空計劃津貼 132,613.00 128,851.60 

   g. 加強學生輔導津貼  302,940.00 235,545.64 

   h. 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津貼 104,550.00 100,000.00 

   i. 風災特別津貼 53,500.00 53,500.00 

   j. 空調設備津貼 454,994.50 290,956.11 

                                    小結︰ 3,944,719.50 4,140,580.73 

II. 學校經費   

 (1) 捐款 368,500.00   
【註】

219,404.70 

 (2) 具特定用途的收費 220,500.00 233,960.00 

 (3) 其他 1,134,867.30 1,062,105.94 

                                    小結︰ 1,723,867.30 1,515,470.64 

2018/19 年度結餘 273,679.78 

2018/19 年度終結總盈餘 4,529,56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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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與跟進 
在【拓展國際文化視野，裝備學生迎向未來】方面，我們着意營造國際文化校園環境。

本年度共有三位外籍英語教師，有效豐富英語環境，增加學生接觸及運用英語的機會。我們

又加強國際文化及學習氛圍的情境佈置，靈活安排座位，增加分組的靈活性，有效營造國際

 

 

    本學年繼續與香港國際學校(HKIS)有多個合作項目，包括 Fun on Saturday Programme 及

安排學生參加 HKIS 的嘉年華活動 (World Fair)等。另外，本校又與澳洲 St. Peters Lutheran 

College 透過視像(Skype)及電子討論平台(E-forum)進行網絡課堂，亦安排兩校學生互訪及作

學習交流，讓他們認識香港與澳洲兩地在校園生活及文化方面的異同，擴展國際視野。此

外，在 2018 年暑假，我校已舉辦了澳洲 11 天學習交流團，安排學生到澳洲與 St Peters 

Lutheran College, Springfield 的學生一同學習及進行活動。 

     

    此外，我校於課外活動時段提供三種外語學習，包括日語、法文及西班牙語班，參與的

學生反應熱烈。93%日文班學生表示喜歡此課程，93%西班牙語班學生表示喜歡此課程，  

法文班上學期有 100%，下學期有 69%學生表示喜歡此課程。日文班及法文班學生更於聖誕

匯演中演出，大獲好評。我們會繼續運用不同資源，為學生提供學習外語的機會。 

 

    在拓展學生國際視野方面，我們在校園生活中更多引入國際時事的 資訊及討論，於早會

分享中加入國際文化元素，並設「國際文化知多少」週會，介紹不同國家的文化。此外，我們

又舉辦國際文化活動，例如邀請來自不同國家之教師、家長及學生於中秋提燈晚會中演出，   

展現本校具國際文化的特質；又安排 WATOTO 訪校交流，活動中，讓學生與不同國籍的人    

互相交流，體驗不同文化；又於週會安排曾參與美國太空總署(NASA)課程之年青人到校分享，

以拓展學生國際視野；並於禮堂壁報上經常展示國際時事的資訊，增加學生對國際議題的    

認識。此外，我們又強化境外交流的學習元素，於境外交流出發前，老師與學生已對交流目的

地進行初步探討，對目的地的歷史或文化背景有一定之認識，以助他們能更深的學習反思，   

强化境外交流的學習元素。 

 

    在加強課程中的國際文化元素方面，本年度增加每周閱讀中、英文圖書及分享時間，除每

週中文早讀課外，亦增設每周一節 D.E.A.R.課，以加強學生閱讀英文圖書及分享時間。各老師

又透過早會分享、中央廣播及展板向學生推介不同國家文化之書籍。另一方面，各科課程中已

引入不同文化的資訊及對國際性議題的探討，增加學生對國際性議題之探討。 

 

在【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與教效能】方面，各科繼續加強推行自主學習的教學模式，   

訂定高期望的學習目標，課堂設計側重自主、合作及探究的元素，又提供選擇性課業予學生，

再配合電子學習，並安排學生每週作學習反思及成果分享，讓學生不斷完善自己的學習。校方

亦於下學期進行課程統整週，透過跨學科的主題探究，及有挑戰性和有趣味的學習活動，    

讓學生主動學習，包括界定研習的問題、選擇探究內容、搜集相關數據、整理及分析資料，     

再把成果與人分享，以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此外，學校加強推動STEM的教學活動，常識、數學及電腦科於四年級教授「密度」，學生

需自行設計、組裝，並在網上平台交流意見，揮自主學習的精神，效果良好。 

 

各科亦繼續積極與大專院校協作：中文科與香港教育大學推行三字經教學計劃，提升學生

對理解古文的能力；而英文科安排四至六年級學生參加語常會的Hello from Me計劃，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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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數學參與香港教育大學的「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計劃，提升

教學效能 ；常識、數學及電腦科參與香港大學主辦的「促進以自主學習開展STEM教學創新的

多層領導網絡」計劃。各項目的參與教師均認同協作計劃的成效，贊同對其教學工作有幫助。 

 

而教師發展組亦就關注事項安排相關的工作坊或活動，計有：「課程統整工作坊」、「中

一入學前學科測驗工作坊」、「危機處理工作坊」，以及提高團隊合作精神的歷奇活動。同工

對這些活動表示均表示欣賞，認同對其教學工作有啓發及幫助。 

 

此外，各科亦按發展需要進行科本培訓工作坊，全年共有八科進行科本工作坊，比前年的

五次為多。 

 

總括而言，各科以及所有教師，均勇於嘗試，配合社會及學校的發展，試行新的教學內

容及方法，提升教學效能，在教師的努力下，學生比前更主動學習，創意得反揮，學習態度

及表現更理想。 

 

在【培養「立己 立人 創新」，實踐優質基督化教育】方面，首先是強化「沙崙人」的      

素質，實踐「立己 立人 日新又新」之校訓精神，本年度透過成長課、週會、早會、崇拜活動

及班級經營活動，提升學生在「自律、主動、盡責」的素質。而早會除加入「立人好事」分享

外，也加入了主題如自律、主動、盡責、雙親節、感恩及師徒制的分享，讓學生對主題更能

掌握。根據學生問卷數據顯示，約75%學生認同學校能推動他們發展「立己 立人 創新」的精

神。來年在「立己」方面，繼續安排配合主題和學校發展的活動，培育「沙崙人」的素質。    

在「立人」方面，繼續培育不同崗位的領袖及服務生，讓他們在過程中建立他人。在「創新」

方面，可多表揚學生的新意念和作品，如繼續為師徒制的學生提供展示的機會及將長假期   

功課具創意的佳作在校內展示。 

 

在領袖培訓方面：本學年為4個不同範疇的服務生組別提供領袖培訓，包括風紀、英文 

大使、 圖書館服務生和校園健康大使；部份組別的領袖角色更出突出，如風紀隊長帶領午膳

風紀會議、福音小天使會帶領全校學生禱告、英文大使負責逢週三的英文入校密碼等，都能

讓學生的服務範圍更多和更廣。來年繼續強化學生於不同服務崗位的使命感。在領袖培訓課

程中，着意滲入人際溝通及領袖技巧訓練，負責老師表示大部分已接受領袖培訓的學生，在

此兩方面的技巧都有所提升。來年領袖訓練挑選學生時要注意學生的能力和認知，使訓練成

效更顯著。本年度設傑出風紀選舉，表揚有傑出表現的風紀，效果理想。來年可優化「傑出風

紀選舉」，讓同學都認真選擇心中的傑出風紀。 

 

在【實踐優質基督化教育】方面，本年共有四次與教會或宗教團體合作進行活動，計有

WATOTO兒童合唱團到校進行音樂分享會、旺浸和沙崙堂合作為高小學生舉辦小領袖課程和於

下學期舉辦的福音懇請晚會。沙崙堂也為小一、小二學生設義務補習活動。來年繼續與教會

或宗教團體合作進行福音工作或作分享見證，培養學生愛主愛人的精神。 

 

每周的班主任課能強化班級經營及給予學生多作分享、反思的機會，也能有效建立    

互愛、感恩及讚賞的文化。來年繼續強化班級經營，促進正面文化及和諧共融。 

 

五至六年級設的班會制度，有效凝聚班風及解決班內的問題，提升學生自我管理能力。

來年可將班會擴展到四年級，並提升班會主席或副主席的  帶領技巧。於領袖訓練中加強  

「僕人領袖」的意識，並定期安排服務生於學年中分享其實踐「僕人領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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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學校發展津貼」工作報告 
發展重點 成效 反思 跟進工作 

照顧學生不同的需要 

(拔尖) 

-奧林匹克數學培訓 

-參與校際各項數學  

比賽 

 奧數課程能加強訓練在數學方面有潛能的同學，有效提

高其數學水平及發展高階思維能力。 

 推薦奧數隊同學代表學校參加各項校際數學比賽以  

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及發展學生於數學方面的潛能，學生

在各項比賽中獲得良好成績。 

1.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一等獎﹕2 名   二等獎﹕9 名   三等獎﹕14 名 

2.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晉級賽 

二等獎﹕2 名   三等獎﹕9 名  

3.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總級賽 

二等獎﹕1 名   三等獎﹕5 名  

4.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優異獎﹕3 名 

5. 第四屆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二等獎﹕1 名   三等獎：3 名 

6. 第四十四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總成績一等獎﹕1 名    總成績三等獎﹕2 名 

7.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暨港澳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 

銀獎﹕2 名   銅獎: 11 名 

8.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暨港澳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銅獎: 2 名 

9. 9. HKMGO 香港數學遊戲公開賽 

銀獎﹕1 名        銅獎: 1 名 

 比賽有助提升學生的

自信心及發展學生於

數學方面的潛能，100%

奧數隊的同學曾參與

不同的數學比賽，73%

同學曾獲獎項。 

 因為與升中面試時間

及考試時間相撞，較難

安排六年級同學出賽。 

 

 下年度繼續舉辦奧林

匹克數學培訓課程。 

 繼續推薦成績優異及

數感較佳的同學參加

奧數培訓班及參加  

不同的數學比賽。 

 定時檢視導師及學生

表現。 

 盡量安排六年級同學

與升中面試時間及考

試時間不相撞的日子

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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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重點 成效 反思 跟進工作 

加強支援學生及   
其家庭 
— 家長專線 

 2018-2019 服務數量 
 致電關心：20 人次 
 Whatsapp： 234 人次 
 祈禱：3 人次 
 致電代禱：3 人次 
 到校服務： 
「校園小 DJ」學生小組：30 人(4 節) 
「拼貼創作小組」：10 人 
「專注 So Easy」學生家長小組：57 人次(10 節) 
  成效 
「校園小 DJ」學生小組： 
 出席率 90.6%， 
 學生缺席原因為請病假及須出席其他課外活動。 
 所有同學投入參與，並積極爭取機會嘗試在人前演說。 
「專注 So Easy」小組：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於 23/4 至 18/6 為有專注力

需要的 6 名 P.2 至 P.3 學生開設「專注 So Easy」訓練
小組，亦於 11/6 及 18/6 安排家長小組，讓學生及家長
學會一些控制情緒及讓自己更能專注的方法。 

 家長專線能協助老師
處 理 學 生 的 家 庭    
問題、減少教師的工作
量及舒緩教師的工作
壓力。 

 家長專線能為家長提
供免費輔導服務，疏導
情緒，解答管教子女的  
問題，並為家長在身、
心、靈方面提供全力  
支援。 

 小組有助家長掌握學
生的需要，實踐在小組
中所學；可繼續運用此
模式開辦小組。 

 家長期望小組能增長
時間，令課程再深入，
有助更了解和學習。 

 來年繼續開辦學生與
家長小組，並行開辦小
組，以便家長了解學生
的需要，並有助他們實
踐小組的學習。 

 可更多使用小組服
務，協助推行家長對學
生的德育教導，加強對
家長的支援。 

 可邀請家長專線人員
於學期初的家長晚會
中介紹有關服務，讓家
長認對是項服務。 

 
 
 

提高學生對戲劇的認

識及舞台演出及管理

技巧的掌握  

(拔尖) 

 於外間聘請專業的導師，以靈活及具創意的戲劇教學

法訓練學生，有效發掘學生的潛能。  

 日常的訓練能有效加深學生對演繹角色以及整個舞台

營運有更深的認識。  

 導師能有效地提升學生編寫劇本和後台管理技巧。 

 於 2018-19校際戲劇節中取得：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演員獎× 5 

 戲劇節評判欣賞本校

學生之演出，演後座談

會中，評判對本校同學

的演出評價很高，對  

戲劇組同學有很大的

鼓舞。  

 於週會中，安排全校學

生欣賞戲劇組演出片

段，並安排戲劇組同學

作分享，加深其他同學

對戲劇的認識，增加他

們對戲劇的興趣。  

 

 建議來年繼續聘請  

戲劇導師，並邀請大部

分原有學生繼續參加  

戲劇組，以持續發展他

們的戲劇天分。 

 繼續於 19-20 年度以 

「學校發展津貼」資助

中文戲劇，聘請導師為

學生提供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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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一名英語  教學

顧問，發展  英文課

程。 

 透過共同備課，優化一至六年級英文課程。 

 成功於四至六年級發展 Module lessons，令學生的閱

讀及寫作能力提升。 

 

 優化英文教學，於課程

中加強閱讀及寫作元

素。 

 共同備課能有助提升

教師教學技能。 

 繼續運用 NETs 教授

Module lessons。 

 在課程的發展上，加強

閱讀及寫作元素。 

 優化四及六年級

Module 課程。 

協助推行全方位輔導

計劃、小組訓練及策

劃活動 

—駐校社工服務 

 小組訓練及策劃活動成效顯著，超過 90%教師滿意社

工提供領袖訓練小組的成效，而且表示服務能舒緩處

理學生問題的壓力。 

 超過 90%參與的家長同意親職教育及個案處理服務能

促進親子關係，並加強自己對管教子女的支持。 

 駐校社工服務能為有

需要的學生提供適切

的輔導及小組訓練，  

減輕教師、家長處理學

生的情緒、行為或學習

困難等問題時的壓力。 

 繼續申請駐校社工  

服務。 

聘請一名行政   助

理，協助跟進學校維

修工程 

 

 透過行政助理定期巡視校舍的設備及建築，監督及  

跟進大小維修及校舍保養工作，並與相關部門及工程

人員作緊密聯絡，確保校舍設備及建築保持良好狀況。 

 減輕教師在校舍管理及維修的工作量。 

 協助安排工友清潔及佈置場地等工作。  

 

 教 師 能 更 專 注 教 學  

工作 

 未來可再加強行政  

助理的職能  

鼓勵教師運用  資訊

科技教學 

 有效協助管理電腦作業和系統，包括網上校管系統

(WebSAMS)、電子學習平台(Google) 及學校 eClass 系

统。 

 有效協助管理 37 台 Chromebook 及 107 台 iPad，並

定期更新行動裝置管理 (MDM) 及合共 204 個教學

應用程式 (Apps)。Chromebook 及 iPad 運作正常。 

 向電腦科及其他學科教師提供 Chromebook 及 iPad 學

習支援，包括 STEM 及編程(Coding)學習活動。 

 支援老師訓練同學參加 STEM 及編程(Coding)比賽。 

 由於電子學習及 STEM

已成為全球趨勢，本校

鼓勵學生使用合適的

電子學習工具、自學網

站或網上學習平台，培

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能

力和習慣，以提升學生

學習的主動性。 

 繼續運用津貼聘用  

一名教學助理(I.T.)，以

支援下列項目： 

 2019-2020 年推行自𢹂

裝置(BYOD)  計劃； 

 協助電腦科教師於

2019-2020 年繼續使用

Chromebook及 iPad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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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ad 的 使 用 課 節 漸

多，教師和學生除開始

熟習運用 iPad 進行多

元化的學與教活動之

外，各科組老師宜發展

「科技內容教學知識」

(TPACK)以配合不同學

科的教學特性。 

行課堂學習活動； 

 協助發展校本 STEM

及編程(Coding) 課

程，例如 Micro:bit、

mBot 等。 

聘請一名教師助理，

為教師創造空間。 

 協助英文組推行活動，及入班支援英文 PLPR/W 課程。 

 協助準備 P.1-P.3 PLPR/W 及 P.6 Module 課程之資料及

課前用品。 

 

 增聘一名教師助理能

有效減輕教師的工作

量。 

 來年繼續聘用助理  

教師以減輕教師的  

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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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會沙崙學校 

2018-2019 學校發展津貼實際支出 

 

 計劃名稱 預算支出 實際支出 差異 

1. 奧林匹克數學訓練 $22,400.00 $21,760.00 $640.00 

2. 家長專線 $10,000.00 $10,000.00 $0.00 

3. 戲劇訓練 $33,000.00 $32,000.00 $1,000.00 

4. 優化校本英語課程計劃 $165,000.00 $159,600.00 $5,400.00 

5. 國際文化校園計劃 $50,000.00 $14,626.79 $35,373.21 

6. 駐校社工 $225,000.00 $187,500.00 $37,500.00 

7. 行政助理 $226,800.00 $281,853.76 ($55,053.76) 

8. 教學助理(I.T.) $163,800.00 $166,001.60 ($2,201.60) 

 總額： $896,000.00 $873,342.15 $22,657.85 

 

 

1. 2018-2019 年度可供使用款項 

  2017-2018 承上結餘 $631,299.75 

 加  2018-2019 年度津貼收入 $750,226.00 

 減  2018-2019 年度實際支出 $873,342.15 

  2018-2019 年度總結餘 $508,183.60 

 

 2. 本年度盈餘： $22,65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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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學習支援計劃報告 
活動名稱 簡述課程 / 活動 / 項目的內容 開支款項 

1. 躍動英語班(全年) 
 對象為小三至小六學童# 
 共開四組 
 學童共有 44人 

 透過多元化及互動的英語遊戲及活動，提昇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
運用英語的能力及自信心。 
(Eureka Group Limited) 

$60,520 

2. 英文加油站(全年) 
 對象為小一至小六學童# 
 共開六組 
 學童共有 53人 

  參與者為小一至小六英文成績在邊緣的學生，課程目的為提升他們
的語文能力和學習技巧。 
(Headstar) 

$69,000 

3. 漢語拼音班 
 對象為小一及小二學童# 
 共開兩組 
 學童共有 16人 

  透過設計合適的漢語拼音課程予不同程度的學生，以提升學生漢語
拼音及讀說能力。 
(伴您同行計劃教育服務機構) 

$7,720 

4. 英文 Phonics 
 對象為小一至小三學童# 
 共開三組 
 學童共有 30人 

 透過設計合適的英語拼音 Phonics課程予不同程度 的學生，以提升
學生在拼寫和拼讀英語方面的能力及表現。 
(伴您同行計劃教育服務機構) 

$16,800 

5. 故事繪本創作班 
 對象為小二至小三學童# 
 共開兩組 
 學童共有 11人 

 透過設計合適的故事繪本創作班課程予不同程度的學生，以激發學生
創意寫作的思維及表達技巧。 
(香港導師會) 

$8,000 

6. 數學速算訓練班 
 對象為小四及小五學童# 
 共開兩組 
 學童共有 11人 

 透過設計合適的數學速算訓練班予不同程度的學生，以提升學生的數
理邏輯思維及運算速度。 
(伴您同行計劃教育服務機構) 

$8,000 

7. 高效記憶課程 
 對象為小五至小六學童# 
 共開兩組 
 學童共有 9人 

 透過設計合適的高效記憶課程予不同程度的學生，教授學生不
同的記憶方法及要訣，以提升學生的記憶能力。 
(伴您同行計劃教育服務機構) 

$8,690 

8. 小小科學實驗室 
 對象為小四至小六學童# 

 透過設計合適的小小科學實驗室課程予不同程度的學生，以提
升學生對科學的興趣。 

$14,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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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開三組 
 學童共有 14人 

(伴您同行計劃教育服務機構)  

9. Pizza Hut兒童開心之旅 
 對象為小一至小三學童# 
 學童共有 35人 

   

$3,600 

10.挪亞方舟 
 對象為小一至小五學童# 
 學童共有 54人 

$13,970 

11.海洋公園探索之旅 
 對象為小二至小五學童# 
 學童共有 52人 

$10,845 

12.戰區 90探索活動 
 對象為小四及小五學童# 
 學童共有 29人 

$3,750 

13.綠田園 
 「農耕半日遊」對象為小一至

小五學童# 
 學童共有 57人 

$5,850 

14.物資(益智棋類玩具及康樂   
棋) 

 提升學生思考力、創造力及手眼協調等能力，並提升學生的人際溝
通技巧。 

$10,252 

                                                         18-19學年開支總額： $241,187 

17-18學年校本支援計劃津貼結餘： 
18-19學年津貼總額： 

   $70,237.5 
$202,800 

18-19校本支援計劃津貼結餘：  $31,850.5 

#對象學生: 指領取綜援/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及學校使用酌情權的清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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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校取錄新來港學童而提供的校本支援計劃報告 

 活動範疇 簡述課程 / 活動 / 項目的內容 開支款項 

語文學習 

 
1. 新來港中英文加油站 

(2/10/2018 – 28/5/2019) 
「香港導師會」機構 
 

2. 書籍 
 

3. 光碟 
 

4. 家長英文伴讀 
 
 

 為協助新來港學童盡快適應學校課程，在暑假   
期間安排適應小組，提升學生運用英語的能力和
自信心，並以廣州話作溝通的能力及以繁體字  
作書寫練習。 

 透過多元化及互動的英語遊戲及活動，提升學生
學習英語的興趣及運用英語的能力和自信心。 

 運用有趣的教學方法，教授學生英語拼音技巧，
以增強學生在拼寫和拼讀英語方面的能力，並  
引導學生掌握英文字彙的串、讀、解技巧，提升
閱讀及默寫能力。 

 透過閱讀不同類型的中英文圖書及雜誌，教導  
學生閱讀技巧，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和提升他們
的閱讀興趣。 

 教導學生運用字典作學習工具。 
 早上家長英文伴讀計劃提升學生的英語閱讀    

能力。 

 
 
 
 
 
新來港中英文加油站       $11,550 
 
書籍                        $486 
 
光碟                        $216 
 

培養個人 
發展及社會
適應 

1. 參觀大角咀圖書館及陳慶社會服務
中心 (10/9/2018) 

2. 暢遊油尖旺(12/4/2019) 
3. 昂坪 360(22/6/2019) 
4. 山頂半天遊(27/6/2019) 
5. 稻鄉飲食文化博物(2/7/2019) 

 擴闊學生在課堂以外的學習經驗，並增強學生對
社會的認識和歸屬感。 

 
暢遊油尖旺                $506 
昂坪 360                  $1,686 
山頂半天遊                $502 
稻鄉飲食文化博物館        $1100 
 

18-19新來港校本支援計劃開支總額： $16,046 

18-19新來港校本支援計劃津貼總額： $134,495.96 

18-19新來港校本支援計劃津貼結餘： $118,44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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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華語學生課後中文延展學習計劃報告 

目標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 跟進工作 
1. 支援非華

語家長，

以適應子

女在本港

的教育 

 為非華語家長安排工作

坊，讓他們認識支援子女

學習中文的方法，並介紹

各科組需要學生運用的 

網站或程式 

 

 

 

 協助非華語家長閱讀及解

釋通告 

 

 

 於各類的家長晚會，安排

教師為非華語家長作翻譯 

 

 

 

 教學助理協助老師與非華

語家長溝通 

 

 為非華語家長預備英文校

曆表、上課時間表、假期

表及考試時間表 

 

 邀請非華語家長一同參與

非華語學生的參觀活動 

 1/9(一)為非華語家長開辦講

座，邀請了楊副校長鼓勵家長 

著重子女的學業，本組亦教授家

長運用手機應用程式閱讀中文

通告，以及介紹有關學習中文的

應用程式，家長反應踴躍。 

 

 

 能減輕班主任的負擔。 

 

 

 

 學校添置了導賞系統，於各類的

家長晚會安排教師為非華語家

長作翻譯，效果不俗，一方面家

長可以得知晚會內容，一方面不

會打擾晚會的進行。 

 教學助理在需要時會協助老師

與非華語家長溝通。 

 

 派發英文校曆表、上課時間表、

假期表及考試時間表給非華語

家長，能協助部分非華語學生及

家長更明白學校的資訊。 

 9/3(六)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非

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支援中心」與

 能令非華語家長更認識學

校，亦明白學校對學生的要

求，建議可加入介紹組常用

的學習平台，如：每日一

篇、Power Lesson2。 

 能令非華語家長認識網上

學習資源，讓他們可更有效

協助子女。 

 部分非華語家長認為電子

通 告 較 難 以 Google 

Translate app 翻譯，希望能

提供紙本通告。 

 於各類的家長晚會，安排教

師為非華語家長作翻譯，讓

非華語家長更願意出席，並

更明白學校的方向，對子女

的支援更有土幫助。 

 英文校曆表、上課時間表、

假期表及考試時間表能協

助部份運用英語的非華語

家長，但部份家長是不懂英

語及粵語的，仍需個別跟

進。 

 

 非華語家長能一同參與  

非華語學生的參觀活動， 

 來年繼續為非華語家長安

排工作坊。 

 

 

 

 

 

 

 於學期初收集家長意見，

如家長需要紙本通告，可

請校務處印該數量的紙本

通告，給班主任派發給學

生家長作參考。 

 建議校方繼續安排老師於

家長晚會為非華語家長作

翻譯。 

 

 

 建議不用為不是以英語為

母語的家長之學生預備 

英文版本的英文校曆表、

上課時間表、假期表及  

考試時間表。 

 

 

 建議來年繼續進行，並可

運用家長資源，邀請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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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 跟進工作 
 

 

 

 為非華語家長提供更多有

關非華語學童在港學習的

資料，讓他們能有效協助

子女  

本校合作舉辦戶外學習日，帶領

學生到長洲，共有 9名家長參

加，他們非常投入活動，並能於

活動中認識其他家長。 

 於 1月份經電子訊息發放教育

局提供的 2018年施政報告《加

強支援少數族裔人士》單張，當

中有六種主要少數族裔語言版

本，供非華語學生及其家長參

閱。 

可讓他們對學校更有歸屬    

感，並能於活動中認識其他

家長。 

 

 資料有助非華語家長認識

更多有關非華語學童在港

學習的情況。 

 

當學校的家長義工。 

 

 

 

 建議來年繼續進行。 

2. 為非華語

學生開設

中文加輔

班 

 為二、三及四年級非華語

及有需要的學生開設課內

中文加輔班，運用廣州話

教中文，並為學生制定學

習目標及進行課程調適 

 

 本學年為二至四年級安排中文

加輔班，讓中文能力稍遜學生可

以用廣州話上課，另每週有一節

回原班用普通話上課，令加輔班

學生及原班上課學生同樣有所

裨益。 

 下學期開始為小一安排中文加輔

班，會抽離中文課的其中五節，

用廣州話上課，讓非華語學生能

盡快銜接本地中文課程。 

 81％的二至四年級中文加輔班

學生的成績比去年的總結性評

估有進步。 (二年級 100%；     

三年級 100%；四年級 44%)；   

小一中文加輔班則有 91%學生的

成績比上學期的評估有進步。 

 對能力稍遜或非華語的學

生來說，用廣州話上中文課

確實令他們更容易理解課

堂內容。 

 

 建議來年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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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 跟進工作 
3. 增加非華

語學生學

習中文的

興趣及時

間 

 於校內設立遊戲天地，為

部分有適應困難的非華語

學生安排小伙伴，或他們

可自行邀請朋友，以陪伴

他們在小息時於遊戲天地

玩遊戲，從中增加他們說

廣州話的機會。 

 全部(8個 1至 2年級非華語學

生)曾參與遊戲天地的非華語學

生認為遊戲天地能增加他們運

用廣州話的機會，他們亦更容易

與本地學生成為朋友。 

 

 大部分非華語學生於上學

期已能與同輩建立友好的

關係。 

 建議下學期不用為非華語

學生開放遊戲天地，讓他

們可以正常地與其他同學

一起小息。 

4. 為非華語

學生提供

不同模式

的中文延

展學習，

以鞏固非

華語學生

在中文課

堂的學

習，以促

進他們融

入社會 

 將非華語學生按能力分

組，為他們於放學後及星期

六開辦課後抽離中文學習

小組。 

 

 推行伴讀計劃，安排家長及

伴讀大使於不同時段陪伴

學生閱讀圖書或朗讀課

本，以增加非華語學生閱讀

圖書及以廣州話說話的機

會。 

 

 教學助理於中文課時協助

原任中文老師教授非華語

學生寫作或其他中文活動。 

 

 由教學助理於小息及放學

指導非華語學生完成中文

功課 

 

 

 

 已為非華語學生按能力安排四

班非華語課後中文班，以教授  

學生中文知識及功課輔導。 

 全校有 75.7%非華語學生參與  

課後中文班。 

 於星期一及星期五早上，安排 

家長為 2 及 3 年級加輔班同學   

伴讀，又於星期二及星期三午膳

時間，安排伴讀大使為低年級非

華語學生伴讀，以增加非華語學

生閱讀圖書，並以廣州話及普通 

話說話的機會。 

 中文老師認為教學助理於中文

作文課時入班為非華語作出支

援，不但能協助非華語學生，也

讓其他學生有所裨益。 

 教學助理會於小息及放學指導

非華語學生完成中文功課，讓學

生能得到協助。 

 

 

 非華語學生的中文能力有

很大的差異，如按能力分班

能令教學更有成效。 

 

 

 伴讀時間較短，個別參加家

長伴讀學生的家長亦未能

準時帶學生回校進行伴讀。 

 

 

 

 

 

 

 

 

 

 

 

 

 

 

 

 來年繼續進行。 

 

 

 

 

 建議按時於 eClass 發放訊

息提示家長。 

 

 

 

 

 

 

 

 

 

 

 來年繼續安排不同參觀給

非華語學生家長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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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 跟進工作 
 為非華語學生安排參觀活

動，以增加他們對中國文化

的認識 

 

 

 

 

 

 

 

 

 

 

 

 

 

 為非華語學生安排表演或

比賽的機會，以增加他們說

中文的信心 

 

 

 

 

 

 

 

 

 

 

 

 

 已於 9月安排 4位非華語學生及

家長參觀大角咀公共圖書館及  

陳慶社會服務中心，讓他們更 

認識社區資源。 

 與 SSP 合作舉辦戶外學習日 

 於 9/3(六)帶領非華語學生

到長洲，共有 17 名學生及

9 名家長參加，讓他們認識

香港的名勝古蹟。 

 於 22/6(六)帶領非華語 

學生到屏山文物徑及屯門  

公園爬蟲館，讓學生可領略

新界的傳統面貌及宗族  

生活，增廣見聞。 

 非華語學生與華語學生於

17/11(六)一起參加「滅罪無國界

才藝大賽 2018」，獲得「良好表

現隊伍獎」，並於本校聖誕  匯

演表演。 

 非華語學生於「國際文化知多

少」週會介紹自己的國家的國旗

冷知識及不同國家的飲食及生

活文化讓其他同學對這些國家

及同學更有認識。 

 

 

 

 

 學 生 對 參 觀 地 點 很 有    

興趣，能開闊他們的眼界。 

部分中文老師亦指出學生

於寫作或說話活動時亦有

提及此活動。 

 

 

 

 

 

 

 

 

 

 

 不同的表演活動及比賽大

大提升了非華語學生的自

信，亦讓其他同學對這些國

家及同學更有認識，讓校園

氣氛更共融。 

 

 

 

 

 

 

 

 

 

 

 

 

 

 

 

 

 

 

 

 

 

 

 

 

 

 來年繼續讓非華語學生更

多參與不同表演或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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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 跟進工作 
 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開辦

的「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支

援中心」合作，提供課餘中

文輔導班(Student Support 

Programme，簡稱 SSP)給非華

語學生參加 

 

 

 

 安排非華語學生參加朗誦

比賽，並在非華語班時表演 

 

 

 

 

 

 

 

 

 暑假時，為剛入讀小一或還

未適應中文課堂的非華語

學生提供暑期中文班，讓他

們更容易融入中文課堂中 

 

 共有 15 位非華語學生參加 SSP

課程，他們均認為課程對學習中

文有幫助。 

 於24/6至8/7為本校升二至中一

非華語學生開辦試後中文輔導

及興趣班，以提升非華語學生的

中文能力，增加他們對中文的興

趣。 

 參加朗誦比賽的非華語學生會

於非華語班時表演，以增加學生

的自信心。 

 6 名 2 至 6 年級學生參加校際  

朗誦節粵語組比賽，其中 3 人取

得優良成績，1 人取得良好成

績；2 名 1 年級及 1 名 6 年級學

生 參 加 校 際 朗 誦 節 普 通 話    

比賽，均取得優良成績。 

 

 於26/8至6/9為本校準小一開辦

中文銜接課程，讓他們更 容易

適應校園生活及融入中文課堂

中。 

 

 課程導師對學生非常有愛

心及耐性，課程對學生學習

中文有幫助。 

 因暑假期間有校舍工程，將

以往在暑假進行的中文班

放於試後，出席率較以往

高。 

 

 

 

 

 

 

 

 

 

 

 

 

 因暑假期間有校舍工程，將

以往在暑假進行的小一中

文銜接課程放於暑假後期

及適應週進行，課堂亦縮減

了一半。 

 

 來年繼續進行。 

 

 

 來年的暑假中文班可於  

試後進行。 

 

 

 

 

 

 

 

 

 

 

 

 

 

 

 來年宜於暑假期間進行小

一中文銜接課程，讓學生

有更充裕時間適應小學 

生活及學習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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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支援津貼工作報告〉(有精神病患學生的支援計劃) 

目標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 跟進工作 
1. 讓教師更

認識精神

病學生的

需要，並

能盡早識

別有精神

需要的學

生 

 於正式上課前，為全校教
師及教學助理安排認識精
神病講座，以增加教師對
精神病的認識。 

 

 於 27/8(一)為各位教師安排   

「認識兒童常見精神病講座」，由

臨床心理治療師李偉堂先生主講。  

 

 有 98%教師認為講座能令

他們更認識精神病的種

類及特徵，並更有信心面

對及 

照顧患有精神病的學生。 

 

 來年再舉行有關教師講

座，讓老師能更深入了解

兒童精神病。 

 

2. 為有精神

病需要的

學生提供

適切的支

援 

 

 為有精神病需要的學生申

請學習支援津貼，以提供

更合適的支援小組。 

 

 

 

 

 

 

 

 

 

 

 

 

 

 

 

 於 1至 6月期間，運用「有精神病

患學生的支援計劃」的支援津貼，

開辦了五個小組： 

 「童樂社」於 28/1至 29/4為

有需要的學生開設共 10節的

「樂樂高高及桌上遊戲」社交

及專注力訓練小組，並於 6/5

設家長面談時間，共有6名P.2

至 3學生參加，學生表現投

入，家長亦對導師面談時間表

示有幫助。 

 「越己堂」於 14/2至 16/5為

較焦慮的學生開設共 10節的

「MBSEL 正念社交情緒學習

學生小組」(「放學鬆一鬆」

LIFE UP PROGRAM)，每組有 6

名學生 P.4至 P.6學生參加，

學生能從中學會平靜心寧的

 

 

 

 參與學生能加強社交技

巧及專注力，有助他們學

習及投入課堂。 

 

 

 

 

 

 學生及家長均認為課堂

有助學生舒壓，學生投入

課堂，並能運用靜觀的方

法感受自己的需要。 

 

 

 

 來年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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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 跟進工作 
 

 

 

 

 

 

 

 

 

 

 

 

 

 

 

 

 

 

 

 

 

 

 

 

 

 

 

 

方法，學生均表示課堂內容對

他們有幫助。此外，並於 23/5

安排家長面談時間部分家長

亦表示學生會在家中使用   

課堂中的方法來舒壓。 

 「越己堂」於 18/2至 20/5為

較需要控制情緒的學生開設

共 10節的「MBSEL 正念社交

情緒學習學生小組」(「放學

鬆一鬆」(LIFE UP 

PROGRAM))，每組有 6名學生

P.4至 6學生參加，學生能從

中學會平靜心寧的方法，學生

均表示課堂內容對他們有幫

助。此外，並於 27/5安排家

長簡介會及個別面談時間，讓

家長學習學生於課堂所學的

內容，家長對內容很感興趣。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於

23/4至 18/6為有專注力需要

的 6名 P.2至 3學生開設「專

注 So Easy」訓練   小組，此

外，亦會於 11/6及 18/6安排

家長小組，  讓學生及家長學

會一些控制情緒及讓自己能

更專注的方法。 

 「復和綜合服務中心」於 10/6
至 20/6為 6名 P.4至 5有需

 

 

 

 

 

 學生起初不太願意參與  

課堂，但後來態度積極   

投入，亦覺得課堂內容對 

他們有幫助。家長於簡介

會時段，非常積極投入，

認為課堂對子女很有幫

助。 

 

 

 

 

 

 

 學生投入課堂，並於課堂

內學習了不少提升自己

專注力的方法。 

 參與家長小組投入，認為

導師所教的內容有幫

助，可惜部分家長因工作

而未能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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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策略/工作 成效 反思 跟進工作 
 

 

 

 

 

 

 

 

 

 

 

 運用「有精神病患學生的

支援計劃」的學習支援津

貼，提供班本及級本活

動，以加強共融文化，以

及讓學生學習簡單的舒緩

壓力和情緒的方法。 

 

 

要的學生開設共 8節的「溝通
工程師」社交能力訓練小組，
運用樂高積木配合結構性活
動，以提升同學的社交溝通能
力。小組會有四個訓練階段，
組員會以個人或小組形式建
構積木模型，他們透過擔任不

同的角色(工程師、設計師、
供應商)，學習與人相處的技
巧，如主動表達需要、回應技
巧及解難能力。 

 於考試後，運用「有精神病患學生

的支援計劃」的學習支援津貼，開

辦級本及班本活動： 

 於 10/7為小三學生安排由「越

己堂」舉辦的級本活動，學生
透過小遊戲和影片，初步認識
了正念如何協助舒緩壓力和
情緒。 

 於 10/7為小五學生安排由「越
己堂」舉辦的班本活動，學生
透過小遊戲和分享，感受自己
的內心感覺，並更肯定自我，

提升學生社交情緒技能，以正
面正向的方式面對日常生活
的挑戰。 

 學生投入小組活動，並能

分工合作，能主動表達需

要、回應技巧及解難   

能力。 

 

 

 

 

 

 

 

 

 

 學生大致投入活動，但若

以班本形式進行，效果會

更好。 

 

 老師及學生均喜歡此活

動，認為能更認識自己，

但時間不太足夠。 

 

 

 

 

 

 

 

 

 

 

 

 

 

 建議來年以班本形式進

行，增加學生的參與度。 

 

 建議來年可增加活動時間

至 1.5 小時，讓學生有更多

分享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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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推廣閱讀津貼報告書 
第一部分：成效檢討： 

1. 目標檢討：（例如從學生的閱讀態度、借閱圖書情況、參與閱讀活動的投入程度等，檢討「營建閱讀氛圍」能否達成，是否需要調整。）  

從日常觀察及全校閱讀獎勵計劃「閱出彩虹」小冊子中，80%學生能閱讀指定類別(中文故事書、英文故事書、數學、百科全書、 

科學、宗教、美術、音樂、電腦、體育、語文) 及數量的圖書，P.1-2學生全年閱讀 4個類別或以上圖書，P.3-6學生全年閱讀 

5個類別或以上圖書，當中以高年級學生的表現較佳，可見學生樂於閱讀，能建立良好的閱讀習慣及閱讀不同類別的圖書。  

 

2. 策略檢討：（例如從學生借閱圖書數量的增減、閱讀活動的接觸層面等，檢討「營建閱讀氛圍」所用策略的成效。）  

學校在周會、早會、閱讀課、世界閱讀日推介不同類別圖書及舉辦閱讀活動，提升了學生的閱讀興趣及對圖書的認識，從「閱出彩虹」        

小冊子中反映學生的閱讀量較上年度增加。來年可對小一至小四學生加強宣傳，令更多學生愛上閱讀及擴闊學生的視野。 

 

第二部分：財政報告 項目名稱*  

 項目名稱* 實際開支（$） 

1. 購置圖書 

$37,202.10   實體書 

  電子書 

2. 網上閱讀計劃 

/   e 悅讀學校計劃 

 其他計劃：  

3. 閱讀活動 

/ 

  聘請作家、專業說故事人等進行講座 

  僱用外間提供課程機構協助舉辦與推廣閱讀有關的學生學習活動 

  支付學生參加閱讀活動或比賽的報名費 

  資助學生參加或報讀與閱讀有關的收費活動或課程 

4. 其他：閱出彩虹計劃  $2,4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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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年度 

｢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資助匯報 

 

本校於 2018-19 年度獲香港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撥款港幣 102,780 元，並已   

全數資助本校學生作全方位活動，詳情如下： 

 活動名稱 支出 受助學生人次 

1. 3D筆立體繪畫班 $3,300.00 6 

2. LEGO@ROBOTIC 機械人創作班 $1,400.00 2 

3. 一年級參觀衛生教育中心 $450.00 30 

4. 一至三年級戶外學習日 $3,210.00 107 

5. 二年級「社區服務」單元課程 $700.00 28 

6. 二年級課程統整週的參觀 $540.00 27 

7. 大提琴及低音大提琴班 $1,505.00 1 

8. 小提琴初班 $8,230.00 6 

9. 小提琴進階班 $14,250.00 10 

10. 中國舞初級組 $3,400.00 6 

11. 中國舞高級組 $5,850.00 17 

12. 中提琴進階班 $3,010.00 2 

13. 五年級常識科參觀 $750.00 30 

14. 六年級參觀禁毒處藥物資訊天地 $1,400.00 50 

15. 六年級教育營 $6,960.00 58 

16. 水墨畫班 $700.00 2 

17. 四年級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620.00 31 

18. 四年級課程統整週的參觀 $810.00 30 

19. 四至六年級戶外學習日暨清潔郊野  
公園活動 

$2,260.00 113 

20. 乒乓球訓練班 $1,750.00 5 

21. 同根同心-上海 3天交流團 $7,896.20 11 

22. 沙崙運動會 $4,872.00 232 

23. 足球訓練班 $100.00 2 

24. 弦樂團 $9,750.00 20 

25. 拉丁舞班(全年) $3,000.00 6 

26 空手道班(全年) $2,000.00 5 

27 花式跳繩班(全年) $2,800.00 7 

28 長笛班(全年) $3,715.00 3 

29 紅十字會少年團 $496.50 1 

30 珠心算(初班) $1,800.00 4 

31 珠心算(進階班) $1,300.00 4 

32 基督少年軍日營 $180.00 6 

33 創意手工藝班 $1,790.00 5 

34 游泳技巧改良班(下學期) $480.00 4 

35 敲擊樂班(全年) $1,505.00 1 

 總數 $102,779.70 8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