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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團校董會成員（2021-2022 年）法團校董會成員（2021-2022 年）

學校關注事項學校關注事項

優化「學」、「教」、「評」，優化「學」、「教」、「評」，
提升學習成效。提升學習成效。
• 發展校本課程，增強學生的學習能力。

• 運用多元教學策略，提升教學成效。

• 以多元化的評估方式，回饋及促進學與教。

推動正向教育，培養學生美德。推動正向教育，培養學生美德。
• 認識正向價值觀，營造校園正向文化。

• 統整德育課程和活動，培養學生正向價值觀及良

好美德。

• 透過全方位活動及服務，提升學生的自信心，培

養正面價值觀及責任感。

• 營造正向的學習環境及機會，培養學生良好的學

習態度及習慣。

• 透過校本輔導活動，培養學生美德。

管理與組織範疇管理與組織範疇

  本校以「篤行力學」為校訓，重視

修養學問及品德，鼓勵學生在日常生活

中實踐所學，貫徹知行合一的精神。透

過學業、訓育、輔導及活動四個方面的

培育，讓學生在德、智、體、群、美五

育均衡及全面發展。學校秉承香港潮陽

同鄉會辦學的理念—「百載樹人，培

才育德；欣年創校，利港興民」，積

極結合社會、學校、家

庭等資源和力量，悉心

栽培每一位孩子，使他

們健康地成長，成為未

來社會發展的動力，將

來能立足香港、貢獻國

家、面向世界。

我們的抱負和使命我們的抱負和使命

    「潮陽百欣小學」前身為「香港

潮陽小學下午校」，是「香港潮陽同

鄉會」主辦的全日制津貼小學，位於

元朗天水圍區。「香港潮陽同鄉會」

於一九九三年創辦「香港潮陽小學

上、下午校」；「香港潮陽小學下午

校」於二零零五年九月遷往天水圍

104區新校舍，並轉為全日制小學，

新學校命名為「潮陽百欣小學」。

學校資料
辦學團體及學校背景辦學團體及學校背景

榮譽校監：蔡衍濤先生MH

校  監：陳智文先生

校  董：胡楚南太平紳士、許學之院士BBS、郭興坤先生、

 蕭成財先生MH、蔡少偉博士院士、李焯麟先生、

 高明東先生、廖德城博士

替代校董：周賢明先生BBS MH

獨立校董：陸顏玉女士、伍玉芬女士

當然校董：羅宇彤校長

家長校董：鄒琼菲女士、（替代）楊慧姸女士

教員校董：黃詩麗女士、（替代）黃啟賢先生

校友校董：黃錦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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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全校

4班 5班 5班 5班 5班 5班 29班

85人 95人 93人 107人 114人 109人 603人

校長 副校長 主任
外籍英語
教師

教師 社工 行政主任 書記 技術員 教學助理 校工

1人 3人 9人 3人 47人 2人 1人 3人 2人 4人 6人

全校教職員共81人。

教師教學經驗教師教學經驗
0-4年 5-9年 10年或以上

25% 31% 44%

教育文憑 大學學位 碩士、博士或以上

95% 98% 16%

教師學歷教師學歷

學校發展學校發展

  學校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透過「百欣STEM創新天地—校本STEM教育」計劃及「百欣環保生態校園」

計劃，實施STEM及綠色校園課程。學生利用不同學材，動手動腦，體驗好玩有趣的學習活動，成為不畏困難、喜

愛探究、靈活運用、珍惜資源的新一代。此外，學校善用「優化校舍設備計劃」和空間，創設演藝室，締造更全面

啟發潛能的空間讓學生發揮所長。

演藝室構思圖演藝室構思圖STEM LAB構思圖STEM LAB構思圖

班級結構及學生人數班級結構及學生人數

教職員編制教職員編制

創新天地外觀構思圖創新天地外觀構思圖 創新天地互動走廊構思圖創新天地互動走廊構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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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透過舉辦不同範疇的教師專業發展講座、分享會和工作

坊，提升教師對現今教育新趨勢的認識，從而提升學與教的效能。

範疇 考察、研討會、工作坊主題

管理與組織 國家安全教育

學與教 再探校本課程及教學策略優化策略

課程
「一堂好課」分享會

初小合作學習工作坊及課堂研究活動

訓育
學校法律責任與疏忽

「童、閱、樂」繪本傳誠計劃 繪本教學

STEM

由優質教育基金資助，舉辦不同主題的教師工作坊：

產品設計及專題研習教學法、3D電腦輔助設計軟件、

Micro:bit編程小車、物聯網、STEM教育的課程規劃

及STEM學習活動設計及評估

全體教師STEM工作坊全體教師STEM工作坊STEM培訓STEM培訓繪本教學教師工作坊繪本教學教師工作坊

法律講座法律講座

課程優化教師工作坊課程優化教師工作坊

    學校透過與內地姊妹學校深圳市螺嶺外國語實驗學校作緊密學術交

流，增進兩地師生情誼。兩校交流活動如下：

1. 學生結對儀式暨科技故事線上分享會

2. 「手牽手，向前走」科技進社區活動

3. 「港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訓練

4. 兩地老師STEM 線上交流活動 兩地交流活動兩地交流活動

結對儀式大合照結對儀式大合照

學校交流

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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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專業支援計劃 

老師參與課堂研究觀課老師參與課堂研究觀課

英文科科任與支援人員共同備課英文科科任與支援人員共同備課

學與教範疇學與教範疇

  中文、英文、數學和常識科聚

焦優化現有課程架構，以發展「愉

快及有效的學習」為目標，包括縱

向及橫向的規劃，以發展配合校

情、切合學生成長及學習需要的校

本課程，以提升教學成效。

 ★ 透過課堂活動及照顧學習多樣性的教學策略，全面照顧不

同能力的學生。

 ★ 開設中、英、數課後精英培訓小組及各類體藝小組，發揮

學生的潛能。

 ★ 設中、英、數拔尖及補底小組，配合學生所需，提供適切

的增潤課程。

 ★ 開辦校本課後加強輔導班，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效能。

 ★ 透過「校本課後支援計劃」開辦功課輔導班「快樂教室」

（平日及假日班），為有需要的家庭的子女提供功課輔導。

科目 參與計劃名稱

中文 教育局校本課程發展組校本支援服務

英文

On-site Professional Support Services by EDB’s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Primary）Section

EDB Keys 2 Literacy Development by EDB NET Section

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 由本校課程顧問提供「發展教師課程領導及鞏固校本課程優化模式」支援服務

課程發展重點

拔尖補底

由課程顧問督導主科課堂研究由課程顧問督導主科課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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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科獲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支援人員支援「校本

寫作課程」的發展，持續利用「以讀帶寫」及「範文引路」的

方式優化高小的校本寫作課程，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中文科

亦善用優化了圖書館的空間，培養學生閱讀興趣和進行各級閱

讀教學活動。此外，透過各級的研課活動，進行備課、觀課及

評課，科任們互相交流，締造良好的研課氛圍。

  Learning English is so much fun! To drum up students’ 
excitement in learning English, we proudly introduced the 
Treasure Map, in which students can collect coins to redeem 
prizes for their participation and effort both in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programme, we are delighted 
to see students motivated to learn the language! We are thrilled 
to see students taking the extra mile to get into the English 
Ocean to read storybooks and play games with our NET and 
local English teachers!

  This year, we are privileged to have three native English-
speaking teachers (NETs) on board with us! We are so delighted 
to see students’ happy faces in G.E. and RWI lessons and at 
recess in the English Ocean with Teacher David, Miss Farheen 
and Mr James! Learning English is fun with you folks! 

  為提升學生學習英文的興趣及動機，英文科特意推出

「尋寶圖獎勵計劃」，學生都積極參與課室內外的英文活

動，收集到的金幣足以表彰他們在課堂內外都積極參與和努

力學習。三位外籍教師聯同本地英文老師合作無間，小朋友

都愉快而有效地學習！

Drama students having an ice-breaking activityDrama students having an ice-breaking activity

Students are engaged in outdoor GE activityStudents are engaged in outdoor GE activity

高小在星夢劇場進行閱讀課高小在星夢劇場進行閱讀課中文科寫作課課研活動中文科寫作課課研活動

Let’s get more coins for our Treasure Map!EnglishEnglish

中文科中文科 校本寫作課程的設計和實踐

學科課程發展

學生進行滙報討論結果
學生進行滙報討論結果

Reading Scheme: Yay! ItReading Scheme: Yay! It’’s story time!s story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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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顧問曾有娣女士帶領數學科老師探討

和實踐「5E教學模式」，以激發學生學習興

趣，加強他們在課堂的參與度，過程充分發揮

學生的主動性，培養解難能力和思維技巧。課

堂中，學生表現專注投入，對學習內容亦能理

解應用，學習成效理想。

科學探究活動科學探究活動——槓桿原理槓桿原理

戶外學習日戶外學習日——小五到米埔自然保護區實地考察小五到米埔自然保護區實地考察

戶外學習日戶外學習日——小二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小二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

班內「速速算」比賽班內「速速算」比賽

齊來走一走，量度球場有多大。齊來走一走，量度球場有多大。

立體圖形建構活動立體圖形建構活動

數字組合大比拼，掌握多位數數值大小。
數字組合大比拼，掌握多位數數值大小。

實踐 5E 教學模式

種植課程活動種植課程活動

數學科數學科

  常識科配合學生的成長需要，持續優化生活

技能、種植和科學探究課程。透過「動手做」，

初小學生都投入學習，掌握不同的生活技能。科

組又鼓勵學生在家學以致用，邀請家長參與評

估。學生在課堂透過不同的活動進行科學探究，

從活動中學習實驗技巧和科學知識。科組舉辦不

同活動，擴闊學生的眼界，增加學習體驗。

多元化的學習活動常識科常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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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成功申請優質教育基金的「百欣

STEM創新天地—校本STEM教育」計劃，設

置七樓STEM LAB、引入新課程、添置教材、

學材及教學資源，讓學生培養創意、協作和解

難能力。另持續優化初小的科探實作，並加入

編程元素，自小培養探究和不斷嘗試的精神。

科組 活動名稱

課程組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網上甄選課程

健康月

中文科

試後活動—中華文化日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第一屆全港中小學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英文科

P.1-3 Raz-Kids閱讀比賽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2021/2022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

萬聖節英語活動

English Treasure Map Challenge

Fun Recess with NET

Reading Theatre

Morning Story Time

數學科

初小「速速算」心算能力提升活動

第八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伯特利盃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

常識科

一人一花計劃

「綠得開心」綠色生活劇場

「陽光笑容」流動教室

種植課

能源效益及節約展覽

戶外學習日（十二月及八月）
陽光笑容流動教室，學生學習護齒的重要性。陽光笑容流動教室，學生學習護齒的重要性。

發展校本課程

透過能源效益及節約展覽，透過能源效益及節約展覽，
學生學習節約能源的知識。學生學習節約能源的知識。

STEM科STEM科

各科學習活動

學生進行科探實作，探究摩擦力學生進行科探實作，探究摩擦力
對小車行駛時間的影響。對小車行駛時間的影響。

Let’s dress up for fun English activity!
Let’s dress up for fun English activity!

水果月《水果益處多》水果月《水果益處多》

學生進行Microbit編程小車活動
學生進行Microbit編程小車活動小朋友進行不插電編程活動小朋友進行不插電編程活動

小四學生編程，看看生物板上顯示屏的環境數值。小四學生編程，看看生物板上顯示屏的環境數值。
小五進行物聯網編程活動小五進行物聯網編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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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 活動名稱

視藝科

爾後之庭計劃「笑笑小面孔」

木板繩結創作活動

「夢想家園樂油油」壁畫創作活動

「奇幻世界lll：向藝術家致敬」創作活動

「向老師致敬」四格漫畫創作比賽2021

「五光十色東方之珠」繪畫創作比賽

音樂科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聯校音樂大賽2022

音樂匯演

體育科

元朗區校際舞蹈比賽2021

元朗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體格測量優化計劃

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

賽馬會「動感校園」計劃

我是小FITFIT計劃

SportACT運動獎勵計劃

校隊訓練（足球、籃球、排球、田徑、*游泳、

中國舞、啦啦隊、乒乓球、英歌舞）

圖書科 星夢閱讀獎勵計劃

STEM科 試後活動—STEM FUN DAY

*因疫情暫緩舉行

視藝科「笑笑小面孔」木板繩結創作活動視藝科「笑笑小面孔」木板繩結創作活動

賽馬會「動感校園」計劃賽馬會「動感校園」計劃——健球體驗健球體驗

賽馬會「動感校園」計劃賽馬會「動感校園」計劃——地壺球體驗地壺球體驗

視藝小組參與社區壁畫創作活動，視藝小組參與社區壁畫創作活動，
記錄香港戰勝疫情的點滴。記錄香港戰勝疫情的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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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活動：閱讀活動：

學生演講「國旗下的分享」，加強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學生演講「國旗下的分享」，加強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

國慶日升旗禮國慶日升旗禮

閱讀方舟閱讀方舟——每月主題圖書展示區每月主題圖書展示區

同學利用直立式展板檢索圖書同學利用直立式展板檢索圖書

新圖書館啟用，一年級同學一齊到賀。新圖書館啟用，一年級同學一齊到賀。

資訊科技教育

  圖書館透過「優化校舍設備計劃」，由校

董會和社會人士熱心的資助下，進行環境優化

和設備提升，學生在以「海洋」為主題的新環

境下，在書海裏暢游。除了數以萬計的實體書

藏，新設備包括配備15部平板電腦的數碼閱讀

室、配置LED Wall（特大熒幕）的星夢劇場、

Smart Table多元展示屏、兩部直立式電子展板

和裝置20部手提電腦的智能閱讀區。此外，學

校更新設早上上課前的圖書館使用時間，增加

學生使用的機會。學生都樂到圖書館，找書、

借書、看書、用電腦找資料、電子學習平台玩

學習遊戲，各適其適，不一而足。

從閱讀中學習

  學校持續優化資訊科技設施，本年度已提

升課室電腦設備、網絡設備及伺服器設備。

教師善用科技，本年度持續設置課業及互動

練習，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學校以Microsoft 
Teams進行下午視像教學、支援小組、言語治

療課、典禮直播、家長面談、講座等，又於暫

停面授課期間推行學生網上繳交功課及教師以

電子方式批改及回饋學生，實踐停課不停學，

採取適時措施，減少疫情對學生學習的影響。

  學校提供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如升旗禮、國

旗下的分享、校本輔導活動等，建立學生的正面

價值觀和積極態度，培養學生成為良好的公民。

德育及公民教育 

活動項目

「星夢閱讀獎勵計劃 」

「好讀班」（每月借閱圖書量最多的班別）

「閱讀小先鋒」（可借閱更多圖書和優先借閱新書）

「e悅讀學校計劃」電子圖書閱讀

「中英（親子）讀書報告比賽」

高小「故事新編比賽」

高小中、英文圖書協作課

香港大學主辦「閱讀大挑戰」計劃

透過校園電視台廣播圖書館活動及「好書fun分享」

試後活動—閱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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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學禮暨承諾日，陳智文校監與學生一同訂立新年度目標。於開學禮暨承諾日，陳智文校監與學生一同訂立新年度目標。

 ★ 計劃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課堂參與的積極性，培養學

生自律守規及負責任的良好態度。

 ★ 計劃加入六大美德、24個性格強項及「百欣好學生」品

德，讓學生學會欣賞自己及他人。學校適時表揚優秀的

學生，安排有禮物或活動等獎勵，更有終極獎勵活動。

學生的喜樂隨著泡泡充滿整個校園學生的喜樂隨著泡泡充滿整個校園

正向好學生獎勵計劃， 同學都各就位準備登上快樂城堡玩個夠。正向好學生獎勵計劃， 同學都各就位準備登上快樂城堡玩個夠。

校風及學生支援範疇校風及學生支援範疇

仁濟醫院德育及公民教育獎仁濟醫院德育及公民教育獎

仁濟醫院德育及公民教育獎仁濟醫院德育及公民教育獎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成就大獎國際啟發潛能教育成就大獎

（三星銀獎）（三星銀獎）

  學校以「全校參與」模式發展訓育及輔導工作，並

善用「全方位學生輔導計劃」津貼，透過「校本輔導活

動」，營造關愛和諧的學習環境，使學生愉快地成長。

  學校採用「以學生為本」的理念，以「訓輔合一」

的模式，推展訓輔工作。本校刻意安排不同的獎勵計

劃，從學校、級別、班別及學生個人層面，培養學生自

律自主的精神和積極樂觀的態度。

  本年度持續加入了「正向教育」元素，並以「積極

正向尋夢想 關愛感恩滿校園」為主題，透過多元化的

個人、小組及班際活動，培育學生身心靈的健康發展。

  本校持續實踐「啟發潛能教育」理念，本年度榮獲

國際啟發潛能教育成就大獎三星銀獎，也榮獲「仁濟醫

院德育及公民教育2021-2022獎勵計劃」小學組獎項和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之「關愛校園」獎項。

正向好學生獎勵計劃

正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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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校全面推行「一生一服務」政策，鼓勵

學生積極參與服務。學生從服務中培養責

任感，提升自信心和人際溝通技巧。

 ★ 服務團隊包括校內、班內和社區類。

班內服務 團隊服務

班長 風紀 圖書館管理員

行長 幼童軍 課室圖書管理員

組長 小女童軍 百欣智囊團

科長 大哥哥大姐姐 公益少年團

點簿生 普通話大使 社區服務

搬簿生 英文大使 濕地小導遊

清潔大使 活力大使 戶外活動服務

環保大使 藝術大使 基本法校園大使

  學校透過成長課、活動及百欣電視台

德育短講等，向學生宣揚正確的價值觀，

從而提高他們的自尊感及自信心，以增強

抗逆能力，培養他們成為良好的公民。

活動項目

警長講座：黑社會禍害 及 店舖盜竊勿嘗試

講座：我從哪裡來、愛生命、跳進大迴環、

逃出氣候災難、中西區歷史、情緒小管家、

做個醒目網樂人

互動劇場：從生活中守護我的「好鄰居」、

平等細運會、禁毒天團、紅心女皇的奸計

每周升旗禮、每月國旗下的分享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

國家安全網上問答比賽、

少年警訊之「少智強」計劃—網上學習及問答比賽

濕地小導遊濕地小導遊

環保大使環保大使智囊團同學參加立法會秘書處活動，認識政府議會運作過程。智囊團同學參加立法會秘書處活動，認識政府議會運作過程。

「平等細運會」互動劇場「平等細運會」互動劇場

「情緒小管家」講座「情緒小管家」講座

一生一服務

德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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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積極正向尋夢想 關愛感恩滿校園

  透過個人、小組及全校性主題活動，培養感恩的心和

關愛別人的態度，並幫助學生建立健康正面的價值觀。

活動項目
開學日—「我的目標訂立」

小一「我們的盆栽朋友」

（同學們共同照顧「盆栽朋友」，實踐多欣賞多讚美。）

「關愛感恩滿校園」標語創作比賽

健康秘笈大集合

同樂一小時—健康遊戲齊齊玩及心靈手巧DIY

百欣同行．疫境傳情（關心社區，傳達愛意）

感恩週

小一「我們的盆栽朋友」小一「我們的盆栽朋友」

感恩週感恩週

羅校長教導小朋友如何訂立目標羅校長教導小朋友如何訂立目標

輔導小組及其他訓輔組活動

輔導小組輔導小組
「成長的天空」計劃（P.4-6）

小六兩性相處講座

「快樂動起來」小組

校園Fun享大使

「伴我同遊」小組

親子藝術體驗

其他訓輔組活動其他訓輔組活動
課室佈置比賽

班規設計比賽

班際秩序比賽

風紀訓練日營

個案輔導服務

親子藝術體驗活動親子藝術體驗活動

班際秩序比賽頒獎 班際秩序比賽頒獎 

「成長的天空愛心之旅」活動「成長的天空愛心之旅」活動

課室佈置及班規設計比賽 
課室佈置及班規設計比賽 

風紀訓練日營風紀訓練日營

校本輔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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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暫緩舉行

  為擴闊學生的知識領域，各學科及校內

組織分別舉辦不同的活動，以充實學生的學

習生活。本年度計劃舉行的課外活動如下：

公益金便服日 朗誦匯演 百欣大明星 萬聖節同樂日 六年級畢業旅行 課餘興趣班

旅行 音樂匯演 多元智能課 聖誕聯歡會 嘉許禮 校園電視台

戶外學習日 陸運會* 校隊訓練 運動日
特別假期 Joyful Time 
（各級網上英文班）

暑期活動

羅校長與聖誕聯歡會演出師生合照 羅校長與聖誕聯歡會演出師生合照 
聖誕聯歡會 聖誕聯歡會 

旅行 旅行 
羅校長也來給大明星一個讚 羅校長也來給大明星一個讚 百欣大明星 百欣大明星 

  學校逢星期五設「多元智能課」，發展

及培養學生的多元智能。除本校教師外，還

會聘請校外專業導師到校培訓。四至六年級

學生可按照個人的興趣參與喜歡的多元智能

課，培養個人的興趣和發揮潛能。本學年舉

辦的多元智能課課程共有二十多項：

一年級
藝術空間—國畫

肢體運動—律動

二年級
數學邏輯—奧林匹克數學

音樂旋律—中樂

三年級
藝術空間—書法

肢體運動—英歌舞 潮州傳統文化潮州傳統文化——英歌舞 英歌舞 

律動中學習音樂和跳舞 律動中學習音樂和跳舞 

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多元化的課外活動

學校活動

多元智能課

一至三年級多元智能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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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至六年級多元智能課課程

課餘興趣班

學術
劍橋英語考試班（Starters, Movers and Flyers）、

奧林匹克數學班

音樂
中樂：中樂團、古箏班、二胡班、笛子班、琵琶班、柳琴班、敲擊班

西樂：小提琴班、小結他班

體育 跆拳道班、拉丁舞班、羽毛球班、乒乓球班、啦啦隊班

藝術 書法班、國畫班

語言文字 非華語小組、英文話劇

肢體運動 田徑訓練、籃球、排球

音樂旋律 高級合唱團、七彩手鐘

視覺空間 視藝小組

數學邏輯 分級STEM小組

自我內省 桌遊鬆一鬆

人際關係 小女童軍、幼童軍

自然世界 濕地小導遊、環保大使

英文話劇訓練 英文話劇訓練 

高級合唱團練習 高級合唱團練習 

環保大使在新的百草園種植果樹 

環保大使在新的百草園種植果樹 

啦啦隊訓練 啦啦隊訓練 

國畫班 國畫班 

語言 辯論小組、百欣小記者

學術 分級STEM小組（P.3 – P.6）
分級數學尖子培訓小組（P.4- P.6）

藝術 視藝小組 

音樂 合唱團、木笛小組

體育 足球隊、田徑隊、排球隊、乒乓球隊、

中國舞組、籃球隊、英歌舞隊、初小啦啦隊

百欣小記者訪問陸顏玉校董 百欣小記者訪問陸顏玉校董 

STEM小組學生參與校外比賽 STEM小組學生參與校外比賽 

校隊

古箏班 古箏班 

  學校銳意培訓在體藝及學術上有潛

質的學生，讓他們盡展潛能。以下是本

學年開辦的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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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政策
• 學校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不同能力的學生；透過

資源調配，為學生提供適切和多元化的支援服務，以

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學校重視家校合作，積極與家

長溝通，家校一同支援學生。

★資源★資源
• 獲教育局增撥資源，包括學習支援及加強言語治療津

貼，為學生提供各項適切的支援服務。

★支援措施及資源運用模式★支援措施及資源運用模式
• 成立學生支援小組，成員包括課程發展主任、教務主

任、教育心理學家、社工、學生支援老師及科任教師。

• 教師積極參加教育局舉辦的專業培訓，加強照顧有不

同學習需要的學生。

• 學校增聘人手，以「全校參與」模式加強照顧學生的

個別差異，除了安排拔尖、輔導小組，並為有需要的

學生提供學習、家課和測考調適。

支援服務項目及內容
校本心理服務
教育心理學家定期到校，在學生、教師和家長層面上提供適切的支援，

更於特別假期時舉辦網上家長工作坊，協助家長引導子女善用假期時間。

主科抽離小組及支援老師入班協作
為使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在課堂上得到更多的支援和照顧，學校實行

了主科抽離小組及安排支援老師入班協作教學。

校本言語治療服務
由專業的駐校言語治療師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言語治療服務。透過治療

師與教師彼此觀課和交流，以及讓家長到校觀課，加強家校對語障學生

的幫助，並提升學生的說話能力。

朋輩輔導計劃
透過中文、英文、數學及說話朋輩支援服務，讓高年級學生協助低年級

學生認讀中英文的基本字詞、重溫加減乘除的基本運算以及提升講故事

的能力，讓學生發揮「一生一服務」的精神，建立關愛校園文化。

其他支援
成立小組或個別支援，由社工透過遊戲、有趣活動幫助有需要的學生提

升專注力、自理能力和小手肌活動能力；支援老師透過個別輔導計劃替

學生鞏固學習技巧。

言語治療 言語治療 專注力小組 專注力小組 同學學習自理技巧 同學學習自理技巧 

  學校舉辦「快樂教室—課後學習支援班」，

以小班教學模式進行平日課後及假日支援輔導，學

習內容包括功課輔導及學科溫習，鞏固學習基礎。

  學校為小一新生舉

辦為期三天的「信心+活
力．學習Fun Fun Fun」
小一適應課程，協助他

們融入小學校園生活，

與朋輩建立友誼。

  為了讓家長及小六學生對中學的

學習模式有初步體驗、明瞭升中選校

的實況及作好升中前的準備，本年度

學校為家長及學生安排中學參觀、升

中講座及中一自行分配學位家長會。

  本年度中普科、英文科、數學科和常識科攜手合作，為小六學

生進行面試培訓及模擬面試，讓學生在升中面試前作充分準備。

暫停面授課期間，老師為六年級暫停面授課期間，老師為六年級
同學進行網上模擬面試培訓。 同學進行網上模擬面試培訓。 

小一適應周：小朋友都精神奕奕地迎接小學生活 小一適應周：小朋友都精神奕奕地迎接小學生活 

羅校長為小一家長介紹學校的概況 羅校長為小一家長介紹學校的概況 
「快樂教室」假日支援班 「快樂教室」假日支援班 

快樂教室快樂教室 小一適應小一適應

升中準備升中準備

學生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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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教師會組織家長義工

隊，積極參與學校活動，例

如戶外學習日、學校旅行、協

助圖書館工作及其他學校活動

等，以行動支持學校工作，令

各活動能更順利進行。

  透過和諧粉彩班、手工皂班及

雪花酥小食班，家長發展興趣，更可

在輕鬆愉快的環境下互相分享，建立

情誼，拓展支援網絡。

家長師生足球友誼賽 家長師生足球友誼賽 

家長義工齊來協助圖書館館務 家長義工齊來協助圖書館館務 

家長教師會委員大合照 家長教師會委員大合照 

家校合作

家長教師會家長教師會

家長義工家長義工

家長活動家長活動

  透過家教會辦的「繪本欣賞及親子伴讀」聯

校家長講座，家長學習親子伴讀技巧。於特別假

期中，學生支援組邀請心理學家舉辦「疫境同行」

家長 Zoom 講座，教導家長如何與子女共同規

劃時間，一起渡過一個充實而有意義的假期。訓

輔組社工舉辦「抗疫相處小貼士」和「復課好心

情」，教導家長在悠長假期中與子女相處的技巧。

家長講座家長講座／／支援支援

  各委員定期與學校開會，目

的為加強家庭與學校的聯繫、增

進家長與教師的友誼，以及討論

和協助改善學生的福利。

和諧粉彩班 和諧粉彩班 

家長義工協助常識科一人一花活動 家長義工協助常識科一人一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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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風及學生表現範疇校風及學生表現範疇

學生出席率學生出席率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95% 97% 98% 99% 97% 99%

學生參與校際活動的情況學生參與校際活動的情況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22人 22人 20人 61人 63人 58人

學生參與課外活動人數學生參與課外活動人數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56人 53人 64人 63人 57人 51人

學生參與制服團體學生參與制服團體
和社區服務的情況和社區服務的情況
  學校成立不同的制服團體，以培養學生的團隊、合
作及服務精神。本年度本校的制服團隊包括：小女童
軍、幼童軍及公益少年團。

校外比賽成績／獎項
本年度學生在不同校外比賽中獲獎，成績如下：

範疇 比賽 獎項名稱（獲獎學生）

語
文

第七十三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詩詞獨誦—

小學一、二年級女子組 冠軍（1B葉子妤）

小學六年級男子組 冠軍（6A陳亮翀）

小學一、二年級男子組 亞軍（1A王錦博）

小學五年級女子組 亞軍（5B李俊欣）

小學一、二年級男子組 季軍（2C Ethan James Cooper）
小學六年級男子組 季軍（6A張航健）

小學六年級女子組 季軍（6B林浣淇）

普通話詩詞獨誦—

小學一、二年級男子組 冠軍（1D邱軒宇）

小學一、二年級男子組 亞軍（1B葉子晞）

小學一、二年級女子組 季軍（1A葉子妤）

小學三、四年級女子組 季軍（4B歐陽辰妍）

普通話散文獨誦—

小學三、四年級男子組季軍（4B張世澤）

2021／22年度

香港學校戲劇節

小學英文話劇組獲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導演獎、

傑出演員獎（6A陳亮翀、6B林心言、4A林駿匡）

全港非華語學生中文

講故事比賽2021-22

初小組冠軍（2C梁晞漩）、亞軍（3C Dua Eman）、

季軍（3A陳杰）、優異獎（2C Butt Aqsa）
高小組冠軍（4A Mohammad Sanan Amjad）、

季軍（5E Amrah Butt）

全港非華語學生

中華才藝大賽

最佳男表演者（3A陳杰）

團體獎季軍（2C梁晞漩、2C Butt Aqsa、3A陳杰、

3A章仲熙、3A Baskar Goutham Harish、
3C Dua Eman、3C Sabah Noor、3C Gaha Elvis、
4A Mohammad Sanan Amjad、4C莫雅山、4C章若熙、

5E Amrah Butt）

數
學

伯特利盃小學

數學多元挑戰賽

速算大王亞軍（5B鄭煒）

個人賽一等獎

（5A龍廷軒、5B張皓軒、5B廖子龍、5B關生暉、

5B鄭煒、6A袁旻林、6A陳禹琛、6A施順然）

個人賽二等獎

（5A黃善加、5A關逸威、5A李柱廷、

5B李芊曈、5B陳泳妤、5B劉佑禧、6A張航健）

個人賽三等獎（5A廖梓宏）

第八屆全港小學

數學挑戰賽

個人賽銀奬（5A李柱廷）

個人賽銅奬（5B張皓軒、6A張航健）

常
識

「活水行動」

海報及標語設計比賽

高小組季軍 （4B彭俙童）
初小組優異獎（2C朱凱玥） 
高小組優異獎 （5B薛愛琳） 

伯特利盃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得獎者伯特利盃小學數學多元挑戰賽得獎者

香港學校戲劇節傑出演員獎香港學校戲劇節傑出演員獎——
4A林駿匡、6A 陳亮翀、6B林心言4A林駿匡、6A 陳亮翀、6B林心言

校際朗誦節得獎者校際朗誦節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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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藝

第10屆I LOVE SUMMER
兒童創作大賽2021

中童組創作大獎（5A伍慧兒）

四格漫畫創作比賽2021
校內賽六強 
（5A盧映彤、5A黃善加、5A伍慧兒、5B曾紫淇、6B陳幗元、

6C潘汶濼）

21-22健康無煙填色比賽 亞軍（6C潘汶濼）

「五光十色東方之珠」

繪畫創作比賽
優異獎（5A黃善加）

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二十五周年

攝影比賽

一等獎（4B蕭子芯）、三等獎（4B魏仲雯、5A黃善加）

訓
輔

「少智強」計劃—

網上學習及問答比賽
卓越獎 （2B吳卓霖）、優異獎 （1A王錦博）

STEM

香港教育大學圖書館企業及

創新教育組主辦

「夢想成真」產品設計比賽

優異獎

（4A郭杓梃、4A黃美恩、5A黃禮晴、5B鄭 煒、5B廖俊軒）

香港小學

電腦奧林匹克比賽
優異獎 （5A關逸威）

元朗青年節2022
夢飛翔紙飛機大賽

團體冠軍（3D陳庚良、3D林栢橋、3D李嘉琪、3D黃文軒）

團體亞軍（4B梁柏言、4C林錦盛、4D曾俊銘、4E盧俊熹）

冠軍（3D黃文軒）、優異獎（3D陳庚良、4C林錦盛）

音
樂

第七十四屆

香港學校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

二級 亞軍（2B洪芷瑩）

三級 季軍（5A伍慧兒）

一級 銀獎（1B陳芮農、4B葉舒蕎）

二級 銀獎（1A柳梓晴、4B葉雅婷）

三級 銀獎（3E凌逸靖、4A施樂澄、5A梁釋之） 
四級 銀獎（5A黃善加、5B劉佑禧）

小提琴獨奏—

一級 銀獎（4B伍穎兒）

三級 銀獎（5A陳巧兒）

一級 銅獎（1B陳智熹、2C李梓菱、4A郭梓淇、4E黃鈺鈴）

二級 銅獎（1C凌巧宜、4B蕭子芯）

三級 銅獎（5E蘇日朗、6B黃可仁）

五級 銅獎（4B林嘉圓） 

體
育

元朗區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丙組60米第5名 （4D盧俊宇）

女子甲組鉛球第5名 （6C沈彥嵐）

女子乙組200米第6名 （5C王智琳）

男子甲組60米第8名 （6D蔡傲爾）

Funkids 兒童

田徑競技賽2022
60米殿軍 （3B林栢東）

元朗區校際舞蹈比賽2021

東方舞—銀獎 
（3A李沛怡、3B梁惠旋、3B蘇紫桐、3C羅樂澄、

 3D杜靖淳、3E王詩文、3E林穎言、4A趙芷妍、

 4A連紫凝、4A施樂澄、4A甄迦琳、4B程詩寶、

 4B李佳芯、4C鄧卓恩、4D洪 瑄、5B鄭 煒、

 5C王智琳、6A陳幗方、6A陳柏鈴、6A李栩晴、

 6A廖泳瑤、6A楊紫悠、6B黃可仁、6B陳幗元、

 6C蘇澄怡、6C楊雯琪、6D李佳燕、6D許梓柔）

全港學界舞蹈比賽音樂節
Jazz Duo Gold, Lyrical Group Gold, Jazz Duo Gold 
（6A陳幗方、6B陳幗元）

香港（亞洲）獨舞及編舞大賽 Jazz Duo Silver （6A陳幗方、6B陳幗元）

第十五屆

善行盃全港才藝邀請賽

Jazz Duo Gold, Jazz Group Gold, Jazz Duo 最具潛質獎 
（6A陳幗方、6B陳幗元）

Dance World Cup 
Asia 2022 

Junior Large Group Acro
金獎 （6A陳幗方、6B陳幗元）

Alcantara Footbal
Christmas Game 

Day 2021
U10盃賽冠軍（4D鄭逸瓏）

Sky Wolf 
Football Challenge 2021

U9盃賽冠軍（4D鄭逸瓏）

香港跆拳道智道館—

京瑞道場邀請賽2021
冠軍（5D羅一智）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得獎者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得獎者

4A郭杓梃、4A黃美恩、5A黃禮晴、5B鄭煒、4A郭杓梃、4A黃美恩、5A黃禮晴、5B鄭煒、
5B廖俊軒奪「夢想成真」產品設計比賽優異獎5B廖俊軒奪「夢想成真」產品設計比賽優異獎

5A黃善加奪「五光十色東方之珠」 5A黃善加奪「五光十色東方之珠」 
繪畫創作比賽優異獎繪畫創作比賽優異獎

6A陳幗方、6B陳幗元獲多項舞蹈比賽獎6A陳幗方、6B陳幗元獲多項舞蹈比賽獎

中國舞隊參與校際比賽中國舞隊參與校際比賽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得獎者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得獎者

範疇 比賽 獎項名稱（獲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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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學生及獎學金傑出學生及獎學金
舉辦機構 活動名稱 獲得獎項 獲獎學生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2021第六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青少年進步獎 5B廖俊軒

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 傑出學生資助（非學術範疇）2021-22 傑出學生 6A陳幗方、6C潘汶濼

元朗信義中學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學首選舉2021-22 學首獎 6A施順然、6B陳皓明、6B鍾凱峰

香港太陽獅子會等機構 2021年線上學識分享獎學金 傑出分享 5A李柱廷（英文科）、6B姚懿宸（常識科）

元朗區校長會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嘉許計劃2021至2022 嘉許 6A陳亮翀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學員21-22 獲學員身份 5A李柱廷

萬鈞教育基金 「天水圍的孩子」獎勵計劃 2022 自強孩子 4A鄭昉緣

  「百欣慈善基金」是林百欣先生的後人以傳承林先生在大中華的行

善美譽，支持年輕人發掘自己的潛能，從而能幫助自己，自給自足，拓

展更美好的人生。自2014年起，本校每年獲百欣慈善基金資助莘莘學

子，推行全人教育，促進學生成長，啟發他們發展多方面的潛能，建立

自信心。衷心祝願獲獎的同學成長後能如基金宗旨般，助人自助，回饋

社會。

本年度獲獎學金學生：4A盧程暄、4B梁柏言、5A李柱廷、5A黃善加、

5B張皓軒、5B劉佑禧、5B曾紫淇

6A施順然、6B陳皓明、6B鍾凱峰6A施順然、6B陳皓明、6B鍾凱峰
獲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學首榮譽。獲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學首榮譽。

5A李柱廷獲5A李柱廷獲

《線上學識分享》獎學金 《線上學識分享》獎學金 

畢業生回校與老師歡聚 畢業生回校與老師歡聚 

羅校長和老師與舊生合照羅校長和老師與舊生合照

百欣慈善基金—潮陽百欣小學獎學金百欣慈善基金—潮陽百欣小學獎學金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7人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8人
元朗商會中學、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順德聯

誼會梁銶琚中學、元朗公立中學、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中華基督教青

年會中學、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天水圍官立中學、中華基督

教會基朗中學、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香

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裘錦秋中學（元朗）、天水圍香島

中學、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20-21年度畢業生升中成績理想，20-21年度畢業生升中成績理想，
部分學生獲派以下中學：部分學生獲派以下中學：

升中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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