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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的學校 

1.1 學校簡介 

本校位於青山公路深井，於一九五六年，由靈光教會所創辦。校內共有六個課室，全

部均有空調設備。二零零二年教統局為學校進行校舍改善工程計劃，至二零零五年竣工，

同年九月六日進行新翼校舍交收儀式，為學生增設了圖書館及多媒體語言室，擴闊了學生

的學習空間。二零零九年學校得到深井靈光堂的資助，將過往廢置了的看台重新規劃，改

建為可以容納一百人左右的「演講廳」，工程於四月份竣工之後，該處便用來作為舉行社際

活動比賽、英語及普通話影片欣賞的地方，當中還有兩個英語室（Treasure Island及Gold 

Cave），讓外籍英語老師講故事和進行拔尖/輔導班，對學生的學習有很大的幫助。此外，

往昔的家長天地，現已改建為「活動室」，給予學生早上作為閱讀的地方。本校的「樂田園」，

更是學生們喜愛的學習場所，他們享受學習種植樂趣之餘，也用作進行全方位的學習活動。

本校校園寧靜，四周樹影婆娑，綠意映然，空氣清新，實為兒童成長學習的理想園地。 

   

1.2 學校管理 

本校由 2007年 9 月 1日成立「法團校董會」，靈光堂議會委任校監及辦學團體校董出

席法團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成員除辦學團體校董外，還有教師校董 2人（其中 1人為替代

教師校董）、家長校董 2 人（其中 1人為替代家長校董）、校友校董及獨立人士校董各 1人，

共同管理學校，策劃及推行校政，法團校董會每年定期開會約四次。 

    校董會的組合 
 

     成員 

年度         

校監 辦學團體

校董 

校長 家長/ 

替代家長 

教師/ 

替代教師 

校友 獨立人士 

2014-15 1 6 1 2 2 1 1 

2015-16 1 6 1 2 2 1 1 

2016-17 1 7 1 2 2 1 1 

 

2.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二零壹四/壹五至二零壹六/壹七年度三年學校發展計劃已完滿結束。在這三個學年裏，學校

在培養學生關愛精神、鼓勵及引導學生擴闊視野兩大範疇上，均進行了很多學習活動，學

生有更多的學習體驗。在最後一年的計劃內，學校期盼學生能將關愛與別人分享，多關心

身邊的人和事，亦希望學生能多認識世界不同的風土文化。本學年，學校特別舉行了長達

八十日的馬拉松式的全校活動「八十日童遊世界」，讓學生在一段較長時間內學習及體驗不

同地域的文化。 

 

2.1 優化關愛校園文化，讓學生感應愛，活出愛，傳遞愛 

      (學生能積極參與各項校內及社區的關愛活動) 

 本年是三年學校發展計劃的第三年，目標由發展友輩支援，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延

伸至學生能積極參與各項校內及社區的關愛活動。 

 為了鞏固上一年的重點，各科老師仍著意在不同課堂和不同時段，讚賞學生在學科上

及/或行為上的良好表現，並鼓勵學生於朋輩之間的互助及和諧相處，但更為強調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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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各項校內及社區的關愛活動。學校特別安排及提供不同的服務

及參觀機會，讓學生有機會體驗校內及社區的關愛活動。 

2.1.1 成就 

 本學年，成長課的課題仍繼續集中於建立欣賞文化及正面價值觀、自愛、分享、以及

互相合作。同時，我們在成長課及德公課中更加插了與關愛他人有關的課題，訓輔組、

德公課及公益少年團又合力安排了與關愛他人有關的講座及探訪老人院活動，使學生

在知識及情感方面，都對關愛他人有更深體會和感受。德公組更安排五、六年級學生

參觀濕地公園，進行「童心看濕地，同心救地球」的主題活動，用以鼓勵及提醒學生

珍惜各種生命及保護環境。透過問卷調查反映，其中70%學生均認同要關心身邊的事與

物。 

 在各級成長課中，均加入大哥哥大姐姐計劃，讓高年級學生在不同學習活動中，嘗試

照顧/服務低年級的學弟學妹。其中包括設計攤位遊戲、做手工、一起玩遊戲及伴讀圖

書等等，讓高年級學生在實踐中學習、領略、以致內化。全校約95% 學生表示喜歡大

哥哥大姐姐計劃。  

 在深化班級經營上，本年度除了繼續舉行「慶生活動」之外，更增加了一項新措施─

─每位同學可於生日當天穿著便服回校上課，以便讓該學生更容易接受老師及其他同

學的祝福。家長及學生對此新措施反應很正面，並獲得全體師生支持，大家都認同活

動能增加學校的關愛氣氛。以上兩項措施將會由訓輔組協助恆常地推行，成為本校特

色之一。 

 本年度為各級設置了不同的「關愛社區大行動」活動，學生表現積極和投入，有關活

動包括：  

a) 「心意卡」傳心意活動──聖誕節前，我們安排小一學生於成長課時段寫賀卡（並

郵寄）給他們掛念的幼稚園老師，以學會表達謝意及問候。 

b) 我們又安排了小四至小六學生到釣魚灣泳灘進行清潔沙灘的活動，藉此活動讓學

生學習服務社區及更懂得關愛社區。活動後問卷反映，99% 學生喜歡這活動，全

體學生均認同這個活動對他們日後的個人發展有幫助。 

c) 我們另安排了小三及小四學生到李鄭屋小學進行義工服務，教授一年級的南亞裔

學生做手工。活動後問卷反映，96% 學生喜歡這個活動，而當中89% 學生認為活

動能提昇自己對人及對社群的責任感。 

d) 訓輔組更安排了小五及小六學生到荃灣區探訪劏房戶，讓他們和劏房戶傾談，並

送上家居用品。活動後問卷反映，90% 學生表示他們投入義工訓練及願意日後持

續參加義工服務。 

整體而言，根據老師觀察及學生所做的問卷調查結果指出，各項活動均達到預期目標，

培養學生關愛他人及社區。 

2.1.2 反思  

本年 APASO 中「關愛」副量表的數據反映，本校學生的平均數是 3.13（微低於全港

常模的 3.14），比去年的 2.86 有顯著的進步，可見學生比以往更願意關愛他人。其中

三、六年級更高於常模，平均數分別達是 3.34及 3.13（全港常模分別是 3.25及 3.09）。

經過全體老師檢討商議後，大家一致認為三年計劃的關注項目(一)關愛校園文化已顯

著優化了，並認為不同的關愛及義工活動可恆常化，於科組計劃內繼續推行。學校可

因應學校願景或學生表現開展其他關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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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從自身、香港、中國到國際，擴闊學生視野(由香港到國際)  

 本年度的目標由香港及中國層面擴展到國際層面，因此工作策略亦以「國際」層面為

主。各科組除了繼續進行了一些調整或設置外，例如：課堂策略、活動/功課形式、安

排及訓練學生參與各種比賽之外，還籌備了跨學科專題研習學習活動 「80日童遊世界」

和加拿大遊學團，透過各式各樣的學習經歷及活動，讓學生走出香港，放眼世界，視

野擴闊至國際層面。  

2.2.1 成就  

(1) 有關自身、香港及中國部分  

課程組在本年度繼續推行「擴闊視野日」。我們引導學生自行規劃一個全新的學習經

歷，鼓勵學生作出新的嘗試，實踐自主學習，例如：與家人一起觀賞音樂劇、到澳門

科學館參觀展覽、計劃長短線的體驗旅程等等。實踐時，邀請家長扮演協助者、鼓勵

者的角色。學生需在活動前提交詳細計劃予老師審閱，老師審閱後與學生討論可修訂

的地方或步驟，分析有可能出現之難題，最後學生在實踐後提交詳細報告「蛙蛙看天

下」。結果顯示，80%學生能完成報告「蛙蛙看天下」，並表示新嘗試的經歷及活動很

吸引、有特色、成為一生中一些珍貴的體驗，能幫助學生自己擴闊視野。  

此外，學校積極支持高年級學生參與服務，增加他們服務學習的機會，從而豐富學習

經歷。所有學生均有機會為所屬班級服務，而逾70%學生則有參與校外服務的機會。  

於星期五早會時段，圖書組繼續按圖書分類介紹各種類別的圖書及舉行小型書展，吸

引學生借閱，並鼓勵學生透過閱讀不同種類的圖書來擴闊視野。總結全校借閱統計，

平均約88%學生全年能閱讀最少五大種類圖書，相比去年的83%，成績令人鼓舞。此外，

本學年繼續舉辦「菜園姨姨讀書會」，義工家長帶領學生以分組形式，閱讀不同種類

的圖書及進行閱讀活動。由義工家長帶領讀書會的文化已初步成形，日後將列入圖書

組的恆常計劃之內，持續發展和加強家校的合作。 

因應學校資源不足及資訊科技硬件不足的情況，學校特別安排外購網上學習平台，並

由中文及英文科老師協調推行計劃，以助學生透過網上學習平台來進行延伸學習，以

獲得更廣和更闊的知識，同時本計劃亦大大提升學生網上自學的動機。本年學校繼續

設立電腦大使，由高年級學生擔任，於大息時段指導低年級學生使用網上學習平台，

以培養低年級學生網上學習的習慣。  

為了讓學生以更多角度和向度去擴闊視野，學校在不同科目設置了剪報課業、出外參

觀、自訂學習活動、服務學習活動、網上學習及網上節目欣賞等。 

另中文、英文、常識、德公及圖書等科目均在課堂內滲入生活常識及社會時事，以擴

闊學生視野，學生反應積極。而中文、英文及常識科繼續利用自學筆記簿，讓學生將

課堂資料記錄及將所學加以內化，幫忙學生根據自己的步伐來學習。數學科亦在高年

級加入預習簿，提昇他們在課堂上的學習效能。據學生反映，以上各項措施均對他們

學習有幫助。 

另語文科又積極鼓勵學生參與不同比賽，當中包括中英普朗誦、故事演講比賽、英語

戲劇、英語手偶劇、不同類型的中英文作文比賽等等。其中英文科的手偶劇更為同學

的原創作品，並於教育局外籍老師組NET Section舉辦的英文手偶劇比賽(Stor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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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中獲取第一名的佳績。 

 為使學生更能擴闊視野，英文科於本學年更積極尋找渠道，鼓勵學生參加TOEFL JUNIOR

公開考試，讓學生（以國際標準/水平）了解自己的英語能力。結果，其中一位參加TOEFL 

JUNIOR考試的學生考取了滿分的成績，得到有關機構的金獎嘉許。對於在同一個考試

中成績未能達標的學生，也是另一種擴闊視野的學習，我們期望學生們能再接再勵，

不斷提昇自己的水平。 

在本年的APASO中，「學習自我概念」副量表的數據反映，本校學生的平均數是2.79，

遠高於全港常模的2.62。其中一項「大家(老師、家長、同學)都認同我在學習上的良

好表現」有64%學生表示同意，比全港常模51%為高。數據反映學生透過在學校的不同

學習經歷，獲得學習上的肯定與自信，我們相信這對他們日後的學習有着正面的影響。 

 

(2) 有關國際部分  

上學期初，課外活動組、德公組與中文科老師即安排學生前往香港歷史博物館進行户

外學習，參觀專題展覽『漢武盛世』，以增加學生對中國歷史及文化的認識。  

由6/2/2017至26/4/2017一連80天，學校舉辦「80日童遊世界」跨學科專題研習學習活動。

環繞在「80日童遊世界」的母題下，每級擬定不同的子題，各級按子題組織橫跨兩至

三個科目的跨學科學習活動。在這80日期間，各老師均於課堂內外帶領同學們周遊列

國，從靈光小學出發，逐一走訪六大洲的代表國家，探討各地鮮為人知的冷知識，帶

領同學就有關題目進行研習。學校亦於第80日（26/4/2017），將靈光小學化身為迷你

世界之窗。除展示出同學們的專題研習成果外，亦可讓靈光團友們手持「靈光護照」，

親身走訪各代表國家，一嘗當地美食，試穿當地傳統服飾，把玩各國的傳統小玩意，

了解及感受各地風俗文化。 

學校又帶領高年級同學到加拿大進行遊學活動，親身認識及感受加拿大的文化。八位

學生在十五天的活動中皆能認真積極投入、互助互讓、與寄宿家庭更建立了珍貴的情

誼，學習與其他種族溝通。除了在英語水平有一定提昇外，更寶貴的是他們體驗到加

拿大的生活文化、禮儀及日常活動。遊學團所有成員，均認同是次遊歷能多向度擴闊

自己的國際視野。 

在文化藝術方面，視藝科和音樂科均特別安排了與國際接軌的學習經歷，其中視藝科

安排了「藝術文化雙週」及「藝術文化日」，各級學生能認識不同國際知名畫家及學

習他們不同的創作風格，更以他們一幅著名畫作為題，鼓勵學生因應題目創作並進行

展覽，讓同學們相互觀摩交流，更安排同學參加國際藝術知識問答比賽，絕大部分學

生(98%)表示在此活動得益不少，能擴闊他們在視覺藝術方面的國際視野。視藝科更將

本年預備了的畫家資料及其創作特色列為各級視藝科的恆常教學部份，讓學生繼續擴

闊視野。音樂科在本年度安排了各級外出欣賞不同類型的音樂會，當中小一學生更有

機會參與演出的環節，中、高年級認識到管風琴的特色而高年級更另有機會欣賞外國

樂團《薩克斯瀑笑五人幫》生動「鬼馬」，以諧趣方法演繹外地音樂的演出。學生的

經驗能使他們明白音樂表演不一定傳統優雅嚴肅，視野必然擴闊不少! 

圖書組又與成長課合作，進行小四至小六的「領袖全面睇」計劃。學生在聖誕節、農

曆新年及復活節等不同的學生假期內，輪流閱讀世界名人傳記「愛因斯坦」及「喬布

斯」，學生從閱讀書本及跟進活動中，對這些富傳奇的世界名人認識更多。逾80%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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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透過認識世界知名人物，有助擴闊同學的思維及視野。 

2.2.2反思  

 學生及老師均對擴闊視野活動給予很正面的評價。當中95%學生認同活動有助他們擴闊

國際視野。另從APASO數據反映，學生在「學習自我概念」副量表的平均數為2.79，

較香港常模的2.62為高，其中的項目「我的表現比班中大多數同學好」的百分比更高

於香港常模26%，若按級別比較，三、四、五、六年級的百分比均遠高於香港常模，

分別高11%、36%、34%及23%。此外，項目「大家（老師、家長、同學）都認同我在

學習上的良好表現」的百分比亦高於香港常模13%。「我相信我大多數學科的考試成

績都會良好」及「即使最難的學習內容，我確信也能理解」的百分比也高於香港常模

11%。從這些數據及老師觀察皆反映，透過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及學習經歷，讓學生們

於學習上更積極自信。有見及此，學校應多支持及為老師創造更多空間，讓老師鼓勵

學生以不同學習模式學習。  

經過舉辦三年的「擴闊視野日」後，學校肯定這是一個能引導學生自行規劃、勇於作

出新嘗試、及實踐自主學習的好機會。在檢討會議中，老師們均認為可在新學年以「自

主學習」為關注點來繼續發展。  

3. 學與教  

3.1 課程發展  

本校積極推動四大關鍵項目及兩文三語的學習。圖書閱讀計劃包括悅讀之星獎勵計劃，圖

書課，讀書會，週五好書推介、故事分享(於閱讀課時段由故事姨姨擔任講者)、網上閱讀

計劃及各類閱讀有關之比賽等。圖書組更舉辦多個不同學科及種類的小型書展，推廣廣泛

閱讀的風氣。專題研習方面，透過建立各級專題研習技巧的架構，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

在德育及公民教育方面，學校設有德公課及成長課，並透過早會及在各科教學中滲入德育

及公民教育元素。專責小組亦已制定小一至小六的完整架構以推行校本德育及公民教育課

程，並全面於各級推行，以協助學生建立良好的態度和正確的價值觀。各科繼續運用資訊

科技進行互動教學，並透過專題研習提昇高年級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此外，英文及

普通話老師均以英文或普通話作校園宣佈，亦訓練部分風紀成為英語及普通話風紀，營造

全天候兩文三語的語言環境。  

各科校本課程乃根據中央課程指引，配合本校需要而設計，中、英文科特別著重提昇學生

在聽、說、讀、寫的能力。中文科方面，透過朗讀古文佳作，提昇學生寫作和篇章理解的

能力；英文科方面，學校與牛津出版社合作，引入英國的英語拼音課程Read Write Inc. 

programme (RWI)，將拼音、閱讀和寫作結合。高年級每週設兩節英文話劇課，透過戲劇訓

練鞏固學生聽、說、讀、寫四個語言技能，強化英語表達能力及自信心。此外，英文科除

於各級將週記設為學生的恆常課業外，亦於五至六年級設跨級分組英文寫作課程，從學生

週記課業可見他們的書寫能力及字數均有明顯進步。  

為豐富學生詞彙，中英文科於上課前進行認字王及Earlybird Word Club的認讀活動。而數學

科方面則採用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著重「生活數學」，透過「動手做」理解概念；另於四

至六年級加入了解難能力教學，教授學生解難技巧。中英數科各定期出版校園報章，包括：

「靈光文摘」、「EPS Express」及「靈光數學快線」，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常識科方

面，本校繼續推行專題研習及科學探究活動，提昇學生不同的共通能力。除每級設户外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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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學習活動外，學校亦不時安排外間團體到校進行講座或演出，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  

為照顧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學校安排了拔尖保底的課程。拔尖方面，於個別加輔時段設

中、數拔尖小組。此外，星期一至五課後設有不同的培訓小組，如手鐘、雜耍、非洲鼓、

足球、籃球、網球、田徑、武術、乒乓球、福音魔術、現代舞等，發掘學生的潛質及培養

學生的多元智能。保底方面則設校本支援小組，為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訂定適切的輔導

策略；又為一至六年級在中文、英文或數學科學習上感困難的學生安排輔導教學，透過小

組教學模式提昇學生的學習效能，從而達到保底的目標。  

 

3.2 改善學生學習  

每星期設中、英、數科分享會，相互交流教學心得，並作共同備課，商議合適的教學策略，

例如透過分組活動、討論、匯報、利用資訊科技教學等不同教學策略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

趣，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教師並會適時回饋以加強學生學習的信心，鼓勵學生主動

學習，提高教學效能。  

為促進教學效能，本年度致力發展提問技巧，建立高效能的學習群體。根據學生的多元智

能分組，讓學生各施己職，對於能力稍遜的學生，注意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信心、培養

良好的學習習慣；對於能力較佳的學生，發現及培養學生的強項，提升個人的潛能。期望

透過共同備課、同儕觀課及檢討會議，商討及反思課堂應改善的地方，並作出相應的調整，

從而改善教學。  

本校積極發展促進學習的評估。於期中試及期考後設試後鞏固課，中、英、數科任就各級

學生表現進行評估；分析大部分學生表現較弱的範疇後，教師會針對該弱項作出相應的加

強教學。 

在照顧學習差異方面，學校於四年級設分組英語閱讀課，亦於五年級及六年級英文科進行

跨級分組寫作教學。此外，於四至五年級中、英、數各科推行協作教學，讓有特殊學習需

要的學生獲得較全面的照顧；此外，為照顧學生個別科目學習需要，一至六年級設課後中、

英、數輔導班。另對於個別有需要的學生設課後功課輔導班，以小組形式協助學生解決功

課上的困難。  

 

3.3 學校的評估措施  

學校根據各科課程目標，制訂了清晰而明確的評估須知及審閱試卷的程序。中文、英文、

數學、常識四科在總結性評估中皆有清晰的擬題準則，亦各有不同的持續性評估的方式。

此外，中、英文科各範疇(聽、說、讀、寫)的卷別亦於成績表上分開列明，以讓學生及家

長清楚知道學生在不同範疇的表現，從而達到促進學習的評估的目標。  

評估政策方面，除了考試外，學校積極發展進展性評估，並採用多方參與的評估方式，包

括教師評估、同儕互評及自我評估等，全面評估學生的學習進展和成果，以回饋學生的學

習。例如在中文、英文、數學、常識、電腦、聖經及音樂等科目加入進展性評估，令評估

更為全面。於專題研習中設有教師的進展性及總結性評估，讓學生從中作出改善，培養學

生積極的學習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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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整學年上課日 

 

 

3.5  各個學習領域的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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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學生出席率 

          
3.7  學生閱讀習慣 

 學生在學校圖書館開館期間借閱書籍頻次 

           

 各級別學生在學校圖書館借閱圖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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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圖書館各類書籍借閱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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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成長的支援 

  4.1  訓育方面 

a. 利用不同班際比賽及活動，加強學生守紀律的習慣；設有秩序、清潔比賽及模範

班計劃三個恆常活動，又加入多個不同活動及比賽培養學生深化對己對人對社群

的責任感。 

b.  一人一職計劃：班主任委派職務/自願服務(例如: 班長/科長/行長/清潔大使/ 

小老師)，大部份學生均積極參與，已列為常規工作。本年再增加校內服務的崗

位讓高年級有更多機會服務社群。 

c.  風紀隊伍經過多年的改進，風紀訓練已系統化，加上利用空間培訓見習風紀隊

長，並進行傑出風紀選舉，加強全校參與感及風紀的自信心。 

d. 全校師生分為六社：紅/橙/黃/綠/藍/紫，以加強師生/生生之間互相關懷之心，

並利用分社進行比賽，讓不同級別的學生可以有更多機會一起相處及互相學習．

增加歸屬感。此外，為了進一步提升學生自我形象及對學校的歸屬感，學校這兩

年更增添了「生日便服日」與大型慶生會，並預計將會成為我校的特色/文化。 

4.2  輔導方面 

 見「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檢討報告 

5.  學生表現 

 5.1  學業表現 

5.1.1  2016-2017 年度小六升中派位情況 

獲派志願︰本年度共有畢業生 22位，超過 59%獲派首志願（連直資學校），

超過 77%獲派首三志願。 

         同學們大多都能派到理想及適合他們的中學，獲派中學有荃灣

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博愛醫院歷屆總

理聯誼會梁省德中學、保良局李城璧中學、荃灣聖方濟中學、

德望中學等。 

5.1.2  學業獎勵方面 

 學年終期考後均設有學業成績獎，包括全級考列前三名、每班中、英、

數成績優異及進步獎共 54名。 

             一至六年級設「靈光小學 吳春鹽、李東鳳伉儷紀念奬學金」成績優異   
             獎各 1名，合共 6名。 

 一至六年級設「深井靈光堂」成績優異獎學金共 6名。 

 一至六年級設「周成泰教育信託基金」成績優異獎學金及「周成泰教

育信託基金」成績進步獎學金各共 6名，合共 12名。另六年級特設「周

成泰教育信託基金」獎學金 1 名。 

 一至六年級設「深井靈光小學家長教師會」成績優異獎學金及「深井

靈光小學家長教師會」成績進步獎學金各共 6名，合共 12名。 

 5.2  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5.2.1  學業以外的獎勵(校內) 

 學年終期考後，一至六年級設有操行獎，每級三名共 1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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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至六年級設有服務獎，每級三名共 18名。 

 一至六年級設課外活動卓越大獎（每級約三名）合共 16 名。 

 一至六年級設「靈光小學 吳春鹽、李東鳳伉儷紀念奬學金」卓越操行表

現獎學金各 1名合共 6名。 

 一至六年級設「靈光小學 吳春鹽、李東鳳伉儷紀念奬學金」傑出服務獎

學金各 1名合共 6名。 

 一至六年級設「深井靈光堂」操行獎學金（每級 1至 2名）合共 10名。 

 一至六年級設「深井靈光堂」服務獎學金（每級 1至 2名）合共 11名。 

 一至六年級設「深井靈光小學家長教師會」操行表現進步獎學金各 1

名合共 6名。 

5.2.2  校外比賽中獲得的獎項 

比賽項目 得獎成績 學生名單 

第68屆 

學校 

朗誦節 

粵語獨誦 

季軍 鄧灝森 (P.3) 

優良獎狀 

甄洛樺(P.2) 鄧子晴 (P.2) 許雨喬 (P.3) 陳偉文 (P.3) 

吳鍶洛 (P.3) 林琛愛 (P.4) 林巧彬 (P.4) 馮梓桓 (P.6) 

彭尚昊 (P.6) 梁泓暉 (P.6)   

良好獎狀 
黃震昇 (P.1) 吳浠榆 (P.3) 李栩晴 (P.4)  (P.4) 

郭子賢 (P.5) 劉愷瑩 (P.6)   

普通話 

獨誦 
優良獎狀 

陳彥霏 (P.1) 區文愷 (P.2) 郭子睦 (P.2) 鄧子晴 (P.2) 

甄洛樺 (P.2) 陳芯怡 (P.2) 伍靜怡 (P.2) 黎俊賢 (P.3) 

賴正軒 (P.3) 陳映宇 (P.3) 林巧彬 (P.4) 盧頤寧 (P.6) 

周慧萍 (P.6)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Tan Ngi  

Keung (P.1) 

Lam Wing  

Tung Haylie  

(P.1) 

Yau Hau Yeh 

Isabella (P.2)  

Wong Ching 

 Yiu (P.3) 

 

Cheung Chor 

 Yu (P.3)  

Lam Wing  

Chi Lydia (P.3) 

 

Sebastian  

Tang (P.3) 

Lum Sum  

Oi Valerie  

(P.4) 

Chan Pui Yi  

(P.4)  

Chung Fai Nei 

(P.5)  

Yeung Yi Ki  

(P.5) 

Yu Lok Yin  

(P.5) 

Chan HiuWai  

(P.5) 

Chan Hoi 

Ching (P.5) 

Tiana Sue Hill  

(P.5) 

Chan Yun  

Chung (P.5) 

Chan Chak  

Wah (P.5) 

Kwok Tsz Yin 

(P.5)  

Lo Yee Ning 

 (P.6) 

Pang Sheung 

 Ho (P.6) 

Profiency 
Lam Tsz 

(P.1) 

Ng Wai Ching 

Daphne (P.1) 

Ho Hiu Man  

 (P.1)  

Yiu Shun Pok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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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得獎成績 學生名單 

NET Section, EDB-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First Prize 

Chan Chak 

Wah(P.5) 

Chan Yun 

Chung(P.5)  

Weckherlin 

Marco Heinz (P.5) 

Yeung Yi 

Ki(P.5) 

Lo Ching 

Man (P.5) 

   

香港菁英 

朗誦及演講

比賽 2016 

English 

Solo 

Speech 

Merit 

Yu Lok 

Yin(P.5) 

Lo Ching 

Man(P.5) 

Chan Hoi 

Ching(P.5) 

Lum Sum Oi 

(P.4) 

香港菁英 

朗誦及演講

比賽 2016 

English 

Solo 

Speech 

2
nd

 Prize Tiana Sue Hill (P.5) 

H K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6/2017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Fung Tsz Wun (P.6) 

Award For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Emmanuel Primary School 

第 69 屆 

香港學校 

音樂節 

鋼琴獨奏 
優良 

獎狀 

賴正軒(P.3) 伍晞彤 (P.4) 陳凱晴 (P.5) 彭尚昊 (P.6) 

小提琴獨奏 
良好 

獎狀 
吳宛殷 (P.5) 

教堂音樂 

-中文歌曲: 

小學合唱隊 

-9 歲或以下 

優良 

獎狀 
靈光合唱團 

第五屆 校

際聖經故事

演講比賽 

小三、四組別 優異獎 鄧灝森 (P.3) 

小三、四組別 優異 

証書 

張楚瑜 (P.3) 

小一、二組別 優異 

証書 

蘇雨杭 (P.2) 

第 23 屆 

聖經朗誦 

比賽 

小二組-廣東話 冠軍 區文愷 (P.2) 

小五組-廣東話 優異 羅靜雯 (P.5) 黎婉雯 (P.5)   

聖經獎勵計劃讀經獎 李思皓 (P.4) 黎婉雯 (P.5) 劉愷瑩 (P.6)  

第 60 屆  

體育節 兒

童田徑比賽 

十字跳 季軍 

陸稀媛 (P.2) 姚樂瞳(P.2) 邱巧若(P.2) 蘇立翹 (P.2) 

陳悠真 (P.2) 陳卓穎 (P.2)   

擲膠圈 季軍 
陸稀媛 (P.2) 姚樂瞳(P.2) 邱巧若(P.2) 蘇立翹 (P.2) 

陳悠真 (P.2) 陳卓穎 (P.2)   

來回節奏跑 季軍 
陸稀媛 (P.2) 姚樂瞳(P.2) 邱巧若(P.2) 蘇立翹 (P.2) 

陳悠真 (P.2) 陳卓穎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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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得獎成績 學生名單 

簡易運動大

賽 － IAAF

兒童田徑比

賽 

乙組十字跳 季軍 許日豪 (P.1) 陳宜均 (P.1) 林宜筠 (P.1) 殷梓傲(P.1) 

甲組 
A 級方程式 季軍 

何智文(P.3) 陳卓穎(P.2) 陳信謙 (P.3) 陳悠真(P.2) 

賴正軒(P.3) 張楚瑜(P.3) 黎俊賢(P.3) 吳鍶洛(P.3) 

吳浠榆(P.3) 姚樂瞳(P.2) 鍾子謙(P.3) 鄧永樂(P.3) 

甲組抛藥球 殿軍 陳卓穎(P.2) 黎俊賢(P.3) 吳鍶洛(P.3) 鍾子謙(P.3) 

甲組團體 殿軍 

何智文(P.3) 陳卓穎(P.2) 陳信謙 (P.3) 陳悠真(P.2) 

賴正軒(P.3) 張楚瑜(P.3) 黎俊賢(P.3) 吳鍶洛(P.3) 

吳浠榆(P.3) 姚樂瞳(P.2) 鍾子謙(P.3) 鄧永樂(P.3) 

圓玄一中 

(小學足球

邀請賽) 

參與組 
優異

獎 

馮翎雨 (P.4) 陳承亨 (P.4) 陳霖 (P.4) 姚樂謙 (P.4) 

陳律謙 (P.4) 甄慶喬 (P.3) 黎俊賢 (P.4) 陳信謙 (P.3) 

陳卓穎 (P.2) 朱梓軒 (P.2) 賴正軒 (P.3) 涂 姸 (P.4) 

爭標組 
優異

獎 

梁泓暉 (P.6) 周慧萍 (P.6) 李思皓 (P.6) 賴繹瑋 (P.6) 

孫國軒 (P.6) 梁嘉俊 (P.6) 李迪宏 (P.5) 廖淳浩 (P.6) 

傅品熹 (P.6) 尹頌謙 (P.6) 陳舜 (P.5) 阮渝軒 (P.5)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Futsal 五人足球比賽) 
殿軍 

李思皓 (P.4) 陳霖 (P.4) 阮渝軒 (P.5) 葉樂天 (P.5) 

郭子賢 (P.5) 陳舜 (P.5) 梁泓暉 (P.6)  

全港分區小

學跳繩比賽 

女子初級組 

(交叉開跳) 
冠軍 林宜筠 (P.1) 

扶輪盃全港

小學跳繩比

賽(新界南

分區賽) 

女丙三人大繩 殿軍 甄洛樺 (P.2) 陳芯怡 (P.2) 鄧子晴 (P.2)  

男丙三人大繩 亞軍 殷梓傲 (P.1) 蘇立翹 (P.2) 張栺袙 (P.2)  

男丙團體 團體 

季軍 

殷梓傲 (P.1) 許日豪(P.1) 饒淳博(P.1) 蘇立翹 (P.2) 

張栺袙 (P.2)    

男丙橫排跳 殿軍 殷梓傲 (P.1) 蘇立翹 (P.2)   

男丙四人接力 第五名 殷梓傲 (P.1) 許日豪(P.1) 饒淳博(P.1) 蘇立翹(P.2) 

男乙橫排跳 季軍 吳鍶洛 (P.3) 黎俊賢 (P.3)   

香港學生運

動員計劃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梁泓暉 (P.6) 

第八屆

聯校圍

棋比賽 

初級組 

第六名 郭子睦 (P.2)    

第七名 趙上一 (P.2) 陳悠真 (P.2)   

優異狀 馬淑恩 (P.2) 楊領行 (P.1)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

義賣籌款 
銅獎 全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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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得獎成績 學生名單 

第二十八屆閱

讀嘉年華 

攤位遊

戲比賽 

積極 

參與獎 

林巧彬 (P.4) 林皓丞 (P.4) 伍熙桐 (P.4) 楊爾祺 (P.5) 

劉依林 (P.4) 彭尚昊 (P.6)   

第二屆香港小學生創

意閱讀報告比賽 

多媒體組 

第七名 
陳進安 (P.4) 

Amazing 

Tees：荃灣

CYC 聯校領袖

培訓計劃 2016 

專題報

告比賽 

傑出 

分享獎 
周慧萍 (P.6) 

積極 

實踐獎 

周慧萍 (P.6) 李嘉晴 (P.6) 劉愷瑩 (P.6) 賴繹瑋 (P.6) 

林卓靈 (P.6) 郭泳彤 (P.6) 陸子猷 (P.6) 梁泓暉 (P.6) 

梁嘉俊 (P.6) 馮梓桓 (P.6)   

安健學校積分

獎勵計劃 

小學組 金獎 
全校 

十年參與大獎 

校園藝術大使 劉愷瑩 (P.6) 盧頤寧 (P.6)   

5.3  課外活動的參與 

本校不單著重學生學科知識的培養，亦關心學生有均衡的發展。因此，本校

的課外活動多元化，藉以提昇學生的興趣及發展他們的潛能。本年度，星期

五課外活動的安排不變，全年共有 24 節課外活動，6 節為一學習單元，每位

學生全年共獲分派入 4個課外活動（每班學生分為 2-3組），以豐富學生參與

的課外活動的種類和學習體驗。 

5.3.1  星期五第 9及第 10節課堂進行 

 上學期 

代號 活動名稱 年級 地點 負責老師 

1 學生團契 P.1 101室 廖嘉雯老師、陳孟珍老師 

2 花式跳繩 P.1,P.2 操場 楊淑怡老師、黃珮姿老師、林民生老師 

3 創意樂園 P.2 201室 小童群益會 

4 
開心動物園 

P.2 教員休

息室 
外聘 

5 詩班 P.3,P.4 禮堂 林幸恩主任、文翠珊副校、蔡詠儀老師 

6 火百合義工 P.4 102室 林筠惠姑娘 

7 棋藝學堂 P.4 電腦室 卓樂森老師 

8 Japan P.5 演講廳 Mr.Daniel 

9 IT新丁 P.5 202室 小童群益會 

10 電影遊學之旅 P.5 202室 郭世聰老師 

11 小主播 P.6 203室 蕭詠麟老師 

12 行入社區 P.6 103室 小童群益會 

13 大自然小智慧 P.4 103室 陳淑嫺老師、黎淑玲主任 

14 小學生、大攪作 P.1-P.6 不同 林慈恩老師 

15 e+社區 P.4  黎淑玲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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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學期 

代號 活動名稱 班級 地點 負責老師/導師 

1 武術 P.1,P.2 操場 林民生老師、楊淑怡老師 

2 團契 P.2 102室 陳孟珍老師、黃珮姿老師 

3 
詩班 

P.3,P.4 禮堂 林幸恩主任、文翠珊副校、 

蔡詠儀老師 

4 友伴童行 P.1 101室 楊淑怡老師 

5 創意樂園 P.2 102室 陳孟珍老師 

6 我的校園 P.3 103室 廖嘉雯老師 

7 花式跳繩 P.5 禮堂 林慈恩老師 

8 Japan P.5 演講廳 Mr.Daniel 

9 手鐘 P.6 閱讀角 鍾麗英老師 

10 手工花 P.6 203室 蕭詠麟老師 

11 校園搜記 P.6 電腦室 鍾麗英老師 

12 團契遊樂場 P.1-P.6 不同 方禮賢姑娘 

13 天藍計劃 P.4 202室 外聘導師 

14 FUN FUN遊樂場 P.2-P.4 203室 外聘導師 

15 EQ兵團 P.1 教員休息室 外聘導師 

 

5.3.2  星期一至六課後進行 

星期 項目 參與級別 

一 田徑 P.1-P.6 

福音魔術 P.1-P.6 

二 現代舞、籃球 P.1-P.6 

圍琪、花式跳繩 P.1-P.6 

三 乒乓球、足球 P.1-P.6 

非洲鼓 P.1-P.6 

四 網球 P.1-P.6 

五 足球 P.1-P.6 

欖球 P.1-P.6 

花式跳繩 P.1-P.6 

六 劍橋英語班 P.1-P.6 

 
5.3.3  其他活動 

公益少年團 

參與級別為小三至小六，曾舉辦的活動有公益金便服日籌款、慈善花卉活動、

慈善清潔籌款活動、荃灣區聯校領袖訓練計劃及探訪老人院等等。除了為公益

金籌募得款項外，還可透過活動及服務訓練學生的責任感、社交溝通的能力，

及讓學生親身體現服務社區的意義、增加對社會的認識，擴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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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參與校際比賽及社會服務活動 

       

  5.5  學生體格發展 

5.5.1 學生在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中 4項目 (屈膝仰臥起坐/坐地前伸/耐力跑/手握力) 

所獲取總得分的平均分數 

 

 

 

 

 

 

 

 

 

 

  5.5.2 可接受重量範圍內的男/女生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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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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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饋與跟進 

7.1 經過三年計劃的實施後，第一個關注項目──有關優化關愛校園文化，在培養學生的「關

愛」品格及優化學校的「關愛文化」上已見顯注成效。校園內隨處可見學生與老師愉快問

候溝通，老師課堂內外由衷關心讚賞體諒學生，同學間互相幫助包容，學生積極投入校內

校外服務，並且得到不同機構及人士稱許。APASO 的數據亦反映，本校學生在「關愛」副

量表的平均數是 3.13，比去年的 2.86 已有顯著的進步，可見學生比以往更願意關愛他人。

經過全體老師檢討商議後，大家一致認為三年計劃的關注項目(一)關愛校園文化已顯著優化

了，並認為不同的關愛及義工活動可恆常化，於科組計劃內繼續推行，並期望「關愛」會

成為學校的特色，學生能繼續積極參與各項校內及社區的關愛活動，從而鞏固愛己愛人的

美好品德。因此，學校可因應學校願景或學生表現開展其他關注項目。 

7.2 至於第二個關注項目──從自身、香港、中國到國際，擴闊學生視野，各科組主要透過在

各自的範疇內，設計不同形式的學習活動或體驗給我們的學生。一連 80天以遊世界為學習

主題的跨學科學習活動「80日童遊世界」中，我們喜見學生除了學習課堂內的知識外，還

有空間可根據自己的喜好，探索其他國家有趣味的文化知識。老師又帶領學生認識本地、

中國以至外地的藝術家、安排學生欣賞有關中樂以及西方音樂的演奏會等。本學年更特別

舉辦了一次我校從未嘗試、以認識加拿大文化為主題的遊學體驗。經過全體老師檢討商議

後，大家均贊同三年來各項的學習活動均是對學生很好的擴闊視野體驗，並一致認為本校

學生對探求新知識、利用新知識解決難題的傾向已有所提昇，我們還得出總結:「擴闊視野」

應當作成為一個沒有時限的學習目標。因此，不同科組仍需因應學生的需要及時機開展不

同的「擴闊視野」學習活動/體驗。 

7.3 透過這三個學年舉辦「擴闊視野日」的體驗，老師們均認為可在新學年以「自主學習」為

關注點來繼續發展。同時，學校在近年已開始在不同科目以小步子形式試行互動性質的電

子學習，現階段正好更進一步利用教育局推行電子學習的契機，開闢我校電子學習的進程。

經過全體老師商議後，大家均認為應將著眼點放在發揮「電子學習」的互動功能及可提昇

學習動機兩種層面上，成為課堂的教學元素之一，並期望能有助學生「自主學習」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