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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的學校 

1.1 學校資料 
辦學團體：保良局 
校    監：梁寶珠女士（1-4-2012 至 31-3-2013） 

鄭錦鐘 MH, OStJ, 太平紳士（1-4-2013 至 31-3-2014） 
校    長：鍾美珍女士 
學校類別：資助小學（全日制） 
學生性別：男女 
教學語言：中文（包括普通話）及英文 
校    址：屯門掃管笏管青路 11 號 
網    址：http://www.plkflpy.edu.hk 
電    郵：info@plkflpy.edu.hk 
電    話：2411 2208 
傳    真：2411 2207 
 

1.2 辦學方針 
1.2.1 秉承保良局「保赤安良」的宗旨，為莘莘學子提供優良的教育

服務。 

1.2.2 本局所辦的各類型非牟利學校，其辦學方針和政策均以社會利

益為最大依歸。 

1.2.3 本校以「愛、敬、勤、誠」為校訓，為學生提供充實知識、訓

練技能及鍛鍊體格的機會，亦著重培養學生優良的品格，高雅

的情操及正確的人生觀，以達致『德、智、體、群、美』五育

之均衡發展。 

1.2.4 保良局屬校校董會是個沒有政治、宗教背景的辦學團體，在不

影響教學秩序及不牴觸法律的大前提下，各種思想、見解、宗

教都可在校內共同存在。 

1.2.5 本校鼓勵學生參與社會服務，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感情和責任，

對事物採取客觀開放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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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校董會組合 
本校為保良局屬下學校，現時保良局校董會成員共有八人，包括主席

一名、副主席三名、教育總主任一名、行政總監一名及財務主任一名。

架構如下： 

校董會架構 
成員 辦學團體 校長 家長 教師 校友 獨立人士

人數 7 1 1 1 0 2 
 

1.4 學校簡介 
本校為保良局屬下一所最新落成的政府津貼小學，於二零一一年九月

正式成立，校舍佔地四千多平方米，位於屯門掃管笏。學校以「愛、

敬、勤、誠」為校訓，致力為培養廿一世紀人才設計適切的課程、建

立先進的設備及優質的教師團隊。課程著重培養學生兩文三語的溝通

能力，激發學生主動求知、敏於思考及敢於創新。透過服務學習及多

元化活動讓學生盡展所長、啟發潛能、拓寬視野。更重要是在關愛共

融的校園氛圍下，健康成長，學懂愛己愛人、自律自重，成為明日社

會棟樑。 
 

1.5 學校設施 
學校設有二十四間課室及四間小組教學室，每間課室均設置電腦及投

影機，其中五間課室更設有電子白板，使學與教的效能得以提升。另

有八間特別室（學生活動室、圖書館、電腦室、視覺藝術室、音樂室、

常識室、温室及創意機械人實驗室）、禮堂、有蓋操場及籃球場等，

供同學進行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1.6 班級結構 

班別數目 

級別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六
小學加強輔

導教學計劃 總數 

班數 4 4 4 5 5 4 2 28 

學生人數 
級別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六 總數 

男生人數 49 62 37 60 68 77 353 
女生人數 53 44 45 58 69 42 311 
學生總數 102 106 82 118 137 119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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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整學年課堂授課日數 
在 2012/2013 年度，學校實際上課日數為 191 天。 

 

1.8 各個學習領域的課時 

八個 
學習 
領域 

中國 
語文 
教育 

英國 
語文 
教育 

數學
教育

科學 
教育 

科技 
教育 

個人、
社會及
 人民 
教育 

藝術 
教育 

體育  

科目 中文、
圖書、
普通話

英文 
 

數學 常識 電腦 生活教育、

多元智能

活動、學習

能力提升

課程、週會

音樂、
視覺 
藝術 

體育  

一年級 15.5 12 8.5 5 1 6 4 2 

二年級 15.5 12 8.5 5 1 6 4 2 

三年級 15.5 12 8.5 5 1 6 4 2 

四年級 15.5 12 8.5 5 1 6 4 2 

五年級 15.5 12 8.5 5 1 6 4 2 

六年級 15.5 12 8.5 5 1 6 4 2 

課 
節 
以 
循 
環 
週 
計 
算 
，

七

天 
為 

一

循

環

週

，

每

節

四

十

分

鐘

。

總節次 93 72 51 30 6 36 24 12 324

9.3% 1.9% 11.1%
百分比 28.7% 22.2% 15.7% 22.3% 7.4% 3.7% 100%

 

1.9 我們的教師 
1.9.1 教師人數：47 人（包括 NET ） 

             （不包括校長） 
 

1.9.2 教師資歷 
1.9.2.1 教師持有的最高學歷 

碩士學位加

教育文憑 
學士學位加

教育文憑 
學士學位 教育文憑 

6 35 1 5 
 
1.9.2.2 教師語文能力要求 

英文科達標人數  ﹕20 人 
普通話科達標人數﹕1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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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專業發展 
1.10.1 校長在 2012/2013 年度持續專業發展時數一覽 

 持續專業發展時數 

年度 有系統學習 其他模式 總時數 

2012/2013 72 0 72 
 
1.10.2 全體教師在 2012/2013 年度持續專業發展時數一覽 

 持續專業發展時數 

年度 有系統的模式 其他模式 總時數 

2012/2013 1376 1678.5 3054.5 
 

 

2 關注事項的成就與反思  

2.1 發展校本課程，促進有效學習。 

成就  
英文科 

 PLP-R/W 課程：於一至三年級推行，因應學生的能力分組，並

因應學生的不同能力設計相應的活動及工作紙。致力設計不同的

活動及工作紙以鞏固學生的閱讀及寫作能力。學生表現投入及對

閱讀及寫作能力有一定的提升。 

 SuRE project：於四、五年級推行，能培養學生積極的閱讀態度，

大部分學生已發展和實踐教授的閱讀策略。 
中文科 
 校本單元：一至六年級中文科課程均設有校本單元，大部份學生

均能掌握課程所學的重點，學生對課程有新鮮感及興趣，亦能提

升學生的說話、思維及創造能力；學生在評估中亦有不錯的表現。

 普教中計劃：於四、五年級推行，以情景教學提升學生「有感情」

的普通話朗讀能力，學生亦能掌握讀寫遷移的策略。 
數學科 
 教師能運用合作學習的教學技巧進行教學，並利用小班的優勢，

讓學生進行分組活動。大部分學生能合作完成小組活動，部分學

生更能從中培養與人溝通技巧及協作精神。 
常識科 
 天文體驗課程：老師從天文課堂觀察學生的表現，顯示學生對學

習天文很有興趣，樂於進入天象廳學習，學習時表現出興奮及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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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的心情。學生工作紙、專題報告及考試成績的表現亦不錯。 
 「光的探究」單元：於五年級推行，學生表現投入。 
音樂科 
 於各級加入校本單元，讓學生對管弦樂、中樂、流行曲及配樂等

課題，有更深入認識。 
電腦科 
 機械人課程：於四至六年級推行，能提升學生的探究精神及解難

能力，學生對課堂亦甚感興趣。 
拔尖補底課 
 下午時段每循環周有三天分別進行中文、英文及數學拔尖補底課

(一、二、四及五年級) – 因應學生的程度設計教材，令有潛能的

學生得到更佳的栽培，提供更多的發揮機會；成績較弱的學生能

達到基本要求。 
 老師問卷顯示：大部分學生也有進步，但仍有少部分學生(特別

成績較弱的學生)進步不顯著，需要用較多時間溫習基礎知識。

 學生問卷顯示：大部分學生認同課堂具挑戰性，或能加強其對

該科課程內容的認識。 
 

反思  
 PLP-R/W 課程：需鼓勵學生在家中多閱讀，並進一步幫助學生

培養和掌握閱讀和寫作技能。 

 SuRE project：一般學生能容易地回答事實性問題，但有關推理

的問題，仍需要更多的培訓。下學年推展至四至六年級推行。 

 增設英語學習室：讓學生可以在一個豐富的英語環境中學習，有

助他們吸收知識及提高學習興趣。 

 中文科校本單元：來年可繼續推行各級的校本單元。 

 普教中計劃：下學年推展至四至六年級推行。 

 專題研習：四年級學生進行有系統的專題研習，主題是午息活

動，數學科教授棒形圖配合，但電腦科及思維課暫未與有關主題

配合，下年度考慮思維課提早於專題課前教授六何法及腦圖，電

腦科嘗試以一教節教授試算表。 
 天文體驗課程：本年度五、六年級學生需參加教育營，為了趕及

課程和考試進度，所以未能安排五、六年級學生進行校本天文體

驗課程及放眼世界這單元。建議來年需考慮刪減部分課題，或議

定略教課題等策略。 
 音樂科校本單元：來年可繼續推行各級的校本單元。 

 機械人課程：來年可繼續在四至六年級推行機械人課程。 
 拔尖補底課：建議下學年學生問卷於上學期完結時進行，讓科任

可根據有關資料盡早檢討個人教學，並作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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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培養學生「學會學習」，提高學習效能。 

成就  
 各科校本課程推動互動學習元素，如分組活動、討論及滙報

等，能提升學生的協作、溝通及表達能力。課堂上加入高層

次提問，也能提升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力及創造力。 
 中、英、數、常、音樂及視藝科加入小型專題習作，能提升

學生的共通能力。 
 於一、二、四、五年級的學習能力提升課程中加入專題研習

單元，能培養學生專題研習能力。 
 於四、五年級的學習能力提升課程中加入高階思維課程及辯

論技巧，能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能力。 
 於一、二、四、五年級的學習能力提升課程中加入戲劇教學，

培養學生協作、溝通及表達能力。 
 設定英語時段和普通話時段，讓學生在特定的語言環境中溝

通，能提升學生的溝通技巧。 
 於午息時段推行多元化的學科或學習活動，如數學活動、常

識活動、開放電腦學習室及圖書館等。學生透過主動參與、投

入活動，其自學能力得以提升。 
 各學科為學生提供網上學習平台，大部分學生能善用網上自學資

源，並能藉以提升自學能力。 
 教導學生不同的自學策略，如課前預習技巧、做筆記、查字典技

巧、搜集資料技巧等，能加強學生學習的主動性。 
 早讀時段，學生可自由閱讀有興趣的課室圖書或自備的圖書，能

培養學生主動閱讀的習慣。 
 

 反思  
 辯論課：五年級學生能理解所教的辯論技巧，但四年級宜淺顯一

些，多教基礎辯論技巧及方法。 
 高階思維課：學生投入課堂活動，並願意表達及分享。部分課題

如能加入簡報或圖片會更有吸引力。 
 專題研習課：一年級學生的匯報技巧稍弱，下年度二年級專題課

需加強學生匯報技巧。二年級課程如能加入一些網上資料、圖片

或動畫輔助教學，會更有吸引力。四、五年級的教學時間過於緊

迫，建議下年度與思維課配合，部分整理資料的工作，可於思維

課中進行。 
 部分學生進行網上學習未見積極，來年需加強推廣及鼓勵。 
 大部分四至六年級學生間中或經常於課前進行預習、資料搜集、

查字典及做筆記。下學年擬更深入了解學生認為這些技巧對他們

學習上有沒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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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發揚關愛，律己愛人。 

成就  
 「我的好孩子」計劃： 學生和家長已習慣這種試前的親子溫習

模式，而且反應很好，獲得嘉許的學生人數比預期更多。大部份

老師認同奬勵計劃能有效提昇學生的自律守規能力。 
 龍藝隊：透過龍藝訓練，情緒及行為偏差學生在服從、與人合作

及成就感上都有所提升。 
 班級會議：於四至六年級推行，部分班級能形成了自我管理的習

慣，自己主持會議，並能就班務和同學的學習問題提出意見及解

決方法。 
 義工計劃：反應熱烈，有超過 40 個家庭參與，探訪長者及獨居

長者，增進同學對義工的認識，學會尊重別人，明白及體諒他們

的需要。 
 「一人一服務」計劃：班主任安排每一個同學都有職務，同學表

現主動和積極，熱心服務學校、老師和同學。表現出色的同學會

獲頒「熱心服務嘉許狀」。 
 「禮貌大使」：活動全年進行，建立了同學主動與人問好的良好

習慣。 
 班級經營：成效深化，朋輩關係有進步，可見諸每週英文日及普

通話日的點唱時段，不少同學點唱給老師及同學欣賞。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表現比去年更熟練，成效更佳，能讓

小一同學更快地適應學校生活。 
 「小老師」計劃：「小老師」替老師督導及協助在學習上有需要

幫助的同學。不但學長的助人精神及自信心得到提升，同學的學

習表現也得以提升。 
 

反思  
 「感動我們的生活故事」：由於活動頻繁，加上與其他活動的內

容近似，故沒有推行。下學年或探用新模式推行此項活動。 
 「校友分享會」：由於試後活動太緊密，加上有大型活動要籌備

和推行，故未能安排此項活動。下學年將按需要而作安排。 
 「優點存摺」計劃初次推展，反應良好，新學年可繼續推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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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的學與教  

本校課程發展配合學校關注事項，著重培養學生兩文三語的溝通

能力，課程和學習活動旨在激發學生主動求知，敏於思考及敢於

創新。本年度繼續透過有效的校本課程設計、課堂教學及評估機

制，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 

3.1 鞏固兩文三語基礎 

本校於一至三年級推行「普教中」多年，四至六年級個別班級亦逐步

參加「普教中支援計畫」，去年開始四年級個別班級已推行普教中，

有效地提升學生普通話口語表達能力。而近年本校積極在課程中加入

戲劇教學及於部分班級加入種籽計畫，藉此令學生增強自信心及提高

學生的表達能力。另外，透過「中華文化日」等學習活動，增加學生

對本科的學習興趣。 

本校於一至三年級採用教育局的「小學英文閱讀及寫作計劃」，由本

校老師、外籍老師及教學助理一同協助學生進行英語閱讀及寫作技

巧，鼓勵他們多讀多寫，從活動、遊戲中學習英語，以營造良好的學

習英語環境。而四至六年級參與教育局的種子計劃 - 「SUPPORTED 
READING」，進一步提升學生的英語能力。 

3.2 推行小班教學 
為增加教師和學生的互動機會，並使教師更能照顧學生的個別學習差

異，一至三年級推行小班教學，四至六年級則按學生能力分班，使教

師更能充分地照顧他們的需要，課堂活動也更具靈活性。 

3.3 照顧學生學習差異 

運用不同策略，如小組活動以異質分組、設計不同程度的工作紙、提

問不同層次問題等，以照顧學生學習差異。另外部分級別每循環周有

三節進行中、英及數學拔尖補底課，每級加入 1 至 4 位老師，師生比

例可以進一步減低，分組方法是按學生個別科目成績分組，老師更能

因應學生的能力作出照顧，令有潛能的學生得到更佳的栽培，提供更

多的發揮機會，思考更深層次的問題；成績較弱的學生，老師可以因

應學生能力，培訓學生一些基本能力，使學生有一個良好的基礎。 

3.4 提升學生共通能力 

透過課堂上的高層次提問、互動學習及多元化課業等，提升學生的

4C。此外，於一至三年級推行合作學習，能提供機會給學生互相教導、

進行討論及匯報，使學生學會溝通和分享，並可照顧能力較差或較被

動的學生。每循環周設有一節學習能力提升課程，包括專題研習、辯

論、戲劇、思維等課程，學生能從中學習不同的共通能力。 

3.5 培養學生閱讀習慣 

各級設有一節中央圖書課，訓練學生閱讀及理解故事書或文章，學生

亦可按個別能力、興趣及進度，閱讀不同類別的圖書。另外設有早讀

時段，讓師生可享共同閱讀時間，可以培養學生良好的閱讀習慣。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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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為了加強學生主動閱讀的習慣， 早會前學生可自由選擇自己喜

愛的圖書進行閱讀。 

3.6 推動天文及科技 

本校四至六年級電腦課程內均加入機械人程式設計課程，發展出校本

創意機械人課程，提昇學生的創意思維、探究精神及解難能力。 

本校積極向學生推介天文知識，讓學生透過研習此學科，掌握基本天

文知識及觀測星體之技巧，並能擴闊視野和思維，發展他們對科學的

探究精神，提昇多元智能的發展。本校的學生有機會接受較全面的天

文學訓練，並通過進入小型天象廳中親身感受美麗的星空，從中能培

養及深化其對自然科學的興趣。 

3.7 未來重點發展項目 

繼續發展校本課程，促進有效學習；提升學生的共通能力及自學能

力；提升學生的閱讀興趣，培養良好閱讀習慣；照顧學生個別學習差

異；增加多元化互動學習。 

設立校園電視台，為學生提供更多的學習機會，讓學生發揮潛能，加

強學生說話、寫作及創意等能力外，更可加強學生的自信及責任感等

素質。 

 

 

4 我們對學生成長的支援 

4.1 個別學生輔導 

     學生輔導人員為有需要的同學提供個案輔導及跟進服務，探討學生行

為偏差的成因、特性和影響，為受助者給予評估及輔導，協助案主面

對情緒、社交、行為、家庭及學業方面的困難。家長可自行轉介或由

教師轉介有需要的學生予學生輔導人員。學生輔導人員會按需要安排

面見及家訪，或因應個案性質及需要作出轉介或聯絡其他專業人士，

提供額外支援服務，例如心理輔導評估、社會福利署和寄養家舍服務。 

4.2 生活教育課 

     生活教育課由訓輔組成員統籌課程及選購合適生活教育課課本，由班

主任帶領課堂活動，以支援學生在個人、群性、學業及事業四大範疇

的發展，達至全人教育。透過互動有趣的課堂遊戲，建立學生正確的

價值觀及培養對人處事應有的良好態度，有效提升自我形象及自尊

感。課程亦包括各類專業講座，包括藥物教育、個人及公共衛生、反

罪惡、青春期心理、網絡使用、融合教育及共融社會等。 

4.3 公民及德育訓練 

     本校以不同的學習活動，例如參觀、講座、德育故事分享、組織升旗

隊、升旗禮等，建立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培養積極的態度，培育他們

堅毅、尊重及關心他人、責任感和承擔精神。此外在課堂上，更透過

德育、認識基本法等校本課程，加強學生德育及公民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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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學生輔導活動 

     按學生在不同的階段而推行適切的預防及發展性輔導活動，以達致全

面照顧學生從兒童至青少年的成長及心理需要。本校十分重視每位學

生的獨特性及潛能，故積極支援學生在個人、社交、情緒及學業等方

面的個別需要，協助學生健康成長，透過為學生提供小組輔導、工作

坊及德育講座，協助學生明白和適應在不同成長階段中所面對的挑

戰，掌握適當的社交技巧及生活技能，促進同學的身心健康。本校亦

設有校本和區本的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讓學生能擴闊生活視野，提

昇學習技巧與能力。 

本校於小四至小六推行「成長的天空」計劃，旨於增強學生的抗逆力。

小五的領袖訓練營和小六的戶外教育營，則提供機會讓學生發揮領導

潛能、提升溝通技巧、培養認真態度和自律精神、自我反思、提升自

信、面對和超越挑戰、突破自己的界限。 

此外，本校開展學生義工及親子義工計劃，培養學生服務精神和責任

感，回饋社會，發揚關愛，實踐律己愛人精神。 

4.5 家長教育 

     發展家長教育，提供講座、工作坊或小組，促進家校合作及親子溝通，

從而提昇家長管教的技巧，扶助子女成長。 
 

 

5 學生表現 

5.1 學生學業成績表現方面，本校設有以下獎項： 
5.1.1 保良局三師紀念獎助學金（全校 1 名） 
5.1.2 保良局梁照先生獎助學金（全校 1 名） 
5.1.3 保良局王秀瑜獎助學金（全校 1 名） 
5.1.4 保良局黎麗卿進步獎學金（全校 3 名） 

5.1.5 保良局獎學金（每級 1 名） 
5.1.6 全學年學業成績優異獎（每級 3 名） 
5.1.7 學業進步獎（每班 1 名） 

5.1.8 勤學獎（每班 1 名） 

5.1.9 學業獎（每級 3 名） 

5.1.10 四科成績優異獎（每級各 3 名） 

5.1.11 服務獎 

5.1.12 品行優點 

 

5.2 校際比賽表現 
     本年度學生積極參與各項校外活動及比賽，且屢獲殊榮。這些活動有

效地發展學生的多元智能、團隊精神及溝通技巧。 
學生參加校外比賽獲獎資料，詳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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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報告 

6.1 財政報告 

  收入 ($) 支出 ($) 
承上結餘 (政府資助及學校津貼) 4,727,511.34 
I.  政府資助  

(1) 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  

      (甲) 一般範疇  

       1.  經擴大的營辦津貼基線指標 753,469.72 690,917.26
                                          小結： 753,469.72 690,917.26

(乙) 為特定學校而設的擴大營辦津貼#  

       1.  修訂的行政津貼 1,261,764.00 1,193,488.38
       2.  資訊科技綜合津貼 358,134.00 373,051.03
       3.  消減噪音津貼 285,480.00 157,000.00
       4.   學校發展津貼 631,470.00 549,038.72
       5.   學生輔導服務津貼 646,404.00 623,314.90
       6.   成長的天空(小學)計劃 104,177.00 98,282.00
       7.  全校參與模式的融合教育 9,184.00 2,865.70
       8.  加強言語治療津貼 121,608.00 109,406.00

                                          小結： 3,418,221.00 3,106,446.73

   (2) 不納入擴大的營辦津貼  

1.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的活動計劃津貼 14,623.00 14,722.00
2. 其他經常費津貼(差餉) 473,875.00 473,875.00

 3. 英語為母語英語教師加強計劃附帶福利津貼帳 290,611.74 290,611.74
 4.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69,200.00 67,170.50
 5. 設立法團校董會的一筆過津貼 341,176.39 411,300.00
 6. 為採購電子學習資源而設的一筆過撥款 0.00 50,276.10
7.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支援津貼 530,000.00 0.00

 8. 提升網上路由器的一筆過撥款 8,510.00 8,510.00

                                          小結： 1,727,996.13 1,316,465.34

   (3) 其他  

 1. 薪金津貼 24,826,765.63 24,826,765.63
 2. 非教學人員公積金/強積金津貼 146,019.68 146,019.68
 3. 按揭利息津貼–教學人員 58.97 58.97
 4. 法團校董會學校之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252,984.90 202,209.90

       5. 普教中支援計劃 358,200.00 286,832.75

小結： 25,584,029.18 25,461,886.93

II. 學校津貼 (一般津貼)     
(1)  普通經費 242,220.49 227,649.42
(2)  關愛基金 220,143.00 220,143.00
(3)  命名捐款-西區婦女福利會 1,677,370.00 1,677,3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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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捐贈 377,503.70 124,017.86
(5)  學生一般事務–課外活動 63,145.00 59,890.00
(6)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金 21,990.50 21,990.50
(7)  香港學校戲劇節 5,500.00 5,618.30
(8)  特定用途的認可收費 199,584.90 153,050.00
(9)  閱讀瀏覽新世代(保良局李兆忠教育基金) 18,286.00 18,286.00
(10) 攀越彩虹計劃(保良局李兆忠教育基金) 267,092.00 267,092.00
(11) 創意機械人實驗室(保良局李兆忠教育基金) 279,935.74 279,935.74
(12) 健康生活營形型(保良局教育基金) 12,813.90 12,813.90

小結： 3,385,585.23 3,067,856.72

12-13 學校年度總盈餘 1,225,728.28 

學校年度終結總盈餘 5,953,23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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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捐贈記錄 

編號 捐贈者/ 
機構名稱

捐贈者/
機構 
與學校 
的關係 

*捐贈項目的說明及其價值 *捐贈項目

是否由校方

向捐贈者/
機構提出

*接受捐贈

項目的日期

*捐贈項目

的用途 
#學校必要接

受營辦商/供
應商捐贈項

目的原因 

校董會/法團

校董會批准

(校內檔案編

號及日期) 

其後如何處

置捐贈@ 

Plkflpy/
12-13/ 
D01 

上海商業

銀行 
--- 「保良局 Titanium 

MasterCard-保良局職員申請

及推薦計劃」-職員簽賬捐

款，合共$1,241.58 

否 31/05/2012 用作學校發

展用途 
--- 已於 2012 年 7

月16日法團校

董會傳閱通過

(13/11/2012 收

到) 

用作學校發

展用途 

Plkflpy/
12-13/ 
D02 

保良局莊

啟程第二

小學下午

校家長教

師會 

家長教師

會 
(1)Fellowes P-58Cs 粒狀碎紙

機，價值$950.00； 
(2)北極牌雪櫃 FH-32SR，價值

$2,771.00； 
(3)惠而浦微波爐 T760X，價值

$692.00， 
合共$4,413.00。 

否 25/01/2013 供教職員使

用 
不適用 已於 2013 年 3

月 5 日法團校

董會傳閱通過

放置於學校

內供教職員

使用 

Plkflpy/
12-13/ 
D03 

Hanshin 
Internation
al Limited

--- 電子白板 5 塊，約值

$50,000.00。 
否 14/12/2012 教學用途 不適用 已於 2013 年 2

月 1 日法團校

董會傳閱通過

教學用途 

Plkflpy/
12-13/ 
D04 

智恆軟件

有限公司 
--- 智恆兒童電子圖書試閱計

劃，獲贈 50 個帳戶免費瀏覽

100 本不同種類的電子圖書，

約值$3,600.00。 

否 04/01/2013 供校內學生

瀏覽電子圖

書 

不適用 已於 2013 年 3
月 5 日法團校

董會傳閱通過

供校內學生

瀏覽電子圖

書 

Plkflpy/
12-13/ 
D05 

本校校董

馮沈乃琪

女士 

本校校董 獲贈聖安娜餅券壹百張，市面

價值為$4,800.00。 
否 09/01/2013 用作學校日

常典禮或活

動之茶點。

不適用 已於 2013 年 2
月 1 日法團校

董會傳閱通過

用作學校日

常典禮或活

動之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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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捐贈者/ 
機構名稱

捐贈者/
機構 
與學校 
的關係 

*捐贈項目的說明及其價值 *捐贈項目

是否由校方

向捐贈者/
機構提出

*接受捐贈

項目的日期

*捐贈項目

的用途 
#學校必要接

受營辦商/供
應商捐贈項

目的原因 

校董會/法團

校董會批准

(校內檔案編

號及日期) 

其後如何處

置捐贈@ 

Plkflpy/
12-13/ 
D06 

The 
Macquarie 
Group 
Foundation

--- 香港欖球總會透過 The 
Macquarie Group Foundation
捐款為學生推行欖球示範及

欖球訓練，款項合共

$35,450.00。 

否 19/02/2013 為學生推行

欖球示範及

欖球訓練。

不適用 已於 2013 年 3
月15日法團校

董會傳閱通過

為學生推行

欖球示範及

欖球訓練。 

Plkflpy/
12-13/ 
D07 

馮沈乃琪

女士 
本校校董 高級品牌 Kent & Curwen 

Polo Shirt，獲贈共約有八十

件。有關運動衣供學生家長

及教職員認購，每件認購價

為$200.00，現已售出 50 件，

合共$10,000.00。 

否 07/01/2013 供學生家長

及教職員認

購，所得收

益，均會用

於學生活動

或増繕學校

設施。 

不適用 已於 2012 年

11 月 19 日法

團校董會傳閱

通過 

供學生家長

及教職員認

購，所得收

益，均會用於

學生活動或

増繕學校設

施。 
Plkflpy/
12-13/
D08 

愛心傳達

慈善基金 
--- 捐贈白波鞋共 200 對，市面

價值不超過$30,000.00。 
否 27/06/2013 送贈給學生 --- 已於 2013 年

10 月 28 日法

團校董會傳閱

通過 

送贈給學生 

Plkflpy/
12-13/
D09 

a) 本校學

生及家

長 
b) 保良局

a) 本校

學生

及家

長 
b) 辦學

團體 

『開卷有益』閱讀推廣計

劃，校內籌款金額

$42,140.00，保良局並作配對

撥款$40,000.00，扣除行政費

用：$79.30 後，金額

$82,060.70 將存入學校戶口

內。 

是 19/07/2013 購買書籍、

推廣閱讀活

動、修繕校

內圖書館工

程、增繕校

內圖書館資

源及設備之

用 

--- 已於 2013 年 6
月11日法團校

董會傳閱通過

購買書籍、推

廣閱讀活

動、修繕校內

圖書館工

程、增繕校內

圖書館資源

及設備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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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饋與跟進 

本學年（二零一二至二零一三）學校在「發展校本課程，促進有效學習」、

「培養學生『學會學習』，提高學習效能」及「發揚關愛，律己愛人」等

重點發展項目都能取得了一定的成果。下學年將根據整體檢視及各科組檢

討後所歸納的改善要點，進一步優化各項計劃。 

• 本學年引入多項外間支援（包括「普教中支援計劃」、「英文閱讀支援

計劃」及「專業學校發展計劃」等），培訓有關教師掌握不同的教學策

略。下學年將由已接受培訓的教師帶領其他教師繼續發展，進一步優

化課堂教學。此外，學校仍會繼續善用校外資源，參與各項支援計劃，

以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 本學年除積極發展學生的共通能力外，還推動學生建立自學的能力。

下學年除繼續提升學生共通能力外，更重點發展學生的自學能力，以

提升其學習效能。 

• 本學年訓輔組推行多項活動，建立學生律己愛人的品德。下學年仍繼

續透過不同的活動，加強學生自律守規的精神及校園關愛共融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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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附件一 
保良局西區婦女福利會馮李佩瑤小學 

2012 至 2013 年度 
校外比賽學生獲獎紀錄表 

中文科 
 

比賽日期 舉辦團體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學生 

2012 年 11 月至 12 月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二人朗誦(粵語) 445 優良 
5C 葉安桁 
5C 文濼儀 

2012 年 11 月至 12 月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詩詞獨誦(粵語) 307 優良 6A 尹希文 

2012 年 11 月至 12 月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詩詞獨誦(粵語) 307 優良 6A 羅曉茵 

2012 年 11 月至 12 月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詩詞獨誦(粵語) 307 優良 6A 張芍媚 

2012 年 11 月至 12 月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詩詞獨誦(粵語) 307 優良 6A 劉佩詩 

2012 年 11 月至 12 月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詩詞獨誦(粵語) 308 優良 5B 湯念恩 

2012 年 11 月至 12 月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詩詞獨誦(粵語) 308 優良 5A 洪卓楠 

2012 年 11 月至 12 月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詩詞獨誦(粵語) 309 優良 4C 古深慧 

2012 年 11 月至 12 月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詩詞獨誦(粵語) 310 優良 3C 楊卓螢 

2012 年 11 月至 12 月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詩詞獨誦(粵語) 311 優良 2A 吳婷愉 

2012 年 11 月至 12 月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詩詞獨誦(粵語) 311 優良 2A 陳靜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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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年 11 月至 12 月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詩詞獨誦(粵語) 319 優良 6B 鄧瞬晞 

2012 年 11 月至 12 月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詩詞獨誦(粵語) 319 優良 6B 鄧浚鴻 

2012 年 11 月至 12 月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詩詞獨誦(粵語) 320 優良 5B 李顥朗 

2012 年 11 月至 12 月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詩詞獨誦(粵語) 321 優良 4B 黃冠齊 

2012 年 11 月至 12 月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詩詞獨誦(粵語) 321 亞軍 4A 徐維駿 

2012 年 11 月至 12 月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詩詞獨誦(粵語) 323 優良 2C 王思凱 

2012 年 11 月至 12 月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詩詞獨誦(粵語) 323 優良 2D 鍾冠熹 

2012 年 11 月至 12 月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詩詞獨誦(粵語) 419 優良 6A 潘紹邦 

2012 年 11 月至 12 月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散文獨誦(粵語) 423 優良 2B 黃仁諄 

2012 年 11 月至 12 月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詩詞獨誦(粵語) 308 良好 5A 羅安晴 

2012 年 11 月至 12 月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詩詞獨誦(粵語) 321 良好 4D 陳浚瑜 

2012 年 11 月至 12 月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詩詞獨誦(粵語) 321 良好 4C 湯睿生 

2012 年 11 月至 12 月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詩詞獨誦(粵語) 321 良好 4C 任子彥 

2012 年 11 月至 12 月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詩詞獨誦(粵語) 322 良好 3A 張膺然 

2012 年 11 月至 12 月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詩詞獨誦(粵語) 323 良好 2B 王灝楓 

2012 年 11 月至 12 月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散文獨誦(粵語) 407 良好 6C 黃珮詩 

2012 年 
香港教育工作者聯會 

香港中學語文教育研究會 正字大行動 最佳表現獎 

4A 趙愛迪 
5C 崔敏姿 
6B 陳冠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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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年 
香港教育工作者聯會 

香港中學語文教育研究會 正字大行動 積極參與獎 本校 

2013 年 3 月 27 日 
嘉智中學 
屯門婦女會 第二屆「屯門區小學創意故事續寫大賽」 優異獎 

6A 岑銥汶 
6B 藍  熹 
6B 劉曉華 

2013 年 3 月 27 日 
嘉智中學 
屯門婦女會 第二屆「屯門區小學創意故事續寫大賽」 推薦獎 

4B 孫人傑 
6A 曾衍悠 
6B 王偉杰 
6B 關澤霖 
6B 黃  慶 
6B 古啟瑨 
6B 吳祖儒 
6C 吳伊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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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科 
 

比賽日期 舉辦團體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學生 

表現優異 1B 湯芷欣 

表現優異 1B 蔡嘉蔚 

表現優異 4B 余蘊芮 10-11-2011 嗇色園可藝中學 第 17 屆屯門元朗區小學普通話朗誦比賽 

表現優異 
4B SELFI 

FANSISKA 

嘉許狀 1B 蔡斯澄 
1-12-2012 

屯門青年協會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 

鐘聲慈善社胡陳金枝中學 
2012-13 年度屯門及天水圍普通話朗誦比賽 

嘉許狀 1B 蔡嘉蔚 

12-12-2012 
第 64 屆香港學校朗誦節之詩詞集誦-普通話 

(小學一、二年級) 冠軍 普通話集誦隊 

21-11-2012 詩誦獨誦(普通話) 336 亞軍 4B 黃冠齊 

18-12-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1 季軍 2A 鄭芷凝 

21-11-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6 優良 4C 龔樂恒 

23-11-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7 優良 2A 周倬熙 

23-11-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7 優良 2A 梁煒勤 

27-11-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7 優良 1D 周朗希 

27-11-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散文獨誦(普通話) 437 優良 1C 温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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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1-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5 優良 5A 鍾家希 

27-11-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5  優良 5B 周學健 

28-11-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6 優良 3A 何詠斌 

28-11-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6  優良 3A 莊秋承 

28-11-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6 優良 4A 李昊賢 

30-11-2012 散文獨誦(普通話) 436 優良 4B 梁正廉 

1-12-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0 優良 3B 黃子桐 

1-12-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0 優良 3A 朱樂研 

1-12-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0 優良 3A 林津津 

3-12-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29  優良 5B 梁順明 

3-12-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29 優良 6A 盧紀樺 

4-12-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0 優良 4B 鄭雅庭 

4-12-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0 優良 4B 馮朗嘉 

4-12-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29  優良 5B 鄭沛妍 

4-12-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0 優良 4B 余蘊芮 

4-12-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1 優良 2B 巫愷晴 

4-12-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1 優良 2B 湯芷媛 

7-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5 優良 5C 李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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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1 優良 1A 黎靖嵐 

14-12-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1 優良 1B 池欣桐 

14-12-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1 優良 1B 蔡嘉蔚 

15-12-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7 優良 1B 伍俊逸 

15-12-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7 優良 1A 傅鈱僖 

15-12-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1 優良 1B 湯芷欣 

15-12-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1 優良 2A 陳靜楠 

17-12-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7 優良 2B 譚俊晞 

17-12-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7 優良 2C 王思哲 

17-12-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7 優良 2A 黎仕元 

27-11-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7 良好 1D 陳昊明 

27-11-2012 散文獨誦(普通話) 437 良好 1A 梁竣程 

4-12-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1 良好 2C 李聰慧 

4-12-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0 良好 3D 池星瑩 

17-12-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337 良好 2C 王思凱 

17-12-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337 良好 1D 吳弦毅 

18-12-2012 詩詞獨誦(普通話) 331 良好 2A 邱淑敏 

4-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詩詞獨誦(普通話) 329 良好 6A 羅曉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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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乙等獎 5B 鄭沛妍 

一級乙等獎 5B 孫詠嵐 

二級甲等獎 5B 鄧詠詩 

二級甲等獎 5A 趙梓峰 

二級甲等獎 5B 王思晴 

二級甲等獎 6B 黃曉琳 

二級乙等獎 4B 林慧禎 

二級乙等獎 4B 黃冠齊 

二級乙等獎 5A 梁慧妍 

二級乙等獎 5B 陳靖珩 

三級甲等獎 6B 温雅雯 

三級甲等獎 4A 蘇馨柔 

三級甲等獎 4B 鄭芷悠 

三級甲等獎 5B 彭巧兒 

三級乙等獎 4A 陳葦豪 

三級乙等獎 4A 蘇馨柔 

三級乙等獎 4B 林穎瑤 

2-3-2013 中華基督教會何福堂書院 

第四屆屯門小學普通話比賽 

之 

語音知識大比拼(高小組) 

三級乙等獎 6B 李津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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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比賽日期 舉辦團體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學生 

21-11-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57) 
優良獎 5A 湯璟希 

21-11-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57) 
優良獎 5A 王  彥 

21-11-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57) 
優良獎 5B 朱均灝 

21-11-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57) 
季軍 5B 李顥朗 

21-11-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59) 
良好獎 6A 徐昕 

21-11-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59) 
良好獎 6A 潘紹邦 

21-11-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59) 
良好獎 6A 賴憲宏 

21-11-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59) 
優良獎 6A 鄭柏昊 

28-11-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3) 
優良獎 3A 朱樂研 

28-11-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3) 
優良獎 3C 勞韻妍 

28-11-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3) 
優良獎 3C 黃欣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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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1-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57) 
良好獎 5B 黃  荻 

28-11-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57) 
優良獎 5C 張穎豪 

28-11-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57) 
良好獎 5C 李弘之 

28-11-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59) 
優良獎 6B 陳冠傑 

28-11-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59) 
優良獎 6B 古啟瑨 

28-11-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59) 
優良獎 6B 黎逸朗 

03-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6) 
優良獎 4A 楊凱晴 

03-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6) 
優良獎 4A 冼昫澄 

03-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6) 
優良獎 4B 余蘊芮 

03-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55) 
亞軍 4A 徐維駿 

03-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55) 
優良獎 4B 黃冠齊 

04-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1) 
優良獎 1A 盧昕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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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1) 
優良獎 1A 黄子悠 

04-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1) 
優良獎 1B 張懿晴 

04-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1) 
優良獎 2B 陳綽盈 

04-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1) 
優良獎 2B 羅永堯 

04-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1) 
優良獎 2B 雷岱瑚 

05-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0) 
優良獎 1D 謝寶璇 

05-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0) 
優良獎 1D 鍾樂兒 

05-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0) 
優良獎 2A 陳靜楠 

05-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0) 
優良獎 1B 池欣桐 

07-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6) 
優良獎 4B 鄭芷悠 

07-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6) 
優良獎 4C 古深慧 

10-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1) 
良好獎 2B 巫愷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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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1) 
良好獎 2C 蕭  晴 

10-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1) 
優良獎 2C 李聰慧 

10-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9) 
優良獎 5A 黃采怡 

10-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9) 
優良獎 5A 羅安晴 

10-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53) 
優良獎 3A 朱家謙 

10-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53) 
優良獎 3A 鍾柏謙 

10-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53) 
優良獎 3A 梁庭熹 

11-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32) 
良好獎 6A 尹希文 

11-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32) 
良好獎 6B 黃曉琳 

11-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32) 
良好獎 6B 劉曉華 

11-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55) 
季軍 4A 李昊賢 

11-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55) 
季軍 4A 黃家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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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52) 
優良獎 1B 文楚峯 

14-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52) 
優良獎 1C 呂凱謙 

14-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52) 
優良獎 1C 温星南 

14-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52) 
優良獎 2B 黃仁諄 

15-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2) 
亞軍 1B 李洛榣 

15-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9) 
優良獎 5A 趙心怡 

15-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9) 
優良獎 5A 何迪優 

17-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4) 
優良獎 3A 林津津 

17-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4) 
亞軍 3D 池星瑩 

18-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25) 
優良獎 3C 李巧珵 

19-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51) 
優良獎 2A 梁煒勤 

19-12-2012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六十四屆香港學校朗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Y51) 
優良獎 2C 王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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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3-2013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學校戲劇節 評判推介演出獎 

08-03-2013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4A 徐維駿 
4A 黃家宇 
4B 馮朗嘉 
5A 張善晴 
5A 趙心怡 
5B 伍樂怡 
5C 李弘之 
6A 鄭柏昊 
6A 鄭穎天 
6A 賴憲宏 
6B 游文茜 

6B 司徒明敏 

08-03-2013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演員獎 

4A 徐維駿 
4B 馮朗嘉 
5B 伍樂怡 
6A 鄭柏昊 
6A 賴憲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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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學科 
 

比賽日期 舉辦團體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學生 

DISTINCTION 6A 周希諾 

6A 鄭穎天 

6A 劉銘傑 
8/2012 Australian Mathematics Trust

Austral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2012 

(Upper Primary Division) CREDIT 

6A 劉佩詩 

冠軍(中級組) 5A 黃采怡 

殿軍(新秀組) 6A 何韋錡 

金獎(中級組) 6A 盧紀華 

金獎(四年級以上新秀組) 6A 張芍媚 

銀獎(高級組) 6B 張棨堯 

銀獎(四年級以上新秀組) 6A 鄭穎天 

銅獎(中級組) 5D 徐煒顥 

9/2012 思維騰飛創作室 2012 第七屆速算合 24 數學比賽 

銅獎(三年級以下新秀組) 3D 馮樂桐 

6A 鄭穎天 
一等獎 

5B 余皜銘 

 

1/1/2013 

 

 

香港數學奧林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數學奧林匹克邀請賽 2013 

(香港賽區) 
 二等獎 6A 劉佩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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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周希諾 二等獎 

 6A 劉銘杰 

6A 張芍媚 

4A 楊凱晴 

5A 黃采怡 

2C 梁思源 

 

 

 

1/1/2013 

 

 

 

 

 

 

香港數學奧林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數學奧林匹克邀請賽 2013 
(香港賽區) 

 
 
 

三等獎 

3D 馮樂桐 

6A 鄭穎天 
二等獎 

2C 梁思源 

三等獎 5B 余皜銘 
2013 香港數學奧林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數學奧林匹克邀請賽 2013 
(晉級賽) 

優秀獎 6A 劉銘杰 

2013 香港數學奧林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數學奧林匹克邀請賽 2013 

(總決賽) 優秀獎 2C 梁思源 

金獎 6A 鄭穎天 

6A 劉佩詩 

6A 周希諾 

6B 張棨堯 

 

 

3/3/2013 

 

 

 

 

香港數學奧林匹克協會 

 

 

 
 
 

港澳盃 HKMO OPEN 暨亞洲國際數學奧林匹克

公開賽初賽 
 
 

 

銀獎 

 

 5A 黃采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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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余皜銘 

2C 王思哲 

 

銀獎 

 2D 吳靖嵐 

6A 劉銘杰 

 

 

3/3/2013 

 

 

 

 

香港數學奧林匹克協會 

 

 

 
 
 

港澳盃 HKMO OPEN 暨亞洲國際數學奧林匹克

公開賽初賽 
 
 

銅獎 
6A 盧紀華 

5B 余皜銘 
3/3/2013 香港數學奧林匹克協會 

港澳盃 AIMO OPEN 暨亞洲國際數學奧林匹克公

開賽晉級賽 銅獎 
6A 盧紀華 

16/3/2013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第二十三屆新界西小學數學比賽 個人賽本校最高分 6A 鄭穎天 

6A 張芍媚 
4/2013 

中國教育學會數學教育研究

發展中心 華盃全國數學奧林匹克初賽 三等獎 
6A 劉銘杰 

1/5/2013 正統心算協會 2013 年香港心算暨數學精英盃邀請賽 二年級組三等獎 2D 鍾冠熹 

冠軍 6A 周希諾 

小二組  二等獎 2B 黎子廸 20/5/2013 思維騰飛創作室 2013 第一屆騰飛杯智力奧數比賽 

小一組  二等獎 1D 陳浩聲 

2013 多元智能教育與研究學會 2013 年多元智能盃 數學比賽小六組優異獎 6A 周希諾 

高級組季軍 5A 湯璟希 

高級組優異獎 5B 余皜銘 

 

2013 

 

 

香港珠心算專業教育協會 

 

 
2013 年第九屆 ISO 9001-2000 

香港校際盃珠心算比賽 
 中級組優異獎 2D 冼琨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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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組亞軍 2D 鍾冠熹 2013 

 

香港珠心算專業教育協會 

 

2013 年第九屆 ISO 9001-2000 
香港校際盃珠心算比賽 

初級組季軍 1C 朱浚翹 

1B 郭鎰瑜 

1B 湯芷欣 

2A 李佩臻 

2B 陳穎欣 

2C 梁思源 

2D 鍾鎮之 

2D 譚健輝 

3D 呂知行 

8/2012 香港教育學院 「數學 8 賽箱」數學學習平台 全校成績優異 

5A 黃采怡 

4A 趙愛廸 
13-31/5/13 PLANETii 數學世界 PLANETii 網上數學比賽 全級冠軍 

5A 鄧思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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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識科 
 

比賽日期 舉辦團體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學生 

2013 年 2 月 23 日 妙法寺劉金龍中學 
第五屆【金龍盃】屯門、元朗及荃灣

小學常識問答比賽 
優異獎 

6A 鄭穎天 
5A 黃采怡 
5A 潘作年 

2013 年 2 月 23 日 妙法寺劉金龍中學 
第五屆【金龍盃】屯門、元朗及荃灣

小學常識問答比賽 
個人表現優異獎 6A 鄭穎天 

2013 年 4 月 19 日 新會商會中學 
屯門區小學創意飛機製作大賽 

(飛行比賽) 
冠軍 

6B 張樹霖 
6B 張棨堯 

6B 司徒明敏 

2013 年 4 月 19 日 新會商會中學 
屯門區小學創意飛機製作大賽 

(設計比賽) 
冠軍 

5B 李顥朗 
5B 劉浩臻 

2013 年 4 月 19 日 新會商會中學 
屯門區小學創意飛機製作大賽 

(飛行比賽) 
季軍 

5B 李顥朗 
5B 劉浩臻 

2013 年 6 月 20 日 
香港科學館、香港教育城、

香港教育學院 
第十六屆「常識百搭」創新科學與環

境探究展覽 
嘉許獎 

6B 司徒明敏 
6B 鄒海培 
6B 張樹霖 
6B 張棨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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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 
 

比賽日期 舉辦團體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學生 

12/2012 保良局 2012「國際合作社年」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香港賽二等獎 2C 林幗慧 

12/2012 保良局 2012「國際合作社年」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香港賽三等獎 6A 潘紹邦 

12/2012 保良局 2012「國際合作社年」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香港賽三等獎 

5A 麥琛蕙 
5A 劉穎琳 
5A 李婉君 

30/4/2013 維記牛奶 
第十一屆「小手創造大紀錄」維記牛奶 

小手看世界全港小學生《世界名勝設計大賽》 高級組優異獎 5A 陳諾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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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科 
 

比賽日期 舉辦團體 比賽項目 組別 成績 獲獎學生 

2-3/2013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 65 屆香港學校音樂節 鋼琴(五級) 第三名(榮譽) 2C 張雅穎 

2-3/2013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第 65 屆香港學校音樂節 鋼琴(三級) 第二名(優良) 5B 李顥朗 

2C 張雅穎 

2C 杜凱程 

3B 鄺芍妍 

3B 黃子桐 

17/3/2013 元朗大會堂 2013 全港青少年鋼琴大賽 兒童組 銀獎 

4A 徐維駿 

銅獎 4B 鄭雅庭 

4B 梁皓壹 
銀獎 

4B 馮朗嘉 

銅獎 4C 古深慧 

4C 麥宏熙 
銀獎 

5A 湯璟希 

銀獎 5B 鄭沛妍 

5B 周學健 

17/3/2013 元朗大會堂 2013 全港青少年鋼琴大賽 中童組 

銅獎 
5E 戚本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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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獎 4B 陳卓欣 
2013 

中國音樂學院考級委員會

(廣東考區)香港考級分會 
廣州市音樂家協會 

元朗大會堂 

第七屆音樂演奏評分賽 鋼琴一小童 
銅獎 4B 鄭芷悠 

2013 

中國音樂學院考級委員會

(廣東考區)香港考級分會 
廣州市音樂家協會 

元朗大會堂 

第七屆音樂演奏評分賽 中童組 一等獎 5B 鄭沛妍 

2013 

香港中華文化藝術節 
香港藝術會 

香港中華文化藝術節 
香港藝術會 

國際音樂藝術大賽 
2012 年第七屆第五輪初賽 中童組 銀獎 5B 鄭沛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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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比賽日期 舉辦團體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學生 

2012 年 11 月 3 日至

2012 年 11 月 4 日 
康文署及元朗區體育會 
第三十七屆田徑運動大會 

女子兒童 F 組 60 米(破大會紀錄) 
女子兒童 F 組 100 米(破大會紀錄) 

冠軍 
冠軍 5C 文濼儀 

2012 年 11 月 10 日 
康文署及屯門區體育會 
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 

女子 F 組 60 米 
女子 F 組 100 米 

冠軍 
冠軍 5C 文濼儀 

2012 年 11 月 10 日 
康文署及屯門區體育會 
屯門區分齡田徑比賽 男子 F 組 60 米 季軍 5A 湯璟希 

女子乙組團體 冠軍 

5A 趙心怡、5A 劉穎琳 
5A 梁慧妍、5B 林盈怡 
5C 文濼儀、5E 李鋆蕎 

女子乙組 4 X 100 米 
接力賽 冠軍 

5A 趙心怡、5A 劉穎琳 
5A 梁慧妍、5B 林盈怡 
5C 文濼儀、5E 李鋆蕎 

女子乙組 60 米 亞軍 5A 趙心怡 

女子乙組 100 米 亞軍 5C 文濼儀 

女子甲組跳遠 季軍 6C 李綺雯 

女子甲組跳高 季軍 6B 司徒明敏 

男子乙組跳遠 季軍 5A 曾俊傑 

2012 年 11 月 16 日 保良局屬下小學第九屆聯校運動會

男子甲組推鉛球 亞軍 6C 衞鎧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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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子乙組 第五名 

5C 文濼儀、5A 趙心怡 
5A 梁慧妍、5E 李鋆蕎 
5B 林盈怡、5A 劉穎琳 

女子丙組 第八名 

4B 陳芍瑤、4B 柯慧橋 
4C 古深慧、4B 張梓渟 
4B 余蘊芮、3C 劉穎晴 

團

體

成

績

男子丙組 第八名 

4A 黃家宇、4B 梁皓壹 
4A 霍啟仁、4B 李諾泓 

4E 張啟俊 

男子甲組 60 米 優異獎 6C 阮成龍 

男子甲組 鉛球 亞軍 6C 衛鎧俊 

 男子乙組 200 米 優異獎 5A 湯璟希 

男子乙組 跳遠 季軍 5A 曾俊傑 

       男子乙組 跳高 季軍 5D 徐煒顥 

男子丙組 60 米 殿軍 4A 霍啟仁 

女子甲組 跳高 優異獎   6B 司徒明敏 

       女子甲組 鉛球 優異獎 6C 袁詩惠 

       女子乙組 60 米 優異獎 5A 趙心怡 

       女子乙組 100 米 亞軍 5C 文濼儀 

 
 
 
 
 
 
 
 
 
 
 
 

2012 年 11 月 22 日至

2012 年 11 月 23 日 
 
 
 
 
 
 
 
 
 
 

 
 
 
 
 
 
 
 
 
 
 
 

屯門區小學學界體育聯會 
屯門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個

人

成

績

女子乙組 200 米 優異獎 5A 梁慧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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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女子丙組 60 米 優異獎 3C 劉穎晴 

女子丙組 跳遠 優異獎 4B 余蘊芮 

      女子乙組  4X100 接力 亞軍 

5C 文濼儀、5A 趙心怡 
5A 梁慧妍、5E 李鋆蕎 
5B 林盈怡、5A 劉穎琳 

 
 
 

2012 年 11 月 22 日至

2012 年 11 月 23 日 
 
 
 

 
 
 

屯門區小學學界體育聯會 
屯門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接

力

成

績
      女子丙組  4X100 接力 優異獎 

4B 陳芍瑤、4B 柯慧橋 
4C 古深慧、4B 張梓渟 
4B 余蘊芮、3C 劉穎晴 

查查查 第二名 

牛仔舞 第二名 

倫巴舞 第二名 

二項(查查查、牛仔舞) 第二名 

二項(倫巴舞、查查查) 第二名 

三項(牛仔舞、查查查、倫巴舞) 第二名 

2012 年 11 月 25 日 全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五項(查、牛仔、倫巴、森巴、鬥牛) 第一名 

5C 趙紫茵 
6 D 羅崴鍵 

10 歲以下倫巴舞 季軍 

10 歲以下牛仔舞 亞軍 

10 歲以下雙項(查查、倫巴舞) 冠軍 

10 歲以下三項(查查、倫巴、牛仔) 冠軍 

10 歲以下雙項(查查、牛仔) 冠軍 

2012 年 11 月 11 日 環亞超級會長盃舞蹈公開賽 

10 歲以下查查 季軍 

5C 趙紫茵 
6 D 羅崴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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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年 11 月 25 日 全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華爾滋(獨舞) 第三名 5C 趙紫茵 

2012 年 11 月 25 日 全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查查查(獨舞) 第三名 2B 巫凱晴 

查查查 第一名 

倫巴舞 第一名 

查查查(獨舞) 第四名 
2012 年 11 月 25 日 全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倫巴舞(獨舞) 第四名 

2A 張詠詩 

查查查(獨舞) 第二名 

倫巴舞(獨舞) 第二名 2012 年 11 月 25 日 全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牛仔舞(獨舞) 優異獎 

4A 陳同欣 

倫巴舞(獨舞) 亞軍 

牛仔舞(獨舞) 季軍 

森巴舞(獨舞) 優異 
2012 年 11 月 25 日 全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查查查(獨舞) 優異 

5B 梁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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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年 10 月 2012 青少年壁球章別獎勵計劃    銀獎 5C 謝曉駿 

2012 年 10 月 2012 青少年壁球章別獎勵計劃    銀獎 5B 余皜鉻 

2012 年 10 月 

昋港壁球總會 

2012 青少年壁球章別獎勵計劃    銀獎 6B 李津萱 

女子青少年 H 組 4X50 米自由式接力  冠軍 
2012 年 9 月 19 日 屯門區分齡游泳比賽(康文署) 

女子 9-10 歲組 50 米背泳 季軍 

5A 梁慧妍 

2012 年 9 月 19 日 昋港游泳總會 2012 第三組長池游泳分齡賽自由泳  季軍 5A 梁慧妍 

2012 年 9 月 19 日 2012 龍城杯游泳邀請賽(九龍城) 男子 7 歲組 50 米蝶泳 季軍 2B 黎子迪 

2012 年 12 月 8,9 日 全港小學校際壁球比賽 2012-2013 女子甲組團體獎 殿軍 
6B 李津萱、6B 鄒穎塋 

6B 溫雅雯 

全場女子 總亞軍  

女子乙組 冠軍  

女子丙組 亞軍  

男子甲組 4X100 接力 亞軍 男子甲組 A 隊 

 

 

2012 年 11 月 29 日 

 

 

 
 
 

保良局四校 
第二屆聯校陸運會 

 

 男子乙組 4X100 接力 季軍 男子乙組 A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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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丙組 4X100 接力 亞軍 男子丙組 A 隊 

女子甲組 4X100 接力 季軍 女子甲組 A 隊 

女子乙組 4X100 接力 冠軍 女子乙組 A 隊 

女子丙組 4X100 接力 季軍 女子丙組 A 隊 

男子甲組 200 米 季軍 6D 蘇文強 

男子甲組 100 米 季軍 6C 阮成龍 

男子乙組 200 米 季軍 5D 徐煒顥 

男子乙組 100 米 季軍 5A 湯璟希 

男子丙組 60 米 冠軍 4A 霍啟仁 

女子甲組 200 米 冠軍        6A 張芍媚 

女子乙組 60 米 冠軍 5A 趙心怡 

女子乙組 60 米 季軍 5B 林盈怡 

女子乙組 100 米 亞軍 5C 文濼儀 

女子丙組 60 米 季軍 4B 柯慧橋 

女子丙組 60 米 亞軍 4B 張梓渟 

女子丙組 100 米 冠軍 4B 余蘊芮 

 

 

 

 

 

 

 

 

2012 年 11 月 29 日 

 

 

 

 

 

 

 

 

 

 

 

 

 

 

 

 
保良局四校 

第二屆聯校陸運會 

 

 

 

 

 

 

 

 

 
女子丁組 擲木球 冠軍 3C 郭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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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子小學乙組

亞軍 5A 靳宇佳 
2012 年 12 月 2 日 

屯門天主教中學 
禮悅劍會 第二屆全港中小學聯校劍擊邀請賽 

女子小學甲組

季軍 5A 靳宇佳 

2012 年 12 月 6 日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香港學生運動

員獎(小學組) 5C 文濼儀 

小學雙人單項 最佳服飾獎 

小學雙人單項 最佳化妝獎 

小學雙人單項 甲等獎 

小學雙人雙項 優等獎 

2012 年 12 月 15 日 
孔聖盃全港中小學 

標準舞及拉丁舞大賽 

標準舞及拉丁舞大賽 全場總冠軍 

5C 趙紫茵 
6D 羅崴鎼 

男子第九組接力 3x250 米 第一名 

男子第三組 500 米 第三名 2012 年 12 月 16 日 
香港滾軸運動總會 

速度滾軸溜冰公開賽 2012 

男子第六組 1500 米 第一名 

6A 周希諾 

2012 年 12 月 23 日 
康文署 

香港劍擊總會 
隊際外展劍擊（花劍）比賽 2012-2013

女子初級組 第八名 

4C 古深慧 
5A 靳宇佳 
5B 王思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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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年 12 月 26 日 
廣州市擊劍協會 

2012 年粵港澳擊劍公開賽 兒童乙組女子花劍團體賽 第五名 

5A 洪卓楠 
5A 靳宇佳 
5B 王思晴 

2012 年 12 月 26 日 
廣州市擊劍協會 

2012 年粵港澳擊劍公開賽 兒童乙組女子花劍個人賽 第四名 5A 靳宇佳 

花劍-男子體驗組 第五名 6B 陳桀森 
2013 年 1 月 27 日 

仁愛堂體育中心 
2013 仁愛堂劍擊比賽 

花劍-男子體驗組 第八名 6D 陳思諾 

2013 年 1 月 29 日 保良局-小學非撞式欖球邀請賽 高級組 亞軍 

5A 陳泳霖、5C 張穎豪 
5C 朱銳霖、5E 洪裕彤 
6B 張樹霖、6C 徐健洛 
6C 張嘉軒、6C 阮成龍 

6C 徐澤威 

2013 年 1 月 29 日 保良局-小學非撞式欖球邀請賽 初級組 季軍 

4A 陳葦豪、4A 霍啟仁 
4B 李諾泓、4B 廖家楹 
4B 吳嘉健、4C 鄧瞬晣 
4C 湯睿生、4C 蔡穎謙 
4D 陳頌謙、4E 李尚駿 

2013 年 2 月 21 日 第 49 屆學校體育舞蹈比賽 查查查 甲等獎 

2013 年 2 月 21 日 第 49 屆學校體育舞蹈比賽 牛仔舞 甲等獎 

2013 年 2 月 21 日 第 49 屆學校體育舞蹈比賽 華爾滋 甲等獎 

 6 D 羅崴鍵、5C 趙紫茵 



 
學校報告 (2012-2013)                                                                      P.45 

2013 年 2 月 21 日 第 49 屆學校體育舞蹈比賽 查查查 甲等獎 

2013 年 2 月 21 日 第 49 屆學校體育舞蹈比賽 牛仔舞 甲等獎 
6A 麥冠軒、5E 李鋆蕎 

2013 年 2 月 21 日 第 49 屆學校體育舞蹈比賽 查查查 甲等獎 6A 賴憲宏、4B 張梓渟 

2013 年 2 月 21 日 第 49 屆學校體育舞蹈比賽 牛仔舞 甲等獎 5B 孫嘉怡、5B 何韋嬅 

2013 年 2 月 21 日 第 49 屆學校體育舞蹈比賽 查查查 乙等獎 3A 林津津、3C 黃欣桐 

2013 年 2 月 21 日 第 49 屆學校體育舞蹈比賽 牛仔舞 乙等獎 5B 梁順明、4B 張梓渟 

2013 年 3 月 1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小學組隊制賽 銀獎  

2013 年 3 月 1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小學組香港學校體育舞蹈運動推廣 銅獎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查查查 二等獎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倫巴舞 亞軍 
2A 邱淑敏、2D 蕭卓妍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查查查 三等獎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倫巴舞 三等獎 
2B 陳綽盈、2B 巫愷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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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查查查 參與獎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倫巴舞 三等獎 

3A 朱樂研、3C 黎美君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查查查 參與獎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倫巴舞 參與獎 

3A 張婉冰、3C 林睿心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查查查 參與獎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倫巴舞 三等獎 

3D 黃稜智、3B 黃喜悅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查查查 亞軍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倫巴舞 冠軍 

2A 張詠詩、2D 吳靖嵐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查查查 季軍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倫巴舞 三等獎 

2D 張敬霖、2D 鄺慧琪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查查查 二等獎  3 A 林津津、3C 黃欣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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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倫巴舞 二等獎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牛仔舞 二等獎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森巴舞 二等獎 

3 A 林津津、3C 黃欣桐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查查查 二等獎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倫巴舞 參與獎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牛仔舞 三等獎 

5B 孫嘉怡、5B 湯念恩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查查查 參與獎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倫巴舞 三等獎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牛仔舞 參與獎 

4A 嚴樂兒、6A 阮小玲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查查查 二等獎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倫巴舞 三等獎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牛仔舞 參與獎 

5B 梁順明、5B 何韋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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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查查查 三等獎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倫巴舞 三等獎 

4A 陳同欣、4A 陳祉澄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查查查 參與獎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倫巴舞 參與獎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牛仔舞 參與獎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森巴舞 參與獎 

6A 連穎妍、6C 袁詩惠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查查查 二等獎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倫巴舞 二等獎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牛仔舞 季軍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森巴舞 二等獎 

6A  麥冠軒、5E 李鋆蕎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查查查 參與獎 6A 賴憲宏、4B 張梓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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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倫巴舞 三等獎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牛仔舞 三等獎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森巴舞 三等獎 

6A 賴憲宏、4B 張梓渟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查查查 參與獎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倫巴舞 二等獎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牛仔舞 三等獎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森巴舞 參與獎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華爾滋 三等獎 

2013 年 3 月 2 日 第 9 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鬥牛舞 三等獎 

6D 羅崴鍵、5C 趙紫茵 

2013 
泳協 7 周年游泳錦標賽 

(香港游泳協會主辦) 男子 7 歲組 50 米蛙泳 優異獎 2B 黎子迪 

2013 
泳協 7 周年游泳錦標賽 

(香港游泳協會主辦) 男子 7 歲組 50 米蛙泳 優異獎 2D 黎浩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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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 10 月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 
全港學界壁球錦標賽 
小學女子甲組團體 殿軍 

6B 李津萱、6B 鄒穎瑩 
6B 溫雅雯 

2013 年 5 月 15 日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小學分會
屯門區小學校際羽毛球比賽 

個人男子單打 季軍 6B 關澤霖 

2013 年 4 月 4 日 
仁愛堂體育中心 

2013 仁愛堂劍擊大賽 
花劍團體 

小學女子甲組 團體亞軍 
5A 洪卓楠、5B 王思晴 

5B 鄭沛妍 

2012 Mega Ice 花式溜冰比賽 EVENT 125 冠軍 4B 余蘊芮 

2012 Mega Ice 花式溜冰比賽 EVENT 43B 季軍 4B 余蘊芮 

2013 年 4 月 14 日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 
香港劍擊總會 

2012-2013 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 
新界 B 區女子乙組 團體亞軍 

5A 靳宇佳、5A 洪卓楠 
5B 王思晴、4C 古深慧 

2013 年 4 月 14 日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 
香港劍擊總會 

2012-2013 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 
新界 B 區女子乙組個人賽 季軍 5A 靳宇佳 

2013 年 4 月 7 日 香港胡跆拳道會 
2013 香港胡跆拳道套拳比賽 

兒童 T 組 冠軍 4B 陳芍瑤 

2013 年 4 月 7 日 香港胡跆拳道會 
2013 香港胡跆拳道套拳比賽 

兒童 W 組 亞軍 6A 尹希汶 

2013 年 4 月 21 日 香港游泳協會 2013 第一屆海賽男子丙組 第九名  2B 黎子迪 

2013 年 5 月 22 日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小學分會 團體成績 女子甲組 優異獎 優異獎 

6A 張芍媚、6A 盧紀樺、

6A 尹希文、6B 張婉筠、

6B 李津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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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 5 月 22 日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小學分會 團體成績 女子乙組 優異獎 優異獎 5A 梁慧妍、2B 巫愷晴 

2013 年 5 月 22 日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小學分會 團體成績 男子丙組 優異獎 優異獎 
4C 蔡穎謙、4C 麥宏熙 
2B 黎子迪、2D 黎浩澧 

2013 年 5 月 22 日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小學分會 女子甲組 50 米自由泳 優異獎 
6A 張芍媚 

(獲選為屯門區代表) 

2013 年 5 月 22 日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小學分會 女子甲組 100 米自由泳 季軍 6A 張芍媚 

2013 年 5 月 22 日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小學分會 女子甲組 50 米胸泳 優異獎 6A 尹希文 

2013 年 5 月 22 日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小學分會 女子甲組 100 米胸泳 殿軍 6A 尹希文 

2013 年 5 月 22 日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小學分會 女子甲組 50 米胸泳 季軍 
6B 李津萱 

(獲選為屯門區代表) 

2013 年 5 月 22 日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小學分會 女子甲組 100 米胸泳 優異獎 6B 李津萱 

2013 年 5 月 22 日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小學分會 女子乙組 50 米自由泳 亞軍 
5A 梁慧妍 

(獲選為屯門區代表) 

2013 年 5 月 22 日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小學分會        女子乙組 50 米背泳 季軍 5A 梁慧妍 

2013 年 5 月 22 日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小學分會        男子甲組 50 米蝶泳 優異獎 6B 張棨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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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 5 月 22 日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小學分會 女子甲組 4X50 米四式接力 季軍 

6A 張芍媚、6A 盧紀樺 
6A 尹希文、6B 張婉筠 

6B 李津萱 

2013 年 5 月 22 日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屯門區小學分會 男子丙組 4X50 米自由泳接力 殿軍 
4C 蔡穎謙、4C 麥宏熙 
2B 黎子迪、2D 黎浩澧 

2013 年 5 月 19 日 
全港標準舞及拉丁舞公開賽 

德峰舞蹈 查、倫巴、牛仔(三項) 冠軍 2A 張詠詩、2D 吳靖嵐 

2013 年 5 月 19 日 
全港標準舞及拉丁舞公開賽 

德峰舞蹈 查查查 冠軍 2A 張詠詩 

2013 年 5 月 19 日 
全港標準舞及拉丁舞公開賽 

德峰舞蹈 倫巴舞 冠軍 2A 張詠詩 

2013 年 5 月 19 日 
全港標準舞及拉丁舞公開賽 

德峰舞蹈 牛仔舞 冠軍 2A 張詠詩 

2013 年 5 月 19 日 
全港標準舞及拉丁舞公開賽 

德峰舞蹈 倫巴舞(獨舞) 優異 2A 吳婷瑜 

2013 年 5 月 19 日 
全港標準舞及拉丁舞公開賽 

德峰舞蹈 倫巴舞(雙人) 季軍 2A 吳婷瑜 

2013 年 5 月 19 日 
全港標準舞及拉丁舞公開賽 

德峰舞蹈 查查查 優異 2D 蕭卓妍 

2013 年 5 月 19 日 
全港標準舞及拉丁舞公開賽 

德峰舞蹈 倫巴舞 季軍 2D 蕭卓妍 

2013 年 5 月 19 日 
全港標準舞及拉丁舞公開賽 

德峰舞蹈 查查、牛仔(雙人) 冠軍 3A 林津津、3C 黃欣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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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 5 月 19 日 
全港標準舞及拉丁舞公開賽 

德峰舞蹈 查查、森巴(雙人) 冠軍 3A 林津津、3C 黃欣桐 

2013 年 5 月 19 日 
全港標準舞及拉丁舞公開賽 

德峰舞蹈 查查、倫巴(雙人) 冠軍 3A 林津津、3C 黃欣桐 

2013 年 5 月 19 日 
全港標準舞及拉丁舞公開賽 

德峰舞蹈 查查查 冠軍 3A 林津津、3C 黃欣桐 

2013 年 5 月 19 日 
全港標準舞及拉丁舞公開賽 

德峰舞蹈 倫巴舞 冠軍 3A 林津津、3C 黃欣桐 

2013 年 5 月 19 日 
全港標準舞及拉丁舞公開賽 

德峰舞蹈 森巴舞 冠軍 3A 林津津 3C 黃欣桐 

2013 年 5 月 19 日 
全港標準舞及拉丁舞公開賽 

德峰舞蹈 牛仔舞 冠軍 3A 林津津 3C 黃欣桐 

2013 年 5 月 19 日 
全港標準舞及拉丁舞公開賽 

德峰舞蹈 集體舞(高級組) 亞軍 

4D 梁雲霞、5B 梁順明 
5B 孫嘉怡、5B 何緯嬅 
6D 羅崴鍵、5C 趙紫茵 
6A 麥冠軒、4B 張梓渟 

2013 年 5 月 19 日 
全港標準舞及拉丁舞公開賽 

德峰舞蹈 集體舞(低級組) 季軍 

2A 邱淑敏、2A 張詠詩 
2B 陳綽盈、2D 蕭卓妍 
2D 張敬霖、2D 吳靖嵐 

2013 年 6 月 5 日 保良局屬下小學水運會 女甲 50 米自由泳 季軍 6A 張芍媚 

2013 年 6 月 5 日 保良局屬下小學水運會 女甲 100 米自由泳 殿軍 6A 張芍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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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 6 月 5 日 保良局屬下小學水運會 女甲 100 米蛙泳 殿軍 6A 尹希文 

2013 年 6 月 5 日 保良局屬下小學水運會 女甲團體獎 殿軍 

6A 張芍媚、6A 尹希文 
6A 盧紀樺、6B 張婉筠 

6B 李津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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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 
 

比賽日期 舉辦團體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學生 

低年級-季軍 2B 巫愷晴 

低年級-優異獎 2C 陳沛珩 

低年級-優異獎 2C 李聰慧 

低年級-入圍獎 3D 許塏炘 

高年級-季軍 5A 王  彥 

11/2012 
屯門區議會地區設施管理委員會、

救世軍屯門東青少年綜合服務合辦

閱讀及創作計劃 2012 
「 讀書有品 書籤設計比賽」 

高年級-入圍獎 5C 伍柏熹 

4A 趙愛迪 

4B 黃冠齊 

4C 湯睿生 

4D 龔梓晴 

5A 王  彥 

5A 梁浩華 

5B 孫嘉怡 

5B 劉立行 

5C 趙紫茵 

6A 方源森 

6B 張棨堯 

6B 司徒明敏 

4/2013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第十六屆可藝親子閱讀獎 親子閱讀獎獎座 

6D 莊浩軒 
 



 
學校報告 (2012-2013)                                                                      P.56 

科技 
 

比賽日期 舉辦團體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學生 

一等獎 6B 李詠琪、6A 李文軒、5B 黃荻木欣 

最佳設計獎 6B 李詠琪、6A 李文軒、5B 黃荻木欣 

二等獎 6B 古啟瑨、5B 鄭志雄、6B 梁誌軒 

2012 年再生能源應用設計暨競技大賽 
-太陽能組 

環保設計獎 6B 古啟瑨、5B 鄭志雄、6B 梁誌軒 

11-2012 香港科技園 

2012 年再生能源應用設計暨競技大賽 
-電容組 二等獎 

6A 周希諾、6A 盧紀樺、5A 羅安晴 
6B 梁誌軒、6B 古啟瑨 

二等獎 5B 黃荻木欣、6A 周希諾、5B 鄭志雄 

12-2012 創意科技教育協會 
2012 年第七屆創協盃 
-創意科技機械人大賽 

三等獎 

6B 古啟瑨、4B 梁皓壹、4C 任子彥 
4A 陳俊僖、6B 李詠琪、5A 霍穎璇 
4A 劉啟然、6B 梁誌軒、4A 陳俊僖 
4A 徐維駿、6A 劉銘杰、6A 盧紀樺 
6A 李文軒、5A 羅安晴、5A 杜家煒 
4B 鄭芷悠、4A 陳同欣、4A 蔡杰燊 

2013 年青少年機械人世界盃 
香港區公開選拔賽 

-拯救初級 A 組 
冠軍 

6A 劉銘杰、6A 周希諾、6A 李文軒 
6B 梁誌軒、5A 杜家煒、5B 鄭志雄 

5B 黃荻木欣、4A 徐維駿 

1-6-2013 Robo Cup 2013 年青少年機械人世界盃 
香港區公開選拔賽 

-拯救初級 B 組 
冠軍 

5A 羅安晴、6A 盧紀樺、4A 陳同欣 
5A 霍穎璇、6B 古啟瑨、4A 劉啟然 
4A 陳俊僖、4B 鄭芷悠、4B 梁皓壹 
4C 任子彥、5A 陳諾熙、4A 蔡杰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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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比賽日期 舉辦團體 比賽項目 成績 獲獎學生 

亞軍 1B 郭鎰瑜 
「減廢重用‧回收再造」環保標語創作比賽

低級組 
優異 

1B 徐逸然 
3A 吳欣亭 
3D 何采霖 

亞軍 4A 陳同欣 

12-12-2012 

香港青年協會賽馬會建生青年空間

及屯門區議會環境、衛生及地區發展

委員會轄下屯門環境保護工作小組

合辦 「減廢重用‧回收再造」環保標語創作比賽

高級組 
優異 

4C 麥宏熙 
4A 吳詩尉 

15-12-2012 保良局 全港小學校際辯論比賽(初賽) 最佳辯論員 6A 賴憲宏 

02-03-2013 保良局 全港小學校際辯論比賽(複賽) 最佳辯論員 5B 鄭志雄 

13-04-2013 保良局 全港小學校際辯論比賽(十六強賽) 最佳辯論員 6A 趙文浩 

29-04-2013 保良局 全港小學校際辯論比賽(八強賽) 最佳辯論員 6B 司徒明敏 

19-03-2013 傑出青年協會 明日領袖 明日領袖獎 6A 方源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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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良局西區婦女福利會馮李佩瑤小學 
二零一二/一三學年「學校發展津貼」報告 

諮詢教師的方法︰校務會議 

開辦班級數目（不包括「小學加強輔導教學計劃」）︰26 

項目 關注重點 策略 / 工作 預期成效 時間表 所需資源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成效及檢討 
課 程 發

展  / 為

教 師 創

造空間 

減輕教師工

作量，使他們

更能專注發

展有效的學

與教策略。

聘用文書助理

一名及教學助

理兩名 

減輕教師在處

理行政及製作

教材的工作量 

由二零一二年

九月起至二零

一三年八月，為

期一學年 

文書助理一名

年薪連強積金

合共︰ 
(8300 x 1.05 x 
12) 
=$104,580 
行政暨教學助

理一名 
( $9500 x1.05 x 
12) 
=$119,700.00 
教學助理一名 
( $8700 x1.05 x 
12) 
=$109,620.00 
合共 
= $333,900.00 
 
 
 

教師認同文書助

理及教學助理之

工作能減輕他們

的非教學工作 

文 書 助 理

及 教 學 助

理 之 工 作

表現 
 
教師意見 
 

陳 玉 英 副

校長 
本年度的文書助理及教

學助理之工作能減輕老

師的非教學工作。建議

下年度繼續聘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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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關注重點 策略 / 工作 預期成效 時間表 所需資源 成功準則 評估方法 負責人 成效及檢討 

活 動  / 
為 教 師

創 造 空

間 

減輕教師工

作量，使他們

更能專注發

展有效的學

與教策略。

聘用活動助理

一名 
減輕教師在處

理行政及帶領

學生出外活動

的工作量 

由二零一二年

九月起至二零

一三年八月，為

期一學年 

活動助理一名

年薪連強積金

合共︰ 
(8000 x 1.05 x 
12) 
=$100,800.00 
 
 

教師認同活動助

理能減輕他們的

非教學工作 

活 動 助 理

之 工 作 表

現 
 
教師意見 
 
 

張 綺 嫺 主

任 
本年度活動助理不但能

減輕教師在處理行政及

帶領學生出外活動的工

作量，更令學校的活動

發展更加多元化，成績

大有進步。建議下年度

續聘。 

照顧學

生不同

學習需

要 
 

建立健康校

園 
聘用 1 名合約

校護，以照顧學

生日常意外受

傷及健康問

題，並協助老師

建立健康校園。 

提高學生的健

康意識及更全

面照顧學生身

心健康。 

由二零一二年

九月起至二零

一三年八月，為

期一學年 

該段期間合約

校護薪酬連強

積金合共︰ 
(8500 x 1.05 x 
12) 
=$107,100.00 
 

學生對身心健康

得到更佳的照

顧，並更注重自

己的健康情況。

 
 
 
 

教師意見 
校護之工

作表現 
 

陳 粉 琴 主

任、張綺嫺

主任 
 

校護能照顧學生日常意

外受傷及健康問題，並

能適時跟進學生，減輕

家長的憂慮，成功建立

學校成關愛及健康的形

象。可是因校護於暑假

期間並沒有學生照顧，

且學校於此方面已建立

良好政策及程序，其工

作會安排校務處員工擔

任。 
    總計： $ 54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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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二/一三學年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校本津貼 - 活動報告表 

學校名稱 : 保良局西區婦女福利會馮李佩瑤小學 

計劃統籌人姓名 : 梁家釒泉                                                                                                                                                                                                                                      聯絡電話 :  2411-2208 

A. 本計劃受惠學生人數(人頭)共 176 名(包括 A. 領取綜援人數：  37  名，B.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人數：  83  及，C. 學校使用 10%酌情權的清貧學生人數：56 名) 

B. 計劃的各項活動資料 

參加合資格學生人數# 
*活動名稱/類別 

A B C 

平均出

席率

活動舉辦時期 

/日期 

實際開支 

($) 

評估方法 

(例如:測驗, 問卷等) 

合辦機構/ 

服務供應機構名稱

(如適用) 

備註(例如:學生的學習及情意

成果) 

文化藝術--趣藝班 

(模型、手工藝、紙黏土、卡通漫畫) 

23 38 23 85% 5/10/12-31/5/13

(逢星期五) 

24,480 問卷 

導師觀察及參加者意見

立昇補習中心 學生能學習到當中的技巧，並

能制作出不同作品。 

文化藝術--多元興趣班 

(趣味英語) 

0 9 1 85% 28/1/13-27/5/13

(逢星期一) 

9,600 導師觀察及參加者意見 立昇補習中心 學生能在活動後學習到新的遊

戲詞彙及在遊戲中應用。 

體育活動--龍藝隊 

 

1 3 14 87% 16/10/12-28/5/13

(逢星期二) 

15,070.5 問卷 

導師觀察及參加者意見

洪樂文國術龍獅團 學生學習到龍藝及與人合作的

技巧。學生亦於兩次的表演中

得到嘉賓的讚賞。 

戶外活動--試後活動 

(日營、war-game、田園體驗) 

 

13 33 18 83% 28/6/13 

4/7/13 

9/7/13 

19,000 問卷 

導師觀察及參加者意見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

年會屯門會所 

三項活動均達到預期目的，學

生及家長均對活動表示滿意。 

活動項目總數：____4______    
      

@學生人次 37 83 56 

**總學生人次 176 

 
總開支 68,150.5 

備註:*活動名稱/類別如下：功課輔導、學習技巧訓練、語文訓練、參觀/戶外活動、文化藝術、體育活動、自信心訓練、義工服務、歷奇活動、領袖訓練及社交/溝通技巧訓練 
@學生人次：上列參加各項活動的受惠學生人數的總和 
**總學生人次：指 (A) + (B) + (C) 的總和 
# 合資格學生: 指領取綜援/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及學校使用 10%酌情權的清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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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計劃成效  
整體來說你認為活動對受惠的合資格學生有何得益 ? 

改善 
請在最合適的方格填上「 」號  

明顯 適中 輕微 

沒有

改變 
下降 

不適

用 

學習成效   
a) 學生的學習動機        
b) 學生的學習技巧        
c) 學生的學業成績        
d) 學生於課堂外的學習經歷        
e) 你對學生學習成效的整體觀感       
個人及社交發展   
f)  學生的自尊        
g) 學生的自我照顧能力        
h) 學生的社交技巧        
i) 學生的人際技巧        
j) 學生與他人合作        
k) 學生對求學的態度        
l) 學生的人生觀        
m)  你對學生個人及社交發展的  

整體觀感  
      

社區參與   
n) 學生參與課外及義工活動        
o) 學生的歸屬感        
p) 學生對社區的了解        
q) 你對學生參與社區活動的整  

體觀感  
      

 
D. 對推行活動計劃的意見  

在推行計劃時遇到的問題 /困難  (可在方格上 超過一項 ) 

 未能識別合資格學生 (即領取綜援及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的學生 )；  
 難以甄選 10%的酌情名額；  
  合資格學生不願意參加計劃；  
 伙伴 /提供服務機構提供的服務質素未如理想；  
 導師經驗不足，學生管理技巧未如理想；  
 活動的行政工作明顯地增加了教師的工作量；  
 對執行教育局對處理撥款方面的要求感到複雜；  
 對提交報告的要求感到繁複、費時；  
 其他 (請說明 )︰   

 
E. 學生及家長有否對計劃提供意見？他們是否滿意計劃的服務？  

(可選擇填／不填寫 ) 
大部份家長及學生均滿意計劃的服務。惟學校位置偏遠，學

生活動後回家時間較晚，部份家長因此而不參加或參加後退

出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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