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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述學生的學業表現  

  學生普遍在中文科的閱讀理解、寫作(句式、重組句子、改寫句子、擴

張、短文寫作)及標點運用方面表現較弱。學生在英文科的文法、寫

作、串字、不供詞填充部份及閱讀理解部份表現較弱。數學科在審題

(忽略關鍵字)、度量、圖形、單位運用、理解數學用詞及文字應用題部

份的表現較弱。學生在常識科常寫錯字、在時事及常識題、生活情境題

及簡答題的表現較弱。而在默寫、聆聽及說話、基本運算的表現較佳。 

 

  全港性系統評估成績  

  由於疫情關係，考評局取消 2020年度三年級全港性系統評估考試。 
  

  學業增值表現  

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主席與科任老師於上、下學期的期

中試及期考進行試後檢討會議，分享各班學生成績、各級試卷

表現，以了解學生的學業增值表現情況，並提出提升學生成績

的建議，期望學生能提升學業成績。另外，課程主任亦與中

文、英文、數學及常識科主席商討每年的重點跟進項目。  

 

  簡述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  

   本校學生在學業以外的表現十分積極。學生樂於在校內擔任不

同的職務以服務人群，例如：當班長、風紀、禮貌大使、關愛

大使、圖書館服務生、閱讀大使等。他們亦踴躍參與校外活動

及服務，例如：各類型活動及比賽、社區服務活動等。學生積

極參與不同種類的活動，以爭取在學業以外的學習機會。 (有

關成績，詳見校內外比賽成績紀錄表 )  

 

 1. 卓越學生獎勵計劃 

  校方為鼓勵學生全人發展，嘉許有卓越表現的學生，設立了卓越學生獎

勵計劃，計劃共分四部分：勤學增值計劃、品德表現獎勵計劃、校內外

獲獎計劃及領袖訓練獎勵計劃。 

 

分別由班主任、科任老師、帶隊比賽老師或有關負責老師按學生在學

習、品德、校內外獲獎及領袖訓練四方面的表現，給予學生獎勵積點。

輔導組及訓育組按他們所得的積點給予小禮物作獎勵。 

 

 2. 服務生表現  

  -  班長及風紀服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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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每班設有班長，以協助老師處理班務。為提高班長的工作

態度及效率，訓導組會舉行班長會議，對各班長進行教導及提

示。另外於每學年四月會進行模範班長選舉，以選舉形式表揚

服務態度良好的班長。  

本校設有四隊風紀服務生，在非課堂時段協助老師維持學生秩

序，減少違規事件及意外發生。訓導組會定期舉行風紀服務生

會議，對各班風紀服務生進行提示。另外於每學年均會進行風

紀服務生訓練日，以提升風紀服務生的處事能力，。  

 

  -  班長及風紀模範生選舉結果  

  於六月二十九日舉行模範班長選舉，結果如下： 

十位模範班長為： 

1B任晉霆  1C楊焯傑   1D黃鎰熙   2B黃心穎    3A陳泳詩 

3C林    玥  3D劉學韻   4A任晉廷   4C霍嘉熙    5A李沛嘉  6A陳熙晴 

 

十三位獲選優秀班長為： 

1A江若曦  1E李嘉儀  1E梁思祁  2A李朗軒  2C黃樂心 

2D馬熙妍  3B陳子晴  4B鍾善童  4D楊曉恩  5B陳永烙 

5C黎悅寧  5D盧樂如  6B陳偉賢  6C徐天穎   6D呂曉瀅 

原定於二零二一年五月舉行之模範風紀選舉因停課關係而取消。  

 

  -  禮貌大使  

  本學年學校推行禮貌大使計劃。從各班中選出禮貌大使，鼓勵

各禮貌大使能更有禮貌地提供服務。  

 

  -  圖書館服務生  

  於九月訓練了三十三名四至六年級的同學擔任圖書館服務生或

見習圖書館服務生，他們分別在第二小息當值，主要負責借還

圖書、整理書架及管理秩序。服務生大部分均都熱心服務，十

分稱職，本年的服務生再沒有一身多職或要進行其他訓練，他

們大多時間均能當值。  

 

  -  閱讀推廣大使  

  本年「閱讀推廣大使」的公民小組，高年級學生於下學期進行

培訓。 (因受疫情影響未能給低年級學生講故事及於禮堂作閱

讀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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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項閱讀計劃之學生表現  

  ( 1 )  校本閱讀獎勵計劃「悅讀智叻星」  

⚫ 本年度「悅讀智叻星」圖書獎勵計劃參與率達 100%。因疫情關係，

學生在家有完成閱讀獎勵計劃，故獲獎人數有明顯提升，獲金獎有

33人、銀獎有 13人及銅獎有 124人，總獲獎人數共 170人。 

⚫ 上學期因疫情關係並未有開放圖書館，故改為鼓勵學生閱讀 eClass

內的電子圖書館。本學年全校電子圖書閱讀量達 2593 本，點擊總數

合共有 13014次，而書評總數高達八十次。 

⚫ 因疫情關係，不時會停止面授課，因此，自下學期三月復課後才正

式開放圖書館，因此各級學生於中央圖書館的借書量較去年顯著下

降，平均個人閱書量由去年的 5.4本下跌至 0.7本。 

⚫ 本年三月至五月的全校總借書量達 373 本，較去年全年的 2715 本下

降約 86.3%。各級平均班別閱書量減至約 14.9 本，較去年 118 本下

降約 87.4%。本學年各級個人最高閱書量有 11本。 

⚫ 本學年下學期因疫情關係，需限制每天進入圖書館的人次，因此每

天進入圖書館的人次比去年明顯減少。 

 

  ( 2 )  全校齊閱讀計劃  

⚫  今年的早讀繼續有電子閱讀的環節，本來計劃各班每星期有

兩天進入電腦室或自學室進行電子閱讀。但由於疫情關係，

全年未可進行計劃，亦未可進行相關的教師問卷。  

 

  ( 3 )世界閱讀日  

⚫ 本年度因疫情關係，把世界閱讀日活動分開兩天舉辦。活動為閱讀

講座、完成工作紙及介紹好書環節。 

⚫ 根據世界閱讀日教師問卷（派發問卷 43 份，收回 34 份，收回率達 

79%）結果顯示，約 91.2%的教師同意世界閱讀日的活動安排適當，

以及認同活動能提升學生的閱讀風氣。整體而言，約 88.24%的教師

對這次世界閱讀日感到滿意 

⚫ 此外，本校亦如常舉行不同的閱讀活動，如：封面設計比賽(全校)及

影片拍攝比賽等，內容十分豐富。從觀察所得，學生們踴躍參加各

項閱讀活動，這能成功提昇同學的閱讀興趣和營造校園的閱讀文化

及氣氛。 

 

  ( 4 )  家長義工伴讀計劃  

⚫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本年度未能舉行故事爸媽伴讀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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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服務大使及關愛大使  

( 1 )   社區服務大使  

  本校致力推動學生參與義務工作，讓學生體驗服務學習精神，以及了解

社會上不同人士的需要，從小培育成為關心別人、關愛社會的良好公

民。因疫情關係，今學年改為網上教學短片形式教援，計劃共設計六條

教學短片及工作紙，讓學生先在家中觀看影片，再完成工作紙，從而鞏

固學習內容。 

 

  ( 2 )  關愛活動計劃  

  本校為培養學生主動關心別人及守望相助的精神，鼓勵學生對人和藹、

友善，時刻保持心情愉快，並懂得主動去關心別人；樂意與家人及朋友

分享，因此本校設計關愛大使選舉會每月於各班選出一名學生；下學期

亦舉辦了共融活動，目的是讓學生分享關愛他人的喜悅，以鼓勵學生將

關愛他人養成自身修養。 

 

 3. 情意及社交問卷表現評估數據 

  於六月底進行情意及社交問卷，本年度為小四全級學生進行「對學校的

態度」範疇的調查。調查結果請參閱附件。 

 

在「對學校的態度」的範疇中，「成就感」及「社群關係」的平均數較

全港水平為高，分別是 2.93 及 2.91，分別高於全港水平 0.15 及 0.03

分。另外，「負面情感」平均數 1.65，較全港水平低 0.03，即本校學生

負面情感較全港其他學校的為少。其他範疇的平均數亦與全港水平相

約，相差 0.03至 0.25不等。 

 

縱然近年受疫情影響，學生較常在家中進行網上學習，但本校不同科組

不時改變及調節活動及教學模式，為了學生更能適應學習新常態。本年

度輔導活動包括班級經營、生活教育課及輔導短片等提供不同的機會予

學生參與及學習，讓他們在「成就感」及「社群關係」的分數有提升。

此外，學校積極推行不同的課外活動，包括運動訓練、音樂藝術培育及

STEM 計劃，學生在以上範疇有卓越成績，故有效提升「成就感」的分

數。 

 

鑑於疫情影響下，學校只能有限度推行課外活動，學生的校園生活經驗

及探索機會較往年大幅度減少，故此影響「經歷」及「機會」的平均

數，分別是 2.77 及 3.08，同時較全港水平低分別 0.05 及 0.12。綜合以

上原因，「整體滿足感」分數為 2.70，較全港水平較低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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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學校表現評量數據  

  -  參與全港性校際比賽的學生百分比  

  ⚫  一至三年級參與全港性校際比賽的學生百分比為 8 %。  

⚫  四至六年級參與全港性校際比賽的學生百分比為 1 1 . 2 %。  

 

  -參與制服團體和社區服務活動的學生百分比  

  ⚫  由於疫情影響，未能推行有關實體活動  
 
 

  -  學生出席率  

  ⚫  2 0 2 0 - 2 0 2 1 年度，由 1 / 9 / 2 0 2 0 至 2 2 / 6 / 2 0 2 1，各級學生出

席率如下：  

小一：9 9 . 1 %     小二：9 6 . 2 %     小三：9 9 . 1 %  

小四：9 9 . 2 %     小五：9 9 . 1 %     小六：9 9 . 1 %  

⚫  全校整體出席率有 9 8 . 7 %，除了二年級，各級出席率均超過

9 9 %。  

⚫  整體出席率比去年下降 0 . 2 %，當中以二年級的出度率下降

幅度最大，下降 2 . 8 %。  
 
 

  -  處於可接受體重範圍的學生百分比  

  ⚫  2 0 2 0 - 2 0 2 1 年度，截至七月份，本校統計學生可接受體重範

圍的學生百比如下：  

全校學生：5 3 0 人  

身體質量指數適中人數及百分比： 4 2 6 人（8 0 . 3 %）  

身體質量指數過重人數及百分比： 6 6 人（1 2 . 5 %）  

身體質量指數過輕人數及百分比： 3 8 人（7 . 2 %）  
 
 

 5. 學生參與活動表現及比賽成績 (校內及校外 )  

  本校全面發展學生多元智能，但由於疫情影響，因此影響部分活動推

行，如校運會、學校旅行等。但 2020-21 年度學校因應教育局活動要

求全年舉辦大小活動有數十項，供全校學生參加，藉以擴闊學生視

野。此外，學校聯同校外專業導師、社工等於暑期活動舉辦了多項

校隊訓練隊伍、課餘興趣班、課外活動小組等，活動種類多元化，

讓學生善用餘暇，更能發展學生多元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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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1 年度體育組為花式跳繩、羽毛球隊、拉丁舞、手鈴、敲擊

樂、中國舞、武術及柔道聘請專業教練，重點訓練具潛質的學生，

提高本校體育運動素質；音樂方面，本校銀樂步操隊、手鈴隊及新

成立之敲擊樂由專業導師到校任教，學生除得到音樂知識及技巧

外，更藉校內外表演，增加個人自信心及成就感。至於本校過往為

推廣藝術培訓，安排全校學生一同參與綜合表演，但因疫情影響表

演須暫停一年。 

整體而言，學生積極參與多元化活動，包括各類參觀、學科活動、

境外學術交流、社區服務等。學生投入學校生活，積極參與校內、

校外比賽、活動和服務，包括學術、朗誦、體育、音樂及視藝等不

同類型的校外活動及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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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度校外獲獎名單 

活動/比賽名稱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及班別 

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0 

（華南賽區）晉級賽 

（2019-2020獎項） 

小二級 三等獎 

（2019-2020班別）2B 朱耀星 

（2019-2020班別）2B 黃愷晉 

（2019-2020班別）2C 曾子謙 

小四級 二等獎 （2019-2020班別）4B 吳潁南 

小五級 三等獎 （2019-2020班別）5B 羅正勤 

小六級 特等獎 （2019-2020班別）6A 黃卓穎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總決賽 2020 

（2019-2020獎項） 

小二級 

二等獎 （2019-2020班別）2B 朱耀星 

三等獎 （2019-2020班別）2A 葉思澄 

優異獎 （2019-2020班別）2B 黃愷晉 

小三級 二等獎 （2019-2020班別）3C 張倬綱 

小六級 一等獎 （2019-2020班別）6A 黃卓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20全國總決賽 

（2019-2020獎項） 

小二級 二等獎 （2019-2020班別）2B 朱耀星 

小四級 二等獎 （2019-2020班別）4B 吳潁南 

小六級 一等獎 （2019-2020班別）6A 黃卓穎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020(香港賽區) 

（2019-2020獎項） 

小二級 銅獎 

（2019-2020班別）2A 吳晉熙  

（2019-2020班別）2B 朱耀星 

（2019-2020班別）2B 黃愷晉 

小三級 

銀獎 

（2019-2020班別）3A 任晉廷  

（2019-2020班別）3B 洪致謙 

（2019-2020班別）3C 張倬綱 

銅獎 
（2019-2020班別）3C 楊頌稀  

（2019-2020班別）3D 李卓穎 

小五級 
銀獎 

（2019-2020班別）5B 陳偉賢  

（2019-2020班別）5C 張育驣 

金獎 （2019-2020班別）5C 袁樂軒 

小六級 

金獎 （2019-2020班別）6A 黃卓穎 

銅獎 
（2019-2020班別）6A 張皓喬  

（2019-2020班別）6A 陳韋宇天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 

2020（香港賽區） 

（2019-2020獎項） 

小二級 
優異獎 

（2019-2020班別）2A 吳晉熙  

（2019-2020班別）2B 黃愷晉 

銅獎 （2019-2020班別）2B 朱耀星 

小三級 
銀獎 （2019-2020班別）3A 任晉廷 

銅獎 （2019-2020班別）3C 張倬綱 

小五級 銀獎 （2019-2020班別）5C 袁樂軒 

小六級 金獎 （2019-2020班別）6A 黃卓穎 

小數學滿貫盃 

(2019-2020)決賽 
小五級 銅獎 （2019-2020班別）5C 袁樂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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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度校外獲獎名單 

活動/比賽名稱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及班別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

選賽 2021（香港賽區） 

小三級 

二等獎 3D 葉思澄 

三等獎 
3A 曾子謙 3B 黃愷晉 

3D 吳晉熙 

小四級 
一等獎 4A 任晉廷 

二等獎 4A 李駿鴻 4B 張倬綱 

小五級 三等獎 5A 馬浚亨 5B 柯鈞彥 

小六級 
二等獎 

6B 劉欣霖 6B 羅正勤 

 6C 袁樂軒 

三等獎  6B 陳偉賢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21(香港賽區)初

賽 

小一級 合格 1C 巢廣堯 

小三級 合格 3A 曾子謙 3B 黃愷晉 

小四級 合格 
4A 李駿鴻 4A 任晉廷 

4B 張倬綱 4C 楊頌稀 

小五級 合格 

5A 梁毅臻 5A 馬浚亨 

5A 黃珏玥 5B 柯鈞彥 

5C 何昱誠 5D 吳潁南 

小六級 合格 

6A 朱婉婷 6B 陳偉賢 

6B 劉欣霖 6B 羅正勤 

6C 楊芷蕎 6C 袁樂軒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選

拔賽 2021（大灣賽區） 

小三級 三等獎 3B 黃愷晉 3D 葉思澄 

小四級 
一等獎 4A 任晉廷 

三等獎 4B 張倬綱 

小六級 三等獎 6C 袁樂軒 

2021港澳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港澳盃 HKMO 

Open》暨 2021亞洲國際

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

《AIMO Open》 

小一級 合格 1C 巢廣堯 

小三級 合格 
3A 曾子謙 3B 黃愷晉 

3D 葉思澄 3D 吳晉熙 

小四級 合格 
4A 李駿鴻 4A 任晉廷 

4B 張倬綱 4C 楊頌稀 

小五級 合格 
5A 黃珏玥 5B 柯鈞彥 

5C 何昱誠 

小六級 合格 
6B 劉欣霖 6B 羅正勤 

6B 陳偉賢 6C 袁樂軒 

MathConceptition數學•思

維大激鬥 2021 

小四級 

銀獎 4A 任晉廷 4C 楊頌稀 

銅獎 4B 張倬綱 

團體優異獎 
4A 任晉廷 4C 楊頌稀 

4B 張倬綱 

小五級 銅獎 5A 梁毅臻 

小六級 

銀獎 6C 袁樂軒 

銅獎 6B 劉欣霖 6B 羅正勤 

團體優異獎 
6B 劉欣霖 6B 羅正勤 

6C 袁樂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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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度校外獲獎名單   

活動/比賽名稱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及班別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

總決賽 2021 
小三級 優異獎 3B 黃愷晉 

第七十二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獨誦 優良獎 1C楊皓舜 

粵語獨誦 第三名 3D張銘晞 

粵語獨誦 優良獎 2B李沛賢 

普通話獨誦 第一名 4B李卓穎 

普通話獨誦 優良獎 6B李沛恩 

普通話獨誦 良好獎 5C何昱誠、6B劉欣霖 

創意學生獎勵計劃 小學組別 

金章 

5C 成鎮揚  

5A 梁毅臻 

6A 陳熙晴 

銀章 

4A 羅澤敏  

4B 譚力愷 

4B 劉嘉煒  

6A 張浩熙 

銅章 

5B 顏詩欣  

5C 黃彥駱 

5A 馮冠睿  

5D 洪澤宇 

6B 蔡鴻煒  

6B 鄭裕禮 

6B羅正勤 

第十二屆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全港小學組 嘉許狀 6A曾倩文 

第十一屆當代青少年 

及兒童藝術節 

新春繪畫比賽 

兒童 B組 亞軍 5C黃彥駱 

兒童 A組 優異 2B王麗榕 

第十五屆滬粵港 

「寫作小能手」 

現場作文邀請賽 

(總決賽) 

六年級組 銅獎 6C 楊芷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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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度校外獲獎名單   

活動/比賽名稱 項目/組別 獎項 學生姓名及班別 

劍橋英語考試 

Cambridge English 

Assessment  

YLE Starters 

傑出學生獎 

（即獲得滿分 15

分以及 13分或
以上之分數）。 

 

3D吳晉熙 

YLE Starters 3C鄧梓揚 

YLE Movers 4A 張俊傑 

YLE Movers 4C 周俊賢 

YLE Movers 4C梁靜悠 

YLE Movers 5C 黎悅寧 

YLE Movers 5D 施穎恩 

YLE Movers 5A黃珏玥 

YLE Flyers 5D 洪澤宇 

YLE Flyers 5D林頌軒 

YLE Flyers 6C周芷因 

YLE Flyers 6B 林奕陽 (2019-2020) 

YLE Flyers 4A 任晉廷 

YLE Starters 3D 劉學韻 

GAPSK 中小學普通話

水平考試 

初級試 

卓越二級 

2B 施霆宇 

中級試 3C 王子軒 

高級試 5D 譚雅雯 

初級試 優良二級 2D 馬熙妍 

中級試 熟練二級 3D 林亦希 

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1 

(華南賽區)晉級賽 

小一級 三等獎 1C 巢廣堯 

小三級 三等獎 3B 黃愷晉 

小四級 二等獎 4B 張倬綱 

小五級 

二等獎 5A 梁毅臻 

三等獎 
5A 馬浚亨 5A 黃珏玥  

5C 何昱誠 5D 吳潁南 

小六級 
二等獎 6C 袁樂軒 

三等獎 6B 劉欣霖 

2021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晉級賽 

小三級 銅獎 
3B 黃愷晉 3D 葉思澄 

3D 吳晉熙 

小四級 銅獎 4A 李駿鴻 4B 張倬綱 

小五級 銅獎 5A 黃珏玥 

小六級 銀獎 6B 劉欣霖 6C 袁樂軒 

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1 

全國總決賽 

小一級 二等獎 1C 巢廣堯 

小五級 三等獎 5A 黃珏玥 5D 吳潁南 

香港數學遊戲公開賽

2021 
中級組 銅獎 5A 馬浚亨 

拍片分享圖書活動 全校 

優異 2C李茗心(漫畫中國歷史) 

優異 2C吳泓錫(西遊記) 

優異 2D吳世鉞(精衛填海) 

優異 3C吳子佑(castle adventure) 

優異 5C許珀瑋(中國名人故事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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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2021 年度中學學位分配  

本校派位情況  

6A  羅詠琴老師    6B  馮啟亨老師    6C  戴嘉雯老師    6D  黃雅莉老師  

獲派中學名稱 入讀學生人數 

張祝珊英文中學 1 

聖傑靈女子中學 1 

迦密主恩中學 3 

景嶺書院 3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6 

將軍澳官立中學 2 

匯基書院(東九龍) 1 

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                                          (直資) 2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4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10 

聖約瑟英文中學  1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3 

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 8 

順德聯誼會鄭裕彤中學 5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4 

寶覺中學 4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跨網) 1 

香港中國婦女會馮堯敬紀念中學                      (跨網) 1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跨網) 1 

新界西貢坑口鄭植之中學 1 

威靈頓教育機構張沛松紀念中學 9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1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1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2 

萬鈞匯知中學                                                      (直資) 3 

將軍澳香島中學                                                  (直資) 1 

保良局朱敬文中學                                              (跨網) 1 

炮台山循道衞理中學 1 

復臨國際學校 1 

合    計 82 

 

學生選校志願 第 1志願 第 2志願 第 3志願 第 4志願 第 5志願 第 6至 30志願 

獲派學生人數 77 3 2 0 0 0 

佔全級人數百分率 93.90% 3.66% 2.44% 0% 0% 0% 

本校學生獲派首志願達 93.90% (全港首志願為 81%)，首三志願達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