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擁有30個標準課室，而每個課室均裝設環保節能光管，分體式冷氣系
統，使學習環境更明亮、舒適、寧靜。所有教室均鋪設光纖網路，輔以無線網
絡，有利進行電子學習。另外，本校還有多個多用途教學室，包括校園電視台暨
遠程教室、英語教學活動室、圖書館、多感官學習室、視覺藝術室、電腦室、音
樂室、常識實驗室、多用途活動室等。此外，戶外設施更設有兩個標準籃球場、
旗桿、運動遊樂場、戶外教室、生態園、有機植物園、錦鯉池、紅耳龜池、海洋
劇場及廣闊的綠化帶。

學校概覽
2013-2014

保 施設環

本校座落在天水圍天盛苑，鄰近西鐵天水圍站B出口，地理環
境優越，交通四通八達。學校佔地8600平方米，擁有專業教師團
隊、多元化設施及優美校園，為學生營造一個積極、正面、關懷的
學校環境，致力為社會培育一群以「修己善群」作為人生及學習目
標的未來社會棟樑。

校 簡園 介

運動遊樂場

移動學習工具

校園電視台

 戶外教室

綠化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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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二至小六推行普通話教中文••

編製小一至小六校本寫作課程，教授審題、選材及佈••
局謀篇技巧

以讀帶寫，附以各類型閱讀教材，教授高層次閱讀策••
略

讀、寫、聽、說配合多元化而活潑的課堂活動••

高年級推行中學與小學一條龍銜接課程••

小一至小三推行PLPRW讀寫計劃••

小四至小五推行KIP讀寫計劃••

推行故事教學，提升閱讀興趣及能力••

結合資訊科技教學，增加課堂互動••

全年安排不同課堂及大型英語活動••

聘任三位外籍英語教師，擔任初小、高小及戲劇教學••

兩文三語具基礎
思維訓練成效高

文中 科 程課

語文攤位遊戲

故事教學

有趣的語文活動 各級自訂教材
普教中 作家講座

文英 科 程課

善用資訊科技
Dr. Dog 活動

英文話劇課程

英文遊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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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至小六推行校本課程，分析學習難點••

各級進行各類型具體操作活動••

著重課程內容及功課須與生活結合••

著重解難訓練••

小一至小六科學實驗課程••

小一至小六專題研習課程••

安排各級出外參觀及考察••

應用資訊科技工具進行學習••

定期進行時事分享活動••

樂於探究與研習思維訓練成效高 鍛鍊高階思維

語文攤位遊戲

四驅車大比併

熱脹冷縮實驗
電的實驗

嘉道理農場實地考察 善用資訊科技

摩擦力實驗

作家講座

學數 科 程課

到超級市場購物
周界探究

校園遊蹤 數學特工隊屢獲殊榮

識常 科 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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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學習樂趣多
各科延展紥基礎

中 務科 動文 活科

攤位遊戲 屬會中學舉辦的中華文化日

Drama Lesson

數學大比拚

遊校園

到商場採訪
到商場採訪

數學遊蹤

Treasure Hunt

英 務科 動文 活科

數

常

務

務

科

科

動

動

學

識

活

活

科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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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寫生

各科延展紥基礎

視 務科 動藝 活科
競技遊戲

敲敲打打齊合奏

寓學習於遊戲

體適能活動

體 務科 動育 活科

音

通

務

務

科

科

動

動

動

樂

話

活

活普

科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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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南文化交流團

世界閱讀日

德 活育 動

閱 推廣讀

訊 習技 動科 活資 學

輸入法比賽
遠程實時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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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關係情更濃跨科學習樂無窮

為讓學生對學習有較統整的概

念，有更全面的實踐經歷，並配

合共通能力的訓練，我們聚焦地

在一年級進行跨學科學習活動。

以「親親家人」為學習主題，學

生會透過多元化的課堂活動及聯

課活動進行學習，並向家長表演

及匯報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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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課程規劃佳
莘莘學子展潛能

在資優課程方面，我們不但在正

規課堂加入資優教育元素，而且

在五、六年級英文、數學等範疇

以抽離方式進行培訓課程，讓學

生學得更深、更廣。透過多元化

的學習經歷，學生可與其他尖子

互相砥礪及觀摩，提升他們的高

階思維、領袖才能及情意發展。

參與香港電台Sunday Smile錄音

英語家政課活動 英語直播節目

遠程數學課程
製作立體風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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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致力照顧學生的個別差異，

讓每個學生都能按自己的成長進

程發光發亮。因此，我們為有特

殊學習需要的學生提供不同的支

援及措施，照顧不同的需要。

莘莘學子展潛能 給每個孩子機會啟發不同潛能

製作立體風箏

言語治療 多感官學習

午息遊戲

奮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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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經驗多元化
同學潛能盡展現

陸

育

會

教

運

營

膳 動活午

展課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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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潛能盡展現
活 體興 營節 驗復 趣

英暑 班語期 校 旅大學 行

聖 會聯誕 歡

藝合 演綜 表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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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滿校園
跨級樂融融

本年度以「關愛校園」為主題，著重培養跨級學生的關愛文化。我們舉辦了一系列的關愛活動

──「一六關愛大聯盟」及「二五關愛大聯盟」﹕高年級同學與低年級同學暢玩一番；「師生暢

聚」﹕老師和同學在輕鬆的氣氛下暢談；「共融的天空」﹕五年級全級同學與特殊學校的同學一

起學習扭汽球。

愛 聯大關 盟

成 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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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情洋溢遍校園家校同心在伊分

學生的五育得到均衡發展，家長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透過家教會舉辦親子活動、家長教育講

座、龐大家長義工隊的支援及教師與家長緊密的聯繫和溝通，共同攜手培育孩子在温情洋溢的環

境中成長。

師長家 會教

長 工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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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教師專業團隊
不斷提升教學效能

本年度以「關愛校園」為主

題，著重培養跨級學生的關

愛文化。我們舉辦了一系列的

關愛活動──「一六關愛大聯

盟」及「二五關愛大聯盟」﹕

高年級同學與低年級同學暢玩

一番；「師生暢聚」﹕老師和

同學在輕鬆的氣氛下暢談；

「共融的天空」﹕五年級全級

同學與特殊學校的同學一起學

習扭汽球。

師 展業專 日教 發

山 察育 到教 訪團中 考

對文 分英 享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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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中學

不斷提升教學效能 延續優質教育中小銜接一條龍

為讓孩子在穩定而優質的教學環境

下成長，本校在2011年度與兩所屬

會中學─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及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結龍，同學可以在相同理念、相同

教學策略及環境中學習。

日

訪 戶外考察

中華文化日活動

參觀中學

欣賞表演 科學實驗 專題研習課

英文遊戲日活動 攤位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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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成績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語冠軍：• 4D張惠雅• 5C林日朗
英語亞軍：• 3A鄧誠彥• 4C陳漪彤• 5D梁栢晞
英語季軍：• 3B張芷晴• 4B馮穎愉
英語優良：• 4C黃凱琳• 6A郭芷穎• 6D尹恩琦• 6D陳家誼
英語良好：• 2A陳健華
散文集誦-粵語比賽•亞軍：4A、4C班同學
粵語優良：• 2A陳健華• 3B孫政• 3C楊炘穎• 3E郭景充• 4A陳琳• 4B陳樂童•
• 4B王梓柔• 4C羅子淇• 4C陳漪彤• 4C黃凱琳• 5B黎子和• 5B鄒卓媛•
• 6A郭芷穎• 6C梁玉芊
粵語良好：• 1C郭巧翹• 6C林思怡
普通話優良：•1C郭巧翹• 3E郭景充

「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初小組優勝獎：2C郭希湲••••2E黎珀言•(全港只有25名優勝獎)

第九屆小學生中英文現場作文比賽 小六中文組特級優異獎：• 6A文愷晴
小五英文組優良獎：• 5B趙嘉軍• 5B黃嘉兒
小六英文組優良獎：• 6A郭芷穎
小五中文組良好獎：• 5A蔡嘉然• 5A何朗婷• 5A劉詠琛• 5B羅孔贏• 5B李祐丞•
• • 5E陳家樂
小五英文組良好獎：• 5A劉穎琛• 5D梁栢晞
小六英文組良好獎：• 6A文愷晴• 6B張靖琳• 6B柯正霖• 6B張啟宏• 6D葉凱晴•
• • 6D梁凱林• 6D尹恩琦• 6D黃穎臻• 6D陳家誼
小六中文組良好獎：• 6A張寶兒• 6A郭芷穎• •6D梁凱林• 6D葉凱晴• 6E陳海晴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主辦2013-2014友校小學中國語文•
常識問答比賽

紀念盃：• 6A文愷晴• 6A郭芷穎• 6B張靖琳• 6C丘芷君• 6D尹思琦• 6E陳威宇

2014全港兒童朗誦節 小學組(P3-P4)粵語說故事冠軍、英語說故事冠軍：4C黃凱琳

項目名稱 成績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一級鋼琴獨奏冠軍：• 4E張寶淇
一級鋼琴獨奏優良：• 1A陳珮瑤• 1C李曉霖• 1D黃詠琳• 2A鄭詠心• 2A胡芷浠•
• • 3A鄧誠彥• 3B孫政• 5C劉靄晴
一級鋼琴獨奏良好：• 1A鄭俊傑• 2C張鎧瀅• 4B陳樂童
二級鋼琴獨奏優良：• 5B張善儀
二級鋼琴獨奏良好：• 2B何樂恆• 3E郭珈喬• 4D黃頌恩• 5C鍾海晴
三級鋼琴獨奏優良：• 5A劉詠琛• 5E楊卓芝• 6E張芷瑤
三級鋼琴獨奏良好：• 2C郭希湲• 3B梁巧晴
四級鋼琴獨奏優良：• 6A郭芷穎
五級鋼琴獨奏良好：• 5B趙嘉軍
外文男聲獨唱優良：• 4A葉家成
四級小提琴獨奏優良：• 6B張啓宏
初級單簧管獨奏優良：• 6D葉凱晴
中文教堂音樂小學合唱隊優良﹕4B、4D、4E班同學

第六屆全港學生公開音樂比賽 單簧管第一名：• 6D葉凱晴

第四屆小小慈善音樂家 單簧管第三名：• 6D葉凱晴

2013全港兒童中文歌唱比賽 小學高級組銀獎：• 4A•葉家成• 4E張寶淇

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2014 中童組銀獎：•• 6A郭芷穎
兒童組銅獎：•• 4E張寶淇

MF音專音樂聯賽2013 小提琴五級考試組優異：• 6A郭芷穎

第六屆校園藝術大使 第六屆校園藝術大使﹕• 6A郭芷穎• 6B張啟宏

屯門中西器樂比賽 兒童組優異獎﹕• 5B•趙嘉軍

校外活動成績報告2013-2014

樂 方

文

戲

面

及 面

方

音 劇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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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成績

「支持香港隊」繪畫創作比賽 小學組冠軍：•3C林詩諾
小學組首20名入圍獎：• 1B江納慧• 2C郭希湲• 3A馮國雄• 4E蔡煒楠• 4C陳威行

2014香港創意思維活動服飾•
巡遊匯演暨比賽

2014香港創意思維活動服飾巡遊匯演暨比賽小學組冠軍﹕
4A葉家成• 4B王梓柔• 4B陳樂童• 4C李子晴• 4C黃凱琳• 5A陳慧藍• 5C譚凱因•
5C杜倬盈• 5C林敏• 5D何寶迪• 5D杜泓彥

「Four•in•Love2013」•填色比賽• 亞軍：3A馮國雄• 入圍獎：4E蔡煒楠

「家+教出CEO」之•
「『你』想的家,親子創作比賽

初小組亞軍：•1B梁巧桐• • 初小組優異獎：1B江納慧•••3A馮國雄
初小組優異獎、五十強、「我至LIKE人氣獎」：2E黎珀言

「不賭快樂娃」標語創作比賽 高級組季軍：6A郭芷穎

「不賭快樂娃」填色比賽 高級組季軍：6A郭芷穎

第一屆全港小學傑出視覺藝術學生•
選舉暨展覽

優異獎：4E蔡煒楠

「愛‧家遊」創意寫作比賽 初小組優異獎：4E蔡煒楠

項目名稱 成績

第二十一屆香港小學數學•
奧林匹克比賽(小五組)

金獎：5B趙嘉軍• 銅獎：5A吳文魁•••5E陳家樂
5B趙嘉軍•更成為香港代表隊參加本年八月在新加坡舉行的第十屆IMC國際數學競賽

第二十一屆香港小學數學•
奧林匹克比賽(小六組)

銀獎：6B柯正霖• 銅獎：6C蘇家俊

2014年春季「世界數學測試」••••
(12-14歲小學組)

數學科及解難分析科雙優學生：5B趙嘉軍

2014年春季「世界數學測試」••••
(8-11歲小學組)

數學科及解難分析科雙優學生：6D梁凱林　6D黃穎臻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4初賽

一等獎：• 5B趙嘉軍• 5A吳文魁
二等獎：• 4A朱竟烽• 4E陳浚軒• 4E鄒澤康• 5A何朗婷• 5C陳煥峻• 5E陳家樂•
• 6C蘇家俊• 6B曾啟睿• 6A郭芷穎• 6B柯正霖
三等獎：• 4A黃家樂• 4B文玉君• 4C江澤斌• 4B曾文灝• 4B黃佩宜• 5C陳朗源•
• 5D梁栢晞• 5C馮峻傑• 5D吳宇豪• 5D何寶迪• 5D陳凱盈• 6B張啟宏•
• 6B陳俊堯• 6B蔡天朗• 6E王明棟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4晉級賽•••

小五組特等獎：5B趙嘉軍•• 小五組二等獎：5D梁栢晞
小五組三等獎：5C陳煥峻•• 小六組一等獎：6A郭芷穎
小六組二等獎：6B張啟宏•• 小六組三等獎：6B曾啟睿•••6B陳俊堯•••6E王明棟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4決賽

小五組一等獎：5B趙嘉軍•• 小五組二等獎：5D梁栢晞
小六組二等獎：6A郭芷穎•• 小六組三等獎：6B陳俊堯

2014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香港賽區初賽(港澳盃)

金獎：• 5A吳文魁• 5E陳家樂• 6B柯正霖
銀獎：• 4A黃家樂• 4A馮啟軒• 4B黃佩宜• 4B曾文灝• 4E陳浚軒• 5B趙嘉軍•
• 5C陳朗源• 6A郭芷穎• 6B曾啟睿• 6B陳俊堯• 6B張啟宏
銅獎：• 4A朱竟烽• 4C江澤斌• 5A何朗婷• 5C馮峻傑• 5C陳煥峻• 5D何寶迪•
• 6A梁俊裕• 6B蔡天朗• 6C蘇家俊

2014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香港賽區晉級賽(港澳盃)

小四組銀獎：•4A馮啟軒• • 小五組金獎：5B趙嘉軍
小五組銀獎：5E陳家樂• • 小五組銅獎：5A吳文魁• 5C陳煥峻
小六組銀獎：6B柯正霖•••6B陳俊堯• 小六組銅獎：6A梁俊裕•••6B曾啟睿•••6B張啟宏

第六屆伯特利盃元朗區小學•
數學多元挑戰賽

解難大師季軍：5B趙嘉軍
一等獎：• 5B趙嘉軍• 6B張啟宏• 6B蔡天朗• 6B柯正霖
二等獎：• 6B陳俊堯• 6B•曾啟睿• 6C蘇家俊• 6C謝栩棟
三等獎：•• 5A何朗婷• 5A吳文魁• 5C陳煥峻• 5C陳朗源• 5C馮峻傑• 5D吳宇豪•
• 5E陳家樂• 5D梁栢晞• 6A郭芷穎• 6A梁俊裕• 6C梁卓然• 6C丘芷君

2013-2014友校小學數學競技邀請賽 三等獎：• 6A梁俊裕• 6B柯正霖• 6B陳俊堯

項目名稱 成績

第五屆優秀小學生獎勵計劃 傑出小學生獎﹕6A郭芷穎

2013-2014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6A郭芷穎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嘉許禮
2013-2014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獎﹕6C丘芷君

2013-2014
方思 面維

創藝 方視 面作及

人 面力能個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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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成績

元朗區校際陸運會 女丙100米冠軍：•4A•張紀柔•
女丙跳遠亞軍：• 4A•張紀柔
男甲400米季軍：•5B•李偉聰•
女甲壘球季軍：• 6E•劉婥嵐•
男乙跳高殿軍：• 5D•吳宇豪
女丙團體殿軍：• 4A•孔善賢• •4A•張紀柔• 4A•鄭嘉欣• •4B•王梓柔• 4D•陳祉霖• •4E•楊子渝

元朗信義中學友校接力 亞軍：• 6A袁敏明• 6B鄭芷茵• 6C葉澄• 6C丘芷君

國際會小學跆拳道邀請賽2014 女子品勢組冠軍：6A袁敏明• 女子品勢組季軍：4D張惠雅
男子品勢組季軍：5B李祐丞• 女子搏擊組亞軍：4A蕭塏縈
男子搏擊組亞軍：6E鍾鍵豪• 男子搏擊組季軍：3C梁子浩•••5A陳慧藍

第50屆學校舞蹈節 低小組兒童舞甲等獎：• 1A陳馨攸• 1A許睿• 1A李欣璘• 1B梁巧桐• 1C鄒鎧澄•••
• • • 1D鄧琬錡• 2D袁浩文• 2E黎珀言• 3D袁詩清• 3E黃煒程
高小組現代舞乙等獎﹕• 4D吳嘉雯• 5A黃泳心• 5A葉凱瑩• 5B陳靖樺• 5D趙樂研•
• • • 5D關慧盈• 5D鄧心淇• 5E蔡伊婷• 6D尹恩琦• 6E鄒愛欣

第四十一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金獎及最佳表演『金雀細雨』：1C梁安妮

全港校際舞蹈公開賽兒童及•
青少年拉丁舞

Solo•Jive•優等獎：6A郭芷穎

2013•Junior•Artistes•
Performance•Competition•
Primary•4-6

Solo•Jive•單人舞牛仔、Rumba•倫巴、Cha•Cha•喳喳、Samba•森巴Champion：6A郭芷穎
Rumba•單人倫巴•1st•Runner•up•：6A郭芷穎
Cha•Cha•單人喳喳•2nd•Runner•up：6A郭芷穎
Samba•單人倫巴•2nd•Runner•up：6A郭芷穎

18區體育舞蹈聯會兒童及•
青少年拉丁舞

Cha•Cha•Cha優等獎：1D吳若琳
Solo•Jive金獎：1D吳若琳
Solo•Samba、Solo•Paso•Doble銀獎：1D吳若琳

2013-2014元朗區青苗學員•
分區挑戰日──羽毛球

團體A組冠軍：4D龍子晴

元朗區學界九人足球比賽 第四名：• 3A吳雨潼• 3E柯兆源• 5A呂卓芹• 5A陳俊穎• 5B丘祉傑• 5B李偉聰• •
• 5D黃柱麟• 5D吳宇豪• 5D黃啟聰• 5E麥俊弘• 5E朱加寶• 6A陳彥橋

青少年足球發展計劃暑期推廣
2013•

新界西D組冠軍：t5B丘祉傑

馬振玉體藝邀請賽──足球 亞軍：• 3A吳雨潼• 3E柯兆源• 5A陳俊穎• 5B丘祉傑• 5B李偉聰• 5D黃柱麟• •
• 5D吳宇豪• 5D黃啟聰• 5E麥俊弘• 5E朱加寶• 6A陳彥橋

深培中學塈「精英足球學院」
小學五人足球比賽

殿軍：• 3A吳雨潼• 3E柯兆源• 5A陳俊穎• 5B丘祉傑• 5B李偉聰• 5D吳宇豪• •
• 5D黃柱麟• 5D黃啟聰• 5E朱加寶

李琳明中學挑戰賽 小學足球邀請賽冠軍：• 3A吳雨潼• 3E柯兆源• 3E丘祉康• 4C江澤斌• 5A陳俊穎• •
• • 5A呂卓芹• 5B丘祉傑• 5B李偉聰• 5D黃柱麟• 5D吳宇豪• •
• • 5D黃啟聰• 5E麥俊弘• 6E劉頌賢
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亞軍：5E伍俊餘• 6A鄧皓朗• 6A胡樂彥• 6A陳鎮宇
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季軍：5A陳嘉揚• 6B鄧子仁• 6C曾莨棋• 6E王明棟

元朗區小學三人籃球賽 季軍：• 5A陳嘉揚• 5E伍俊餘• 6A鄧皓朗• 6C曾茛棋• 6E王明

深培中學主辦小學五人籃球•
邀請賽

優異獎：• 5A陳嘉揚• 5B陳泓希• 5B鄧恒福• 5D唐展彬• 5E伍俊餘• 6A鄧皓朗• •
• 6B鄧子仁• 6E王明棟

2014全港武術錦標賽 小學組五步拳第五名：• 4B王梓柔• 4C江澤斌• 5B丘祉傑• 5C陳朗源• 5D吳宇豪• •
• • 6A趙君慈• 6D黃啟洋
小學組初級長拳第五名：• 4B王梓柔• 4C江澤斌• 5B丘祉傑• 5C陳朗源• 5D吳宇豪• •
• • 6A趙君慈• 6D黃啟洋

2013-2014全港小學校際•
體操比賽

女子新秀組團體殿軍：• 5D許穎芝• 5E黃詠詩• 6C丘芷君• 6D阮珈叡
女子新秀組跳箱第7名：• 6C丘芷君
丘芷君於女子新秀組自由體操獲良好成績；許穎芝於女子新秀組跳箱獲良好成績

2014年度元朗區體操公開賽•
暨中港邀請賽

小學女子新秀組跳箱優異：5D許穎芝• 6C丘芷君
表現優異獎：•• 6C丘芷君
普及體操組團體優異：• 2B何樂恆• 3D文愷悠• 4C陳沛淇• 4D吳嘉雯• 5B李蔚廷
女子小學新秀組團體優異：4A孔善賢• 5D許穎芝• 5E黃詠詩• 6C丘芷君• 6D阮珈叡
普及集體徒手體操銀獎：• 1A温雪瑩• 1A陳子柔• 1A何曉瑩• 1C陳冠僖• 1D李婧雯• •
• • 1D黃詠琳• 1E蔡曉盈• 2A區海婷• 2B何樂恆• 2C郭希湲• •
• • 3B張芷晴• 3C陳安怡• 3C馬巧靜• 4C陳沛淇• 4C盧蔚桐• •
• • 4D吳嘉雯• 4E阮詠欣• 5B李蔚廷• 5B傅芷迎• 5E蔡伊婷

Prince小學小型網球推廣計劃•
2013-2014

女子7歲組第四名：1D鍾寀玲

育 面方體

18



背景

辦學宗旨及教育使命

班級結構

達到語文能力要求教師統計
教師資歷

教職員人數 全校教師
教學經驗統計

學校資料

本校原是一所政府津貼半日制小學，由一群畢業
於伊利沙伯中學的同學所創辦。他們為了回饋母校教育
之恩，故將母校「修己善群」校訓的精神發揚光大，志
決開辦一所優質學校以培育下一代，回饋社會。於是在
1992年創辦了本校，並於1999年由天水圍天耀邨遷往現
址，由原來的半日制轉為一所全日制小學。多年來，在
校董會及家長的支持下，本校得以順利推展校務，成為
區內受歡迎的小學。

協力為本校學生營造一個積極、正面、關懷••
的學習環境，使他們的身心、情緒和社群性
均可達致健康均衡的發展。

為社會培育一群以「修己善群」作為人生及••
學習目標，並熱熾追求知識及真理的青少
年。

為教育專業的發展及教育工作者的培訓作出••
貢獻。

班級•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總數

班數• 5• 5• 5• 5• 5• 5• 30

語文能力• 人數

達到英語語文能力要求• 14

達到普通話語文能力要求• 19

校長• 1人

副校長• 1人

教師• 52人

外籍英語教師• 2人

學校社工• 2人

書記• 3人

支援職員• 5人

全職工友• 8人

兼職工友• 6人

合共• 80人

年資• 人數

0-2年• 12

3-5年• 3

6-10年• 10

11-15年• 14

16年或以上• 15

學歷• 人數

碩士學位• 11

學士學位• 54

教育文憑• 53

全校教師及校長
之學歷統計：

校監:•• 湯偉立

校長:•• 梁潤蓮

學校類別:•• 津貼(全日)

學生性別:•• 男、女

辦學團體:••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教育推廣機構

宗教:•• 無

創校年份:•• 1992

校訓:•• 修己善群

一條龍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主要教學語言:••中文•
二至六年級以普通話教授中文

校車:•• 褓姆車/校車

家長教師會:•• 有

舊生會:•• 有

學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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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小分校舊生會一年一度的就職典禮暨聖誕聯歡

BBQ已於去年12月21日舉行。當天承蒙本校校董

談永凱先生及陳忠先生抽空出席，並捐款支持。加

上當天有超過二百名老師及舊生支持參與，一起燒

烤，又進行了多場師生籃球賽及師生足球賽，各人

皆渡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盼望下一次的聚會再見

到大家，重聚於這個大家庭。

畢業生重回母校，指導師弟妹運用

英語面試的技巧，充份體現「修己

善群」的精神。

小學創佳績

伊分舊生會

中學公開試顯光芒
2013-2014

本屆參與一條龍派位的學生有103人

本校有35人選擇透過升中派位
機制獲取中學學位，結果如下：

35位透過升中派位機制獲取中學 
學位的學生，其中97.1% 的同學
獲派首三志願：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56人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47人

第一組別學生	 18人
第二組別學生	 9人
第三組別學生	 8人
協恩中學(九龍區)• 1人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1人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1人
趙聿修紀念中學• 1人
元朗商會中學• 1人
元朗信義中學• 5人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4人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2人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1人
元朗公立中學• 1人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1人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1人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3人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1人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2人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屯門區)• 1人
妙法寺陳呂重德紀念中學• 1人
天主教培聖中學• 2人
天水圍香島中學• 1人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1人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屯門區)• 3人
•

第一志願：	 77.1%*
第二志願：	 11.4%
第三志願：	 8.6%	
其　　他：	 2.9%

職 會

中

聖

果

禮

位

聯典

派

歡誕就

升

暨

結

*備註：•此數據包括學生於自行分配學位•

• 階段所選取的學校

升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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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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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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