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加輔班

班數 5 5 5 5 5 5 2

2018/2019年度班級結構

教師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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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實施小班政策，另設兩班加強輔
導班，加強個別照顧。小二至小六各有兩
班推行以普通話教中文；從小二開始，數
學科內滲入英語元素。

  全年舉行三次考試。進展性評估採納促進學習的多元評
估方式，以跟進學生的學習成效。下學期安排說話評估日，
重視溝通能力的培養。

˙	推動自主學習：教師共同備課，設計校本課程，增加課堂互動元素，讓學生學得更多更好。透過跨
學科主題式學習活動、專題研習及境外交流學習活動等，為學生提供與人溝通、協作、解難及創作
等機會，提升學生的共通能力。

˙	推動STEM教育：數學科編訂校本解難訓練課程，常識科進行科學探究活動，電腦科由中年級開始，
加入編程課程，着重發展學生的解難及探究能力。

˙	利用不同的活動推動閱讀：早讀課、故事姨姨、好書推介、網上閱讀
平台、多元化閱讀計劃等，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讓學生掌握「從閱
讀中學習」的技巧，增強他們的學習能力，以達到終身學習和全人
發展。

˙	推行校本課程：本校因應小一學生程度設計「校本幼小銜接課程」及
具區本特色的「濕地小博士」；透過「中華日」、「主題學習日」等
活動致力發展靈活學習模式，讓學生具備不同的能力，以應付未來的
轉變和挑戰。

課程特色

上課時間 8:20 am - 3:45 pm

每日一般上課節數 8 節（每節 40 分鐘） 

午膳時間 12:45 pm - 1:45 pm

學習生活

班級教學模式

多元學習評估

教學規劃

課
程
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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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智能 空間智能 肢體運作智能 創作智能 語文智能 其他

手鈴板 花之摺紙 羽毛球 環保創意手工 English	Fun	
Club 科學小博士

敲擊樂 素描 足球 廣播劇 故事繪本 棋藝與紙牌

音樂便當製作室 陶瓷彩繪 花式跳繩 創意工藝師 英語
FUN	FUN	FUN 益智遊戲

夏威夷小結他 剪紙藝術 乒乓球 童話故事小畫家 唱遊英語 遊戲王

小提琴 Lego	積木工程師 足毽 趣味小手工 電子兒童故事書
設計 中國象棋

非洲鼓樂 數碼攝影 排球 機關王 故事達人
趣味視藝 籃球 立體手工創作
趣味摺紙 健體操 有趣陶藝DIY
卡通漫畫 兒童綜合舞蹈 手工藝班
十字繡 兒童爵士舞 簡筆畫

模型興趣班 氣球扭扭樂
串珠 得意毛公仔

DIY輕黏土工作坊
黏土創作
日式之手作

本校設多元智能課程，發展學生多方面的潛能。

多元智能
課
程
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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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自主學習，提升學教表現

學教策略

數學

視藝

常識

英文

教導學生自學策略
學習重點標註，鞏固及提升學習效能，讓學生進行
自主學習。

推動自學
透過電子學習平台，讓
學生進行課前預溫、課
後延伸及檢測，即時獲
得回饋 ，促進他們自主
學習。

培育學生的藝術素養
於不同的情境讓學生欣賞藝術作品，培養學生的藝
術素養，提升他們對藝術的興趣及知識。

提升學生的思維發展
重點教授中、高年級學生運用「思維工具」思考及
組織，有系統記錄所學。同時配合「時事分FUN大
本營自我挑戰活動」，讓學生利用中央廣播系統分
享想法，提升思辨能力。

推廣跨學科閱讀
透過「促進小學英語學習津貼計劃」，安排主題
橫跨英文及常識科課程的讀物，配合課堂的閱讀
活動，提升學生閱讀興趣及擴闊視野。

重點推展

中文

音樂
發展音樂潛能
透過不同的活動和合奏形式，讓學生體驗音樂，發
展其音樂感與想像力；舉辦午間「音樂基地」及
「藝術聯展」，展現學習成果，提升學生的自我效
能感。

重
點
推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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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普通話
推動普通話自主學習
利用不同的渠道，鼓勵學生多聽多說普通話，培養自學
普通話的能力和習慣。

電腦
善用資訊科技提升自學
全方位營造使用資訊科技條件，增加學
生應用資訊科技的機會；並促進學生善
用課餘時間，增進自主學習的效能，從
而提升應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	 「英業兵團」計劃擴展至全校的服務團
隊，以金、銀星作階級的提升，藉著計劃
建立一個具自信、肯承擔的領袖楷模，讓
學生成為其他同學的奮鬥目標。

�	 推行「自我挑戰獎勵計劃」，提升學生的
自我效能感。

�	 「結構化學習	學生為本」為主題，讓學
生學習有效的自主學習的規劃；同時推行
「自覺學習獎勵計勵」，利用研習室鼓勵
同學自覺學習。

品德培養 
  培養學生成為有主見、有承擔、有毅力、有夢想的人。

bo
po

mo
fo

推動自學及提升評鑑能力
透過自學習作及運動應用程
式促進自主學習的效能和提
升學生評鑑能力。

重
點
推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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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學生身心發展，建構健康校園，曾獲頒發「卓越關愛校園」大獎及被評定
為「健康學校獎勵計劃」金獎學校。

ª	 標準「千禧校舍」佔地六千二百平方米
ª	 標準課室三十個與十多個特別室全部安裝分體式空氣調節及空氣清新機
ª	 課室裝設電腦並連接互聯網、投映機、AppleTV、投射熒光幕及實物投影機輔助教學
ª	 無線上網服務覆蓋全校，備有手提電腦及Ipad，方便班內進行分組研習活動
ª	 低年級裝設電子白板
ª	 可容納千人的禮堂安裝有中央空氣調節系統，大型投射熒光幕及投映機，並設有高層樓座
ª	 多個休憩場地：多用途活動場地、羅馬式廣場等
ª	 空調圖書館，內藏書逾萬冊，設有互聯網絡角
ª	 英文圖書室
ª	 兩個多媒體電腦室
ª	 三個多用途英語閱讀學習室
ª	 健康教育學習中心
ª	 家長教育資源中心
ª	 有機蔬果種植場
ª	 一個標準足球場、三個籃球場及四個羽毛球場
ª	 各樓層備有濾水功能飲水機
ª	 電子缺遲系統及八達通收費系統
ª	 電子訊息公告系統
ª	 學校內聯網通訊平台及專屬手機App軟件

健康校園

優質環境 設施完備

健
康
校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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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重視核心課程在推動關愛、正義和平等正
向文化。推行「自我增值獎勵計劃」，鼓勵同學以
自我為挑戰對象，積極上進，追求卓越。
  為鼓勵學生關心社會、服務別人，學校設有各
類組別，如幼童軍、小女童軍、公益少年團、濕地
小導遊、守護天使、愛心特工隊等。	
  特別重視小一新生的適應。除了小一適應日
外，更舉辦家長講座；協助小一學習技巧的家長課
程，此外亦為小一新生訂定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協
助學生適應新學習環境，包括邀請家長義工於開
學初期協助照顧午膳，學校網頁及手機APP查閱家
課，設立「愛心種子」小一適應輔導小組等，亦有
「小一及早識別計劃」，盡早找出學習上有困難的
學生，提供具體支援，務求讓小一同學盡快投入學
習，享受小學校園生活。
  對於出現學習困難的學生，學校善用資源，開
設多元化的支援服務，以配合學生的不同需要，除
了採用雙科任制，同級同科分組教學外，還有「成
長的天空計劃」、「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賽馬會全方位學習基金」、各類型輔導訓練小組
等。配合校本輔導活動，鼓勵朋輩輔導，在培養正
面價值觀的同時，亦能肯定自我，營造正向文化。

正向文化
正
向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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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設「學生支援組」，由「訓育組」、「輔
導組」及「學習支援組」組成。

．設全職駐校輔導員及輔導活動專責老師
．設清貧助學金─「鄧英業助學金」及「姜渭
榮助學金」，用於支援學生參與學習活動、
物質支援以至應付家庭突變等範疇上。

．參與教育局「校本教育心理輔導服務計
劃」，兒童心理學家定期駐校服務

．資深言語治療師定期駐校服務
．各級設輔導成長小組
．教師「守望星計劃」，持續支援需要協助的
同學

其他支援措施包括：
正
向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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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餘時間，同學們可參與不同範疇之拔尖小組。								

課外活動

英業合唱團	 英業鼓揚	 	 木笛小組

美術學會	 紙糊藝術工作坊

Shinybells手鈴隊	 英語音樂劇

夏威夷小結他	 國畫班	 	 	 陶藝班

體育

藝術

泳隊	 	 	 	 田徑	 	 	 	 男子籃球

女子籃球	 	 花式跳繩	 	 羽毛球

女子排球	 	 舞蹈組	 	 	 足球	

課
外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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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軍	 	 	 	 	 小女童軍	 	 	 濕地小導遊

中文閱讀大使	 	 少年警訊	 	 	 公益少年團

風紀	 	 	 	 	 	 圖書管理員	 	 中文大使

普通話大使	 	 	 園藝大使	 	 	 英語大使

電腦小先鋒	 	 	 守護天使	

話劇組	 	 	 	 小司儀訓練	 	 m-bot機械人

小小伽利略	 	 機關王

學術

服務

其他

奧數培訓班	 	 朗誦	 	 	 	 	 科學探究組

日本語	 	 	 	 常識學會	 	 	 故事演講	

數學精英組	 	 童詩創作室	 	 中文閱讀會

RADIO	DRAMA

課
外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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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	 第12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小學組季軍、踴躍參與學校獎

ª	 第7屆全港學生國情知識大賽小學組個人賽全港季軍、小學組隊際優異金獎及獎學金3項、

小學組個人賽優異金獎及獎學金5項

ª	 Go	Code程式小先鋒高階班1金章2銀章

ª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榮譽證書(Distinction)16項	優異證書(Credit)25項	優良證書(Merit)23項

ª	 第68屆學校朗誦節榮獲獨誦季軍、優良成績22項、良好成績3項

ª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2017健康生活樂繽紛健康環保英文常識問答

比賽季軍、水動火箭比賽親子合作大獎及優異獎、雞蛋撞地球比

賽親子合作大獎

ª	 有營親子計劃之至營至養小農夫剩食烹飪比賽亞軍

ª	 元朗區科學與科技培訓課程暨海、陸、空探索比賽2018科學探

索之旅二等獎

ª	 敬師愛友小學生硬筆書法比賽優異獎1項、入圍獎6項

ª	 2017-2018年度英語生字王比賽榮獲冠軍及優異獎16項

ª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小學數學競技邀請賽計算競賽三

等獎2項

ª	 元朗公立中學數學遊縱邀請賽2017優異獎4項

ª	 茂峰中學第五屆小學拉格朗日數學邀請賽個人賽金牌3項、銀牌

3項、銅牌2項

ª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公開賽初賽銀獎及晉級賽銅獎

ª	 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初賽三等獎

ª	 華夏盃數學奧林匹克初賽三等獎、晉級賽三等獎及總賽三等獎

ª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元朗區)優良獎三項及優異獎三項

ª	 Creat ive	 English	 Scheme「全港英語成

績優異學校」比賽Outs tand ing 	 School	

Award

ª	 李興貴中學小學生硬筆書法比賽優異獎一

項及入圍獎八項

ª	 階梯閱讀空間2018年嘉許典禮最傑出學生

獎及最優秀學生獎

傑出表現

學術常識：

Go code 程式小先鋒1金章2銀章

第7屆全港學生國情知識大賽
小學組個人賽全港季軍

傑
出
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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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	 2017/18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傑出合作獎、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傑出劇本

獎、傑出演員獎

ª	 第70屆學校音樂節比賽獨奏亞軍、木笛小組優良成績、獨唱、獨奏優良成績11項及獨奏良

好成績4項

ª	 屯門盆景蘭花暨中國文化藝術展覽2018時花綠葉蔬果組冠軍、盆景組季軍及優異

ª	 香港校際合唱比賽高級組銀獎

ª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2018手鈴組銀獎

ª	 音樂事務處《愛的旋律-學校聯演》優良

表演獎

ª	 2017-2018年度元朗區小學中國象棋盃團

體賽季軍

ª	 屯門中國象棋爭霸戰2017團體盃季軍

ª	 馬振玉學校資訊日暨體藝邀請賽中國象棋

比賽團體盃季軍

視音藝術：

2017/18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獲四項大獎

屯門盆景蘭花暨中國文化藝術展覽2018時花綠葉蔬果組冠軍 香港校際合唱比賽高級組銀獎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2018手鈴組銀獎

傑
出
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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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男子全場總冠軍及女子全場總殿軍

第54屆學校舞蹈節甲等獎

傑
出
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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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項目繁多，不能盡錄，歡迎瀏覽本校網頁）

ª	 元朗區學界籃球比賽女子組亞軍

ª	 元朗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女丙50米胸泳季軍、女甲

50米背泳冠軍及殿軍、女甲100米胸泳亞軍、女甲

4×50米自由泳冠軍、女甲團體亞軍

ª	 元朗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男子組優異獎

ª	 元朗區小學校際羽毛球比賽女子團體組優異獎

ª	 元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女子乙組跳高季軍、女子乙

組壘球殿軍；

ª	 第54屆學校舞蹈節甲等獎

ª	 2018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男子全場總冠軍及女

子全場總殿軍，冠軍19項、亞軍14項、季軍21項

及殿軍11項

ª	 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至Fit校園優異獎及至Fit校園

推動獎

ª	 李琳明中學體育競技比賽羽毛球女子組冠軍、羽

毛球女子組亞軍、羽毛球男子組優異獎、籃球女

子組殿軍、籃球男子組優異獎、桌球季軍

ª	 陳震夏中學3人籃球錦標賽女子組碟賽冠軍、男子

組碟賽冠軍

ª	 可道中學友校接力比賽男子組亞軍、女子組季軍

ª	 屯門區3人籃球公開賽女子小學組亞軍及季軍

ª	 九龍真光中學5人籃球邀請賽女子組碟賽亞軍

ª	 英業小學舊生會第三屆5人籃球邀請賽女子組亞軍

ª	 鄧兆棠中學友校接力比賽季軍

ª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60周年小學3人籃球邀請賽女

子組冠軍

ª	 伯特利中學4人足球賽金盃組亞軍、射球王學校冠軍、個人射球王亞軍及季軍

ª	 元朗商會中學友校接力比賽季軍

ª	 元朗信義中學5人籃球邀請賽女子組冠軍

ª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念中學5人足球賽亞軍

ª	 元朗陳震夏中學元朗區小學6人足球錦標賽盃賽組季軍

ª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2017健康生活樂繽紛同心合力跳大繩比賽季軍

ª	 馬振玉學校資訊日暨體藝邀請賽3人籃球賽女子組冠軍及男子組碟賽季軍

ª	 元朗區校際四角足球邀請賽冠軍

ª	 Kaiser盃足球邀請賽亞軍及季軍

體育舞蹈：
傑
出
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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ª	 本校學生參與校外比賽獲獎超過240
項，獲獎人次高達900人，甚至於國
際性、全國及全港學界比賽中屢獲殊
榮，表現卓越。

ª	 2017世界青少年合唱節童聲組銀獎
ª	 國家教育部主辦 學憲法講憲法演講
比賽二等獎

ª	 第21屆常識百搭小學STEM探究展覽
	 傑出獎及優異獎
ª	 第4屆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冠軍
ª	 教育局學生視覺藝術作品展小學組
	 金獎2項、銀獎2項

卓越成就
國家教育部主辦

學憲法講憲法
演講比賽二等獎

第4屆基本法全港校際問答比賽冠軍

2017世界青少年合唱節童聲組銀獎

傑
出
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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