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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運用2018 – 2019年度「學校發展津貼」報告 

項目 關注重點 策略/工作 預算用款 

提高學生的語文能

力 

推動英語閱讀計劃(PLPR/W)

及加強推行英語活動。 

聘用一名助理教師協助老師準備教學，包括外籍

老師及英文科老師推行英語閱讀計劃(PLPR/W)

及策劃並推行英語活動。 

$138,600 

提高學生的語文能

力 

推動英語寫作班計劃。 聘用一名兼職教師協助推行英語寫作班，提升學

生的英語寫作能力。 

$24,000 

運用多元化策略，

優化學與教 

減輕老師非教學工作 聘用一名助理教師協助老師製作教材，預備及進

行教學活動。 

$138,600 

照顧學生不同和特

殊的學習需要 

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課後功

課支援 

聘用兼職導師在課後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功課上

的支援 

$44,625 

課程發展 學生全人發展及多元智能活

動 

聘用兼職導師提供較為專業的多元智能活動訓練

及支援 

$180,000 

   $661,225.00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運用2018 – 2019年度「學校發展津貼」報告 

項 目 關注重點 根據方案，報告如下： 財務 負責小組 

提高學生的語

文能力 

推動英語閱讀計

劃(PLPR/W)及加

強推行英語活

動。 

 教學助理能協助一年級至三年級 PLP-R/W 之教學工作； 
 協助英文組舉辦之英文科活動：如早會活動、午息活動、跨學科活動、

學校慶典等工作； 
 整理閱讀課之圖書及相關資料套； 
 由於英文科教學助理能協助及支援老師的工作，有助協助學校舉辦更

多的英文科活動，故普遍英文科教師認為學校宜繼續聘用教學助理，

為老師創造空間，讓老師可專注教學工作。 

赤字：

$11,469.17 

英文科科

主任及課

程主任、外

籍英語教

師。 

 

推動英語寫作班

計劃。 

 提升學生在英文寫作方面之興趣； 
 增強學生的創意思維能力； 
 學習不同文章的特徵； 
 學生積極參與及喜愛此類活動，能讓學生有不同的發揮，並能提升學

生的自信心。 

盈餘： 

$16,000 

英文科科

主任及課

程主任。 

運用多元化策

略，優化學與

教 

減輕老師非教學

工作 

 教學助理能支援老師教學，職務如協助教師製作教材、教具等，亦分

擔教師部份文書的工作； 
 教學助理能協助行政人員處理部份行政工作如印製教師備忘、學校計

劃書、整理學生回條、時間表、壁報等，可減輕行政人員工作； 
 教學助理能協助校內外活動如於早會、跨學科活動、學校慶典等活動

拍攝及製片工作。另亦協助老師帶領全校性活動如陸運會、學校旅行

等活動。教學助理需定時向主任匯報工作情況及呈交工作紀錄，以助

知悉教學助理工作的進度和人力及時間的分配，以提升監察效能； 
 由於教學助理能協助及支援老師的工作，有助分擔教師非教學性的文

書職務，故普遍教師認為學校宜繼續聘用教學助理，為老師創造空

間，讓老師可專注教學工作。 

赤字：

$34,620.04 

課程主

任、各科科

主任。 

照顧學生不同

和特殊的學習

需要 

為有需要的學生

提供課後功課支

援 

 學生能於課後得到學業上的支援； 
 為雙職家庭照顧學生； 
 託管班能協助雙職家庭照顧學生的工作，有助學生解決功課上的困

難，故家長支持學校繼續聘用大專院校之學生，為學生提供託管服務。 

赤字：

$35,748.45 

學生支援

組 

課程發展 學生全人發展及

多元智能活動 

 本年度學生在各個範疇之比賽均獲取優異的成績，故教師認為學校宜

繼續聘用專業教練，以提升學生的技巧。(活動成績詳見附件) 

盈餘： 

$82,076 

活動組 



世界龍岡學校劉德容紀念小學       2018 – 2019校外比賽成績 

活動名稱 獎項 

香港學校戲劇節的比賽(英語話劇組) 
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演員獎 

70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First runner-up 

70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verse Speaking 
Merit 

Proficiency 
2018Hong Kong Children & Youth Speech Competition by Yuen Long Town Hall 2nd Runner-up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中芵文硬筆書法比賽(高級組) 優良 

屯門民政事務處─屯門公民教育書法比賽(高小毛筆組) 優異奬 
屯門民政事務處─屯門公民教育書法比賽(初小硬筆組) 季軍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散文獨誦 優良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良好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 
良好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集誦 亞軍 
賽馬會毅智書院 「第五屆元朗區小學生中文書法比賽」 初小硬筆組 優異獎 
賽馬會毅智書院 「第五屆元朗區小學生中文書法比賽」 高小硬筆組 優異獎 
賽馬會毅智書院 「第五屆元朗區小學生中文書法比賽」 高小毛筆組 優異獎 

「中華文化耀古今」小學組作文比賽 一等獎 

屯門區小學生創作故事續寫大賽 推薦獎 

第二十三屆屯門元朗區小學普通話朗誦比賽獨誦 嘉許狀 
第二十三屆屯門元朗區小學普通話朗誦比賽集誦 季軍 

順德聯誼總會主辦-2018 年青少年期活動硬筆書法比賽 小學初級組優異 
東井圓林東慈善基金主辦-「中華文化耀古今」 高小組 

香港教育城主辦-「中文狀元挑戰計劃 2017-18(第三期)」 積極參與學校獎 
「好心情有妙法」故事創作比賽 優異故事獎 

粵港澳大灣區兩文三語故事演講大賽 

冠軍 
亞軍 
季軍 
優異 

裘錦秋中學（屯門）主辦-小學中華文化盃孝道比賽—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優異 

高級組優異 

高級組學校優異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 

「兩代情」徵文比賽 
優異獎 

灣仔區議會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跑馬地鵝頸橋街坊福利會合辦- 
第一屆禮藝節∙尊重與包容:金句比賽 

季軍 

第 21 屆可藝親子閱讀獎 最佳讀者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2019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HKMO Open) 
銀獎 

銅獎 

香港教育大學舉辦-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個人賽優異獎 

參賽證書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2019 屯元小學「數學遊踪」‧「魔力橋」大賽 「數學遊踪」團體賽-銅獎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第九屆屯門區數字串串橋大賽 團體優異 
深培中學精英足球學院小學五人足球比賽 優異獎 

東華三院邱子田紀念中學主辦之「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 季軍 
第六屆蔡章閣足球挑戰盃 碟賽亞軍 

第 55 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小學低年級組中國舞(群舞) 甲等獎 (獎盃及證書) 
元朗區體育會主辦-元朗區體操公開賽 2019 

普及體操公開女子 A 組—自由體操 優異 



活動名稱 獎項 

元朗區體育會主辦-元朗區體操公開賽 2019 
普及體操公開女子 B 組—自由體操 

冠軍 
亞軍 

元朗區體育會主辦-元朗區體操公開賽 2019 
普及體操公開女子 B 組—跳箱 

冠軍 
優異 

元朗區體育會主辦-元朗區體操公開賽 2019 
普及體操男子 A 組—自由體操 優異 

元朗區體育會主辦-元朗區體操公開賽 2019 
普及體操公開女子 A 組—跳箱 

優異 
優異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屯門區分齡少年游泳 女子 O 組 100 米蛙泳 季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屯門區分齡少年游泳 女子 O-T 組 4x50 自由泳接力 季軍 

南國水運會 2019 女子 9-10 歲 42 米蛙泳 季軍 
南國水運會 2019 女子 9-10 歲 42 米自由泳 冠軍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主辦之「胡陳金枝杯」 男子組 4x100m 季軍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主辦之「胡陳金枝杯」女子組 4x100m 優異獎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小學三人籃球挑戰賽 男子組銀碗賽季軍 
屯門區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 碟賽季軍 

「侯寶垣盃」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 盃賽亞軍 
2019 全港公開新秀武術錦標賽公開組小學組五步拳 第 6 名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8-2019   
「齊動起來」提升禁毒意識計劃——躲避盤抗毒盃 腕賽冠軍 

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 
屯門區小學 micro:bit 編程工作坊暨比賽 二等獎 

常識百搭小學 STEM 探究展覽 
評判大獎 
傑出獎 
優異奬 

火箭車同樂日大賽 優異奬 
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及香港海洋公園主辦 

第四屆海峽兩岸暨港澳機械人大賽及 2019 STEAM 嘉年華 
小學組: 遙控輪型機械人擂臺比賽 

冠軍 

元朗區青年節 2019 足球機械蛇大賽 
環保設計賽亞軍 
速度賽優異奬 

中華(國際)青少年科技文化藝術節大賽 銀獎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二級鋼琴獨奏 良好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三級鋼琴獨奏 良好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四級鋼琴獨奏 優良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五級鋼琴獨奏 優良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六級鋼琴獨奏 良好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二級小提琴獨奏 優良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兒童獨唱 良好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兒童獨唱 優良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兒童獨唱 優良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粵曲獨唱 良好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色士風獨奏 良好 
2018 國際珊礁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三等獎 

101 全港兒童年度聖誕繪畫大賽 2018 佳作獎 
尊師重道好少年選舉 尊師重道好少年獎 

2018 全城德育發展計劃 尊師開筆禮 春蕾進步獎 
待人有禮好少年選舉 待人有禮好少年獎 

中華文化耀古今作文比賽 一等獎 
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 
善德基金會全港小學標語創作比賽 2019 中小學組優異獎 

香港善德基金會和民建聯合辦、屯門區中學校長會及屯門區小學校會協辦- 
「屯門區學生奬勵計劃 2019 

嘉許狀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比賽 金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