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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資校 料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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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校在 1992 年創校（原為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下午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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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歷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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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學宗旨及教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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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多元化設施及優美校園。

學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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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無線網絡，
有利進行電子學習。本校還有多個多用途學習室，包括科學及科技研習室 (STEM	
Room)、校園電視台暨遠程教室、多元化學習室、英語室、圖書館、多感官學習
室、視覺藝術室、資訊科技學習中心、音樂室、多用途活動室、體能訓練中心及
學生活動中心等。此外，戶外設施更設有平台花園、兩個標準籃球場、運動遊樂
場、戶外教室、生態園、有機植物園、錦鯉池、紅耳龜池、劇場區、旗桿、太陽
能板及廣闊的綠化帶。

學校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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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成立法團校董會，成員包括校監、校董、
校長、副校長、教師、家長及舊生。

學校法團校董會

本校開辦一至六年級，每級五班，推行小班教學，每班人數 25 至 27 人，
全校學生約 800 人。所有級別混合程度編班，一至五年級每年重新編配，部分
級別於特定科目及時段按能力分組進行學習。

學校班數

本校師資優良，教師團隊 67 人，教學經驗豐富，當中包括駐校社工兩名、
外籍英語教師三名與言語治療師一名，全部均受過教育專業訓練。本校所有常額
英文與普通話教師已達語文基準。此外，所有教師均持有學士或以上學歷，當中
超過六分之一持有碩士學位。連同校內其他職工，全校教職員團隊接近 80 人，
彼此同心協力，為學生建立一個理想的學習環境。

教職員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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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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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花園

 校舍太陽能板

 龜池

 英語室

 校園電視台

 圖書館

 展藝天地小舞台

 教職員休息室

 旗桿

 體力訓練中心

 STEMROOM 壁畫

 校園綠化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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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有42人選擇透過升中派位機制獲取中學學位，結果如下：

脫龍學生：第一組別學生28人								第二組別學生 12人								第三組別學生2人

		本屆參與一條龍派位的學生有85人

其餘 42 位學生選擇透過升中派位機制
獲取中學學位，98%同學獲派首三志
願或在自行收生階段獲派學位：

第一志願 ( 或在自行收生階段 
獲派學位 )：92.9%

第二志願：4.7%

第三志願：0%

第四志願：2.4%

獲派中學 人數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中學 1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 直資 ] 1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2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鄧兆棠中學 3

元朗信義中學 4
元朗商會中學 2
天水圍官立中學 1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1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2

可道中學 (嗇色園主辦 ) 1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3

香島中學 [ 直資 ] 1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中學 2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 直資 ] 1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4

浸信會永隆中學 1
馬錦明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 (屯門 ) 3

培僑書院 [ 直資 ] 1
基督教崇真中學 [ 直資 ]	 1
港青基信書院 [ 直資 ] 1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3
裘錦秋中學 (元朗 ) 1
路德會協同中學 1
賽馬會毅智書院 1

* 依學校筆劃排序

獲派中學 人數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中學 44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41

2020-2021 升中派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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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龍，同學
可以在相同理念、相同教學策略及環境中學習。

一條龍中學

第一志願 ( 或在自行
收生階段獲派學位 )：
92.9%

第二志願：4.7%
第四志願：2.4%



以 CRT	(Context	Role	Task)	模式籌劃活動，讓學生代入情景及角色，繼而加強他們
的動機及須負的責任，去完成任務。縱然遇上疫情，在受限制的活動空間內，教師仍盡
量安排部份實體、部份 Zoom活動，讓學生得享兩天 ( 由以往的三天縮短為兩個半天 )
的主題學習活動 !

學生化身有
營大使，鍛煉強
健體魄，並為自
己及家人設計低
糖、低鹽、少油
的有營餐單 !

學生化身旅遊大使

學生化身為「理財大使」，向身邊的家人、
同學及朋友宣揚正確的理財態度。

學生成為戰地記者，深入各戰亂國家搜
集資料、親身見證及經歷戰爭和貧窮的
苦況。

學生化身疫情下的「活動大使」，了
解疫情下除了打機外還有甚麼其他的餘暇
活動，齊抗「打機軍團」。

疫情下的「主題學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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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程課 特

一年級一年級

二年級二年級

學生以「屏山大使」角色去認識圍
村建築文化及其特色、圍村節慶傳統(春
節 ) 等。

四年級四年級

三年級三年級

五年級五年級 六年級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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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製校本寫作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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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設計多元化而活潑的課堂活動，
讀、寫、聽、說並重。

✔	 推行故事及小說教學，擴闊學生閱
讀的質與量。

✔	 善用資訊科技，有助自主學習。

✔	 高年級推行中學與小學一條龍銜接
課程。

中文科課程

✔	 小一至小三推行 Space	
Town 讀寫計劃。

✔	 推行故事教學，提升閱讀興趣及能力。

✔	 學習與生活結合，增加同學運用英語的機會。

✔	 進行各級拔尖課程，五六年級特設英文拔尖班。	

✔	 聘任三位外籍英語教師，合力營造英語學習環境。

英文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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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級學生在數學課
進行 STEM 學習活動

 3D 打印立體教具進
行探究活動

 五年級學生利用磁石
拼板進行探究活動

 即時評估了解學生
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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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評估素養，全面
評估學生知識、技能
和態度，培養學生正
向價值觀。

✔	 全方位學習，「走出
去」讓學生體驗不同
的學習經歷；「請進
來」讓學生增廣見
聞。

常識科 / 綜合人文課程

✔	 推行校本課程，學生以「探究式學
習」活動理解數學概念。

✔	 透過各類型具體操作活動，讓學生掌
握數學知識。

✔	 應用資訊科技，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及興趣。

✔	 協助學生掌握解難策略，以提升他們
的數學解難能力。

數學科課程

 應用資訊科技 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和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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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常識科 ( 科學與科技 ) 及校本
電腦課的課程內容。

✔	 透過科探活動培養學生的科學探究
技能及科學精神。

✔	 提升學生資訊素養及運用資訊科技
的能力。

✔	 設計不同學習任務提升學生的解
難、協作及創新的能力。

科學與科技科課程

✔	 透過創作、演奏及聆聽的綜合
活動，讓學生獲得豐富和全面
的音樂學習經歷，並達致音樂
課程的四個學習目標：培養創
意及想像力、發展音樂技能與
過程、培養評賞音樂的能力及
認識音樂的情境。

✔	 透過不同的綜合音樂活動和多
元化的學習經歷，讓學生盡展
音樂才能。

音樂科課程

 P4 課堂 - 
迷你吸塵機實驗

 P6 課堂 - 用 AR 學 
太陽系 P5 課堂 - 起重機實驗

 P6 課堂 -「勢能船」實驗

 P4Gigo 機關王比賽

 P6 STEM 比賽

 弦樂團訓練

 疫情下的分部練習

 音樂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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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堂新增了新興的體育活動，網上課
學習劍擊知識，實體課學習劍擊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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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學生藝術創作領域，提供機會讓
學生享受藝術、分享藝術。

✔	 聽說為主，拼音教學為輔，
讓學生多聽多說。

✔	 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活動，提
升學生學習普通話的興趣。	

✔	 運用不同資源，發展學生自
主學習普通話的能力。

視覺藝術科課程

普通話科課程

 疫情下提供了三場普通
話話劇給一至六年級學
生觀賞 ! 同學非常投入 !

 學生悉心準備，為同學送
上精彩的普通話話劇 !

 學生生動靈活地於日
常生活中使用普通話 !

✔	 透過不同有趣的
學習活動，既提
升學生的體適能
發展，亦培養學
生養成運動的良
好習慣。

體育科課程

 每人一繩有助學生
養成跳繩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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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早前進行了圖書館和展藝天地翻新工程，以森
林為主題，加建了書架式的台階，以營造一個舒適的閱
讀環境，讓同學以放鬆的心情閱讀，享受閱讀的樂趣。
大堂展藝天地亦加設了書架式的台階，它既是書架，也
是一個活動舞台，營造「全校都是圖書館」的閱讀氛圍，
令學生隨時隨地想閱讀，都可以閱讀，讓閱讀活動起來。

老 師 到 訪 新 蒲 崗
「蒲書館」，按課程需
要和學生能力揀選圖書，
豐富校內閱讀資源，以
提升同學的閱讀興趣。

4月 23 日為「世界閱讀日」，本校當
天舉行校內書展，讓全校教職員放慢腳步，
走進文字的世界，吸收養分和滋潤心靈，
老師選購了生動有趣的圖書，好讓學生「從
閱讀中學習」。

1010

全 悅閱校 讀讀

 能夠成為第一班同學使用新圖書館，
我們感到非常興奮和榮幸啊！

 設有多元學習區，學生可以在
這裡使用平板電腦進行電子學
習和專題探究

 為大堂的展藝天地加設書架式的台階，既是書架，也是一個活動舞台，營造「全校都是圖書館」的閱讀氛圍

 老師們都揀到「心頭好」， 
非常感謝「蒲書館」慷慨相贈

 校長、副校長和老師都認
真地為學生選購圖書



 智能機械人

本校以校訓「修己善群」作為發展資優教育的背
後理念，並以「資優教育普及化，普及教育資優化」
的原則制訂校本資優教育政策，使他們能夠在富彈性
的教學方法和環境下一展所長，以發掘和培育在不同範
疇資賦優異的學生，並以此作為長遠實踐資優教育的發
展目標。

資校 教優本 育

各科配合科本發展，課堂加入資優教育元素（創意力、
個人及社交能力、高層次思維技巧 )，亦分別為低小及高小
進行分流教學，為不同能力的學生提供適切的課程調適，
並收加快、加擴與加速之效：低小主科分流課程、五、六
年級英文科分流課程。

全班式及能力分組增潤課程 

在「多元化學習」時段進行各類專科或跨學科的有系
統培育計劃，包括校隊訓練，如 English	Stars、數學特工
隊、GIGO 機關王、STEM小組，以及藝術小組等。

抽離式小組增潤及專門課程

由教育局資優教育組、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委
託大專院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所舉辦的校外增潤及
延伸學習活動。

網上資優課程、「兩文三語」菁英比賽、「學
首」選舉、「明日領袖」傑出小學生領袖培訓計
劃、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嘉許獎等。

校外支援課程及比賽

 English Stars

 線上學習小
老師

 無人機編程訓練  疫情下的藝術小組
 兩地交流

 弦樂團

 數學精英

 English 
Buddies

 分流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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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電子工具，隨時、隨地都可
進行學習，突破傳統樊籬。

✔	 四至六年級推行自攜裝置 (BYOD)	
計劃，令學習更多元化、更有樂
趣、更具效能。

✔	 STEM 課程涵蓋科探與 Coding 範
疇，包括科學實驗、智能機械人、
無人機、機械積木等課程，發展
學生的思維、創造及解難能力。

✔	 校園電視台製作不同節目，師生
緊密合作，學習與趣味兼備。

✔	 以課研、校內與跨校觀課、專題講座、考
察及工作坊等作教師專業培訓，提升學與
教效能。

✔	 透過參與及推展不同計劃，與教育專業團
隊及夥伴學校作專業發展交流，獲益良多。

✔	 教師團隊常在不同地區、場合分享校本課
程設計、策略及成效，促進教育界整體的
專業成長。

 線上學習  節目多元化

 STEM 比賽

 線上小老師

 跨校課研  專業培訓
 對外分享



今年的新常態學習，大家雖然要保持社交距離，但班主任仍
以「師生暢聚」及各種環境佈置，讓同學互相欣賞班中成員的性格
強項及優點，來凝聚同學的團結和歸屬感。

此外，班主任於復課後與同學合力設計及製作感謝卡予為我
們默默付出的校監、老師、家教會、工友叔叔姨姨等，藉以培養同
學感恩之心，感謝身邊人為我們的付出。

班級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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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班 營級

「抗疫同行，伊分送暖」。在疫情中仍有不少社區人士
堅守本分，默默付出，也有不少人士值得我們關心。因此，
本校的學生義工隊組員希望為天水圍醫護人員、巴士司
機、小巴司機和獨居長者送上心意包，表達對他們的謝
意及關懷。義工隊由小五及小六學生組成，由構思計劃、
籌備、選取心意卡，到親自聯絡供應商和受助機構，均身
體力行，盡心盡力。

送曖行動 

 上下一心，同心協
力包裝心意包

 同學代表送心意包
予巴士司機

 同學致電訂購心意
包物資

 同學與工友合力運送
心意包到受助機構

 同學代表送心意包予長者  同學把心意包放入禮物箱  多謝醫護代表接受心意包



透過學生成長小組，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
適切的小組訓練，讓他們於專注力、社交技巧、
情緒控制、學習技巧、自信心等方面得到支援。

學生成長小組

 近年學生容易出現負面情緒，透過小組訓練讓他們能察覺自己的情緒變化
 透過「學生一頁檔」讓教師更了解學生的需要 

 疫情下仍能透過 Zoom 進行小組活動，提升學生的專注力

 小老師小組，讓高小
與低小透過活動一同
成長

 教育心理學家家長工作
坊 - 與孩同行學習路

 喜伴同行小組 - 
提升學生的社交能力

 校本言語治療師為
學生安排不同的治
療服務

 家長工作坊有效提升
家長輔助學生成長的
技巧及能力

 香港遊樂場協會「網絡健康及網上學習支援計劃」
讓一班高年級的同學認識現今網絡的危機及陷阱

成成
長長
關關
愛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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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習及 援長 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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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著鼓勵學生參加校內及校外比賽，讓每一位學生都有機會
接受不同的訓練和經歷，使每一個人都能發揮個人潛能，從
而肯定自我，建立自信，培養堅毅、不怕困難、勝不驕、敗
不餒的體育精神。

●	 疫症無阻學生參加比賽的熱誠，老師亦積極推薦學生參加各
項區際及全港性的比賽，挑戰自己，擴闊視野。

●	 本年度全校學生人數：758人，參加校外比賽人次：846人次，
獲獎人次：684 人次，獎項涉及面廣泛，包括語文、思維、藝
術、體育及科技與科學及設計方面，更有學生奪得「學首獎」、
「傑出學生獎」及「文藝之星」等個人殊榮，成績令人鼓舞。

校 內及 賽外 比校

 伊分音樂小王子

 學校音樂節

 同學獲多個個人
視藝獎項

 香港機關王競賽
之積木創客盃

 第十六屆小學生中
英文現場作文比賽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
學首選舉

 競技疊杯錦標賽線上作賽



多多
元元
經經
歷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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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稱「課外活動課」為「延展課」，因我
們深信發展學生不同潛能與學業發展同樣重要，
因此設立延展課，致力發展學生不同的潛能和興
趣，為學生提供課堂以外的不同學習機會。

延展課於每個星期三下午在上課時間內進
行，活動類別按Howard	Gardner 所提出的八大多
元智能論來劃分，由本校教師或專業導師教授。

由於疫情關係，本年度一至六年級同學透過
網上課堂接觸五種不同智能類別活動。

除「延展課」外，學校亦設置多元化學習課，
期望透過多元化學習課，進一步發展同學某方面
的卓越能力。同時利用小組教學以鞏固基礎較弱
的同學，期望真正做到「拔尖補底」。

課延展

賽馬會大細路「童行戲劇」計劃 2020-2021 
大細路劇團主辨的賽馬會大細路「童行戲劇」計

劃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希望本校小二至
小四年級的學生透過一系列創作性戲劇活動，如觀看
網上劇場及參與戲劇工作坊，培養正向思維及邁向全
人發展。

童 戲行 劇



✔	 個人成就共 13 人獲獎。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學首選舉 :		
	 學首獎 2名、優異獎 1 名

	 ・元朗區小學校長會元朗區傑出小學生 :	1 名
	 ・「天水圍的孩子」獎勵計劃 2021:	3 名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	1 名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	2 名
	 ・元朗區文藝之星嘉許計劃 :	1 名
	 ・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奬 :	1 名
	 ・體藝潛能獎學金 :	7 名

個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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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屆小學生中英文現場作文比賽 :	冠軍 1 名、
優異獎 3名、良好獎 1 名

✔	 於香港學校朗誦節共有 17 人次獲獎 :
	 ・中文獨誦 :	冠軍 2名、優良 6名、良好 2名
	 ・普通話朗誦 :	優良 :	1 名
	 ・英語獨誦 :	優良 8名

✔	 參加不同類型的數學比賽 9個，共多達 126 人次獲
獎。全年比賽累計共獲得一等獎 13 名、二等奬 38
名、三等奬 52 名。

學科方面

2020-2021 年度 獎 況概獲

✔	 於各類型音樂比賽共有 76 人次獲獎 :		
	 ・香港學校音樂節 :	季軍 2名、金獎 1 名、銀獎 19 名、銅獎 9名
	 ・2021 香港學界音樂大賽 :	冠軍 2名、亞軍 2名、季軍 2名
	 ・第十屆MF音樂聯賽 2019:	亞軍 1 名
	 ・2021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	銀獎 5名、銅獎 3名
	 ・聯校音樂大賽 :	銀獎 4名

✔	 體育比賽共 8人次獲獎，包括游泳及競技疊杯項目。
	 ・慶祝香港回歸 24 周年游泳錦標賽 :	冠軍 3項、亞軍 1 項
	 ・慶祝香港回歸 24 周年游泳錦標賽 :	團體獎一等獎 1 項

術科方面

✔	 第二十屆環保創意模型設計比賽
	 ・冠軍名 1、	季軍 1 名

✔	 兩岸四地 STEM大賽 ( 香港區 )
	 ・智能車組 :	季軍 2名
	 ・羅馬炮台組 :	季軍 2名
	 ・三項比賽全場總季軍 9名

創作與科技方面



伊伊
家家
人人

舊生會已踏入第八個年頭，過往四屆幹
事會曾舉辦了不同的活動讓老師舊生聚首一
堂，增進彼此情誼。

每年 12 月或 1 月，舊生會都會舉行周年大會。除了報告會務及財務狀況，也會再進行
燒烤大會，讓師生聚首圍爐訴說近況、漫遊校園、進行球類活動，促進情誼。

為了迎接新一屆的會員，每年 7月舊生會都會舉辦「夏日迎新 Summer	Splash」。舊
生們嬉水激戰，再享用甜品和小食，讓新一屆的會員融入舊生會的大家庭。

每兩年一次的「家教會及舊生會聯
合就職典禮暨親子同樂日」通常於 11 月
舉行。除了有典禮和表演外，還有美食
坊和攤位遊戲。舊生會的遊戲攤位很受
同學們歡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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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的五育得到均衡發
展，家長扮演的角色非常
重要，故學校非常重視家
校合作。

✔	 家教會每年都會舉辦不
同的親子活動及多元化
的家長教育講座。

✔	 龐大家長義工隊不但支
援學校所舉辦的活動，更
促進教師與家長緊密聯
繫和溝通，共同攜手培育
孩子在溫情洋溢的環境
中成長。

家 溢在同 校分 情校 遍伊 溫心 園洋

伊 會舊分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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