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 年 創 校， 至 今 已 有
八十八年。

1.
一年級 家務助理機械人
一年級
家務助理機械人設計

以德、智、體、群、美、靈
六育均衡發展為原則，並透過靈
性教育，使學生對人生、家庭、
社區和國家有正確的認識及態
度，以達至全人教育的目的。

二年級
糖果車

教育目標
本校為一所基督教小學，本
著基督精神，以聖經的真理教導
兒童走正路，培養兒童成為一個
有用的人。
四年級 太陽能車

四年級 太陽能車設計

師資
三年級
保冷瓶

全方位戶外及跨學科主題學習日

愛 意 栽 培 果 葉 盈

師資優良，全體教師具備教
師專業訓練及大學學位，其中
39% 具碩士學位。教師們一向
積極參與各類進修課程以提升專
業知識及技能，為提供優質教育
奠下了良好的基礎。

實施新時間表，上午上課，下午活動，體驗真正的
全日制學習生活，讓家長更有彈性安排子女的學習。
2. 校風淳樸，師生關係融洽，營造愉快的學習環境。
設有雙班主任制，全面照顧學生各方面的需要。
3. 以訓輔合一和全校參與模式推展訓輔工作。透過靈性的培育，培養兒
童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
4. 教師們能善用多媒體設備，在教學上廣泛應用資訊科技及自行製作校
本教材，並推動網上學習。
5. 減少考試次數，騰出時間進行跨學科、STEAM 及 LBD 課程。並透過
全方位學習及專題研習活動，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
6. 舉辦不同的境外交流活動，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並擴闊其視野。
7. 設全面電腦化的圖書館，培養優良的校園閱讀風氣及自學能力，並鼓
勵學生善用多媒體設施閱讀電子書。
8. 小一至小六以普通話教授中文。
9. 有三位外籍英語老師進行課堂教學及活動。
10. 每週設英語日及普通話日各兩天，營造語言環
境，提高學生運用兩文三語的能力。

本年度畢業生 54 人，
升中派位成績卓越，概況如下：

靈 心 啟 迪 才 華 現

辦學宗旨

設施

學生表現

學與教特色

歷史

五年級
護耳產品

校舍樓高三層，有 12 個課室，全部已安裝了
空調、電腦、互動投映機或互動屏幕和音響系統等
多媒體教學設施；設有視覺藝術室、音樂室、資訊
科技學習中心、中央圖書館、綜合活動室、模擬飛
行駕駛室、英文室、輔導主任室、操場及禮堂等，
為同學提供了完善的學習設備及環境。

本校學生派獲主要以英文授課中學
( 包括直資中學 )

人數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5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3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信義中學

1

天主教崇德英文書院

2

趙聿修紀念中學

1

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5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1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2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

1

元朗公立中學

8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3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宏信書院

1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中小學

1

天水圍香島中學

1

English Show Time

乒乓球同樂日

宗教日營

( 尚有其他資料，未能盡錄 )

2022-2023 年度班級結構：
全日制一至六年級各兩班

未來展望

地壺體驗同樂日

1. 推動校園的正向教育，培養學生樂意服務的精神及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2. 鼓勵學生養成閱讀的習慣，進一步推動自主學習、跨學科學習，加強拔尖保
底，建立精英人才庫，發展資優教育，促進教學多元化。
3. 善用新時間表，妥善安排下午的多元化活動，以豐富學生的學習經歷、培養
學生的自信、擴闊學生的視野。

六年級 水火箭製作

STEM 跨學科學習

沙頭角禁區時空探索之旅

課外活動多元化

健康成長展才華

各科組以提升學生的共通能力為目標之一，全校推行「一生一體一藝一服務」
計劃，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活動以增強學生建構知識的能力。校方亦鼓勵學生積極參
與各項不同的比賽，讓學生養成不斷挑戰自我的性格。
去年學生共 354 名，他們參與 275 項校際比賽，獲獎的學生有
次，在疫情停課下，仍有此佳績，實屬難得。

504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21/22

聖公會靈愛小學

   我校參加了 2021/22 年度的香港校際話劇節 ( 小學英
文組 )，表現卓越，並連續兩年勇奪最高榮譽的評判推介演
出獎，其他獎項包括︰傑出演員獎、傑出劇本獎、傑出合
作獎、傑出導演獎、傑出影音效果獎。

S.K.H. LING OI PRIMARY SCHOOL

學術體藝眾精英
STEAM 活動

學校概覽

人

屢創佳績潛能勁

2022-2023

中文話劇課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學生成績卓越

HKCAAA
( 香港文化藝術協會 )
2021-A-Happy-Moment-Drawing- Hong Kong Piano
Competition
Competition 2022

2021 粵港澳大
灣區正能量音
樂大賽 ( 小學
獨唱組 ) 冠軍

故事演講比賽

音樂會鑒賞

音樂才藝表演
第 74 屆校際音樂節

小小音樂家 - 獲獎無數

校際朗誦節

書中人扮演大賽

跳繩強心

聯校音樂大賽 2021
The 22nd Annual English 明日領袖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 小學聲樂獨唱 ─ 初級組 ) 故事遊學園校際故事演說比賽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 傑出學生
冠軍
冠軍
for Primary Schools in
金獎
Yuen Long

競技遊戲

摺校服綁鞋帶比賽

書法班

元朗區科學與科技培訓課程暨海、陸、空
探索比賽 2022 一等獎

排球班

游泳課

繪畫活動

元朗區傑出小學生學首選舉 21-22

天水圍的孩子

第十四屆元朗區傑出小學生選舉

香港剛柔流空手道空
友會創會五週年紀念
暨第二屆新界區空手
校際賽男女童隊際型
冠軍

Hong Kong (Asia)
Solo Dance
Competition 2021
Solo- Ballet Junior
Division by PSPACE

新界西精英培訓計劃 - 傑出學生

校址：新界元朗媽廟路 15 號
電話：24774109   傳真：24741700
網址：http://www.lingoi.edu.hk
電郵：info@lingoi.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