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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李曉虹老師，
任教中文、數學、普通話及視
藝。我很感恩能加入廣小這個充
滿愛的大家庭，並擔任2A班的班
主任。期盼這學年能與學生一起
努力，一起成長！

  我是嚴蕙老師，很高興能夠加
入廣小這個大家庭，擔任1A班的
班主任。我在校任教中文科、常
識科和視藝科。每天上學，我都
珍惜與學生一起上課的時光，能
陪伴着他們成長，希望他們健康
平安，過着愉快的學習生活。

  我是姚洪偉老師，任教數學、英
文和體育科，擔任5A班的班主任。這
個學年對我來說絕對是個新挑戰。校
園裏，我每天也看見天真活潑的笑臉
和勇於學習的學生。同學們，我願意
與你們在廣小一起學習，一起成長。
他日你們學有所成，正正是作為老師的

我最感安慰的時刻。

  我是今年新加入廣小大家庭的
吳玉珍老師，主要任教英文科，
並擔任4A班的班主任。希望各同
學遇見我時，都會有禮貌地點頭
微笑，並能用英語與我交談。我
期望同學們能積極愉快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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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林娜老師，很高興能
加入廣東道官立小學的大家庭，並擔
任3A班的班主任。我主要任教數學、
常識和視覺藝術。廣小的學生品性善
良，用心學習，除了尊敬老師，亦樂
於幫助同學，充份發揮友愛精神。我
期望每位學生能在廣小校園愉快地學習
和成長。

姚洪偉老師

林娜老師

嚴蕙老師

李曉虹老師

吳玉珍老師

校園新臉孔

多元智能樂繽紛‧齊來參與展才能
  新年伊始，萬象更新。送走滿載收穫的二零一五年，迎來充滿希望的二零一六年。藉此辭
舊迎新之際，祝大家家庭幸福！身體健康！
  剛剛過去的二零一五年，是廣東道官立小學豐碩的一年。學校在四月份舉辦了五十五週
年校慶暨畢業典禮，教育局質素保證及校本支援分部在十一月份派員到校進行校外評核。各
項工作得以順利完成，我感謝全體教職員發揮專業精神，以及學校管理委員會、家長教師會
和校友會對學校的支持及鼓勵。
  為了進一步營造優質的學校教育，學校制訂了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八新一周期的三年學校發展
計劃，兩個關注事項如下：
【關注事項一：培養廣小人素質，邁向正面人生】
  學校從飲食、運動及自理三方面，培養學生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促進身心健康的發展；透過多元化
的課餘學習經歷，讓學生發展興趣和潛能。
【關注事項二：照顧學習多樣性，提升自主學習的能力】
  教師致力優化課堂設計，提升學生自主的學習能
力；善用學生學習的多樣性，鼓勵互動協作，提升學習
的成效。
  學校致力實踐願景，因應學生的能力和需要提供均
衡的學習經歷，啟發學習興趣和發展多元潛能。希望同
學謹記校長在開學禮鼓勵大家的話：在新學年要「做好
人、讀好書」。《周易》中的卦辭：「天行健，君子以
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校長借此勉勵
同學在新的一年要剛毅堅忍，憤發圖強；增厚美德，容
載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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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喜歡聖誕聯歡會的活動呢！

聖誕聯歡會
  學校在1 2月2 1日舉行了聖
誕聯歡會，當天節目十分豐富，

不同的校隊為我們準備了精彩的

表演，如家長和學生合唱團、牧

童笛隊、弦樂團及兩隊舞蹈團，

展現了我校學生的才華。聖誕老

人亦來到為學生抽出豐富的聖誕

禮物，還有班際聯歡會中的遊戲

和大食會。大家渡過了一個愉快

和難忘的聖誕聯歡會﹗

家長和學生合唱團為大家獻唱聖誕歌﹗

聖誕老人來了，送了不少聖誕禮物給同學。

  學校旅行於11月3日舉行，當日秋高氣爽，全校師生和家長一起到了保良局賽馬會渡假村，一、二年級同學參加了
親子接力遊戲，三、四年級同學在老師指導下進行戶外寫生比賽，五、六年級同學展開了野外定向追蹤，大家渡過了

開心難忘的一天。

秋季旅 行
課外經歷‧樂也融融

學生和家長一起慶祝聖誕節，十分熱鬧！

歡樂時光

親子活動

戶外寫生比賽 野外定向追蹤

 2



學生投入參與「齊齊唱 齊齊填」音樂活動，
一邊唱歌，一邊填詞。

《健康人生》跨科學習活動
  本校於一月二十六日至一月二十八日舉行了一連三天跨科學習活動。本學年以「健康人生」為主題，目的是透過
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讓學生明白健康的重要性，並學習如何在生活中建立健康的生活習慣。為配合學校關注事項，部
份活動更加入自學的元素，讓學生在進行活動之前，先搜集與活動相關的材料，再在老師的指導及帶領下，把搜集得
來的資料用於學習中，使學生更能深入了解學習主題。
  跨科學習活動的內容涵蓋各個學習領域，各式各樣。從觀察所見，學生能熱烈參與各項學習活動，並能在愉悅的
氣氛下進行學習，學習表現見成效。

全校學生共同參與「普通話遊樂場」，
學生更有機會在台上表演唱歌和朗誦。

高年級學生為各班同學主持「身心健康有辦法」講座。

課外經歷‧樂也融融

學生參與「健康人生」
中文作文比賽。 學生在課室進行估算活動，

參與具挑戰性的數學競賽。

學生分組參與「常識問答比賽」，現場氣氛激烈。

學生投入參與各項英文科的攤位遊戲，
從中學會不少語文知識。

體育科
學校運動會

視藝科
「健康人生」
視藝創作比賽

視藝比賽暨作品展覽

常識科
「健康人生」
常識問答比賽

英文科
Word Search

Crossword Puzzle
Game Booth

中文科
「健康人生」

作文比賽
圖書科

身心健康有辦法

健康人生
跨科學習活動

音樂科
齊齊唱 齊齊填

數學科
數學競賽

電腦科
「健康人生」短片欣賞

電腦遊戲

學生到視藝室參觀各級精美的「視藝創作比賽」優異作品，大開眼界。

普通話科
普通話遊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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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 M A R T」目標訂立
計劃是本年度校本輔導活動

之一，希望同學運用SMART 
的原則為自己訂立明確可行

的目標，在指定時間內實踐

出來。家長積極為孩子們打

氣，支持及協助他們實踐目

標，從而建立良好的品格。

SMART 小冊子（封面頁）

SMART 小冊子（內頁）

小一同學在家長協助下訂立目標 訂下目標我做到
為目標努力加油

  本校參加由教育局舉辦的「成長的天空計劃
（小學）」，向有成長需要的學生提供為期三年

的「輔助課程」。計劃目的是提升學生的抗逆

力，培養學生面對逆境的正確態度、協助學生掌

握應付逆境的知識及技能，激勵他們積極面對成

長中可能遇到的挑戰。同學會參加一系列活動，

包括啟動禮、挑戰日營、輔助小組、親子日營、

義工服務及結業禮。另邀請家長參加家長工作坊

及分享與學校一起輔助孩子健康成長的經驗。

同學學習處理情緒

家長齊心協力解決困難

同學立誓投入活動

努力為我隊爭取分數
攀登高峰我做到

解決問題方法多

家長同學大合照

家校協作‧共同培育

成長的天空

同心一起完成任務

SMART目標訂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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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第九屆幹事委員已在2015年10月30日會員大會中選出，經互選後，各理事職位順利產生。各位家長教師會的委員將
會透過舉辦不同的活動，增強家校的合作，以促進學校與家長間的關係，並保持良好的溝通，成為雙方的橋樑。

2015-2017年度家長教師會家長幹事委員：
  顧問：  曹小燕校長

  主席： 蕭杏霖女士

副主席： 石美玲主任

  司庫： 陳素閒女士

  秘書： 莫偉雄先生 趙紅梅主任 

  總務： 王慶祥先生 鄭家文老師

  康樂： 湛兆威先生 黃健威先生 余慶賢副校長

  聯絡： 陳超文先生 陳愛珠主任（學生輔導人員）
第九屆家長教師會家長幹事委員與曹校長合照。

  家長教師會每年均會舉辦親子
學習日，希望透過多元化的活動，

讓家長及學生進行戶外學習，藉

此促進親子關係，加強家校溝通。

本年度第一次親子學習日於十二月

十二日（星期六）舉行，家長與學

生一同遊覽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貝殼館、科技大學及到大坳門感受

放風箏的樂趣。

在西貢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享受學習的樂趣。
家長、同學和我一起親親大自然！

我們透過不同的活動，認識到昆蟲的特性。
在科技大學的地標合照。

你看！我的風箏
多麼色彩繽紛！

新任委員

親子學習日

  本年度的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暨
家長教師茶聚已於10月30日(星期五)假學
校禮堂舉行。當日下午六時，逾百名家長

與就讀本校的子女濟濟一堂，會場氣氛熱

鬧。會上，主席蕭杏霖女士報告會務，司

庫陳素閒女士報告財政，並由營養師李琛

兒主講「健康飲食，促進學生學習」。當

天，十一位熱心服務的候選家長逐一上台

自我介紹，並講述參選目標。經過點算全

體家長的選票，新一屆的家教會幹事委員

隨即誕生。會員大會結束後，又是家長與

教師聚首一堂的時間。無論在禮堂、大空

地或小空地，隨處可見家長與教師愉快地

閒談，分享教導學生的心得，樂也融融！

家教會會員大會

家校合作‧共同培育

開始了，家長齊集在禮堂。

點票進行中⋯⋯老師及家長正愉快地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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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舞獅 參觀活垃圾焚燒發電廠 參觀海珠濕地公園

親愛的三位老師︰
  多謝您們照顧寶怡，
寶怡這次回來開朗了很多，她
也跟我分享了這次旅行的趣事。
聽寶怡把那海珠濕地說得那麼美
麗，我也很想去了，謝謝老
師的照顧！

6B 黃寶怡家長

  
 我覺得這一次旅行，很

有趣、很開心。車子剛到達海
珠濕地公園的時候，我已覺得那裏非
常美麗，我好像陶醉了在其中。進到公
園時，有清澈的湖，有鳥的叫聲，有花的香
味。我覺得最有趣的是那三位老師，在學校他
們都很嚴格，可是在這次的旅行中我發現這三
位老師很惹笑又和藹可親。如果下次有機會的
話，我一定會再參加，因為我不但可以去玩
耍，還可以學到很多知識，也多謝這三位
老師對我們的照顧。

6B 黃寶怡

  
  我很高興這次可以

到內地交流，亦學到很多東
西。特別是在學校的時候，學
了怎樣製作姜汁撞奶；在有機農
場知道了蔬果水果是怎樣來的；在
焚燒發電廠知道了如何做到減少
使用、物盡其用、替代使用及
循還再用。

6A 梁安言

  
 孩子這次去內地交流

學會了很多東西。第一，學
會了如何照顧自己；第二，學會
了如何跟陌生的同學相處；第三，學
會了很多課外知識。我很希望學校以
後繼續提供一些交流學習的機會，讓孩
子們除了學習課本上的知識以外，可
以學到更多的課外知識，深入了解
這個社會的事物！

6A 梁安言家長

    
 境

外縱橫‧擴闊眼界

同根
同心
：廣州

的自然保育及可持續發展的特點

  2015年12月10日至11日，學校三十位同
學在老師帶領下參加了教育局舉辦的「同根同

心」內地交流計劃  廣州的自然保育及可持
續發展，同學第一天上午到了東昇有機農場參

觀有機種植，下午到了興賢小學交流，渡過了

開心難忘的一日。第二天參觀了廣州的可持續

發展企業，是國內規模最大的活垃圾焚燒發電

廠之一。最後參觀了海珠濕地公園，探究自然

保育的重要性。通過兩天的交流、觀察和親身

經歷，學生獲益良多，透過自己的分析和思

考，進一步認識了自然保育的重要性。

參觀興賢小學

  
 對於學校組織兩天一

夜同根同心交流活動，女兒
很興奮，在出發前兩天就已經自
行執整自己的用品，緊張、細緻地檢
查了一遍又一遍，擔心有任何遺漏。

  經過這次交流活動，讓女兒加深了
對國家的認識，了解到濕地公園及探究自
然保育的重要性。重要的是讓她學會了
照顧別人和與人合作，懂得守紀律，自
理簡單生活。謝謝老師們的教導和關
愛。希望孩子在以後的人生旅途繼
續開拓視野，不斷進步。

6A 孟祉燁家長

 我兒子文諾自從廣州
交流、學習回來後，給我分
享了他學習和遊玩的事情；我
覺得他明顯改變了很多，懂得
與他人相處和關心別人！

6B 許文諾家長

我 對
於這次旅行感到很開

心。導遊小倩姐姐在途中熱
情地為我們講解不同的東西，讓
我學習了很多知識。我們去了濕地公
園、興賢小學和有機農場參觀。興賢小
學的學生很熱情，我們在那裏學會了造
魚燈；參觀有機農場時，學到了很多關
於植物的知識；濕地公園裏，有很多漂
亮的植物讓我們觀賞。我喜歡這次的
旅行，同時，我們也學會了一樣
東西  「同根．同心」。

6A 孟祉燁

  
  這次旅行令我學會

了很多東西，我最喜愛的
地方是東升農場，它令我看到
很多我沒看過的農業產品，重點
是那裏的食物非常好吃，我還學會
一些自理能力呢！
  這次旅行讓我看到了很多我沒
看過的東西，原來世界上有那
麼多新奇有趣的東西。

6B 許文諾

參觀有機種植

在興賢小學製作薑汁撞奶

與興賢小學同學一起做花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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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會員大會
  校友會會員大會已於2016年10月17
日下午五時至六時在廣東道官立小學順利

舉行。校友會會員大會期間，首先校長致

歡迎辭，然後由上屆副主席吳偉喬先生和

司庫李嘉慧女士分別報告會務和財務狀

況。當日校友會會員大會暨第四屆常務委

員會選舉也於同日進行，由於候選人的數

目與常務委員的名額相同，故全體候選人

自動當選。新委員於會後互選職位。

不少校友都撥冗出席會員大會。

教師專業發展
  全校教師在9月25日觀看了一齣由奧
斯卡紀錄片得獎導演  楊紫燁執導的紀
錄電影「爭氣」。

  學校邀請了電影的監製何靜瑩小姐到
本校為全體教師舉行名為「從使命出發」

的教師專業發展工作坊，強化教師對教育

的使命感。這齣電影紀錄了一班年輕人生

命蛻變的成長旅程，說明了教育工作者要

不斷為學生創造機會，讓他們取得成功經

驗，並且要有耐性地從旁激勵和支援，讓

學生能從積累成功經驗之後，提升自信，

迎接明日的挑戰。這亦證明了我們一直以

來的信念  「每一個學生也重要」是正
確的。

教師團隊獲益良多

何靜瑩小姐與教師團隊有緊密的互動

老中青校友濟濟一堂，真熱鬧啊！

校友會

專業發展‧提升素質

左至右：盧志達（聯絡）、陸嘉偉（秘書）、董麗瑜（總務）、蘇國仲（副主席【外務】）、林穎妍（主席）、
曹小燕校長、吳偉喬（會員事務）、劉穎怡（康樂）、林嘉彤（副主席【內務】）、李嘉慧（司庫）、余慶賢副校長

第四屆常務委員會成員校友會新班子

同根
同心
：廣州

的自然保育及可持續發展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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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環保大使無懼嚴寒，到馬屎洲進行環保
實地考察，充份體現堅毅精神。 校園小老師用心指導低年級學生學習，使他們獲益良多。

公益少年團團員踴躍參與「公益金慈善花卉義賣」，為公益金籌募善款，
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

2015-16年度風紀生就職典禮

風紀

英語大使

逢星期二的普通話日，普通話大使都會耐心地教導
同學朗讀普通話，以提高同學學習普通話的能力和
信心。

校園小老師

普通話大
使

公益少年團

O u r  E n g l i s h  A m b a s s a d o r s 
demonstrate what they have learnt 
and develop their leadership in 
helping their fellow schoolmates 
complete the reading aloud and 
one-minute talk activities of the 
English passports during English 
Thursday.

環保大使

服務同學‧發揮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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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旗隊

本校開放電腦室，讓學生利用小息及膳息到電腦室進行自學，
資訊科技大使負責維持電腦室秩序及協助有需要的同學。 熱心服務的午膳大使

穿起制服的升旗隊隊員精神奕奕地來個大合照！

午膳大使

「電訊日」設置不同的攤位遊戲，讓我們透過遊戲與其他地區的童軍溝通，
更認識不同的通訊方法，真是既好玩又有趣呢！

幼童軍

資訊科技大使

閱讀大使

服務同學‧發揮潛能

為我們推廣閱讀及熱心服務的閱讀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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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組舞蹈團使出渾身解數參與比賽﹗

籃球隊員憑着堅毅不屈的精神作賽，努力最終獲得回報。

小記者的拍攝工作，包括撰稿、編審和拍攝，我們學到很多新知識呢﹗

初級組舞蹈團穿著漂亮的
舞蹈服飾為我們表演。

全人教育‧精英雲集

英語集誦隊各隊員認真地進行綵排，
準備比賽，最終能獲得佳績。

校園小記者

高級組舞蹈團

籃球隊初級組舞蹈團

像素欠佳，請提供。

英語集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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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星期三，乒乓球隊可從教練安排的訓練中，
學習到不同的技巧。

每逢星期三的課外活動時段，全校各班會輪流參與大型壁畫創作活
動，我們視藝培訓組各成員可一展繪畫壁畫的潛能，所付出的努力可
不少啊！ 

笛聲飄揚，請大家聽聽我們的聖誕歌曲。

全人教育‧精英雲集

田徑隊員在校際比賽中為我校奪取佳績。

合唱團在聖誕聯歡會中為我們高唱悅耳的聖誕歌曲。

田徑隊

合唱團
視藝培訓組

牧童笛隊

乒乓球隊

弦樂團團員一邊聽着老師
的教導，一邊努力地學習

拉奏樂曲。

弦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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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機構／比賽項目 獎 項／學生姓名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第二十屆全港中小學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冠軍】2B 梁益豪 中級組【冠軍】4A 駱滿華 高級組【冠軍】5A 譚宇軒
初級組【亞軍】2A 陳雅琳 中級組【亞軍】3B 譚美銀 高級組【亞軍】6A 梁安言
初級組【季軍】2A 余欣陶 中級組【季軍】3A 陳宏才 高級組【季軍】6A 黃芷晴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第二十屆全港中小學
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級組【冠軍】2B 梁益豪 中級組【冠軍】4B 鍾曦童 高級組【冠軍】5A 梅元碧
初級組【亞軍】2A 區瑋麟 中級組【亞軍】4B 歐寶銖 高級組【亞軍】6A 李沛盈
初級組【季軍】1B 方思曉 中級組【季軍】4A 林慶雅 高級組【季軍】6A 林思晴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七屆校際朗誦節

中文朗誦比賽

【季軍】3B 李家僖 4B 周靖祺 4B 甘希文 5A 方煒琪

【優良獎】
2B 何曉悠 2C 陳忻綸 2C 杜宇欣 3A 湛俊業 3B 黎亦簥 3C 程宛蒽 3C 張敏悅 4A 潘文欣 5A 蔡培璋 6A 林思晴 6A 孟祉燁
6A 蔡宛彤 6A 林詠芯 6A 劉家禎 6A 梁慧楠 6B 張伊琳

【良好獎】
2A 陳穎琦 2A 勞琬程 2A 洪銘聰 2B 莫頌然 2C 梁熙彤 3A 楊清兒 3B 鍾凱傑 3B 張祖謙 4A 黃子鳴 6A 劉詩恩 6A 楊巧琳
6A 黎嘉曦 6B 黃日禧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七屆校際朗誦節

英文朗誦比賽

【季軍】3C 王得懿

【優良獎】
1C MANISH 2A 陳雅琳 2A 曹　揚 2A 羅　禎 2A 區瑋麟 2C 麥楚宜 2C 岑凱晴 3A 胡惠鐘 3B 黎亦簥 3B 陸雅婷 3B 林佩漫
3B 羅才德 3B 阮家帥 4A 潘文欣 4A 任子浚 5A 蔡培璋 5A 方煒琪 5A 區綺旻 5A 何鍵沂 5A 劉莎莎 5B 方綺霖 5B 劉 菲
6A 林詠芯 6A 孟祉燁 6A 林思晴 6A 楊巧琳 6A 盧旨呈 6A 李沛盈 6A 胡曉蕾 6A 王梓儕 6A 邱宇軒

【良好獎】
1C 呂靖怡 2A 曾韻珠 2A RUBY 4A 陳靖禧 4A 周穎言 5B 陳晋堯 6A 劉家禎 6B 張伊琳 6B 陳垣錡 6A 鄭詠心 6A 劉倩孜
6A 湛振東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六屆校際朗誦節
普通話朗誦比賽

【優良獎】
1B 方思曉 2A 羅 禎 2C 杜宇欣 3A 楊清兒 4A 陳靖禧 4A 潘文欣 4C 浩 特 4C 薜卓翊 4C 陳家銘 5A 鄧雨牧 5A 劉莎莎
5A 劉宛沅

【良好獎】 1B 萬亦雨 2A 曹 揚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六屆校際朗誦節

英語集誦比賽

【季軍】
4A 陳靖禧 4A 陳海桐 4A 陳子珊 4A 陳御彰 4A 潘文欣 4A 任子浚 4A 駱滿華 4B 周靖祺 4B 鍾曦童 5A 區綺旻 5A 蔡培璋
5A 杜侑耘 5A 方煒琪 5A 何鍵沂 5A 劉莎莎 5A 劉宛沅 5A 胡曉嵐 5A 傅苑珺 5A 孫旻茜 5B 方綺霖 5B 劉　菲 5B 胡菀珊
6A 鍾凱晴 6A 黎嘉曦 6A 林詠芯 6A 劉家禎 6A 劉景嵐 6A 劉倩孜 6A 劉詩恩 6A 梁安言 6A 梁慧楠 6A 李沛盈 6A 盧旨呈
6A 蔡宛彤 6A 胡曉蕾 6A 楊巧琳 6A 湛振東 6A 林淳彥 6A 甘志謙 6A 陳葉春 6A 黃芷晴 6B 鍾玉萍 6B 李 夏 6B 黃寶怡
6B 譚清心 6B 楊恩懿 6B 陳曉俐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4x100米接力邀請賽   【季軍】6A 梁安言 6A 胡曉蕾 6A 湛振東 6A 王　安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九龍西區小學游泳比賽

女子甲組50米蝶泳【冠軍】 6A 麥可欣
女子甲組100米自由泳【亞軍】 6A 麥可欣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九龍城區分齡游泳比賽2015 女子100米蝶泳【亞軍】6A 麥可欣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灣仔區分齡游泳比賽2015

女子50米蝶泳【亞軍】6A麥可欣
女子100米蝶泳【亞軍】6A麥可欣

香港冬泳總會2015香港
公開冬泳錦標賽

小學組【冠軍】6A 麥可欣

《明愛胡振中中學》
「胡振中盃」全港小學

籃球邀請賽

【銀盃賽季軍】
5A 黃 彥 5B 符策珠 6A 蔡俊熙 6A 羅景皓 6A 王 安 6A 鄒文輝 6A 湛振東 6B 陳宏力 6B 鄭志雄 6B 嚴文龍 6B 莫家震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2016 （香港賽區）初賽

【二等獎】
2C 思同 3A 陳宏才 3B 李家僖 3C 程宛蒽 4A 唐澧軒 6A 羅景皓 6A 邱宇軒

【三等獎】
1A 許緯謙 1A 吳穎萱 1B 黃訢翹 1C 周信一 2A 羅 禎 2A 譚振淳 2A 陳穎琦 2A 區瑋麟 2A 陳思靖 2B 梁益豪
2B 鄭佩思 2B 何曉悠 2B 莫頌然 2C 岑凱晴 2C 梁穎兒 3A 石馨然 3A 胡惠鐘 3A 韓偉正 3A 王海融 3A 陳楊品
3B 林佩漫 3B 鄭仰祐 3B 羅才德 3B 鍾凱傑 3B 阮家帥 3B 李泳恩 3C 朱寶軒 4A 吳宥樺 4A 陳御彰 4A 吳洛軒
4A 黃子嗚 4A 葉裕恆 4A 李紫鋆 4A 林慶雅 4A 劉晁亨 4A 思 琦 4A 陳海桐 4A 馬富珍 4A 趙姿茵 4A 潘文欣
4A 陳珍琪 4B 張耀國 4B 何悅恆 4B 周靖祺 4B 陳紫琪 4B 杜思瑤 4B 劉祖華 5A 鍾振康 5A 李永杰 5B 王浩楊
6A 劉詩恩 6A 王梓儕 6A 盧旨呈 6A 甘智謙 6A 鄒文輝 6A 蔡宛彤 6A 胡曉蕾 6A 楊巧琳 6A 鍾凱晴 6A 黃芷晴
6B 蔡達明 6B 莫家震 6B 鄭泓麟 6B 陳咏詩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組委會》、
《香港資優教育學會》合辦環亞太杯

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一等獎】1A 許緯謙 6A 邱宇軒

【二等獎】1A 甄詩兒 2B 梁益豪 3A 陳宏才 3B 李家僖 3C 沙勝利 4B 張耀國 6A 羅景皓 6A 林思晴 6B 莫家震

【三等獎】
1A 高鎧澄 1A 陳姵杏 1B 方思曉 1B 雷紫琪 1C 蔡善彤 1C 梁志鋒 2A 曹 揚 2A 譚振淳 2B 何曉悠 2B 余夢楠
2B 莫頌然 2B 歐智深 2C 吳道宏 3A 王欣曈 3A 王海融 3A 胡惠鐘 3A 韓偉正 3B 林怡臻 3B 鄒佩琳 3B 鍾凱傑
3B 龔博灝 3C 鄭子萱 3C 程宛蒽 4A 葉裕恆 4A 潘文欣 4A 栾思琦 4B 杜思瑤 4B 許釗雄 4C 余宇峰 5A 鍾振康
5A 區綺旻 5B 王浩揚 5B 朱愛然 6A 王 安 6A 王梓儕 6A 鍾凱晴 6A 蔡俊熙 6A 劉景嵐 6A 劉詩恩 6A 胡曉蕾
6A 李沛盈 6A 甘智謙

《香港天主教教區學校聯會（中學組） 》
第二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

2015-16

【銀獎】6A 羅景皓

【銅獎】6A 邱宇軒

【優異獎】4A 陳海桐 4A 葉裕恆 4B 張耀國 4B 何悅恆 5A 李永杰 6A 劉詩恩 6A 梁慧楠

《日本大阪日中文化交流會》第36屆
中國  日本國際書畫大賽 【銅獎】5A 杜侑耘 

《鴻星集團》、《教育局》
「識惜相關」計劃之
熊貓環保模型創作比賽

【入圍獎】6A 劉詩恩

《敬師運動委員會》
「頌師恩」繪畫比賽

【低年級表現卓越獎】1A 陳佩杏 1A 林海藍 2A 洪銘聰 2C 岑凱晴 3B 林佩漫 3C 張敏悅

【高年級表現卓越獎】4A 黃凱慈 4A 陳珍琪 4B 陳紫琪 5A 胡曉嵐 6A 徐于珈 6A 林詠芯

《香港童軍總會》
幼童軍傑出成就

【2015年總會優異旅團】
【2015年傑出旅團獎勵計劃金獎】
本校幼童軍（九龍第一三二旅）

廣小龍 虎 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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