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校長與余副校長向各校委員成員
介紹新的冷氣設備。

廣東道官立小學
CANTON ROAD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廣東道官立小學已有五十五年歷史，在歲月長河中，已
孕育了無數的莘莘學子。學校一直致力改善校內設施，務求
讓學生能在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中學習。本年度本校為了讓
學生能在一個寧靜、舒適的環境中學習，故此進行了全校的
冷氣翻新工程。整個工程由籌備、規劃、勘探、撥款、動工
等歷時達兩年之久，最後決定讓全校的課室、特別室，以至
圖書館均改用了分體式冷氣機，操作更容易，老師可按天氣
情況、當天氣溫調節一個合適的溫度及模式，讓學生能夠在
一個寧謐的環境更專注地上課。
  另外，三樓有蓋操場也增設了分體式冷氣機，我們可以
更有效地運用這地方進行不同的學習活動，如聯課活動、科
技探究日、學科活動、講座……相信學生在多元化的學習環
境中學習，更有助他們在不同領域發展，並且提升他們對學
習的樂趣。
  4月26日，我們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冷氣啟動禮」。
我校邀請了學校管理委員的成員在主席  教育局副秘書長
康陳翠華女士的帶領下，一起舉行了啟動禮的儀式，這也標
示了三樓有蓋操場的冷氣裝置正式啟用，可以隨時化作多用
途的活動室，讓學生能夠在一個更理想的環境學習。

每個課室均裝置兩台分體式冷氣機。

校址：九龍尖沙咀廣東道178號
電話：2366 1530  傳真：2314 1850

網址：www.crgps.edu.hk  電郵：crgpsinfo@edb.gov.hk

我們期待已久的「冷氣啟動禮」！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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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積極參與課堂活動。

學生參與合作學習活動，並作匯報。

自主學習創未來
  為裝備學生迎接二十一世紀各樣新的挑戰，本校致力培育學生終身學習的

素質，當中以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最為重要。因此，本校的學校發展關注事項是「照顧學
習多樣性，提升自主學習的能力」。

  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明白要提升學生自主的學習能力，首先要優化日常課堂教學。有見及此，教師在
課堂上會善用提問技巧及設置合作學習活動，銳意增加學生互動學習及參與課堂活動的機會，從而照顧不同學生
的學習需要。同時，為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興趣，教師更會為學生營造自學的機會，其中課前預習便是重要的一
環。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進行多元化的課前預習活動。學生可透過課前閱讀、朗讀課文、查閱工具書及網上搜集資
料等，為個人的課堂學習作充份的準備，繼而在課堂上能更積極投入參與，主動學習。

  在課堂教學方面，教師會配合學習目標及內容，滲入自主學習的元素及學習活動，豐富學生的學習歷程。同時，
教師為配合學生的學習能力，設計不同程度的分層工作紙於課堂上供學生使用，有效提升學與教的成效。至於學習
延伸方面，教師配合學生所學及學生的學習需要，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為學生設計班本化單元工作紙，並加入
思考題或挑戰題；常識科更嘗試加入了思維策略的元素，以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
  另一方面，為促進學習的評估，使學、教、評更聚焦，在學生課業中，教師特意為學生提供自評、學習反
思或家長評估的機會，從而進一步了解學生實際的學習情況。此外，在每次測驗及考試後，教師均會仔細
分析學生在各個學習範疇的學習表現，教師會作專業交流，務求跟進學生的學習及完善教學策略。

  總括而言，本校致力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在課堂教學、學生課業設計及學習評估均
會作出適當的配合，引導學生進行自學。教師不時審視及檢討學與教的效能，務求為
學生提供一個愉快而有效的學習環境，同時為學生的未來作準備。

學生利用平板電腦作互動學習。

學生透過實物操作進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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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音樂家在後台準備演出！
弦樂團在校慶精彩的表演，
獲得不少讚賞。

學生學習大提琴不足一年，
看起來有板有眼呢！

弦樂團加緊練習，務求
為演出能盡善盡美。

一年級學生年紀小小，
也能奏出美妙樂曲。 

「樂」在廣小
  我們相信：每個孩子也能學習，每個孩子也能成功。
  為此，我們提供機會，讓每個孩子在小學生涯中也能享受

學習一種樂器   小提琴，使他們在學習過
程中體驗成功。
  我們使用撥款，購買樂器供學生在課堂
上使用。如有需要，學生更能借用小提琴回
家繼續練習。我們更聘請專業的導師教授全校小三及小四的學生演奏的技
巧；通過教授樂理知識、聆聽大師的音樂作品等活動，學生不但能奏出歌
曲，更能使用小提琴創作短曲。表現出色的學生，更會被選拔加入學校的
樂團，並加以培訓，使能學有所成。
  普及小提琴教學計劃在本校已經實施了五年，成效顯著。學生不但在
各項表演活動中獲得高度評價，更獲邀參加校外的演出。部份學生亦參加
了公開比賽及專業評級考試，成績亦佳。學生能從樂團訓練過程中體驗

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更培養出「堅毅」的良好態度。學生
的自尊感及對學校的歸屬感亦得以提升。

4A 陳靖禧
  還記得一年級的時候，我們在音樂課上學習拉奏小
提琴，那個時候，我覺得十分辛苦，因為我
是初次接觸小提琴，未能掌握拉奏小提
琴的技巧。直到三年級，因為學校55周
年校慶，我們得到一個表演的機會，大
家都很用心練習，有明顯的進步，我亦
越來越喜歡小提琴了。

3B 阮家帥
  我十分喜歡大提琴，以前在電視上看見一個弦樂團輕快地
拉奏出一首悅耳的歌曲，心裏羨慕極了，所以我就參加了弦樂

團。教我們大提琴的彭老師很好，當我們拉錯和
弓速不齊的時候，她就會叫我們調整至正確。
如果拉琴表現良好的話，彭老師還會獎貼紙鼓
勵我們。我相信用心練習的話，演奏出來的歌
曲就會很動聽。

6A 邱宇軒
  在這三年裏，我參加了弦樂團。弦樂團對我有很大
的影響，不但令我拉奏小提琴的技術突飛猛
進，還令我更喜愛小提琴。而今年我亦很
榮幸成為弦樂團的團長，還在自己的畢
業禮上演出。我能夠在台上表演，全靠
耐心地教導我們的張老師，我真想親口
跟她說聲：「謝謝！」

導師用心指導學生學習彈奏小提琴。

6A 李夏
  我參加弦樂團已經三年了。在這段期間，我都很努力地
拉奏小提琴，雖然我曾想放棄，但最後憑着堅毅都堅持下去

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為每年學校的大型
表演演出，表演前夕，老師和各團員都加緊練
習，老師會很嚴謹地指導我們，亦會說笑話
讓我們放輕鬆一些。假如沒有參與弦樂團，
我也不會喜歡上小提琴了。

努力學習的好孩子。

同學們到商場演奏
及報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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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CRGPS
  我們在2016年初開展我們的STEM教育課程，目的是希望學生能透過不同的體驗活動，讓學生在科學、科技及數
學範疇中建立穩固的知識基礎，發展學生的多元潛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裝備學生應對現今世界的轉變和挑戰。

甚麼是STEM? 
  STEM的理念是將Science（科學）、Technology（科技）、Engineering（機械）、Mathematics（數學）結
合，目的是為了啟發學生的創造力，通過邏輯思考製造出具有創意的物品，達到既定的目標。當中甚具代表性例子包
括有：網上購物平台、Facebook、Dropbox、智能電話、遙遠控制器、八達通卡等。這些物品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
關，增添了生活上的方便。

學習程式語言
  在STEM課程的起步階段，要先學會與電腦溝通。故此，我們先從編寫程式Coding開始。我們選擇了用Scratch讓
孩子作為起步點。Scratch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媒體實驗室（Media Lab）在 2006 年所推出，專門設計給
年約8歲的小朋友學習的程式設計語言。目的是讓小朋友以熟悉的堆積木方式更快進入程式語言的世界。之後，我們亦
以「建構機械車」為途徑，將S、T、E和M的概念結合。舉例如下：

Science（科學） 運用了電力、磁力、Force, Left hand Rule等推動機械
Technology（科技） 以科學的原理，將電力轉化成機械力

Mathematics（數學） 以數學計算出以多大的電力去推動機械
Engineering（機械） 綜合Science（科學）、Technology（科技）和Mathematics（數學），製成機械車

Micro-Controller
（微控制器）的使用
  我們的日常生活已經和Micro-
C o n t r o l l e r s（微控制器）有着不
可分割的關係。最普通的例子可算
是以SCRATCH去編寫程式，控制
交通燈顏色的轉換以及轉換的時間
了。此外，便是無線網絡 (WiFi )的
使用了。通過無線網絡，我們利用
程式(Codes)以一部微控制器去控制
另一部微控制器，使達成既定的目
標。當中的例子多不勝數，如微波
爐的控制板、八達通卡系統、恆温
冷氣機、各類電子遙控器、智能電
話、智能玩具、航拍科技甚至戰機
等等。我們的學生亦設計了屬於他
們的遙控車、足球車和吸塵機。

3D打印技術
  3 D打印技術是一個很好的S T E M教
材：因為3D打印技術同時涉及科學(S)、科
技(T)、工程(E)和數學(M)。在科學方面， 
3D打印採用了不同的物料，學生在選材方
面需要認識不同物料的用途和成份。  在科
技方面，3D打印技術應用了不同的打印科
技，學生在當中可以認識先進的科技。在工
程方面，學生需要在建構3D打印機時考慮
不同的因素，這裡體現了工程在這方面的應
用。在數學方面，以往學生在學習點、線、
面時學得比較抽象；通過3D打印，學生在
這方面的學習可以變得十分實在和具體。由
此可見，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隨着3D 打
印技術和打印機的發展日漸成熟，小學生都
可以自行裝嵌和操作。學生能通過實物去學
習，運用創新思維，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Be a Maker
  學生掌握了以上的技能
後，只要「想到」就可以「做
到」。從「想」到「做」就是
創意( innovation)與發明的過
程。透過創新，就能為我們的
社會創建新的未來。在這個21
世紀資訊發達的新世代，技
術和科技不斷提升，我們要培
養學生具備創新思維和能力，
會思考和分享，也會動手自
造，使成為具備競爭力的創客
(Maker)。

  6月22日是我們的的分享活動，更是展現學生和導師努力創作的成果的
日子。我們喜見學生對課程深感興趣，導師亦稱讚學生表現投入和出色，部
分學生更獲導師推薦參與大學的科技創意活動。我們亦確切感受到STEM和
「創客教育」的力量。它開啟了學習的另一種的模式：學生不但在創造和解
難能力得到提升外，協作能力和自主學習的能力亦同時得以提升，學生的發
展更全面。在下學年，學校會運用「推動STEM教育」的津貼舉辦相關的課外
活動。在課程方面，我們計劃在高小的電腦科課程中加入電腦程式編寫的單
元。學校亦會鼓勵教師參與相關的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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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iPad瀏覽老師給我們的學習資料。

老師運用電子教學，學生均留心上課。

同學望鏡頭笑一笑
呀！我幫你拍拍照。

老師們一起研究和討論如何使用平版電腦軟件，有助教學。

運用電子學習，讓上課變
得更有樂趣。

快快把學習成果展示出來，
讓同學欣賞。

  踏入資訊科技的年代，如何帶領學生面對未來是當今教育的
重要課題。於本年度，我校透過「Digital Learning with iPad Program	借得雲端

設備，同時參加了香港教育學院的「電子學習支援計劃	，與友校積極合作，深入探討
了雲端教學的技巧，並於課堂實踐，全校師生共同分享雲端教學的樂趣。

  是次活動得到正面的回響，學生樂在其中，教師亦滿意成效。透過先進的資訊教學設備，創
新教學模式和學校環境，是教育的大趨勢，在家長的支持下，我校率先於本年度利用校本管理費
購置了十多部iPad。配合香港教育局的wifi-900計劃，下年度所有課室將鋪設wifi，iPad的數量
亦會持續增長。

  教師方面，亦積極接受培訓，致力組織多元化的教學內容，
促使學生自主研發和學習，培養學生協同學習、解決問題、自
我學習等的基本能力，讓他們裝備自己迎接未來各項挑戰。

雲端啟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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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投入閱讀，神情專注。

開始學習歷程，預測書中內容並訂定學習目標。

同學們共同相討目標的可行性及實踐方法。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為了培育語文能力優異的學
生，本校參加了多個發掘及培育
在中國語文方面表現優秀的學生
活動。例如由教育局資優教育組
委託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舉辦
的「中國語文菁英計劃」。三月
期間，本校6 A班學生李沛盈從
400多名來自不同學校的菁英脫
穎而出，入選決賽，最後更獲得
菁英獎項（小學組）菁英銅獎。

中文科
  本校中文科除了致力提升學生在聽、說、讀、寫的能力的提升外，還
著重學生的品德情意教育、文化學習及中華文化的認識，更努力培養學生

對中文的興趣，因應學生需要，編選多樣化的學習材料，並於課堂靈活

運用，讓學生樂於學習，主動求學，敢於創新。

6A李沛盈與頒獎嘉賓及其他得獎者一同合照。

發展學生語文自學能力
  本校於去年已參加了由香港大學舉辦的「優質教育基金
中國語文學與教主題網絡學校計劃」【發展學生語文自學能

力】計劃，五年級學生會以《聊齋》，進行閱讀的學習歷程，

從而提升其語文的自學能力，過程中發現學生深受裨益，並能

提升他們對閱讀的興趣。故此，本年度本校繼續參與計劃，並於

六年級展開，期間，科任老師多次與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

中心課程發展主任陳鈺蓮女士舉行會議，商討課程規劃及推行細節。本校最後選取

《三國演義》作為是次教學材料，計劃重點是讓學

生分析人物性格，並能概括故事情節。透過老師教

導，學生學會自訂學習目標，並運用不同的方法和

工具，如「有原但結」、「故事圖式」、「人物性

格列舉圖」，甚至是學生自行設計工具達成目標，

過程中學生要經常反思，從中修訂自己所訂目標，

繼而完成整個閱讀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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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甘智謙
  在這一年裏的小記者生涯，使我
的視野廣闊了。其中，我更有機會

在影片中擔任記者，訪問麥可欣同

學，使我膽量和自信大增，美中不足

的是自己在訪問時間中有些小動作，但

整體表現良好，的確得益不少。

6A 林淳彥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校園小記
者，讓我認識到記者的工作和辛

勞。選取題材、設定問題、訪問

和攝影等工作都要親力親為。自

己也能夠學到不少的課外知識及鍛

煉自己的膽量，真是獲益良多﹗

6A 鍾凱晴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校園小記者，並覺得安排的
活動很有趣。我可以從中學到很多記

者的工作，例如﹕攝影、採訪、撰

搞等等。我還可以學到一些說話

的表達方式和技巧，我面對攝錄

機時能夠放鬆心情地採訪，從而

鍛煉個人的膽量。

  由明報及語常會舉辦的「小作家培訓計劃」，邀請小學生參加，鼓勵他們多寫作。本校6A李沛盈及6A蔡俊熙被獲
選成為「小作家」。他們藉着機構定期舉辦的培訓、活動，即場依導師提供的題目寫作，練習不同文體的寫作技巧，

增強寫作能力；更會以香港歷史文化為主題，走出校園，實踐寫作，增強他們的觀察力；而當中的「作家精讀坊」則

由導師帶領同學了解個別作家的寫作技巧及其創作思維，以提升學生的文學素養及擴闊他們的視野。活動期間學生所

提交的作品，會由不同的作家給予評語，以提高他們的寫作水平。

學生心聲

5A 胡曉嵐
    我自從參加了校園小記
者，自信心增強了，更有機會

認識一班很友善的組員。記

得有一次，我起初拍攝「健

康人生」的片段時，感到害

怕和緊張，後來全憑組員的鼓

勵，才使我放鬆，並順利完成被

委派的採訪工作，所以我真的感到很榮幸能成為

小記者，亦再次感謝組員的支持。

5B 胡菀珊
  我很高興可以參加校園小記
者，因為我能夠透過採訪的過

程增強自信心，挑戰個人的

膽量。我希望來年能繼續參

與此活動，學習更多搜集資

料和編輯的工作。我明白做記

者不容易，但相信只要努力，就

能克服困難。

校園小記者

6A 蔡俊熙
  通過這活動，令我知道如何
抓緊人物的神態、印象深刻的一

面進行寫作，這不但令我的寫作

水平提高了，也知道了寫作的要

點︰想、描、寫、觀。

6A 李沛盈
  通過參加「明報小作家培訓」這個活
動，我收獲了許多。在活動中，不但有名

師向我們傳授寫作技巧，更可以通過親身

體驗去感受。這個活動不但提升了我的寫

作能力，而且還讓我學到了很多知識。

  校園小記者於逢星期三的課外活動節進行，組員主要透過尋找資料、撰稿、設定訪問內容、採
訪、拍攝及編審等，以訓練說話表達能力及與人溝通的技巧，從而促進其創造力、自信及接納他人

的能力。早前更拍攝以「運動」及「堅毅」為主題製作的短片參加由信興科技有限公司與教育局商

校合作計劃之「童眼看世界」短片拍攝比賽，使學生拓展視野，有所裨益。

小作家培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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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tudents performed the play ‘The adventures of Aesop’ 
at th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this year.

5A Fong Wai Ki, Katie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the 
drama teachers because I 
have learnt a lot from them. 
I  a m  s o  p r o u d  t h a t  o u r 
team won the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and ‘Award for Commendable 
Overall Performance’ this year. 
I really enjoyed all the practice 
sessions and the opportunity 
to perform on stage.

English Drama in CRGPS
  Since our first English Musical, “Aladdin”, in 2006, we have decided to create a completely new 
way to develop children. We help our children with confidence building and self improvement. Our aim 
is to help our students develop confidence and build children’s speaking, acting and social skills through 
drama. We have noticed the remarkable benefits of students’ participation and development built quickly 
in performing arts throughout these years. Having English drama at school is great fun and highly 
developmental for children. Many students discover the joy of acting and decide to pursue further stage 
work when they go to secondary schools. We also help our students build important skills that are used 
in whatever future endeavors they pursue. 

Our English Drama Team won 5 awards in 2016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English

6A Lau Sien Zhi, Nicole 
I  am proud that  I  am a 
member of the school drama 
team. I  en joyed a l l  the 
practice sessions and the 
performance. We worked 
well as a team and tried our 
best when performing on 
stage. I hope the audience 
would like our performance 
and that more students can 
join our team next year.

6A Lam Sze Ching, Luby 
This year is the third year 
that I have joined the school 
drama team. I have learnt a 
lot from my teachers and my 
teammates. I have learnt how to 
perform enthusiastically. I have 
also learnt how to co-operate 
and speak confidently in front 
of the audience. Next year, I will 
be a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 
I hope I can be a member in the 
school drama team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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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1000 leveled reading books are available in the 
English Wonderland for students who love reading. 

Students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English activities with 
Mr. Stride. They are using iPads for reading stories, 
recording their voices and playing games. 

Developing Self-directed Learning in the P1
‘Space Town’ Literacy Programme at CRGPS
  All children are unique. Some children like to work in large groups while others prefer to work 
independently. Some students have had exposure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since they were born while 
others are only just being exposed to phonics, vocabulary and sentence structures.  During English 
lessons, students that need more guidance can sit together with a teacher dedicated to guiding them with 
their work whilst others can work on more challenging worksheets independently.
  In September 2015, we introduced ‘Self-directed Learning (SDL)’ into the P1 ‘Space Town’ English 
lessons. The SDL Activity Booklet gives students the opportunity to practice using the vocabulary and 
sentence structures taught through writing sentences for high frequency words, phonics activities, 
word searches and small projects. Students als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lay board games from each 
unit. Additional worksheets are also available for students who love to write about their own drawings. 
Students can choose what activities they want to do depending on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learning style. 
SDL can be done during Space Town lessons, GE lessons, breaks or at home.   
  Students can also choose additional reading books that interest them from 1000 books divided into 
21 ability levels. We are now introducing ‘See-saw’ which encourages students to create individual work 
using iPads to photograph, edit and record themselves before submitting their work to the teacher via 
email. 
  This year, teachers have worked very hard to implement new methods to cater for learner diversity 
and use technology to enhance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It is so rewarding to see our students developing 
a genuine love for learning by enthusiastically embracing the Self-directed Learning and E-learning 
initiatives.

Students enjoy the Space Town lesson very much.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Self-directed Learning activities - 
Board Games. They are available in the classroom so student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lay and learn with them at their free 
time.   9



  本年度本校數學科參加了由香港教育學院卓越教學發展中心主辦的「促進實
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校本支援計劃2015/16。在計劃下，我校與天神嘉諾撒學校及天主教聖

安得肋小學結為合作伙伴，建立了跨校學習圈，而我們很榮幸得到關樹培導師成為我們的支援導師。經商議

後，大家計劃在四年級「對稱」單元以電子學習作為研討課題，期間進行了多次交流和觀課活動，並建立電子平台

分享教學資源和心得。

  由於本校計劃來年推行電子學習，正好透過跨校學習圈吸收經驗。四年級科任進行了多次共同備課，配合教學目的，一起
設計教案和工作紙，尋找合適的資訊科技資料，例如利用GeoGebra教授學生繪畫對稱圖形，利用Symmetry對稱遊戲鞏固學生
學習等。鑑於學生首次在課堂上接觸平版電腦，我們都擔心學生未能適應。但在課堂上，學生的學習動機甚強，積極參與不同

的活動，同學之間亦很合作，互相協作和討論，學習效果十分理想。 
  在設計課堂時，我們亦配合了本校的關注事項自主學習。在跨科學習周時，讓學生觀看對稱短片和搜集對稱圖片進行
自學，又與視藝科合作，讓學生們在視藝課創作對稱的圖案。

  這個計劃極為成功，學生的參與度和討論氣氛都叫人鼓舞，連老師們也因此開闊眼界，與學生攜手踏
出資訊科技教學的新一步。

同學運用平版電腦合力畫出
對稱圖形。

對稱圖形的遊戲真有趣啊！

快快為美麗的對稱圖形拍照。
老師們到訪學校進行觀課活動。

數學科

運用電子學習，讓我學
懂「對稱」了！

在平版電腦上即時寫下自己
對同學作品的感想。

4A 陳珍琪
  在數學課「對稱圖形」單元裏，我運用了電子學習。在過程中，我感到
十分有趣，但有時也會感到困難，不過通常我遇到困難的時候，老師都會耐
心地輔導我，而鄰座同學也會幫助我。
  我覺得用電子學習可以讓我比平時學習程度快了一些，它不但可以令我認識甚麼是對
稱圖形，還可以用遊戲做例子，真是一舉兩得啊！
  總結來說，用電子學習真是個很好的教學方式，還是十分有趣的教學方式。

4B 周靖褀
  我是第一次在數學堂上使用iPad學習，感到十分興奮。
我覺得用iPad十分方便，因為老師不用這麼辛苦，翻開電子
書，然後不停地講解，我們只要按提交，就可以
知道我的答案是對，還是錯。其實電子學習不
單可以減輕老師繁重的工作，還可以增加我們
學習的趣味性，真是很值得推廣使用啊！

4C 余宇峰
  我覺得使用iPad上課很好，還增加了上
課的興趣和積極性。而上課時還很開心，因
為 iPad上有很多有趣的練習和遊戲，讓我一

秒都不想錯過使用iPad的時間。
  我希望可以再這樣上課， 因為我覺得這樣上課比平時
有效得多。我還希望可以在其他科目上使用到iPad學習。

同學用心地設計「對稱機械人」。

同學在老師的指導下繪畫對稱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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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策略
  思維教學旨在鼓勵學生能夠以不同的角度積
極地思考和探索問題，深化所學的知識。老師於
下學年在剪報工作紙中適時地引入創意思維策
略，如心像圖、溫氏圖、六何法等去設計題目，
協助學生發揮及運用想像力去突破思考空間，發
展其創造力和培養創新的精神。

比賽前，大家都專心聆聽dbc數碼電台
工作人員的指導。

完成錄音了，老師、家長和參賽同學都眉開眼笑，十分享受。

普通話科

  本校同學參與《小嘴巴．說大道理  普通話電台講
故事比賽》之初賽表現理想，在130隊中脫穎而出，有兩
隊成功進入40強參加決賽。在4月23日（星期六），同學
在老師和家長的帶領下，一起前往dbc數碼電台進行參賽
錄音。雖然決賽成績尚未公佈，但是無論結果如何，同學
都非常享受這次活動的過程，獲益良多。

參賽同學十分雀躍，全力以付，用心演繹故事。

  此外，學校亦參與了由「大中華未
來飛行家」舉辦「OLE全方位航空探知活
動」，尖子培訓45位學生。活動由資深航
空工程技術專業導師帶領參觀機場的貨運

區、機場跑道，以及航空探知館等等。學

生除了對香港整體航空有初步瞭解，明白

香港國際機場對世界航空業作出重要的貢

獻外，更學習到有關航空方面的知識。

同學依照導師的教授製作實驗作品。

同學紀錄實驗過
程和原理。

看，我們能跟飛機模型合照多神氣！同學們用心聆聽有關飛機引擎的介紹。

專業導師向同學講解機場跑道的知識。

常識科

實驗成功，每位同學都十分滿意
自己努力的成果。

  學校安排「科技學習日」的活動及
「動感科學」培訓課程，啟發學生創意思

維，主動尋找科學答案。同學在互動學習

的過程中，製作出趣味的科學作品。彼此

接納和信任，建立自主學習的精神，同時

培養求真及解難的學習態度。

同學通過觀察和思考，
運用不同的方法解決問題。         

動感及科技日
  學校於4-5月安排「動感科學」培訓課程，課程由專業導師設
計趣味實驗，讓學生不斷探究和嘗試，啟發學生的創意思維，同

時鼓勵學生主動尋找科學的原理，培養求真的精神。學生參與科

學實驗，在互動的學習過程中，除了學會獨立自主、與人溝通協

作的能力外，還有助培養積極和解難的學習態度。

《小嘴巴．說大道理—普通話電台講故事比賽》錄音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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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畫創作
  為宣揚珍惜地球資源、愛護環境、關
愛動物等訊息，視藝科於課外活動時推行
全校性參與的壁畫繪畫活動。各樓層的主
題包括：珍惜海洋資源、愛護大自然、翱
翔天際和探索小宇宙。看！同學們多投入
於創作活動之中。

我畫的珊瑚真漂亮。
位於學校一樓深藍神祕的海洋就
是我們一年級同學畫的。

我們喜愛這海底主題的壁畫。

壁畫色彩繽紛，當然是我們的功勞。看我畫了活潑的海豚。

你看我繪畫的花兒多嬌艷。視藝培訓組大合照。

故事媽媽感想
2A 譚振淳之家長譚愛英女士

  作為三個孩子的母親，從孩子出生到現在，講故事從未間斷過，孩子們也逐漸愛上了
閱讀。
  透過故事可以發展孩子的想像力和訓練記憶、創造、思考及分析能力，培養
孩子的專注力和聆聽習慣。讓孩子接觸不同的文化，擴闊視野，陶冶孩子的
性情，培養高尚品德及情操，培養孩子的美感，塑造豐富美麗的心靈。
  讓我們與孩子一起，去享受閱讀所帶來的無窮樂趣吧！

圖書科

故事媽媽在圖書館作準備工作。 故事媽媽在課室講故事。

視藝科

  視藝培訓組於三月份參加了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香
港花卉展覽學童繪畫比賽」，讓
同學透過筆觸，展現七彩繽紛的
花卉展品和別出心裁的園林美
景，大大提高了同學對愛護植物
和珍惜自然環境的意識。

花卉展繪畫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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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組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60M 6A	蔡俊熙 6B	吳厚樺 4A	鄒文輝 5B	王浩揚
女子60M 6B	林家圓 6B	李胡茂源 6B	陳咏詩 6A	劉倩孜
男子100M 6A	湛振東 6A	王	 安 5B	符策珠 6B	莫家震
女子100M 6A	麥可欣 5A	陳敏儀 6A	梁安言 6A	孟祉燁
男子跳遠 6A	羅景皓 6A	甘智謙 5A	伍俊偉 5B	陳晉堯
女子跳遠 6A	胡曉蕾 6B	陳曉俐 5A	區綺旻 6A	李沛盈
男子4x100M
接力賽

6B（B組）鄭志雄	 莫家震
	 	 	 	 	潘家丰	 嚴文龍

5A	伍俊偉	 李永杰
	 李澤圳	 黃	 彥

6A	蔡俊熙	 鄒文輝
	 徐程剛	 王梓儕 N/A

女子4x100M
接力賽

5A（A組）黃嘉儀	 蔡培璋
	 	 	 	 	區綺旻	 陳敏儀

6B	林家圓	 李胡茂源
	 黃寶怡	 楊恩懿

5A（B組）何鍵沂	 劉宛沅
	 	 	 	 	劉莎莎	 方煒琪 N/A

中級組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60M 4B	康	 力 4B	張耀國 4B	許釗雄 4A	吳洛軒
女子60M 4B	甘希文 4B	杜思瑤 4A	林慶雅 4C	潘慧敏
男子擲豆袋 3C	沙勝利 4C	龔煜軒 4B	陸杰強 3B	李家僖
女子擲豆袋 4C	陳盈盈 4C	梁可兒 4B	陳紫琪 4A	栾思琦

放拾豆袋
接力賽

4A	陳珍琪	 陳靖禧
	 周卓頤	 黃子鳴
	 葉裕恆	 余詩韻
	 駱滿華	 梁進傑

4B	周靖祺	 朱浩恩
	 陳家俊	 鍾曦童
	 陳佩妮	 邱樂雯
	 柯子君	 鍾福發

4C	陳盈盈	 浩	 特
	 梁桌琳	 潘慧敏
	 薜卓翊	 蔡鈺佳
	 余宇峰	 翁慶鴻

N/A

男子4x100M
接力賽

4B	周靖祺	 張耀國
	 許釗雄	 康	 力

4C	陳家銘	
	 DONKHUEANSOM
	 PONGSAKRON
	 余宇峰	 周安澤

4A	吳洛軒	 吳宥樺	
劉晁亨	 葉裕恆 N/A

女子4x100M
接力賽

4B	杜思瑤	 岑姻賢
	 甘希文	 鍾曦童

4C	陳盈盈	 梁可兒
	 潘慧敏	 蔡鈺佳

4A	陳御彰	 潘文欣
	 駱滿華	 林慶雅 N/A

 一年一度的運動會已於4月21日假九龍仔運動場圓滿結束。當
天陽光普照，很適宜作户外活動。 

  早上，運動員代表宣誓後，便由曹校長主持鳴槍禮，為運動會揭開序幕。
鳴槍聲一響，不論裁判老師、學生服務生、運動員、工友叔叔姨姨，各人都準備
就緒，在不同的崗位上為運動會作出貢獻。運動員在「放拾豆袋接力賽」、
「持膠圈接力賽」、賽跑、跳遠、擲豆袋等項目，都竭盡所能，展現堅毅的意
志，發揮體育精神。而在親子遊戲比賽中，更可看到家長們與子女的合作，認
真的比賽氣氛中洋溢着温情；這一刻，勝與負已不再重要了。

  接着的友校4x100米接力邀請賽更令整個運動會的氣氛推至高峰，在運動員跑至觀眾席之
際，全場師生也為各校的體育精英落力打氣，令人熱血沸騰，登時全場掌聲雷動！      

  運動會能順利舉行
全賴你們的支持，

謝謝！

運動會

看我擲得多遠！

同學用盡氣力向前跑！

同學專注地放下豆袋。

多謝各友校的支持！

家長和學生努力進行親子拋接豆袋比賽！

我的騰空力不錯吧！

運動員代表宣誓。

低級組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60M 2A	洪銘聰 2B	PARMESH 2A	林家滔 1B	徐浩文
女子60M 2B	陳司瑜 1A	甄詩兒 2B	許靜儀 1A	高鎧澄
男子擲豆袋 2B	梁益豪 2B	莫頌然 2B	馮志穎 2C	高進朗
女子擲豆袋 2A	甄曉敏 2B	張祉悅 2B	何曉悠 2C	劉家敏

持膠圈
接力賽

2B	鄭旨宏	馮志穎
	 何燦杰	CHOLE	FAYE
	 繆依彤	吳凱瑩
	 謝忠和	王得雅

2C	岑志軒	杜宇欣
	 何悅曦	麥依桓
	 岑凱晴	陶	 李
	 黃守鋒	吳道宏

2A	區瑋麟	 陳雅琳
	 陳穎琦	 陳欣童
	 張祉樂	 譚振淳
	 余展恒	 余欣陶

N/A

觀眾們落力打氣，十分投入！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4x100	友校接力賽 廣東道官立小學 海壩街官立小學 天水圍官立小學 南元朗官立小學
女子4x100	友校接力賽 海壩街官立小學 天水圍官立小學 觀塘（秀明道）官立小學 南元朗官立小學

「砵—」賽事
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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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學習日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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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第二次親子學
習日已於四月二十四日（星期日）在沙頭角農莊舉行了「親子一天遊」。雖然
當天天氣不穩定，但仍無損家長、老師和學生的
熱情，大家一起體驗大自然的樂趣。

家校齊合作  校友同歡聚

哈哈！我也可以親自
餵飼動物。

這是我們親手製作的「農家茶果」，
味道特別香甜！

和家人一起燒烤，真好！香腸、雞翅膀、
豬排的香味，你嗅到嗎？

  家長教師小聚已於2016年5月6日（星期五）舉行。
當天黃昏時分，家長與班主任及科任老師在課室晤談，

一方面了解孩子在校及家中的學習情況，另一方面分享

彼此教育孩子的態度及方法，望能互相配合，使孩子能

愉快有效地學習。在家長與教師晤談期間，學生在禮堂

觀賞短片。大家渡過了一個有意義的晚上。

家長教師小聚

家長與教師互相分享，充分交流。

大家參觀室內種植場。

講題 舉辦日期

健康飲食、促進學生學習
2015年10月30日（星期五）

6:30-7:15pm

如何防止孩子隱性吸毒
2015年11月20日（星期五）

1:00-2:15pm

如何善用互聯網
2016年1月22日（星期五）

6:30-7:30pm

家長理財工作坊
2016年4月9日（星期六）

10:00-11:30am

兒童及青少年焦慮問題
2016年5月20日（星期五）

1:00-2:15pm

家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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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和校友忙於為卡啦OK比賽擔任評判。

校友們很投入欣
賞卡啦OK比賽。

許維杰憑着《趁早》
一曲獲得冠軍。

袁家三姊妹再次回歸校園聚首一堂。

壓軸大抽獎的禮物真豐
富，真是要感謝何錦鑑
校友和李嘉慧校友的捐
贈呀！

有很多老師和校友都抽空出席活動。

旗已全部賣完，成績不錯！

家長和同學十分支持
這項有意義的活動。

同學精神奕奕出發。

高年級積極投入賣旗活動。

全家總動員做義工。

  為提高家長及同學對社區上弱勢社群的關注，本校響應仁濟醫院的籌款，安排
親子賣旗活動，為家長提供教育子女的好機會，並藉此促進親子關係，同時貢獻社

會。同學當日浩浩蕩蕩的出發，主動地向途人賣旗，不消一會已完成任務。

親子賣旗日

  校友會在2016年2月20日舉辦了「廣小團拜賀
新春」活動，當天歷任校長、主任、老師及校友均
撥冗出席活動，大家濟濟一堂，好不熱鬧。除此之
外，當天亦舉辦了校友卡啦OK比賽，各參賽校友展
示了他們美妙歌喉，突出台風，豐富感情，結果校
友許維杰的歌聲俘虜了各評判和全場觀眾的心，眾
望所歸，獲得了冠軍。當天還有壓軸的抽獎活動，
各校友均愉快地歡度了一個下午，大家都有賓至如
歸的感覺。他們十分期待下一次校友會活動。

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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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自我  貢獻社羣

Smart 目標訂立計劃
  「SMART」目標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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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定時間內有毅力的實踐出來。家長會為
同學評分及打氣，支持及協助他們實踐目標，建立良好
的品格。
  下學期的  SMART 目標訂立計劃已完滿結
束。看看同學成功
的原因和家長鼓
勵的說話。

6A 黃芷晴
只有通過不斷的努力，
才能成功。

6A 徐程剛、徐于珈
成功原因是堅持不
懈，遇到困難不放棄

5A 蔡培璋家長
遇到錯折也不氣餒，
對自己要有信心！

4A 陳珍琪家長
只要有信心，
不放棄總會成功。

3B 劉向紋家長
見到你很用功，真的值得讚賞，
繼續發揮你的小宇宙，做得更好！

2B 梁益豪家長
只要你細心認真一定
可達成目標，加油！
寶貝！媽媽支持你！

4B 陳奕暉家長
  透過參加家長工作坊，我學會
管教孩子的有效方法，讚賞孩子多
了，自己亦能控制情緒，令溝通變
得和諧，母子關係改善不少。孩子
在活動中獲得鼓勵，勇於嘗試，提
升自信心，為學習打好基礎。

4B 邱樂雯家長
  經過十多節成長的天空活動，女兒
在學習及處理情緒上，都有好的轉變。
她多了表達內心的情感，會主動地向我
傾訴，讓我明白她多些。至於親子日營
內第一次由女兒餵我吃豆腐花，真的令
我感到很窩心，簡直甜在心頭。

  「小四成長的天空」安排了豐富的活動給家
長及同學，「親子日營」及「再戰營會」把活動
推到高峰，看看同學和家長多愉快及投入活動！

成長的天空

同學們精神奕奕出發

全組同心合力完成任務
為自己訂下具體目標

一起討論 挑戰自我

愉快彩虹傘

家長甜在心

家長同學多投入

為目標努力加油

家長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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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高同學敬老愛老的精神，本校特意
安排同學探訪護老中心，藉此促進同學關愛
長者的精神，一同貢獻及服務社會。活動當
日，同學為長者準備了健身操、遊戲及魔術
表演等節目，為探訪活動增添不少色彩。離
開護老中心之前，同學更為每位長者送上禮
物及祝福，很多同學都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
離開。
  是次的探訪活動讓同學感受到「施比受更
有福」的觀念，同時亦推廣和諧社區的意念。

精神抖擻地出發

人人有禮物多開心

撲滅罪行口號創作比賽
  為了預防校園欺凌，推動更多青少年參與警訊活動，與警方共同攜手撲滅罪行，本校少
年警訊會員參加了由油尖少年警訊主辦的「撲滅罪行口號」創作比賽。本校少年警訊聯絡主
任郭綺娜警長以及其同事在眾多的參賽作品中挑選了冠亞季三名和優異獎八名。且看看獲獎
名單以及進入三甲的作品：

各得獎學生除獲獎狀一張外，更喜獲得書卷。

郭警長和曹校長一起頒發獎狀
予冠亞季三名得獎生。

  為響應香港公益金「環保為公益」運動，
發揚公益少年團服務社會、熱心公益的精神，
本校公益少年團於3月4日（星期五）舉辦清
潔運動，讓團員到九龍公園清潔，為改善
社區環境出一分力，同時亦
為公益金籌款，用以幫助

社會上有需要人士，盡顯
公民責任。

公益少年團團員，為改善社區環境出一分力。

愛心傳社區

冠軍 4A馬富珍
欺凌之風莫助長，携手合作齊讚賞。

亞軍 6A劉家禎
校內欺凌絕不好，心理創傷誰彌補。

季軍 4C陳玟璁
舉報暴力欺凌，建立和諧校園。

優異 6A鄭詠心、6A林詠芯、6A甘智謙、6A麥可欣、
5A胡曉嵐、5A譚宇軒、4A林慶雅、4B何悅恆

油尖少年警訊主辦

有益運動齊齊做 同學為長者表演魔術同學們和長者們打成一片 長幼開心共聚

CYC清潔運動

清潔香港，你我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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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李沛盈
  兩年匆匆逝
去，在畢業禮上，
作為一個表演生和畢業生，我
很享受這場演出，可以站在舞
台上和同學一起表演，我很開
心也很感激。

家長及學生心聲
6A 盧旨呈家長

    在S T E M的教育分

享暨小六畢業禮中，非

常感謝老師們無限愛心

的付出，以及同學們積

極學習的過程，其豐富

成果的分享，真是令我

大開眼界!

6A 林詠芯
  原來，時間正一分一秒的過去，轉眼間，到了我
們的畢業典禮，即意味着是時候説再見了。再見了老
師同學們，我不會忘記你們的，謝謝你們給了我一個
這麼美好的小學生活，在此讓我說聲「謝謝！」在我

穿上畢業袍向校長嘉賓們鞠躬，並接過畢業
證書那一瞬間，心中不禁泛起淚光。同
學們﹗發揮廣小人堅毅的精神，勇敢地
開展我們人生新的一頁吧！

STEM學習成果展示
  為了展示學生在尖子培訓班的學習成果，本校已於2016年6月22日（星期三）假牛池灣文娛中
心三樓劇院舉行《我為你驕傲》STEM教育分享暨小六畢業典禮。
  畢業典禮當天，本校在牛池灣文娛中心的3/F展覽室舉辦STEM教育分享會，20位六年級同學在

一班導師的協助下設計了八個攤位，內容包括SCRATCH程式的編寫、微控制器的應用、電子工程及3D打印
技術的教育分享。同學用心的設計及盡力的介紹，讓一眾嘉賓們、老師們不禁向廣小的學生說出︰「我為你
驕傲」這句讚嘆的說話﹗

微控制器遊戲4：
足球車

微控制器遊戲5：
吸塵車

編程遊戲1：
動畫你的名字

編程遊戲2：
小貓恐龍跑跑跑

編程遊戲3：
太空侵略者

微控制器1：
交通燈

微控制器2：
遙控車遊戲

微控制器3：
3D 打印技術／3D筆

 18



  本校於6月22日假牛池
灣文娛中心三樓劇院舉行
《我為你驕傲》STEM教育
分享暨小六畢業典禮。當夜
嘉賓雲集，在一片既熱鬧又
歡愉的氣氛下開始了小六的
畢業典禮。
  當晚節目豐富，在弦樂
團及合唱團的合作演出下，
為典禮拉開序幕，之後再
由小演員與嘉賓Professor 
Bob Adamson（香港教育
大學課程改革講座教授，香
港教育大學終身學習研究及
發展中心總監，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技術教育及職業培訓
與終身學習教席）及曹小燕
校長進行一場互動且有趣的交流演出，主題關於
STEM及全人教育。而高級舞蹈團繼以一支《草
原小駿馬》舞蹈，以輕快、優美的舞姿把節目帶
入高潮。最後，英語話劇團的同學為眾人表演了
一齣「The Adventures of Aesop」的精彩話劇，為這晚的
節目畫上完美的句號。
  之後，我們很高興邀請了伊利沙伯中學袁廣業校長成
為主禮嘉賓，為各畢業生作出訓勉及鼓勵，並頒授畢業
證書予以各畢業生。然後，我們分別邀請Professor Bob 
Adamson 及教育局油尖旺
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黎建勳
先生為我校頒發六年級學生
的校內及校外獎項。
  典禮臨近尾聲，畢業生
以Cup Song及配以《我相
信》一曲演出歌舞答謝來賓
及師長的支持，並展現出讓
大家引以為傲的一面，最後
在一片温馨及愉快的氣氛
下，典禮正式結束。

6B 楊恩懿
  站在台上的那短短幾分
鐘，對於台下的觀眾來說，
這只是一段短暫的節目，可

對於我來說，在這僅僅的幾分
鐘內，可以讓我回想起許多片段。一起學
習、一起綵排、一起努力，還有老師背後
的教導。畢業禮的前幾日，許多同學在地
下禮堂待了很久，而且天氣非常炎熱，但
最辛苦的不是我們，而是老師。這次的畢
業禮令我十分難忘，因為背後有着每一位
師生的努力﹗

在弦樂團及合唱團的合作演出下，為典禮拉開序幕。

看看一羣在草原上英姿颯爽的騎士！

英話話劇團的成員演出投入。
袁校長為應屆畢業生授憑。

感謝一眾𦲷臨典禮的嘉賓。

6B 潘家丰家長
  我非常榮幸，能參加
廣東道官立小學畢業典
禮，幾年時間我看到孩子
的一步步成長。典禮上孩
子們活潑可愛的表演，作
為一名學生家長，我衷心
感謝校長和老師們的辛勤
付出和精心的培育。衷心
祝福，廣東道官立小學，
越辦越好﹗

6B 李胡茂源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我的小學生
活即將結束了。記得畢業禮當天，我
們滿懷着希望地舞蹈着「我相信」，臉
上掛着燦爛的笑容，相信着明天。謝幕
時，我們歡呼着：我們畢業了﹗直到自
己淚流滿面，心裏被一種複雜的心情困
繞着，分不出是喜悅還是憂傷。
  我很感謝各位老師花
費心血，絞盡腦汁為我們
舉辦這次畢業禮，讓我們
留下美好的回憶。

畢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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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小龍虎榜
舉辦機構／比賽項目 獎項／學生姓名

《香港藝術學院》
香港學校戲劇節（英文組）

【傑出合作獎】及【傑出整體演出獎】
 英語話劇隊
【傑出演員獎】5A蔡培璋 6A林思晴
【傑出導演獎】Mr Matthew Gillespie

《「環亞太杯」
國際數學組委會》及

《香港資優教育學會》合辦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團體賽季軍】小一組別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及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合辦
2015-2016年度第十一屆全港小學

數學比賽（油尖旺區）

【銅獎】6A甘智謙 6A羅景皓 6A邱宇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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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賽區）晉級賽

【二等獎】1A許緯謙 2B何曉悠 3B李家僖
【三等獎】2A陳思靖 2A羅 禎 2B鄭佩思
     2C栾思同 2C梁穎兒 3A陳宏才
     3A韓偉正 3B阮家帥 3C朱寶軒
     3C程宛蒽 4A潘文欣 4A栾思琦
     4A唐澧軒 4A李紫鋆 4A葉裕恆
     4A黃子鳴 5B王浩揚 6A盧旨呈
     6B鄭泓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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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總決賽

【二等獎】3B李家僖
【三等獎】2A羅 禎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香港） 》

2016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暨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香港賽區初賽

【銀 獎】1A 許緯謙 1A 高鎧澄 2B 梁益豪
     3B 李家僖 3B 劉向紋 4A 栾思琦
     6A 邱宇軒 6A 羅景皓

【銅 獎】1A鍾恩雨 1B方思曉 1B萬亦雨
     1C劉文珺 1C梁志鋒 1C林鎵豪 
     1C李佳蓉 1C呂靖怡 2B何曉悠 
     2B劉芷君 2C栾思同 2C梁穎兒 
     3A韓偉正 3A王海融 3B江恩晞
     3B吳毅軒 3C鄭子萱 4A唐澧軒 
     4A潘文欣 4B張耀國 4B陳家俊 
     4C薛卓翊 4C余宇峰 5A李永杰 
     6A鍾凱晴 6A湛振東 6A黃芷晴 
     6B潘家丰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
及《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016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AIMO Open）晉級賽

【銀 獎】3B江恩晞
【銅 獎】3B李家僖 3B劉向紋 4A唐澧軒
     4A潘文欣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
及《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016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

【金 獎】2B何曉悠
【銅 獎】1A許緯謙 1A高鎧澄 1C劉文珺
     1C李佳蓉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2016全港小學普通話才藝比賽

【金 獎】3C李姿嫻 3C鄭子萱
【銀 獎】4B甘希文
【銅 獎】4B陳紫琪 4C陳家銘

《香港藝術發展局》
第八屆校園藝術大使  6A邱宇軒 6A胡曉蕾

《香港寵物節2016》
「我的開心寵物」繪畫比賽 【高小組優異獎】4A陳靖禧 4B甘希文

《協康會康苗幼兒園》
「無分你我•共融互愛創明天」舊

曲新詞創作比賽
【冠 軍】2B何曉悠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八屆校際音樂節

【優良獎】一級鋼琴獨奏  1A吳穎萱
     二級鋼琴獨奏  1B黃訢翹
     二級鋼琴獨奏  2A陳雅琳
     一級小提琴獨奏 3B鍾凱傑
     二級鋼琴獨奏  3B張祖謙
     一級小提琴獨奏 4A周穎言
     三級鋼琴獨奏  4A陳珍琪
     一級小提琴獨奏 4A任子浚
     一級小提琴獨奏 5A區綺旻
     六級鋼琴獨奏  6A邱宇軒
     兒童獨唱    1A吳穎萱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2015-2016
全港小學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4x100米接力賽亞軍】6A湛振東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2015-2016
九龍西區小學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100米季軍】6A湛振東
【男子特別組推鉛球優異獎】6B莫家震

舉辦機構／比賽項目 獎項／學生姓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2015-2016
九龍西區小學乒乓球比賽

【女子乙組優異獎】
 3B麥廷而 4A陳御彰 4B杜思瑤
 4B陳紫琪 5A鄧雨牧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灣仔區分齡
乒乓球比賽2015 【女子青少年單打亞軍】3B麥廷而

《恒生乒乓球學院》2015 恒生新
一代乒乓大比拼 【女子7歲組別季軍】3B麥廷而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大埔區分齡
乒乓球比賽2015-2016 【男女混合雙打公開組亞軍】3B麥廷而

《林大輝中學》2016
全港小學游泳邀請賽

【女子9歲組50米自由泳亞軍】 3A王海融
【女子9歲組50米背泳亞軍】 3A王海融
【女子12歲組50米自由泳季軍】 6A麥可欣
【女子12歲組50米蝶泳亞軍】 6A麥可欣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2015-2016青年會游泳短池賽

【50米背泳亞軍】
【50米自由泳亞軍】 3A王海融
【100米個人四式亞軍】

《九龍城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龍城康體盃」游泳邀請賽2016

【女子12歲組50米蛙泳季軍】 6A麥可欣【女子12歲組50米背泳季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香港公開水域馬拉松游泳賽 【2公里公開賽第四名】6A麥可欣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動.樂活生命運動嘉年華公開水域 【200米第五名季軍】6A麥可欣

《新世界集團》
飛躍新世界游泳聯賽

【100米自由泳冠軍】
【50米蝶泳冠軍】
【4x50米自由泳冠軍】 6A麥可欣
【4x50米混合泳冠軍】
【女子12歲組全場冠軍】

《屈臣氏集團》
屈臣氏集團香港運動員獎

2015-2016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6A麥可欣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

高年級中國舞
【甲等獎】高級舞蹈團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第五十二屆學校舞蹈節

低年級中國舞
【甲等獎】初級舞蹈團

《香港童軍總會油尖區》
第七屆油尖區最進步童軍獎勵 【最進步童軍獎】6B鍾玉萍

《油尖旺區校長會》
油尖旺區傑出學生 【油尖旺區傑出學生銀獎】6A林思晴

《旺角街坊會》與
《國際聯密佛教慈航會》合辦
第六屆油尖旺區學生獎勵計劃

【嘉許獎】6B鍾玉萍 6A邱宇軒
【優異獎】6A李沛盈 6A麥可欣 6A劉詩恩

《香港升旗隊總會》
升旗隊周年檢閱禮

【步操比賽優異獎】
 6A羅景皓 6A蔡宛彤 6A胡曉蕾
 6B莫家震 6B李胡茂源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15/16年度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金獎】5B胡菀珊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銀獎】4B許釗雄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銅獎】4B何悅恆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優異獎】
 4A陳御彰 4A周穎言 4A余詩韻
 4B周靖祺 4B杜思瑤 4B李銘恩

《少年警訊》少年警訊  
至「讚」少訊2016獎勵計劃

 4B何悅恆 5A區綺旻 5A劉莎莎
 6A甘智謙 6A王梓儕

《公益少年團》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籌款 【金獎】廣東道官立小學

《公益少年團》
「環保為公益」慈善花卉義賣籌款 【銀獎】廣東道官立小學

《廣東道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1A許緯謙 2A羅 禎 3C程宛蒽
 4B何悅恆 5A傅苑珺 6A林思晴

《廣東道官立小學》
李榮基獎學金

 1B雷紫琪 2B梁益豪 3A楊清兒
 4A黃凱慈 5A劉宛沅 6A劉詩恩

《廣東道官立小學校友會》
校友會獎學金

 1C劉文珺 2B劉芷君 3A陳宏才
 4A林慶雅 5A區綺旻 6A李沛盈

《廣東道官立小學校友》
李寶倫獎學金  6A湛振東 6A麥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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