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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兒時的志願是成為老師，「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這句話提醒我要努力打造理想的學習環境，培育才德兼備
的學生。每天看著孩子愉快地踏進校門，在老師悉心指導
下，學業及品格不斷進步，倍感欣慰。我由衷感謝優秀的
教師團隊用心為學生設計多元化的學習經歷，及家長對學
校的支持和信任。

  「廣小」校風純樸，注重學生品德的培育。為了優化
德育及公民教育課程，本年度學校增設校本德育及公民教
育課程。課程目的是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使同
學遇上難題時，懂得辨識正確的價值觀，從而作出客觀分
析和合理的判斷，積極面對生活上種種的挑戰。
 
  有一句諺語：「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學校十分重視
課堂教學的質量，老師亦用心鑽研提升學生學習興趣的教
學策略。數學科組本年度參加「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
作計劃」，致力提升學生的思維發展及自學能力。而中文
科組積極培養學生良好的閱讀習慣，並獲得優質教育基金資助推行「從圖書教學培育學生自主學習能力」計劃，提升
學生學習動機及自我監控能力。英文科組亦悉心為學生提供理想的英語學習環境，設計校本課程。老師秉承本校優良
的傳統，以戲劇教育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及能力。學生在本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的英語話劇比賽中，再次奪得多
個獎項。英詩集誦隊亦在本屆的香港學校朗誦節英詩集誦組獲得亞軍。學校首次參加由外籍英語教師組舉辦的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木偶戲比賽，獲冠軍殊榮。這些豐碩的學習成果實有賴老師的精心策劃及同學們出色的
表現。

  為了啟發學生的潛能，擴闊視野，學校舉辦多元化的學習活動。除不同的課外活動及校際比賽外，學校亦參加了
由教育局舉辦的內地交流活動。如「同根同心」交流活動，加深學生對中國的歷史文化、風俗特色等的認識；參與「促
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讓學校參考兩地在辦學方面的優勢，強化校本的行政管理及課程發展的工作，
學生亦透過文化交流活動認識兩地不同的學習經歷。學生在交流活動中表現出色，發揮團隊互助互愛的精神。

  學校不斷優化校園環境，打造理想的學習園地。學校參與 wifi 900 計劃，於學期初完成鋪設無線網絡工程，更善
用學校資源及校本管理費購置電子學習工具。教師積極於課堂中活用電子工具，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掌握資訊科技進
行自主學習的能力。學校努力推動 STEM 教育，培育學生發揮解難能力及創意。我們於小四電腦科課程中加入編寫程
式的學習內容，又於課外活動課聘請導師教授學生學習編寫程式，更喜獲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帶領教師在小五常
識科加入 STEM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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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他們的學習興趣和發展多元潛能。各項工
作得以順利完成，實有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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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鼓勵。
我再次感謝各持份者，希望各位發揮「廣小」上下一心的精神，為培育下一代而努力。

曹小燕校長

CANTON ROAD GOVERNMENT PRIMARY SCHOOL
廣東道官立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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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科 優質教育基金
自主學習︰從圖書教學培育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本校中文科就「自主學習︰從圖書教學培育學生自主學習能力」這一主題，向優質教育基金提交申請。
目的是藉着圖書教學，除了讓學生認識不同的閱讀策略，以提升學生的閱讀能力外，更希望學生提升學習
動機及自我監控的能力，並能選取合適的工具或方法，幫助自己學習得更有效益。是次計劃對象是四年級
學生，本校與香港大學合作推展計劃，並於 5月展開有關工作。
  本校希望藉着此計劃的推展，讓學生透過圖書教學，學習一套有系統的「自我監控」的學習方式，他
們清楚訂立自我的學習目標，並懂得選取適合的學習方式，以幫助學習。此外，本校相信培育學生自主學
習能力對學生是有必要的，故此，本校會繼續持續推展這項教學活動，讓學生接受有系統的自主學習方式，
從而提升其自主學習、閱讀等能力。

學生投入學習，互相協作，進行閱讀歷程。

我們利用電子教學，讓學生對課堂更感興趣，並提高他們的自主學習能力。

港大支援人員正與任教四年級的老師一起進行備課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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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討論寫作段落時的細節。

學生認真地運用 iPads 記錄九龍公園的所見所聞。

「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

  本年度，本校參與了由香港教育大學舉辦的「促進實踐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並在三年級
進行。本校希望透過計劃，善用小班的教學環境，進一步回應課程改革「學會學習」的宗旨，發展多元化
的教學策略，優化課堂教學。
  是次計劃有幸與其他兩所學校組成學習圈，分別是黃大仙官立小學及佛教慈敬學校。我們相互交流教
學心得及觀摩課堂，從中獲益不淺。
  另外，本校訂定是次計劃的主要目標是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我們透過寫作教學，並運用良好的社
區資源—遊九龍公園，進行遊記寫作，從中讓學生學習搜尋關於九龍公園的資料、相關的詞彙等，並運
用電子教學，以 iPads進行戶外學習，讓學生把遊覽的過程以 iPads記錄，於寫作時大有幫助。
  是次計劃相當成功，學生在寫作方面的能力大有提升，內容變得豐富及具創意，文句也活潑多了。本
校亦期望學生能把所學轉移其他方面的學習，達致學有所長之效。

3A 陳穎琦

我最喜愛在九龍公

園上課，因為能夠

一邊學習，一邊欣

賞大自然，讓課堂

變得有趣。

3A 韋爾希

那次到九龍公園上了一

節不一樣的中文課，我

真的很開心，因為那三

個景點我也沒去過，所

以我很開心。

3A 羅禎

感謝招老師和鍾老師帶

我們到九龍公園遊覽。

雖然我那天很疲累，但

是我學會了寫遊記，我

很開心。

3C 岑凱晴

我覺得遊九龍公園可以令

我親近大自然，更可以認

識珍貴的丹頂鸜和小紅

鸛，我真的很高興呢！

學生心聲 學生運用 iPads，重整遊覽工作紙的內容。

三間小學老師聚首一堂，進行評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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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valu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in our students. Students are provided with 
different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hrough a wide variety of activities. Our first English 
Musical, Aladdin Junior, the Musical Performance has had an extremely positive effect 
on our children. Since 2007, English Drama ha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rriculum 
in our school. We believe that drama is an exciting and benefi cial way for students to express themselves. The experience 
helps learners develop empathy, critical thinking, collaboration skills, creativity and positive attitude in the use of English 
for purposeful communication. 
  Our English Drama Team performed in the Hong Kong Drama Festival on 2nd March.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take responsible roles, participate in and guide their own learning with the director, Mr Matthew Gillespe. It 
was a fabulous team effort by all the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and their team work was rewarded with Awards for 
Commendable Overall Performance,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and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Besides, Lai Yik-kiu(4A), 
Fong Wai Ki(6A) and Choi Pui Cheung(6A) got the Awards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s. Their performance was highly 
appreciated by the adjudicators. 

  A series of support measures have been provided for schools participating in 
the 2016 Tryout Study (Primary 3). This year, the Assistant Professor of Division 
of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Faculty of Educ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r. Lo Yuen Yi, and her colleagues, help develop and implement 
a learning,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package to strengthen the English literacy 
skills in P.5. Our English teachers and Dr. Lo work collaboratively together to 
plan different tasks, revise and adopt appropriate scaffolding teaching strategies 
to address students’ learning needs. Through lesson observation, our students are 
highly motivated in class and they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learning. 

University-school  Support Programme

英 文 科

The English teacher is guiding the 
students to brainstorm ideas for 
their writing. 

Congratulations to our English Drama Team! 
Our team won 6 awards in 2017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Our students performed the play ‘Alice 
in Wonderland’ at th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this year. 

Our students have great fun 
through the rugby game.

The full cast of the play showing
their respect to The Queen of Heart. 

The team dancing and singing full 
of life and energy. 

Rugby English Active Learning Programme 
  Our P.5 students joined the Rugby English Active Learning Programme (REAL), 
which was co-organized by English Alliance and Hong Kong Rugby Football Union 
in March. During the four sessions of rugby practice, students learned what rugby 

is and its core values: respect, discipline and 
teamwork. The programme not only engaged 
students in authentic English-instructed rugby 
training, but also built their physical strength. 
Students communicated actively with the coaches 
in all lessons. It was a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students to enjoy playing sports and learning 
English at the same time.    

Students enjoy reading about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rugby 

through stories.

 Everyone is ready for the rugby training.

Students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English activity during lessons.

Drama i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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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year, students have enjoyed using the new ‘English Wonderland’. Every space on the walls has been filled 
with English words and pictures useful for Key Stage 1 students. The ‘Space Town Literacy Programme’ has now been 
extended to Primary 2 students. There are now more reading and writing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more songs, games 
and activities for the children to benefi t from. Self-directed Learning Activity Booklets have been introduced to enable 
students to work on tasks they enjoy at their own pace.
  This year, students have particularly enjoyed using iPads with the ‘See-Saw’ app. Students can video each other 
presenting their written work and then email the teacher for comments.  In the past, there was often only time for a few 
students to present their work to the class.  Now, every student has that opportunity.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are also enjoying reading and discussing classic English stories during class time for pure 
enjoyment.  In this way, we hope to encourage the students to develop a real love for learning.  

‘Space Town Literacy Programme’ in Primary 2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Students love the new ‘English Wonderland’!

We are the Happy Winners of the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2017!

The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was a 
thoroughly enjoyable and well organized event.  
Many thanks to the judges, MCs and back stage 
staff for all their hard work!

  This year, fi ve students had the unique opportunity to join the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The team worked together to write a script, make puppets and props and learn puppetry techniques in order to 
put on a seven-minute performance. It took an immense amount of hard work by the team to make the fi nal performance 
look so easy and fun.
  Our team were delighted to win the first prize! Well done team for all your hard work and for putting on an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Katie Fong (Felicity Fox)   
I am very glad that I was asked 
to join the puppet competition 
this year because I  really 
enjoyed discussing how to 
work the puppets and move 
the props and with my friends 
during rehearsals. I learnt tha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get on with 
everyone when you have to work as a team.

Students now have far more opportunities to use apps such as ‘See-Saw’ 
and ‘Reading Town’ using iPads.

Christopher, Michelle, 
Katie and Shah eagerly 
await ing their  turn to 
per form the i r  puppet 
show.

The people behind the puppets.

Christopher Chow (Chris Koala)   
I loved playing a funny, furry koala 
bear! It was great learning how to 
do different accents but it was quite 
difficult to coordinate speaking and 
moving the mouth at the same time.

Shah Afzal Ahmed (Props Manager)  
I thought my job in the puppet show 
would be easy as I mainly dealt with the 
props.  I learnt how working together as a 
team can be very challenging.  After a lot 
of practice we all managed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learnt how to help each 
other to make the show a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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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正在討論「容量」這個單元學生的學習難點，
並找出對應的教學策略。

  本校參與了由教育局舉辦的「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地區支援網絡計
劃」，期望透過兩地教師的交流，提昇教師的專業知識及課堂教學技巧，以促進學生
學習，照顧學習差異，改善教學效能。
  本校非常榮幸得到由教育局委派的福建省福州市林則徐小學葉育新老師到本校提
供支援和進行交流活動。當中包括了解本校數學科的發展和運作；參與共同備課，檢
視課業設計，透過滲入自學元素優化課業設計，讓不同能力的學生按自己的能力提升
學習表現，促進學生自主學習；葉老師又於跨科學習週到訪本校，參與數學科跨科學
習活動═愛麗絲揭開神秘數學之迷；以及最重要是進行觀課及評課，兩地的教師得以
互相交流教學心得。
  葉老師在 1 月時亦為本校的數學科任老師舉辦了一次主題工作坊，講題為「自主
學習理念下的小學數學課堂」，葉老師透過兩個課題—「9 的整除性」和「平行四
邊形的面積」作為例子，介紹如何在課堂中建立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葉老師還分享
了他的課堂教學錄像，短短兩小時的工作坊讓本校的教師獲益良多，對本校數學科老
師的專業發展大有裨益。
  此外，3 月份時，葉老師和他的團隊夥伴潘英明老師，還有教育局的蘇瑞芬小姐
一起到本校進行觀課和評課活動。我們挑選了三年級的「認識分數」作為是次觀課和
評課活動的課題。他們共觀了三節數學課，並於課後與全體數學科老師進行評課。整
個評課氣氛良好，學習氛圍濃厚，每位老師都能夠真誠而坦率地表達意見，充分體現
此協作計劃的目的。

  本校數學科推行優化課業計劃，期望減少一些無意義的操練和刻板的課業，多一
些培育學生的創意和解難能力的課業，針對學生的難點，深化學生記憶，強調重質不
重量。另外，以照顧學生多樣性，配合能力調整課業難度，以不同的要求或彈性安排，
務求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能力及特性，如設計具挑戰性的題目，培養學生自學的習慣。
另一方面，學生可透過工作紙上的自我評估，了解自己的學習進度及問題，繼而尋求
解決方法。家長亦可從家長評估中，了解子女的學習進度和特質，適時作出有系統的
支援。
  本校所推行的校本應用題解難策略是參照 G. Polya (1990) 提出的數學解難的策略
和步驟，分別為理解問題、設計解題策略、按步解題及回顧答案，目的是建構學生審
題、解題及分析應用題的能力，設計一些針對性的校本課業讓學生能夠運用正確的解
題技巧和態度解應用題，從而提升解難、批判和思考能力。

數 學 科

題目具針對性，為配合
學生的學習難點而設計。

學生們都樂於學習，積極參
與課堂的討論。

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計劃

優化課業設計

增加了高階思維題目，培養
學生思維和解難能力。

同學認真地思考，努力地完
成自學工作紙。

學生評估和家長評估有效讓學
生反思自己的學習，亦讓家長
了解子女的學習進度。

學生運用思考圖幫助解
應用題，提升解難能力。

曹小燕校長向葉育新老師頒贈紀念旗。

學生勇於到黑板前向全班
展示自己的解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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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識 科
  本校於 5 月份邀請了新亞洲出版
社，到校為常識科教師舉辦教師科技探
究活動工作坊，教師們先從探究式學習
中了解不同的科學原理，然後一起動手
製作科技實驗品。在工作坊中，所有老
師均投入活動，一起合作完成不同的實
驗品，例如拯救小動物、籠中鳥、風向
計、降落傘、電動昆蟲及氣動賽車等。

教師們專心聆聽導師的講解及製作實驗品。

教師們合作製作科技教材中的模型。

齊來比一比﹗看誰的氣動賽車比較快？

  五年級常識科於本年度參加了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的校本支援服務，教育局學校發展主任、課程主任和科
任老師會定期進行備課，因應五年級學生的程度，共同商討及整合課程內容，設計並優化不同的探究學習活
動，豐富教學內容。老師在課堂中進行科學實驗的展示，提升學生對科學及科技的興趣和探究能力。
  本年度的校本支援重點是設計專題研習，教師安排學生到社區進行實地考察，學生透過預測、觀察、拍
照及訪問來搜集資料。學生於實地考察前透過 Google form 自行擬定及製作網上問卷，於外訪時攜帶平板電
腦訪問本區居民，深入了解本區的污染情況。是次考察活動相當成功，學生於外訪時表現投入，各組組員均
能互相討論及分工合作，積極及有禮地訪問途人，部份學生更邀請家人以素描二維碼完成問卷。

常識科支援計劃

教師共同設計富趣味及適合學生能力的學習活動。

教育局課程發展主任江小姐與任教五年
級的老師定期進行備課會議。

實地考察時，學生主動觀察及利用
iPads 拍照記錄污染情況。

學生於九龍佐治五世
紀念公園訪問途人。

公園的遊人亦樂於接受學生的訪問。

教師科技探究工作坊

7



  我校獲香港管弦樂團之邀請於社區音樂會 2017 Boléro演出。
自去年十月份起，「港樂」委派知名排舞老師到校為同學作訓練；
學生不但加深了對古典音樂的認識，更有幸與世界級的樂手及指
揮同台演出，並踏足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的舞台，實在十分榮幸。

 香港管弦樂團
「音樂教育及拓展計劃」

 第五屆全港小學校際手語歌比賽

  本年度的合唱團共有團員約 40 人，由二、三年級的男
女同學組成，透過每星期的定期課後訓練，培養學生對唱歌
的興趣，嘗試發揮他們的潛能；另外今年的訓練重點是提升
學生自信心及培養團隊合作的精神。
  為了令團員增加參賽經驗，我們於四月二十六日到路德
會啟聾學校參加第五屆全港小學校際手語歌比賽，學生透過
接觸手語，從而認識聽障人士的需要，所有團員於本年 2 月
開始練習簡單的手語，同學們積極投入，於比賽當天全力以
赴，大家都得到一次寶貴的演出經驗。

順利完成比賽 ! 大家努力學習手語。

  本年度的弦樂團加入了大提琴聲部，
令整個團隊生色了不少，演奏的曲目也
更廣。於本年 5 月 10 日姊妹學校棠澍小
學的回訪活動中，弦樂團演奏了「世界
真細小」，表演獲得觀眾的高度評價。

 「2017 好聲音 @ 油尖旺」學生歌唱比賽

我們獲得了優異獎！

美麗的 Bolero 女郎

  我校獲香港管弦樂團之邀請於社區音樂會 2017 Boléro演出。  我校獲香港管弦樂團之邀請於社區音樂會 2017 Boléro演出。  我校獲香港管弦樂團之邀請於社區音樂會 2017 Boléro演出。  我校獲香港管弦樂團之邀請於社區音樂會 2017 Boléro演出。  我校獲香港管弦樂團之邀請於社區音樂會 2017 Boléro演出。

音 樂 教 育  牽 動 廣 小

合唱團

  為加強本區師生聯繫，促進學校文化交流，並提
供機會給學生展示歌唱才華，本校合唱團於二零一七
年五月十三日參加了由油尖旺區校長會主辦、油尖旺
民政事務處協辦的「2017 好聲音 @ 油尖旺」學生歌唱
比賽，是次活動也是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歸 20 周年
紀念活動之一。
  雖然是次參與的同學多為二年級，但大家都全力
以赴，我們於這次的歌唱比賽獲得了優異獎，給了同
學們莫大的鼓舞。

弦樂團

在後台準備演出，心情十分興奮。

圖 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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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樂 教 育  牽 動 廣 小

透過藝術學院導賞員的講解，同學們
對視覺藝術有更深層的理解。   

小三小四學生參加濕地公園
「泥難的體驗」 工作坊。

家長都非常留心聽導師講解 。

聯校親子閱讀營   

故事爸媽為一年級同學說故事。   
同學們一起參與活動。 

  視藝培訓組及各級課外活動流動
組的同學都非常投入壁畫創作活動。
由搜集資料、草圖設計以至繪畫壁畫
都由學生「一手包辦」。透過壁畫創
作，大家的創造力、繪畫技巧及對藝
術的興趣也大大提升。

學生的創作成果充滿童真，繪畫技巧
亦相當細緻。    

視 藝 科

圖 書科

參觀「形流意動：M+設計藏品」展覽

小五小六學生參觀香港警犬隊。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為了鼓勵同學多到圖書館借閱圖書，學校在本學年舉辦 「閱讀在我心—放
眼四周」 之計劃，獎勵三至六年級參與圖書科活動最多之同學，參加不同的校外活動，我們以「鼓勵」的方法，
獎勵愛閱讀的學生，讓圖書伴隨孩子成長。此外，本校與塘尾道官立小學於 3月 4日舉辦了「聯校親子閱讀營」。
當日參加活動的家長及學生超過二百人，由吳嬋霞女仕及劉詠琴女仕分別主持學生及家長講座。本校在週會時
段，亦邀請了低年級家長到校為一年級同學說故事。
  以上各項之目的，都是希望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及提升閱讀質素，更可促進親子關係，讓學生從小喜愛閱讀，
在書本中認識大世界。

  本校特意安排視藝培訓組及對視藝有興趣的同學前往參觀由西九龍文化
區視覺文化博物館 M+展亭舉辦的首個設計藏品展覽，其涵蓋範圍及規模屬亞
洲地區之首。展覽探討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今的不同設計實踐，作品包括
20 世紀中葉的日本設計、香港戰後的工業製品，以至當今常見的航拍飛行技
術和數碼科技，大大擴闊同學對設計的理解。

小五小六學生參觀香港警犬隊。     小五小六學生參觀香港警犬隊。     

我們欣賞到千奇百怪的藝術展品，
真是大開眼界。

同學們積極地回答問題。

校長為在閱讀營的同學打氣。

參觀「形流意動：M+設計藏品」展覽參觀「形流意動：M+設計藏品」展覽參觀「形流意動：M+設計藏品」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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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拾豆袋接力賽的情景。

起步的一刻

加油呀！還有兩步就到終點！

親子拋接豆袋比賽的盛況。

校長親力親為，為比賽作出準備。

同學們小心地繞過障礙。

擲豆袋比賽的一刻

看我跳遠騰空的姿勢

運 動競 技
樂  繽紛 廣小健兒展潛

能

2016-2017運動會成績
初級組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60M 2C鮑泊遠 2A江梓譽 2C莫子謙 2A徐浩文
女子60M 2B林海藍 2A甄詩兒 2C余林潤 2C楊展晴
男子擲豆袋 2B樂辰楷 2B林鎵豪 2C劉珈羽 2A安來暄
女子擲豆袋 2C高鎧澄 2B徐　晴 2B林穎雯 1A屈芷珊

持膠圈接力賽

2B陳姵杏 2B梁志鋒 1C蔡沅荻 1C梁日昇 2C鮑泊遠 2C周信一

N/A

2B傅苑蓉 2B林海藍 1C李東霖 1C劉映余 2C詹嘉瑜 2C楊展晴
2B關天朗 2B林鎵豪 1C包宛靈 1C孫啟泰 2C鍾逸朗 2C劉珈羽

2B樂辰楷 2B龐書琳 1C徐培鈞 1C于 楠 2C呂靖怡
2C 

TAMANG 
SHERLYN

放拾豆袋接力賽

2C高鎧澄 2C馮浩然 2A安來暄 2A鍾恩雨 2B霍凱琳 2B關天朗

N/A

2C李鎧鋒 2C馬郗蓮 2A方思曉 2A江梓譽 2B林穎雯 2B羅育軒
2C黃訢翹 2C莫子謙 2A梁証燃 2A李靜茵 2B樂辰楷 2B梁志鋒

2C余林潤
2C

 THAPA 
MANISH

2A徐浩文 2A甄詩兒 2B劉文珺 2B孫卓華

高級組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60M 5A余宇峰 6A李澤圳 6B黃　彥 5A吳洛軒
女子60M 5C周慧敏 6A劉莎莎 5B鍾曦童 5A林慶雅
男子100M 6B符策珠 5C龔煜軒 5A余宇峰 5B康　力
女子100M 6A陳敏儀 5B甘希文 6A陳佩慧 5B杜思瑤

男子跳遠 5B張耀國 5B陸杰强 5B許釗雄 5A周靖祺
女子跳遠 6A陶　莹 6A區綺旻 5A林慶雅 5C蔡鈺佳

男子4x100M接力賽
6A李澤圳 6A李永杰 6B李景翔 6B王浩揚 5B康 力 5B陸杰强

N/A
6A伍俊偉 6A徐家傑 6B黃　彥 6B曾琪博 5B吳宥樺 5B葉奇峰

女子4x100M接力賽
6A蔡培璋 6A劉莎莎 6A區綺旻 6A方煒琪 5B周卓頤 5B鍾曦童

N/A
6A劉宛沅 6A黃嘉儀 6A何鍵沂 6A溫琇嵐 5B杜思瑤 5B陳佩妮

  一年一度的運動會已於 1 月 19 日假九龍仔運動場圓滿結束。當天早上，運動員代表
宣誓後，便由曹校長主持高年級接力賽鳴槍禮，為運動會揭開序幕。參賽的同學們在運動
場上都竭盡所能，盡展英姿，發揮體育精神。
  在親子遊戲比賽中，各家長跟他們的孩子全程投入，一拋一接，盡顯合作精神。
4x100米友校接力賽更將整個運動會的氣氛推至高峰，全場師生也為運動員落力打氣呢！
  期待下一屆運動會的來臨！

運動會

中級組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60M 4B何名揚 4A陳宏才 4A阮家帥 4C黃俊輝

女子60M 4A王天姸 3B陳司瑜 4A余藹麒 4B譚美銀

男子100M 4C黃栩朗
4B

DONKHUEANSOM 
RONNAKRON

3A洪銘聰 4A龔博灝

女子100M 4A胡惠鐘 4B麥廷而 4B許美淇 4A林佩漫
男子擲豆袋 4A沙勝利 4C葉宇聰 4A韓偉正 4C何百熙
女子擲豆袋 3C張祉悅 4A劉嘉瑤 3AGURUNG RUBY 4A程宛蒽

持膠圈接力賽

3B吳凱瑩 3B余夢楠 3C杜宇欣 3C何曉悠 3A麥依桓 3A陳忻綸

N/A
3B劉芷君 3B曹 揚 3C張祉悅 3C岑凱晴 3A韋爾希 3A許靜儀

3B廖佑鑫 3B林家滔 3C馮志穎 3C許子奇 3A呂春天 3A鄭旨宏

3B李賢樂 3B岑志軒 3C莫頌然 3C梁益豪 3A
KHATRIPARMESH 3A洪銘聰

放拾豆袋接力賽

4A陽啟康 4A張祖謙 4C熊思源 4C鍾浩俊 3C梁穎兒 3C杜宇欣

N/A
4A張婉姿 4A李家僖 4C黃栩朗 4C洪浚淯 3C曾韻珠 3C黃泳璁
4A陸雅婷 4A阮家帥 4C黃俊輝 4C陳楊品 3C馮志穎 3C吳道宏
4A王海融 4A楊清兒 4C馮志釗 4C羅才德 3C譚振淳 3C何燦杰

運動員代表正在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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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一同宣誓，決心完成活動計劃。
親子日營

同學們出發，前往老人院探訪。長幼開心共聚

  本校應教育局邀請參加「成長的天空計劃」，向參與的學生提供為
期三年的「輔助課程」計劃。我們希望能提升學生的抗逆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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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次計劃的內容豐富，學生在「親子日營」向家人表達關愛，感謝
他們的照顧和付出。在「再戰營會」中，學生學習如何與人合作、尊重
他人及汲取解難的技巧，從而提升個人抗逆力。在「愛心之旅」中探訪
長者中心，同學們教長者們製作精美的手製飾物，並送上關心和禮物。
同學除了與社工回顧一年的成長外，並為學校服務的教職員送上手製飾
物以表謝意。

成長的天空

愛心獻社群

愛心紅簿仔

學生支援

社區服務

廣小齊心獻愛心

同學和長者一起玩遊戲

  今年的校本輔導主題為「愛心滿載」，主
要是讓學生身體力行去關心社區內的長者。學
校安排了小五同學探訪尖沙咀街坊會松柏鄰會
活動中心和小六同學探訪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
務處油尖旺長者鄰舍中心的長者。同學們不但
準備了精彩的歌唱表演，還教授長者們製作紙
花束，並且送上全校同學募捐的禮物。同學親
切地問候長者，將愛心行動擴展至社區。

  為配合今年校本輔導主題「愛心滿載」，本校特別設計「愛心紅
簿仔」，讓學生訂立愛心助人的目標和記錄助人的經歷。此計劃在上
學期以「愛自己」、「愛家人」和「愛師生」三個範疇，鼓勵同學於
日常生活中實踐愛心行為。而下學期則新增「愛社區」一項，除了關
愛身邊的人外，更要鼓勵學生多留意和關心社會上有需要的人。此外，
亦有家長鼓勵說話及老師的評估，使學生的付出獲得肯定。

家人讚賞同學的說話：

4A 陳宏才家長
  我欣賞孩子
經常主動要求爸
媽跟他一起做運
動。讓爸媽有推
動力做運動鍛鍊
體魄，謝謝你！

6A 黃俊霖家長
  主動溫習功課及
完成家課。每天幫
媽媽捶背及按摩，
假日主動幫媽媽做
家務，讚！

2A 方思曉家長
  媽媽知道你是個
善良和富有愛心的
好孩子 ! 因為愛心
是太陽，帶來無限
的溫暖，所以希望
你繼續努力，你一
定能做得更好！加油！

學生與長者一起製作飾物。

同學們一起玩樂
，非常開心。

再戰營會同學們實現團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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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總動員做義工

家長講座

親子溝通樂無窮 

大家一起參觀水耕種植場裏的植物。

只要能幫助有需要的人，
我們也要出一分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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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三十日（星期日）參觀有機資源再生中心、水耕農場和落馬洲花園。我們更在
天水圍綠田園裏踏單車、撈金魚及玩水上大滾筒，渡過了愉快的一天。

親子學習日

家校攜手合作建橋樑

  本校為響應香港晨曦會的籌款，特意於 2017 年 2 月 18 日舉行親子賣
旗日，家長和學生都非常踴躍參與這具意義的慈善活動。賣旗當天，家長及
同學都盡心盡力為善款出一分力，當中有不少家長和學生是首次參與賣旗活
動，有些更是整個家庭一同參與。

親子賣旗日

同學們整裝待發

「抗壓秘笈」講座 2016年11月4日
「親子溝通樂無窮」講座 2016年11月5日

「如何培養子女自主學習能力」講座 2016年12月7日
「做孩子的情緒教練」講座 2017年2月25日
「護脊健康你要知」講座 2017年3月24日

我理想中的家庭
丁錫全醫生為家長講解消除壓力的方法。

脊醫為同學檢查脊柱健康。

初次接觸漁村的傳統食物，
令我大開眼界 !

家長和同學十分支持這項有
意義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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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綠田園渡過了愉快的一天。 

  相隔十多年，我懷着百感交集的心情再一次踏進廣小的大門。重返熟悉的校園，熟悉的課室，不過身分再不是
學生，而是一個全新的身分—實習老師。
  回到母校進入課室時，除了緊張和期待外，還有一絲玄妙的感覺，課室比以前「小」了很多，黑板亦不期然的
躲在我身後，以前上課時我的焦點只有老師一人，現在卻是二三十雙小眼睛，課室內的一切好像都改變了。
  雖然改變的事物很多，但校工曾國濟叔叔仍舊坐鎮校園禮堂、老師們的關懷照顧仍舊無微不至、廣小的情誼仍
舊強大。我很榮幸可以在廣小學習和成長，更加感恩我能夠重回母校與學弟學妹一起上課。我相信各位學弟學妹在
廣小老師循循善誘和充滿關愛的環境中成長，將來一定能各展所長，成為社會的楝樑。

實習老師心聲

實習老師林嘉彤校友與同學相處融洽，學生均投入課堂活動。

同學們暢玩不同種類的運動，例如單車、水上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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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

  四月十一日，我們一行三十四人向廣州市進發。來到花都區，先填飽肚子，然後便開始我們兩日一夜的姊妹
學校交流活動了！
  要了解我們的姊妹學校—廣州市花都區新華街棠澍小學，便要先認識花都區四周環境及設施，所以我們
來到被譽為「花都區科普教育基地」的石頭記礦物園參觀。一踏入園區，大家的目光已被一座以九十九顆大石珠
子砌成的雕塑吸引住了。之後，我們在導賞員的帶領下，觀賞了不少稀有的化石或珍貴的礦石，真令我們大開眼
界！離開石頭記礦物園後，我們到了花都湖公園遊覽，了解當地人平日消閑休憩的地方。遊歷後，我們對姊妹學
校的四周環境增加了認識。
  四月十二日，同學們期待的時刻到了！
  嘩！偌大的校園充滿了學習的氛圍。我們分組在不同的課堂上課，大家也投入課堂之中。輪到我們大顯身手
了，英語話劇組的精英在舞台演出《愛麗斯夢遊仙境》，台下的同學看得津津有味。我們之後又欣賞了棠澍小學
的管樂表演及與別不同的魔方表演，令人拍案叫絕。
  我們更有機會與棠澍小學的同學共晉午餐，大家一邊吃飯，一邊交流。棠澍小學的楊秀紅校長及小導遊更邀
請我們到校史館參觀，讓大家對我們的姊妹學校的歷史有更深刻的了解。最後，我們在校園走了一圈，看看他們
上課外活動的情況。
  這次探訪，真能讓我們兩校攜手踏出交流的第一步。

石頭記內，一石一故事，眼界大開了！ 懷著好奇的心，初到棠澍小學，先來一張大合照。

棠澍小學歷史悠久，還擁有校史館呢！

共晉午餐，與棠澍小學的同學很快便熟絡了！

輕輕鬆鬆上課堂，參與活動樂趣多！ 

我們的英語話劇表演把愛麗斯帶到棠澍小學去。

初次探訪，締結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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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棠澍小學的同學手藝高超，剪紙精緻！分開一個月，又是重聚時！
臨別依依，棠澍小學的同學
不忘送上心意。

兩校師生的感情增厚了不少呢！

5A 潘文欣
  我到了很多地方參觀，如花都湖、曼古園和石頭記
礦物園。雖然這兩天的天氣不是很好，但是無阻我們參
觀的興致。在石頭記礦物園裏，我認識了不同種類的奇
石；在花都湖公園中，我欣賞到一個環境優美的地方，
也是一個休閒的好去處；在曼古園內，我們見識了一個
充滿泰式情懷的地方。這次活動令我最難忘的就是到棠
澍小學交流，那裏的學生十分熱情和有禮貌，他們還向
我們簡介棠澍小學歷史。交流結束了，我只好懷着依依
不捨的心情離開花都。

5A 林慶雅
  這一次參加交流活動讓我接觸到很多新事物，例如
花都的歷史、地理環境等。到達石頭記礦物園，真令
我十分驚訝，原來世界上有那麼多不同種類的石頭、水
晶，真漂亮啊！來到曼古園，我看到很多有泰國風情的
事物。在棠澍小學交流時，我認識了很多新朋友。在整
個活動中，不但學到不少知識，更可以學到甚麼是團隊
精神呢！

對奕切磋，棋藝不相伯仲！ 

  五月十日，對我校來說是一個大日子。相隔一個
月，我們和棠澍小學的師生又重逢了！我們身為主人
家，準備了不少節目歡迎棠澍小學的到訪。
  在歡迎會上，我們兩校分別表演了不同的節目，
大家互相觀摩，各有特色！可愛的中國舞成員用輕快
的舞步為歡迎會揭開序幕，之後棠澍小學的剪紙及書
法演示，令人讚歎不已！走進校園中，我們邀請了棠
澍小學的同學一起上英語課，一起進行STEM活動，
一起參與課外活動，還共晉午餐呢！不知不覺間，愉
快的時光一轉眼便過去了！
  希望我們兩校可以攜手持續這份情誼，在未來的
日子裏，可以有更多交流的機會！

學生心聲

來校回訪，友誼永固

一起探究，合作拼砌爬行機械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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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小龍虎榜
比賽項目 / 舉辦機構 獎 項 / 學生姓名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高年級中國舞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高級舞蹈團【甲等獎】
 4A鄭子萱 4A胡惠鐘 4A林佩漫 4A石馨然
 4A王天妍 4B李泳恩 4B李泳瑜 4B彭 盈 
 5A陳珍琪 5A林慶雅 5A駱滿華 5A潘文欣
 5A余詩韻 5A陳靖禧 5B鍾曦童 5B杜思瑤
  6A蔡培璋 6A方煒琪 6A何鍵沂 6A劉 菲
 6A梅元碧 6A黃嘉儀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低年級中國舞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初級舞蹈團【甲等獎】 1A洪安琪 1B馮靖淇
 1B林彥彤 1B陳樂澄 1B余欣庭 1C許紫喬
 2A張雨晨 2A方思曉 2A雷紫琪 2A吳穎萱
 2A張詠汶 2B林穎雯 2B林海藍 2B萬亦雨 
 2B霍凱琳 2C高鎧澄 2C馬郗蓮 2C余林潤 
 3A陳忻綸 3B梁熙彤 3B吳凱瑩 3C麥楚宜
 3C岑凱晴

第二十四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銅獎】 3B栾思同
【銅獎】 2B蔡善彤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香港賽區）初賽
《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
《華夏盃組委會》、

《中國教育學會教育機制研究分會》、
《香港數學奧林匹會協會(HKMO) 》、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慈善基金會》

合辦

【一等獎】 2A李佳蓉
【二等獎】 1A許嘉琪 2A雷紫琪 2B傅苑蓉
 2B劉文珺 3A羅　禎 3B劉芷君 3B栾思同
 4A李家僖 4A江恩晞 4C洪浚淯 5A栾思琦
 6A傅苑珺 6A李靜游
【三等獎】 1A何欣娜 1B李芷晴 2B陳姵杏
 2B萬亦雨 2C呂靖怡 2C高鎧澄 3A陳思靖 
 3A陳穎琦 3B廖佑鑫 3C何曉悠 3C梁益豪 
 3C吳道宏 4A張婉姿 4A鍾凱傑 4A龔博灝 
 4B鄒佩琳 4B李泳恩 5A陳海桐 5A陳靖禧
 5A何悅恆 5A劉晁亨 5A唐澧軒 5A潘文欣
 5B劉祖華 6A鍾振康 6A李永杰 6A譚宇軒 
 6B朱愛然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華南賽區）晉級賽
《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
《華夏盃組委會》、

《香港數學奧林匹會協會(HKMO) 》、
《中國教育學會教育機制研究分會》、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慈善基金會》

合辦

【二等獎】 2B傅苑蓉 3A羅　禎 3B栾思同
 4A李家僖 5A栾思琦 6A傅苑珺
【三等獎】 2A李佳蓉 2B陳姵杏 2B劉文珺
 3C吳道宏 3C何曉悠 3C梁益豪 4A鍾凱傑
 4A江恩晞 4C洪浚淯 6A李靜游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全國總決賽）

《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
《華夏盃組委會》、

《香港數學奧林匹會協會(HKMO) 》、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慈善基金會》

合辦

【二等獎】 4A李家僖
【三等獎】 2B傅苑蓉 2B陳姵杏 3A羅 禎
 3B栾思同 3C吳道宏 4A江恩晞
 4A鍾凱傑 5A栾思琦 6A傅苑珺
 6A李靜游

2016-2017年度第十二屆全港小學
數學比賽（油尖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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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良獎】 5A葉裕恆 5A唐澧軒 5A余宇峰
 6A黃 彥 6A溫琇嵐 6A王浩揚 6A譚詠琳
 6A徐家傑 6A傅苑珺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2016-2017
《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

《新亞洲名創教育》及 
《資優教育督導委員會》

【二等獎】 6A溫琇嵐
【三等獎】 6A鍾振康 6A傅苑珺 6B王浩揚

2017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香港賽區初賽 暨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HKMO Open》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及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金獎】 1A歐卓希 4A李家僖
【銀獎】 1B彭薪宇 2B傅苑蓉 3A陳穎琦 
 3C吳道宏 3B栾思同 3B廖佑鑫 4A鍾凱傑
 4C熊思源 5A栾思琦
【銅獎】 1A黃德如 1A屈芷珊 1A劉康堤 
 1A黎詩韻 1A洪安琪 1C徐培鈞 1C黃予穎
 2A鍾恩雨 2A方思曉 2B李佳蓉 2B劉文珺 
 2B蔡善彤 2C楊展晴 2C高鎧澄 2C呂靖怡
 2CThapa Manish 3A陳思靖 3A何曉悠 
 3C梁益豪 3C譚振淳 4A龔博灝 4A劉向紋
 4A偉 正 4A王海融 4A江恩晞 4B李泳恩 
 4B丁曉霖 4B何名揚 4C洪浚淯 4C任瑞盈 
 5A陳海桐 5A唐澧軒 5A潘文欣 5A馬富珍
 5B柯子龍 5B梁可兒 5B吳宥樺 5B陳家俊 
 6A傅苑珺 6A鍾振康 6B朱愛然

2017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晉級賽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及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銀獎】 4A李家僖 5B陳家俊
【銅獎】 3A陳思靖 3B廖佑鑫 3C吳道宏
 3C何曉悠 4A江恩晞 4A鍾凱傑 4A劉向紋 
 5A唐澧軒 5A柯子龍

2017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決賽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及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銅獎】   
 1B彭薪宇 1C徐培鈞 2B劉文珺 2C呂靖怡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進階賽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組委會》及

《香港資優教育學會》
合辦

【三等獎】 3A羅　禎 3C吳道宏  4A李家僖
【優異獎】 1B李芷晴

《荃灣官立小學》
4x100米友校接力邀請賽   

【季軍】   
 5A余宇峰 5B張耀國 5B許釗雄 6B符策珠

《南元朗官立小學》
4x100米友校接力邀請賽  

【季軍】   
 5A余宇峰 5B張耀國 5B許釗雄 6B符策珠

《黃大仙官立小學》
4x100米友校接力邀請賽  

【亞軍】   
 5A余宇峰 5B張耀國 5C龔煜軒 6B符策珠

《李陞小學》
4x100米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冠軍】      
 5A余宇峰 5B張耀國 6B黃 彥   6B符策珠
【女子組亞軍】      
 5A林慶雅 5B甘希文 5C周慧敏 6A陳敏儀

比賽項目 / 舉辦機構 獎 項 / 學生姓名

《官立嘉道理爵士小學》
4x100米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冠軍】   
 5A余宇峰 5B張耀國 6B黃 彥 6B符策珠
【女子組冠軍】   
 5A林慶雅 5B甘希文 5C周慧敏 6A陳敏儀

《農圃道官立小學》
4x100米友校接力邀請賽  

【季軍】   
 6A陳敏儀 6A陳佩慧  6B黃 彥 6B符策珠

《福榮街官立小學》
4x100米友校接力邀請賽  

【殿軍】  
 5A余宇峰 5B康 力 6B黃 彥 6B符策珠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
4x100米友校接力邀請賽  

【冠軍】  
 5A余宇峰 5B張耀國 5C龔煜軒 6B符策珠

2017 全港小學游泳邀請賽
《林大輝中學》

【女子9歲組50米自由泳冠軍】 4A王海融
【女子9歲組50米背泳冠軍】 4A王海融

2016-2017九龍西區小學乒乓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子乙組優異獎】  
 3C梁益豪 4C馮志釗 5A唐澧軒 5A吳洛軒

2017升旗隊周年檢閱禮
《香港升旗隊總會》

【旗隊比賽（小學組）亞軍】
 4C黃俊輝 5B張耀國 5B陸傑強

第八屆油尖區最進步童軍獎勵
《香港童軍總會油尖區》 【最進步童軍獎】 6B 黃 彥

「16-17年度油尖旺區小狀元獎勵計劃」
《旺角街坊會》 【嘉許獎】 4A龔博灝 5A薛丞皓 6A劉莎莎

第九屆校園藝術大使
《香港藝術發展局》 【校園藝術大使】 5A任子浚 6A蔡培璋

第六十九屆校際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良好獎】
 二級鋼琴獨奏 3C何曉悠
 三級鋼琴獨奏 4B湛俊業
 二級小提琴獨奏 6A區綺旻
 小學初級組笛獨奏 6A蔡培璋
 三級鋼琴獨奏 6B楊凱淇
【優良獎】
 一級鋼琴獨奏 1C黃家信
 小學高音直笛獨奏 4A李家僖
 五級鋼琴獨奏 4B張敏悅
 二級小提琴獨奏 5A周穎言

「香島盃全港科技比賽2017」
《香島中學》

【舉重賽優異獎】  
 5A陳海桐 5A駱滿華 6A胡曉嵐 6A譚宇軒   
 5A陳御彰 5A梁進傑 6A區綺旻 6A伍俊偉
【障礙賽優異獎】  
 5A劉晁亨 5A唐澧軒 6A鍾振康 6B李景翔
 5A余宇峰 6A徐家傑 6B黃　彥

智能城市填色及繪畫設計比賽
《香港工程師學會》 及 
《香港機械人學院》

【初小組優異獎】 2C TAMANG SHERLYN
【高小組優異獎】 5A陳御彰
【高小組優異獎】 5A黃凱慈

屈臣氏集團香港運動員獎2016-2017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4A王海融

「健康使用互聯網」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高小組優異獎】   6A蔡培璋

香港學校戲劇節（英文組）
《香港藝術學院》

【傑出合作獎】、【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4A鄭子萱 4A胡惠鐘 4A黎亦簥 4A林佩漫
 4A陸雅婷 4A沙勝利 4A石馨然 4B王得懿
 5A陳靖禧 5A陳珍琪 5A周靖祺 5A林慶雅
 5A栾思琦 5A潘文欣 5A孫文睿 5A任子浚
 6A蔡培璋 6A方煒琪 6A劉莎莎 6A劉宛沅
 6A胡曉嵐
【傑出演員獎】
 4A黎亦簥 6A蔡培璋 6A方煒琪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2016/17

《NET Section, Education Bureau
（教育局外籍英語教師組） 》

【First Prize】    
 4A沙勝利 5A周靖祺 6A蔡培璋 6A方煒琪

《油尖旺區校長會》
2016-2017年度油尖旺區顯著進步學生獎

【顯著進步學生獎】  1A DEWAN NISHE 
 1B張嘉錞 1C包宛靈   2A李靜茵 2B徐　晴 
 2C鍾逸朗 3A麥依桓   3B劉家敏 3C張祉悅 
 4A胡惠鐘 4B李泳恩 4C葉宇聰 5A孫文睿 
 5B柯子君 5C鄧展礦 6A曹思怡 6B黃　彥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16/17年度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金獎】   6A胡曉嵐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銀獎】     6A陳敏儀
【傑出學生環境保護大使銅獎】     4A胡惠鐘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優異獎】
 4A李子匡 5A周靖祺 5B許釗雄 5C邱樂雯
 4A林佩漫 5A李紫鋆 5B張耀國 5C李銘恩
 4A沙勝利 5B周卓頤 5C梁卓琳 6B白宇翔
 4C黃俊輝 5B杜思瑤 5C潘慧敏 6A方煒琪
 5A周穎言 5B梁紫淇 5C岑姻賢 6B李景翔

《旺角街坊會》與
《國際聯密佛教慈航會》合辦
第七屆油尖旺區學生獎勵計劃

【嘉許獎】  6A劉宛沅 6A徐家傑 6A黃嘉儀
【優異獎】  6A蔡培璋 6A方煒琪 

《油尖旺區校長會》
油尖旺區傑出學生 【油尖旺區傑出學生】 6A劉莎莎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快樂的我」獎勵計劃2017

【嘉許獎】  1A DEWAN NISHE     1A歐卓希
 1B王天來 2A雷紫琪 2C周信一 2C黃訢翹 
 3B孫子柔 3B曹　揚 3B梁熙彤 4A林佩漫
 5A潘文欣 5A馬富珍 5B葉奇峰 6A胡曉嵐 
 6B李安寶

《菲律賓亞洲文化交流會》
第21屆菲律賓—中國—日本

國際書畫大賽

【兒童組 三等獎】    6A黃俊霖
【兒童組 優秀獎】    5A馬富珍 

《麗澤中學》
「愛麗絲夢幻之旅」填色創作比賽

【傑出表現獎】      4B黃彥淇 5A黃凱慈
【優異獎】        4B劉玥琪 5A何悅恆

《培道中學》
全港小學旗袍設計邀請賽2017 【優異獎】  5C鄧鈺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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