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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 全人發展
　　本校 2016至 2019三年的發展計劃以培育學生成為自主學習者及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為兩大目標。「自主學習」是學生在二十一世紀必備的素質，以面對資訊爆炸且瞬息萬

變的世代。本學年，學校銳意為小六學生設計一系列的「中小學生大不同」工作坊，好

讓她們掌握如何訂定學習目標、學習技巧及溫習策略等；同時透過舉辦家長講座，讓家

長明白「自主學習」的理念，藉家校合作，共同輔助女兒成為自主學習者。
巧固球　初體驗

　　為配合 STEM教育發展，學校於高小常識科推展科學探究學習課程，促進學生的科學

探究及自主學習能力。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為學生提供一個電子學習支援系統。在探究過程

中，學生經歷「設定目標、自我規劃、自我監控、自我評價、自我修訂」的循環，提升她

們的自我學習效能，以順利過渡至中學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的轉變。

小小科學家派對 2017

小四學生分組探訪獨居長者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教師團隊透過參與由大專院校及教育局舉

辦的培訓活動、跨校學習社群，進一步認識自主學習的理念及推行模式。此外，

教師團隊亦積極嘗試在課堂利用不同的電子學習平台及電子學習工具，適切運用

各式教材及媒體融入課堂活動中，讓學生能建構、應用及沉澱知識。電子學習的

重點在於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增強師生間的互動，並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性。

　　親身的經歷、探索，真正的嘗試是最佳的學習模式。我們深信為學生提供體

驗式活動，定能促進她們全人發展，正如本年度的核心價值觀培育計劃主題是

「承擔」，全體學生均可在「讓我閃耀」個人獎勵計劃中，從個人、學校、家庭

三個層面努力實踐所學。此外，為提升學生的體藝素養，讓她們懂得欣賞運動和

藝術，學校亦為她們締造不同的學習經歷，如四年級同學到高山劇場觀賞「反斗

道具奇兵」音樂劇、五年級同學到香港文化博物館參觀「羅浮宮的創想－從皇宮

到博物館的八百年」展覽、全校同學亦有機會接觸一項君子運動─巧固球，從中

學習「禮讓而不侵犯、友愛而有競爭、合作而不取巧」的運動精神。為讓學生步

出課室，走進社區，不同年紀的學生在家長或教師的陪同下身體力行、服務社群，

包括到筲箕灣探訪獨居長者及參與香港國際海岸清潔運動等。

　　衷心希望學生在全人教育

薰陶下，在學術、體藝和個

人 素質上均有全面發展，不單

能成為學習的主人翁，發展出

屬於自己的一套有效學習模式，

持續學習，更會積極服務他人、

貢獻社會，活出豐盛而美好的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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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小先鋒活動 -「長洲之旅」

朝聖之旅　與主相遇

　　基督小先鋒的野外活動於 2017年 2月 18日舉行，是次活動與長洲聖鮑思高

青年中心合作，主題為「認識不同宗教文化」。當天活動豐富，分別包括互相認

識、增加小組凝聚力的熱身活動，也有讓她們舒展身心，增強團隊精神的野外活

動，例如團員攀爬繩網陣、走迷宮等。此外，導師帶領團員一邊遊歷長洲，欣賞

風景，一邊介紹不同宗教的廟宇，讓她們有機會認識不同的宗教文化。

　　當天團員除了親親大自然，感受天主創造天地萬物的美外，還積極投入活

動、互相合作，實踐本學年核心價值觀一承擔。

　　本校一向重視教友在信仰方面的培育。藉着慈悲禧年，

本校為公教學生、家長及老師於 2016年 10月 29日舉辦了

一次極富意義的神形哀矜之親子朝聖之旅。參與活動之公

教師生連同家長共百餘人，陣容鼎盛。

　　當天大夥兒先前往極富特色的上水基督之母堂參觀，

讓我們學習聖母瑪利亞信靠天主，擁抱耶穌。接着，再前

往上水聖若瑟安老院參觀及探訪長者，為長者送上心意物

品，讓大家實踐慈悲善工。長幼共聚，眾人言談甚歡。這

次愛德服務，給予各位機會去活出天主要我們「良善寬仁，

關愛他人」的真蹄。最後一站前往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在導賞員的講解及帶領下，大家一同祈禱，又以歌聲讚美上

主，然後再按照朝聖路線，滿懷着對天主的感恩讚頌、敬虔及悔改的心跨越「聖門」，以獲得教宗在慈悲特殊禧年向

信友頒賜的全大赦。

　　朝聖活動令各人皆有反思自身弱點的機會，讓大家重溫個人的信仰歷程及進行了愛德行動，是慈悲禧年結束前的

一次難能可貴的體驗。是次與主相遇的朝聖之旅亦在愉快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遊長洲，賞美景，主
的創世工程真奇妙！

挑戰不懼怕！因主給我一隊守護天使。躺一躺，小休樂滋滋！我們是耶穌基督的勇兵 --基督小先鋒

在上水基督之母堂留影

大埔無玷之心堂跨越「聖門」後大合照

到上水聖若瑟安老院探訪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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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同學擴闊視野，豐富學習及生活經歷，本校五、六年級共 40位同學

於 2017年 4 月 11 日至 12日參加了由香港教育局主辦，和富社會企業承辦之

境外交流活動。學生透過在東莞及中山的交流活動，加深認識當地的文化及歷

史背景，並讓學生體會中港兩地的學生在生活方式和學習模式的特色及異同。

　　參加的學生對是次難能可貴的學習經歷都有正面的評價。她們在回校後

完成有關的學習手冊及學習活動，同時在校內分享寶貴的學習和生活經歷。

透過參訪威遠炮台，認識前人英勇奮戰，為國犧牲的
高尚情操，思考愛國為民的精神和保家衛國的重要性。

透過參訪虎門
林則徐紀念館
及銷煙池，認
識鴉片戰爭的
歷史事件及對
後世的影響。

透過參觀孫文紀念公園，了解孫
中山先生及其相關的歷史事件
(包括辛亥革命 )對國家的影響。

透過參訪孫中山紀念館， 了解孫中山先
生的生平事蹟和辛亥革命的歷史事件。

透過參訪光后小學，與該校學生進行書法和視
覺與藝術的交流活動，欣賞他們的音樂演出。

透過參訪
孫中山先
生位於翠
亨村的故
居， 了 解
孫中山先
生的日常
起居及其
生活狀況。

「同根同心」內地交流計劃

　　東莞及中山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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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電子學習

電子學習 – 教師培訓 

　　繼去年四年級參與了由香港教育大學卓越教學發展中心主辦的「促進實踐

社群以優化小班教學支援計劃」後，本年推展至三年級，並與中華基督教會基

法小學、嘉諾撒小學及聖公會聖十架小學，組成跨校學習圈，進行備課、觀課

及評課等課研活動，並在導師的校本專業支援下，優化「分數」課堂教學。

　　 課研針對前測及後測所診斷出的學習難點，進而調適電子輔助學習的教

材。透過電子學習，學生積極參與，促進了課堂互動，教師亦得以及早掌握全

班的學習情況，同時為學習稍遜的學生提供即時回饋，有助照顧學生的學習差

異。根據前後測的結果反映，學生的學習成效有顯著的提升。此外，教師認同

電子學習是有利即時課堂評估、回饋的教學工具，而對低年級學生而言，需配

合實物操的平衡運用，能更有效提高課堂學習效能。

　　學校本學年以邁向電子學習為發展方向，舉辦

了多次校內分享會及工作坊裝備老師，包括邀請了

蘋果公司教育組到校為老師們進行「如何應用 iPad

於學與教工作坊」及邀請教育局資訊科技教育卓

越中心的借調老師到校為老師們介紹 Google Suite 

in Education及進行「Google form應用工作坊」。

　　此外本學年亦培訓了電子學習種子老師，以

試點形式在不同級別及科目中作先驅，再把經驗

透過校內會議、同儕備課及科組分享會與其他老

師分享。校方亦製作了「電子教學教師錦囊」供

各老師參考及記錄電子教學心得及反思。

如何應用 iPad於學與教工作坊

數學科
電子學習
數學科
電子學習

全班齊來動「腦」 電子學習與實物操作互相配合

學生應用平板電腦，展示多
樣性的答案。

利用平板電腦拍照上傳作品

電子學習 – 教師培訓 電子學習 – 教師培訓 

Google form應用工作坊

    此外，本年度的四至六年級課堂，均滲入了電子教學元素，教師分別利用

Nearpod 展示學生的學習成果，Geogebra 教授抽象的數學概念，並透過「二維

條碼」提供預習資料及自學小秘笈予學生，以促進課堂互動及提供延展學習的

機會予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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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自主學習計劃 (SDLS)

　　學校本年度參加了由「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教育應用

資訊科技發展研究中心」推行的「電子學習支援科學科自

主學習計劃」，計劃的目標是培養及發展學生的自主學習

能力，裝備她們在廿一世紀中成為有自信及才能的終身學

習者，並提升她們的自我學習效能。本年度五年級曾以「巾

巾計較」、「吸煙的誘惑」和「聲光電的生活應用」為自

主學習課題；而六年級亦先後以「大自然的平衡」、「簡

單機械」及「太陽爐」等主題進行自主學習。期望透過這

些學習活動，使我們的孩子成為「自發主動」的學習者 。

　　本校六位五年級學生代表於 2017年 7月 10日參

與了「小小科學家派對 2017」獎勵計劃，其匯報主題

為「聲光電的生活應用」。她們展示其學習成果，並回

答其他參加者的提問，最後經評判團評選，本校憑「星

空拖鞋及發光書籤」奪得小學組「最傑出自主學習科

學探究團隊」大獎及「全場至 Like大獎最具創意學校」。

大自然的平衡 - 六年級學生匯報

「聲光電小發明放閃日」學生向嘉賓匯報

榮獲兩項獎項及獎品

代表同學與評判團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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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校為五、六年級同學安排科探日，讓同學利用整個下午，約兩個半小時，一氣呵成，全神貫

注地進行科學探究活動。

　　五年級學生透過探討主題 -「巾巾計較」，自行為測試定立目標及找出變數，有系統地進行公

平測試，從而歸納探究結論及進行反思。六年級學生則透過製作「太陽爐」，進行自主學習活動；

學生利用簡單而環保的物料，製作太陽爐進行比賽，加熱的水溫能高於老師設計的太陽爐為之勝出。

　　透過配合課題的科探活動，學生積極投入，逐步掌握觀察、預測、量度、記錄、辨識變數、推

論等科學探究技能，為日後的 STEM發展，奠下良好基礎。

「太陽爐」

「巾巾計較」

任何步驟都一絲不苟，不容出錯！

透過 iLap平台進行數據分析及整理。組員分工合作，專注地進行測試。

留心觀察、專心量度、
用心記錄、才可作結論！

先設計草圖和準備環保物料。

組員分工合作，同心協力
製作效能最好的太陽爐。 仔細閱讀水溫的上升幅度，不容有失！太陽發揮其威力！ 

科
探

6



機械人班

「常識百搭」

　　學校提供機會予四、五年級學生參加

機械人班。課程的目標是教導學生認識

mbot STEM機械人及如何組裝。藉此訓練

學生的編程技巧，提升學生對應用科技的

能力及興趣，發展其邏輯思維及解難能力。

　　透過課堂上的活動，學生積極投入，

並專心聆聽導師的講解。她們亦期待來年

再參與呢！

　　本年度本校有兩組六年級同學參加《第二十

屆「常識百搭」- 小學STEM探究展覽》。主題為「都

市簡約生活」，拒絕都市式浪費，還原簡約生活。

兩組同學都十分投入是項比賽。經過同學不斷探

究、鑽研及測試，她們榮獲《 第二十屆「常識百

搭」─小學 STEM 探究展覽》傑出獎及嘉許獎。

先用心編程，後組裝。

組員認真地向評判匯
報及講述製作流程。

匯報前先做好準備。

其中一組榮獲傑出獎

她們最期待的是編程後操作機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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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價值觀培育計劃

　　為配合本學年核心價值觀培育及校本輔導計劃主題，學校於四月份舉辦了三場親子體驗活

動，並於六月份舉辦家長講座，以協助家長提升女兒的責任感，促進家長與學生之間的親子關係。

　　是次親子體驗活動與香港青少年服務處合辦，旨在強化家長培養女兒履行個人的責任及自律

精神，同時提供有質素的親子互動時間。

親子體驗活動

承擔

「你找到我們相似的地方嗎？」

各司其職，盡顯責任

齊齊熱身，進行破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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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於 2017年 6月 17日為本校家

長舉辦「成就『承擔小天使』」講座，讓

家長們了解影響孩子責任感的內外因素，

從而選取適當方式培養孩子的責任感和

承擔能力，以強化家長的親職效能。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普遍家長均

認為是次講座有助他們覺察「無微不至」

對建立責任感的衝擊。另一方面，家長掌

握培養孩子責任感的技巧，及有助他們運

用明確指示提升孩子責任感和承擔能力。

家
長
講
座

親子同心合力，完成各項挑戰

互相配合，跳得更高

彼此信任，建立默契

小孩努力學承擔

家長互相交流親子溝通和相處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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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閃耀」個人獎勵計劃

　　本年校本輔導計劃配合價值觀培育計劃主題「承擔」，推展「讓我閃耀」個人獎勵

計劃，以培養學生在學校、家庭、社會及個人方面都能克盡已責，樂於承擔。此計劃分

兩期進行，上學期時段為 10月至 1月，下學期時段則為 2月至 5月。

 「讓我閃耀」個
人獎勵計劃小冊子

攤位遊戲

「天神好聲音」表演 

繽紛彩虹傘活動

扭蛋獎賞活動 

桌上遊戲活動

「樹屋田莊」開心大合照

　　於上下學期計劃中，全校分別有八成及七成學生可獲得銅獎或以上的獎項，

當中有 1位同學於上下學期均得鑽石獎，最後獲得全年性的閃耀鑽石獎。獲獎學

生於上下學期參與了不同的獎賞活動，如攤位遊戲、繽紛彩虹傘活動、桌上遊戲、

扭蛋活動等，以獎勵她們在計劃中有良好表現。此外，獲得鑽石獎的學生更與在

不同崗位表現盡責的同學到「樹屋田莊」參與樹屋歷奇及各項團體活動，以增強

她們的自信心及合作精神。另一方面，學生輔導人員挑選了 51位學生為「天神好

聲音」的表演生，於畢業禮演唱計劃主題曲「讓我閃耀」改編版，藉以總結本年

計劃及寄望學生仍能在各方面有盡責的表現。

　　從觀察所得，大部分學生積極參與計劃的全年活動，著緊自己的

表現及印章數目，反應踴躍。同時，教師指出在《科科有責》篇展開

後，能進一步提升學生的責任感，準時交齊功課。她們的欠交欠帶家

課的情況有改善。此外，在小冊子「家長鼓勵」一欄及《家家有責》

篇，除了讓家長參與此計劃外，亦有助家長了解女兒的表現和鼓勵她

們積極參與。從家長意見調查表反映，家長認同計劃有助女兒於學校、

家庭及個人方面克盡己責、樂於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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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體驗式活動，提升學生自我照顧的能力，並強化她們的責任

感及獨立意識。此外，藉著訪問校工及設計親子感恩心意卡，亦讓學

生明白「承擔責任」不只是把自己該做的事做好，還要顧及其他人的

需要，為其他人多想一步，多付出一點。是次專題研習，還邀請了

家長擔任家長義工，協助老師進行活動，既讓他們了解專題研習的

學習安排及目標，亦使他們更了解女兒的學習生活，促進家校合作。

「自理任務大挑戰」
期間，同學們專心
地紮辮子和綁鞋帶。

同學們正摺衫、摺被
子也難不倒她們呢！

同學先設計「承擔康樂棋」，再一起玩，寓學習於娛樂！

同學訪問校工姨姨，了解校工的工作及困難。

在掃地，有模有樣的！

多謝家長義工
悉心的指導！

一、二年級「公主愛承擔」

　　本年度一至六年級專題研習，以核心價值觀培育計劃 — 承擔
為主題，一、二年級的子題為「公主愛承擔」；三、四年級的子題

為「捐窿捐罅遊紅磡」；五、六年級的子題為「流金歲月在鶴園」。專題
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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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年級

「捐窿捐罅遊紅磡」

　　學生化身紅磡社區小達人，代表學校，參加教育局舉辦的十八區社區推廣

運動，向其他社區人士推廣、宣傳紅磡區，介紹紅磡區歷史與文化、區內環

境及社區設施等，展示紅磡區是一個具特色的繽紛社區，並為區內人士發聲，

顧及、考慮他們的需要，提出一些可改善紅磡區的建議。為了讓學生對紅磡區

有更深入的認識，教師及家長義工帶領學生由何文田站出發，乘坐港鐵到達黃

埔站。過程中學生會透過遊歷預設的路線，認識港鐵的設施及黃埔的特色景

點和小店。學生透過問卷週查、實地考察、訪問本區市民等，從而得到相關

的資訊，並以不同的形式 (社區地圖、區報 /簡報、口頭匯報等 )展示研習內容。

我找到問題的答案了！

戶外考察後，大家在
聚精會神地翻看資料。

我答中了！看來大家成績不錯。

同學們準備用 Kahoot進行
前測，看看自己對紅磡有
多了解。「準備！開始！」

所有紅磡區的特色建築物
和景點都共冶一爐

請看看我們的製成品：地圖
上將會出現立體的建築物！

大家準備就緒，「開工大吉！」

同學們十分專注，大家
分工合作，誓要成為
「紅磡社區小達人」！

福德古廟、紅磡雞蛋
仔的位置正確嗎？

既然邀請到掌故專家蒞臨
我校，當然不要錯過問問
題的機會。「請問⋯⋯」

家長義工留心聆聽老師的講解

黃埔號這尊大炮究竟有甚
麼特別之處呢？竟然吸引
了同學和家長的視線。

究竟我負責的景點在哪裏？

義工家長們細心閱讀地
圖，「請問這福德古廟
在哪裏？」

大家似乎對今天的收穫感到很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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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年級

「流金歲月在鶴園」

　　是次研習透過與香港中文大學協作，結合自主學習、體藝素養及社會參與三大

元素，以體驗式學習模式，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同學肩負為校友介紹「學校所處社

區的轉變」之使命，從而透過是次研習過程加深對學校鄰近環境的了解。研習先以

校友訪校及掌故專家介紹紅磡區歷史作前置，再由教師教授媒體素養、閱讀地圖及

觀照技巧，接着進行戶外考察活動，讓學生把課堂所學與觀察所得的資訊互相扣

連。校方同時設立虛擬小型資料館 (即把與專題相關的短片製作成「二維條碼」，

利用平板電腦收看內容 )，為學生提供多媒體資訊，讓她們因應個人興趣的範疇作

延伸學習。在社區考察活動當日，家長義工充當小組導師指導學生，並適時作出提

點。其後，學生學習製作照片拼貼的技巧，以取代文字表達訊息。藉着海報的形式

讓學生呈現搜集所得的資料，為學生帶來新鮮感，亦有助提升她們的藝術素養。

校友姨姨與同學閒談昔日校園生活，氣氛樂也融融。

我們正接受老師的大考驗。

你看，我們正在構思海報的內容。

大家正忙於篩選合適的照片。

大家合力完成作品，真高興！ 大家正落力向同學匯報海報背後的理念。

「社區小記者問答比賽」好刺激！

這就是我們的「虛擬小型資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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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2016第九屆中國青少年 (香港 )才藝比賽 4C 郭心悅 粵語詩詞中小組冠軍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2C 陳可悅 詩詞獨誦 冠軍

2C 張詠甄 詩詞獨誦 季軍

5C
鍾心言

程蔚琋
二人說故事  亞軍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6/17
2A 郭　靜 傑出演員獎

2C 張詠甄 傑出演員獎

英文科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11th Super Language Recitation Competition – 
English Poem

Young Child Group (age 5-6)
1B Yeung Tsang Hei Champion

11th Super Language Recitation Competition – 
English Poem

Child Group (age 7-9)
4A Yeung Chin Yin Champion

2016亞洲校際朗誦比賽
Primary 1 & 2 Solo Verse Speaking

1B Wan Hei Ting Second

68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Speech)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5C Cheung Sik Kiu 1st Place

4C Kwok Sum Yuet 1st Place

4C Tong Nga Si 1st Place

3C Lee Kwan Yee 1st Place

2C Szeto Millie 1st Place

6C Lau Hong Ching Chloe 2nd Place

5C Ching Wai Hai 2nd Place

4C Fung Sik Ho 2nd Place

2A Li Sum Yuet Adelaide 2nd Place

1B Ng Hong Ching 2nd Place

6A Chan Man Kiu 3rd Place

2B Hui Hoi Yiu 3rd Place

1A Ho Ching Chi 3rd Place

1A Zee Wei Qi Natalie 3rd Place

68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Speech)

Solo Verse Speaking (Open)
1B Ng Hong Ching 3rd Place

68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Speech)

Solo Prose Reading (Non-open)

5C Lau Hong Ching Chloe 2nd Place

2C Szeto Millie 2nd Place

The 9th China Youth (Hong Kong) Talent 
Competition 2016 – Solo Verse Speaking 

(Primary 3 & 4)
4C Kwok Sum Yuet First Prize

'Literary Giant‧Eminent Writer'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English Writing)
1B Wan Hei Ting Silver Prize

第十二屆小學生現場中英作文比賽

小六英文
6C Tsang Hei Yiu First runner-up

Classroom Vocabulary Competition 2017
(Group B: Primary 3-4)

4C

Chan Sin Kiu Rufina

The winning teamNg Yat To

Pang Po Huen

'Story to Stage' Puppetry Competition 2016/17 6C

Cheung Wing Man

First Prize

Ip Li Ying

Lau Sum Yi

Lee Wing Tung

Tai Stephanie

Tsang Sum Yuet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6/17

6C Lau Hong Ching Chloe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5B Falconer Radha Leela

5C Tam Nga Yin

數學科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
初賽 –小學

6C 周芷均 一等獎

4C 莊雅琳 一等獎

4C 梁諾恩 一等獎

4C 馮皙皓 一等獎

4C 彭寶萱 一等獎

4C 郭心悅 一等獎

3C 張文曦 一等獎

3C 楊芷晴 一等獎

3C 樓書婷 一等獎

3C 劉家希 一等獎

3C 姚祉琳 一等獎

2C 孔悅婗 一等獎

2C 胡鈺婕 一等獎

1B 彭予晴 一等獎

1C 張心紀 一等獎

6C 葉利盈 二等獎

5A 盧卓思 二等獎

5C 張子瑤 二等獎

4B 潘菁睿 二等獎

3B 黎洛瑤 二等獎

3C 周芍縈 二等獎

3C 陳愷盈 二等獎

3C 陳鶱桐 二等獎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
初賽 –小學

3C 李栩彤 二等獎

2B 唐　詠 二等獎

2B 潘璇臻 二等獎

2C 陳釨澄 二等獎

2C 王詩雅 二等獎

1B 甘家熙 二等獎

1C 蔣諾同 二等獎

6C 李穎曈 三等獎

6C 戴綽瑤 三等獎

3A 莊卓恩 三等獎

3B 劉愷慇 三等獎

3C 林咏萱 三等獎

3C 胡紫柔 三等獎

2A 葉芊霖 三等獎

1B 麥珈熙 三等獎

2017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進階賽

4C 梁諾恩 特等獎

4C 彭寶萱 一等獎

4C 莊雅琳 一等獎

2C 胡鈺婕 一等獎

2C 孔悅婗 二等獎

1C 張心紀 二等獎

5A 盧卓思 三等獎

3C 姚祉琳 三等獎

1C 蔣諾同 三等獎

二零一七年第八屆全港學生數學比賽 3A 莊卓恩 三級榮譽獎

2017數學大王國際邀請賽 (香港區 )
初賽

4C 彭寶萱 一等獎

2C 胡鈺婕 一等獎

2C 孔悅婗 一等獎

1B 溫浠婷 一等獎

3C 姚祉琳 三等獎

The Eight Hong Kong Maths Open 2017 1B 溫浠婷 Champion

第十二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九龍城區）

6C 李穎曈

智多星季軍（團體）6C 戴綽瑤

6C 周芷均

6C 周芷均 智多星季軍（個人）

6C 李穎曈

銅獎6C 戴綽瑤

6C 周芷均

2016/17 第十二屆香港小學
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6C 周芷均 銅獎

6C 李穎曈 銅獎

6C 葉利盈 銅獎

6C 戴綽瑤 銅獎

2017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暨

2017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

4C 彭寶萱 金獎

3C 陳鶱桐 金獎

2C 胡鈺婕 金獎

1A 何宛穎 金獎

6C 葉利盈 銀獎

4C 梁諾恩 銀獎

3C 姚祉琳 銀獎

3C 張文曦 銀獎

3C 樓書婷 銀獎

1B 甘家熙 銀獎

1B 彭予晴 銀獎

1C 溫　怡 銀獎

6C 李穎曈 銅獎

6C 戴綽瑤 銅獎

5A 盧卓思 銅獎

5C 區旨欣 銅獎

3A 莊卓恩 銅獎

3C 楊芷晴 銅獎

2B 朱洛琳 銅獎

2B 吳綺伶 銅獎

1C 伍汝晴 銅獎

1C 黎珈嘉 銅獎

2017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晉級賽／決賽

2C 胡鈺婕 金獎

6C 葉利盈 銀獎

4C 彭寶萱 銀獎

3C 楊芷晴 銀獎

5A 盧卓思 銅獎

3C 陳鶱桐 銅獎

2B 朱洛琳 銅獎

1C 伍汝晴 銅獎

1C 溫　怡 銅獎

2017兩岸菁英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初賽 5A 盧卓思 二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
(香港賽區 )初賽

6C 周芷均 一等獎

5C 伍曉澄 一等獎

4C 梁諾恩 一等獎

4C 郭心悅 一等獎

4C 彭寶萱 一等獎

4C 馮皙皓 一等獎

2C 孔悅婗 一等獎

2C 胡鈺婕 一等獎

1B 甘家熙 一等獎

6C 李穎曈 二等獎

6C 葉利盈 二等獎

5C 程蔚琋 二等獎

4C 伍逸淘 二等獎

4C 羅穎欣 二等獎

3A 莊卓恩 二等獎

天 神 之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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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
(香港賽區 )初賽

3C 李思漫 二等獎

3C 姚祉琳 二等獎

3C 張文曦 二等獎

3C 梁頌茵 二等獎

3C 陳愷盈 二等獎

3C 陳鶱桐 二等獎

3C 樓書婷 二等獎

2C 王彥喬 二等獎

1A 徐薇淇 二等獎

1B 彭予晴 二等獎

1C 張心紀 二等獎

6C 戴綽瑤 三等獎

5A 盧卓思 三等獎

5C 吳思澄 三等獎

4B 歐陽芷蔚 三等獎

3A 林婥潼 三等獎

3A 陳安娜 三等獎

3C 陸穎淳 三等獎

3C 周芍縈 三等獎

3C 劉家希 三等獎

2B 唐　詠 三等獎

2C 許方勛 三等獎

1A 梁欣悅 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華南賽區）晉級賽

4C 梁諾恩 一等獎

4C 郭心悅 一等獎

4C 彭寶萱 一等獎

4C 馮皙皓 一等獎

2C 胡鈺婕 一等獎

2C 王彥喬 一等獎

6C 葉利盈 二等獎

4C 伍逸淘 二等獎

3C 梁頌茵 二等獎

2C 孔悅婗 二等獎

1B 甘家熙 二等獎

5A 盧卓思 三等獎

2C 許方勛 三等獎

1A 梁欣悅 三等獎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7 
全國總決賽

4C 梁諾恩 一等獎

4C 郭心悅 一等獎

2C 胡鈺婕 一等獎

6C 葉利盈 二等獎

4C 彭寶萱 二等獎

2C 孔悅婗 二等獎

2C 王彥喬 二等獎

5A 盧卓思 三等獎

4C 伍逸淘 三等獎

第二十四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4C 郭心悅 銀獎

4C 彭寶萱 銀獎

4C 馮皙皓 銀獎

2C 丘鎧澄 銀獎

1B 溫浠婷 銀獎

1B 甘家熙 銀獎

「澳海盃」數學競賽 1B 甘家熙 金獎

多元智能盃 2017(數學比賽小一組 ) 1B 陳子琪 二等獎

常識科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2017年亞太菁英自然科學競賽 5A 盧卓思 銅獎

第二十屆「常識百搭」─

小學 STEM 探究展覽

6B 鄧睿筠

傑出獎

6C 彭珞殷

6C 周詠翹

6C 楊建心

6C 周芷均

6C 朱韻霖

2016-2017「小小科學家」派對

5A 梁頌雯

全場至 LIKE大獎 -
最具創意學校 (小學組 )

及

最傑出自主學習

科學探究團隊大獎 (小學組 )

5A 黎晞妍

5A 孫意婷

5C 周依琳

5C 程蔚琋

5C 羅文希

普話科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亞藝全港小演講家朗誦節 2016中小組詩詞獨誦 3C 黃沛瑜 金獎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2C 司徒美俐 冠軍

6C 曾晞榣 亞軍

5C 鍾心言 亞軍

2C 陳可悅 亞軍

6C 司徒美珩 季軍

4B 蔡梓澄 季軍

4C 郭心悅 季軍

4C 鄧　睿 季軍

散文獨誦

6C 曾晞榣 冠軍

2A 孫思琦 亞軍

2C 司徒美俐 亞軍

5C 林倬葶 季軍

1A 徐薇淇 季軍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第十七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詩歌組 1A 徐薇淇 冠軍

中國青少年文化藝術交流協會 2016
第九屆中國青少年 (香港 )才藝比賽中小組詩詞獨誦

4C 郭心悅 冠軍

中國青少年文化藝術交流協會 2016
第九屆中國青少年 (香港 )才藝比賽總決賽中小組詩詞獨誦

4C 郭心悅 總冠軍

音樂科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第三十四屆澳門青年音樂比賽

6C 朱韻霖
弦樂室內樂第一名

4C 朱敏之

6C 朱韻霖 小提琴 – 中級組第一名

4C 朱敏之 小提琴 – 初級組第二名

香港青少年小提琴大賽 2017 4C 朱敏之 亞軍

第四屆香港國際青少年表演藝術節 2016 4C 鄧伊婷
木管樂組初級組（長笛）

銀獎

童真．同心鋼琴表演節 2B 陳焯瑤 銀獎

第九屆全港學生公開音樂比賽
5C 張悉橋 （聲樂）四級第一名

5C 張悉橋 （鋼琴）五級榮譽獎

第四屆香港亞太青少年鋼琴比賽 2017 6C 張穎雯 七級鋼琴獨奏　冠軍

第九屆中國青少年（香港）音樂比賽

4C 朱敏之 鋼琴中小組　冠軍

6C 朱韻霖  
小提琴二重奏高小組　冠軍

4C 朱敏之

2C 王濼恩 小提琴初小組　冠軍

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2017

4C 朱敏之 兒童組　金獎

3C 洪曼林 兒童組　銅獎

1B 伍康晴 幼童組　銅獎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6C 張穎雯 七級鋼琴獨奏　亞軍

4C 朱敏之 六級鋼琴獨奏　季軍

4C 伍洛瑤 三級鋼琴獨奏　冠軍

2C 張也昍 三級鋼琴獨奏　亞軍

4A 陳曉慧 二級鋼琴獨奏　季軍

5A 陳麗微 二級小提琴　季軍

1B 陳子琪 一級鋼琴獨奏　亞軍

4C 朱敏之
小提琴協奏曲 -

13歲或以下　冠軍

5C 張悉橋

聲樂獨唱（中文）

10歲或以下 – 
男童聲或女童聲　季軍

歌詠組 P.2-4
教堂音樂 – 中文歌曲

小學合唱隊 – 9歲或以下　季軍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聯校音樂大賽 2017
4C 朱敏之 小學鋼琴獨奏 – 高級組　銀獎

  弦樂團 P.2-6 弦樂團 (小學組 )　銀獎

第四屆香港國際音樂節 2017音樂比賽 6C 張穎雯 少兒鋼琴組　第一名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比賽 4C 朱敏之 鋼琴中小組　季軍

體育科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6-2017 6A 梅詠欣

亞太兒童體藝協會第五屆亞太兒童格林披治田徑錦標賽 2016

100米跨欄 (女子 2006年組 ) 5B 潘天宥 冠軍

飛達田徑會飛達暑期測試賽 2016

100米 (女子 2006年 ) 5B 潘天宥 季軍

60米 (女子 2010年 ) 1C 李昕桐 季軍

100米 (女子 2010年 ) 1C 李昕桐 季軍

飛達田徑會秋日祭奔 FUNラン

1609米 (女子兒童 II組 ) 5B 潘天宥 季軍

油尖旺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6

200米 (女子青少年 E組 ) 6C 劉康澄 季軍

荃灣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6

100米 (女子青少年 E組 ) 6C 劉康澄 季軍

黃大仙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6

200米 (女子青少年 E組 ) 6C 劉康澄 亞軍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16-17)

女子甲組 ─ 200米 6C 劉康澄 季軍

香港少年運動協會香港少年田徑新星大賽 2017

30米 (女子 2010年 ) 1C 李昕桐 冠軍

60米 (女子 2010年 ) 1C 李昕桐 冠軍

100米 (女子 2010年 ) 1C 李昕桐 冠軍

60米跨欄 (女子 2010年 ) 1C 李昕桐 冠軍

女子 2010年 1C 李昕桐 全場總冠軍

第十四屆飛達新星少年田徑錦標賽

60米欄 (女子 2010年 ) 1C 李昕桐 亞軍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陸運會友校邀請賽

女子甲組 ─ 100米

6C 劉康澄 冠軍

6A 詹希圓 亞軍

6A 林泳澄 季軍

女子乙組 ─ 100米 5B 潘天宥 冠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D3游泳錦標賽

50米背泳 6C 林欣然 冠軍

泳天游泳會小小海豚水運會 2016

女子 50米蛙泳 (8歲組 ) 3C 陸穎淳 冠軍

女子 100米自由泳 (8歲組 ) 3C 陸穎淳 冠軍

泳天游泳會 Little Annual Swimming Gala 2017

50m Backstroke (6 and under) 1A 盧卓穎 冠軍

100m Backstroke (6 and under) 1A 盧卓穎 冠軍

50m Backstroke (11-12) 5A 盧卓思 亞軍

100m Backstroke (11-12) 5A 盧卓思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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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泳天游泳會 2017 第二十八屆週年水運會

女子 100米背泳 (7歲組 ) 1A 盧卓穎 冠軍

德藝會 SRC Annual Swimming Gala

25m Freestyle (Age 6 girls) 2A 鄧穎彤 冠軍

25m Backstroke (Age 6 girls) 2A 鄧穎彤 冠軍

25m Freestyle kicking (Age 6 girls) 2A 鄧穎彤 冠軍

25m Breaststroke (Age 6 girls) 2A 鄧穎彤 冠軍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16-17)

女乙 4X50米自由泳接力

5B 李諾施

季軍
5B 潘天宥

5C 羅文希

5C 程蔚琋

第四十四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爵士舞 少年組 (高小 ) 6A 詹希圓 銀獎

Hong Kong (Asia) Choreography Competition 2016

6A 詹希圓 金獎

Hong Kong Youth Dance Association Pan-Asia Dance Competition 2016

Junior Jazz Group ─ 群舞 5C 林倬葶 銀獎

第十三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

西方舞雙人舞 (兒童 B組 ) 6A 詹希圓 季軍

西方舞群舞 (兒童 A組 )
2A 岑卓慧 冠軍

2C 彭彥曈 冠軍

芭蕾舞獨舞 (兒童 A組 ) 4A 蔡可知 季軍

2nd Cheung Do Kwan Poomsae Competition

4C 鄧　睿 季軍

第十一屆國際音樂藝術大賽 2016年第五輪初賽

舞蹈 (少兒 A組 ) 2B 雷言知 金獎

第十一屆國際音樂藝術大賽 2016年第五輪決賽

舞蹈 (少兒 A組 ) 2B 雷言知 金獎

袋鼠盃舞蹈比賽 2016

10-11 Modern Jazz(Team A) ─ 雙人舞 6A 詹希圓 金獎

Open Troupe ─ 群舞 6A 詹希圓 金獎

Open Ensemble ─ 群舞 4C 鄧　睿 金獎

Open Troupe ─ 群舞 2A 岑卓慧 亞軍

「置」叻星才藝大賽《鬥智鬼馬至叻星》比賽

群舞 4C 鄧　睿 冠軍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高年級 (現代舞 ) ─《STONE》 6A 詹希圓 甲級獎

小學低年級 (中國舞 ) ─《歡樂起舞》

3A 林婥潼

乙級獎

3B 符詩晴

3B 黃　容

2A 許凱晴

2B 許凱堯

2B 黃清柔

2B 李欣妮

2C 李心諾

1B 陳雪林

1B 黃　易

1B 吳思穎

1B 岑萃姿

1C 黎芷恩

1C 艾　沙

第十八屆聯校跆拳道錦標賽

女子公開 1年級初期帶組 ─《正拳賽》 1C 顏曉晴 亞軍

女子公開 1年級初期帶組 ─《速度賽》 1C 顏曉晴 季軍

香港花式跳繩會個人全能跳繩錦標賽 2017

30秒單車步速度跳 (10歲女子組 ) 4C 龍康平 季軍

2017年香港普及體操節

5A 文曦朗

最具型格獎

(銀獎 )

5A 倉田莉嘉

5B 陳樂遙

5B 崔梓澄

5C 林倬葶

4B 梁凱婷

4C 鄧　睿

3A 朱芸慧

3C 楊可欣

3C 劉可悠

3C 姚祉琳

2A 岑卓慧

2A 葉千霖

2B 唐　詠

2B 徐超賢

2B 劉佳欣

2B 潘璇臻

2C 陳可悅

2C 張詠甄

2C 彭彥瞳

香港定向總會 OS沿徑定向練習賽

小學組 5B 何瑋頤 一等獎

視藝科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第八屆「普藝盃」2016朗誦才藝大賽 暨
明信片創作大賽

3B 莫子瑤 冠軍

「智 Fit精神健康計劃 2016－
家庭與我的快樂時光」創作集獎勵計劃

6C 陳靖晞
最具意義獎

(第一名 )

校園拔萃盃 
第十屆全港青少年朗誦‧文學‧

藝術交流大賽初小組色彩繪畫

2C 王詩雅 金獎

亞太兒童繪畫比賽 2016 1B 甘家熙 冠軍

小紅熊歡樂節日全港兒童繪畫創作比賽 2017
1B 甘家熙 金獎

3B 張梓靖 銀獎

亞美斯兒童及青少年繪畫大賽 2017 6B 劉懿行 亞軍

「愛‧無界限」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6C 陳靖晞 冠軍

第二屆 - 立體逐格動畫設計比賽

5B 何瑋頤

二等獎

5B 陳心睿

5C 李愷加

5C 譚雅賢

5C 蔡懿嫺

新春繪畫比賽 3A 安鎧琳 亞軍

第六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 2017 5C 區旨欣 銀獎

創意理財錢箱設計及填色比賽 4A 陳溢希 冠軍

第十二屆喜洋洋杯全國兒童書畫攝影作品大賽 3C 洪曼林 二等獎

欣賞九龍城填色比賽 4C 張心喬 季軍

「消防員的工作」填色比賽 3C 黃沛瑜 季軍

宗教科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天主教四旬期運動 2017
四旬期愛心學校獎勵計劃

四旬期愛心獎狀

獎學金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第六屆 (2016-2017)「閃耀之星」
才華拓展獎學金

4C 郭心悅 獎學金

「卓越今天‧成就將來」

青少年領袖獎勵計劃 2017
6C 曾晞榣 獎學金

童軍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香港童軍總會

2017 傑出旅團獎勵計劃
小童軍團銅獎

幼童軍團銀獎

香港童軍總會紅磡區

區總監盃錦標賽 2017

儀式組  冠軍
花式組  冠軍
區總監盃錦標賽 

2017  總冠軍

香港童軍總會紅磡區

2016-17年度幼童軍主席盾錦標賽
季軍

香港童軍總會紅磡區

小童軍填色比賽「親親家庭」2017

2A 李寶琦 季軍

2B 陳焯瑤 最佳創意獎

1B 溫浠婷 最佳創意獎

1C 張心紀 最佳創意獎

1A 時穎璿 最佳顏色運用獎

香港童軍總會紅磡區

幼童軍「親親家庭」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2017

溫情組 6A 何咏怡 最佳創意獎

幽默組

6A 劉靖旻 冠軍

5C 張悉橋 亞軍

6A 林泳澄 季軍

6A 劉靖旻 最佳創意獎

5C 張悉橋 最佳視覺獎

小女童軍最高榮譽 6C 曾晞榣 榮譽小棕仙

九龍城區優秀女童軍 6C 曾晞榣
九龍城區優秀女

童軍

公益少年團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公益少年團「環保為公益」

-慈善花卉義賣
金獎

健康校園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第五十二屆
全港兒童健康比賽

5B 陳心睿 才藝比賽銅獎

5C 程蔚琋 最具運動潛質大獎

資訊科技科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第五屆全港墨兜回收校獎賽 最高回收人均比例獎冠軍

其他
比賽項目 班別 學生姓名 獎項 /成績

2016 - 2017 年度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 6C 曾晞榣 傑出小學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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