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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啟良校長從事教育工作超過三十載。他自 2001 年起擔任
東莞學校校長，帶領學校逐步發展，使學生在品德、學術
及體藝方面喜見成果。隨着本學年的完結，周校長亦將邁
進人生的另一個階段：校長要退休了！離別依依，校園小
記者把握機會捕捉校長的最新動向，邀請他進行專訪。讓
我們一起來看看周校長怎樣回顧自己在教學路上的點點滴
滴吧！

記者：各位老師，你們眼中的周校長是怎樣的？

勤奮務實  關懷學生  
獲「最受歡迎老師」實至名歸

熱愛自然  打造綠色學校  

激活學生的環保意識

鄭劍雄老師黃程老師

記者：您多次在學校獲選為「最受歡迎老師」，
您認為學生喜歡您的原因是甚麼？

校長：我想是因為我經常在校園教大家種植、
養蝴蝶，給予同學輕鬆、快樂的學習環
境。全校同學都認識我，但他們未必有
機會接觸全部老師，所以在此方面，或
許我比較有優勢吧！

記者：	您為甚麼那麼喜愛昆蟲？
校長：昆蟲世界多姿多采，有待我們發

掘和探索。我們周遭存在不同的
昆蟲，例如：飛蛾、蝴蝶，不同
種類的昆蟲皆有不同特色。我最
喜歡的，就是燕鳳蝶了。燕鳳蝶
體型嬌小，形態優美。昆蟲的
變化很奇妙，從卵、幼蟲、蛹，
到羽化成蝶，然後再產卵繁殖，
生生不息，讓人感受到生命的奇
妙，所以使我着迷。

記者：	學校有生態水池，老師會帶領我們進行生態工作坊，
亦時常教導我們實踐環保的理念。其實，甚麼是「綠
色學校」？您對「綠色學校」將來的發展有何期望？

校長：我希望通過「綠色教育」培育學生熱愛大自然，欣賞
一草一木的美好。我們早在2000年已推行環境教育；
其後又安裝太陽能照明裝置，並建造生態水池及池旁
濕地，種植了不少吸引昆蟲的植物，使學校成為全面
綠化的學校。我希望讓學生在課餘時進行生態觀察，
了解生物間相互相生的關係，增強環保意識。我深信
只要讓你們喜愛周遭的環境，就會願意保護環境。

記者：	您認為我們學校有甚麼特色值得承傳下去？
校長：我校的教師充滿熱誠，竭力扶助有需要的學生。例如：學校的老師為同學組織籃

球隊，給予同學訓練機會。同學還可以出外參加比賽，吸收寶貴經驗，發揮運動
潛能，十分難得。慶幸學生亦能不負所期，力學不倦。而正因為學校規模不大，
造就了生生和師生之間頻繁接觸，彼此關係緊密，當同學遇上困難時或需要接受
輔導時，就能馬上得到適切的支援。期望老師的處事態度和學生的求學精神繼續
傳承，延續我校的特色。

校長待人親切，完全沒有架子。
每當一、二年級進行種植活動
時，他不但會替同學採購種子，
指導同學施肥除蟲，更不時為
同學打氣，希望他們能結出纍
纍果實。

周校長勤奮實幹，事事親力親
為。每天下班時間到了，他仍
在校長室埋首苦幹，令人佩服。
而且他關懷同事，無論我們遇
上甚麼困難，他都會挺身相助。

校長很疼愛同學，常常在小息的
時候與同學一起觀賞昆蟲、欣賞
植物，又會親自教授同學飼養蝌
蚪，讓學生走出課室，享受課堂
以外的學習。

羅思韵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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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文共賞

三丙   黃宇紳

一天，在學校發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事情是這樣的：

這天小息時，周校長邀請我在午膳時間去校長室與他共
同進餐。我喜滋滋地答應了。

當我端着香噴噴的飯菜和甜絲絲的芒果去校長室時，我
突然聽見一聲小小的求救聲：「救命啊！救命啊！」但當我
向後望時，卻空無一人！於是我便不加理會，逕自往校長室
走。但當我推開校長室的門時，裹面竟然空蕩蕩的！我心急

如焚地將整個校長室找遍了，也沒看見周校長的影子。突然，我猛地想起那聲求救聲。
會不會是周校長發出的呢？

於是，我便回到剛才我聽到聲音的那個位置，我發現上面有一個吊在空中的垃圾
桶。我走上樓梯，在圖書館前的走廊護欄上發現了那個垃圾桶。這時，我又聽見那把
求救聲：「救命呀，宇紳！」這下我更加肯定是周校長了！我摸呀摸，好不容易才摸
到周校長。咦？為甚麼周校長縮小了？肯定是被誰施了法術吧！我馬上問周校長：「校
長，您有沒有智能電話？」校長說他的智能電話在校長室，我立刻去校長室，並用智
能電話通知了我的朋友──魔法仙子麗麗和欣欣，接着我回到了吊着的垃圾桶前面等她
們過來。她們過來後，便施展魔法將周校長變大了！但她們萬萬沒想到的是，周校長
被我捧在手裏，當周校長逐漸回復原來的身高時，我承受不住他的體重，因此我們都
翻進了垃圾桶裏！我們太重了，導致垃圾桶的把手斷了，於是我們全滾了下去，我和
校長不由得尖叫起來！我高聲喊着：「救命呀！救命呀！嘩！」就在我們快要落地的
那一刻，麗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垃圾桶變成了牀鋪，真是驚險！

最後，我和校長便興高采烈地吃飯了。你看，我吃得滿嘴滿臉都是飯粒呢！

老師點評：
文章善於製造驚險，然後安排仙子化險為夷，十分驚險刺激！

臨別寄語  
盼望學生回饋社會

退休展望—  
迎接人生新里程

失落的校園瑰寶—  
工友仰哥驟逝

記者：	在東莞學校的日子裏，哪件事最讓您難忘呢？
校長：最讓我難忘的要數仰哥—工友勞仰厚先生—因心

臟病發而離世。勞先生任職校工的年期不長，但
處事克盡己任，待人親切友善，是師生的典範。
他憑藉一雙巧手，廣植奇花異卉，把校園裝點
成花草的天堂。平
日，他教導學生當
小農夫，種植蔬果；
待豐收時，則開班
授徒，指導學生烹
調美饌，讓師生大
快朵頤。仰哥的離
世是我教學生涯中
最傷心、難忘的一
件事。

記者：	六年級的哥哥姐姐快將畢業了，您有甚麼話想跟
他們說呢？

校長：六年級的同學即將畢業，由小學階段踏入一個
全新的階段，學習上將揭開新的一頁，所學的
知識會更豐富。同學們務必要更努力，才能跟
上中學的課程和節奏。中學是人生中相當難忘
的階段，祝願同學們在新的環境下勤奮不息，
力爭上游，發揮潛能！

記者：	最後，您有甚麼話想跟東莞學校的同學說呢？
校長：希望學生都熱愛學校，能以作為東莞學校的一

份子為榮。我更希望學生畢業後，在中學、大
學，甚至投身社會後，貢獻所長，發熱發亮，
讓東莞學校也以你們為榮！

記者：	您如何計劃退休後的生活？
校長：享受生活吧！我熱愛運動，所以閒時會做運動，

保持體魄強健。我還準備為家園重新裝潢，親手
維修、美化自己的安樂窩。我家樓高三層，要做
的功夫繁多！所以我退休後的生活將會十分充實。

工友仰哥（右二）曾帶領學生參與「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

校友重返母校，與校長拍照留念。

周校長即將展開人生的新一頁，我們衷心恭賀校長榮休！謹祝願他

身體健康、生活愉快，笑口常開地過每一天，享受愉快的退休生活！



四丙   區翠麗

星期日，我百無聊賴地躺在床上，自言自語道：「唉，好無聊啊！有甚麼可以做呢？
啊！不如看看朋友們有沒有在電話討論群組聊天吧！」

我懷着朋友們將會在電話討論群組出現的期待心情在背包裏拿出手機。打開手機，
一個人也沒有。於是，我發了一個笑着的表情圖片過去。五分鐘……十分鐘……二十分
鐘……這段時間，急性子的我發了九個「你好」、四個表情圖片和六個「在做甚麼」，
可他們還是不出來！那好吧，我不管他們了，出去外面玩一會兒再說。

經過公園，沒想到人還挺多的。我坐在一旁的長椅上休息，卻總覺得我身後有人
在拉我的衣服，我心想：沒準是個精靈吧？看我把她給揪出來！

「糟糕！呀！嗷！疼疼疼！我的翅膀！」呵呵，沒猜錯，世界上果然有精靈。我
把她連同她藏身的小房子帶了回家，打算審問一番。

我把她放在桌上，她探出頭來，眨巴着可愛的大眼睛望着我。

「終於出來了嗎？」我問她。她大約高七八厘米，身穿一條綠色的裙子。「不然呢，
在裏面幹嘛？」顯然，她不喜歡精靈房子。我又問：「你來這裏做甚麼？」她說：「我
是神秘國度的精靈，叫貝貝，專門為感到無聊的小朋友送上神奇的體驗。你許一個願
望，我必能幫你實現。」說完，貝貝就給我一張紙，讓我把願望寫在上面，並保證明
天就會實現。

第二天，我把貝貝放在書包裏，讓她看看自己的「傑作」。回到學校，我第一時
間就是找了個地方讓貝貝先隱形，然後到禮堂等待周會的開始。

周會開始了，只見那位不用放大鏡根本看不到他的周校長由馬老師扶上了講台。
馬老師把「迷你」版周校長放在麥克風前，讓周校長發言，但周校長有口難言，就讓
馬老師代說。「不知道甚麼原因，由昨天下午起周校長開始變小，所以，請老師、同
學們注意腳下的『校長通道』，多謝合作！」大家都感到疑惑不解。回到課室，同學
們還是嘰哩呱啦地討論着，不能專心上課，要不是貝貝用魔法讓他們靜下來，都不知
道要吵到甚麼時候呢！

小息時，我好不容易才繞過「校長通道」，到五甲班課室外的角落躲起來。「貝貝，
出來吧！」「你夠厲害，這都想得到。哎！有甚麼感想？」貝貝問。我說：「太棒了，
你真的是有求必應！」她鼻子朝天地說：「當然，那還用說嗎？」

我帶着貝貝回課室的時候，只見馬老師站在校務處門外，把食指塞進耳朵裏，手
指上繞着幾個「迷你氧氣瓶」，嘴裏不知在說些甚麼。原
來，周校長口渴，但是他拿不到水，只好叫馬老師幫他。
馬老師把周校長放在食指上，放進耳朵裏，方便聆聽周校
長的需求。但周校長怕馬老師的耳朵髒，發出臭味，於是
就帶着氧氣瓶說話。

小 息 完 了， 馬 老 師 說 校 長 有 事 宣 佈， 但 是 校 長 不
知跑哪去了。我們把「校長通道」翻轉了也找不到他。
這時，一個學生大叫：「看！那不是校長嗎？」我們朝

着他指的方向一看——一隻紅耳鵯身上，站着校長。我連忙把風紀帶拿出來，不管
三七二十一，隨手扔出帶的一頭，沒想到竟然正好套着小鳥的頸部了！我把風紀帶扭
成麻花狀，然後把牠拉了下來，好讓我們把校長拿下來。

放學後，貝貝遞了一個奇形怪狀的硬幣給我，跟我說：「這個紀念幣給你。我要
回家了，請你送我回去初次見面的地方吧！」「好吧！」我說。

我在公園的長椅坐下，把她放在背後，她消失了……

「鈴鈴鈴……」我的鬧鐘響了，原來是一場夢！我收拾整齊，回到學校後，竟然發
現周校長……

老師點評：
故事想象力豐富，情節高潮起伏，創意十足！幽默的用語使整篇文章輕鬆活潑，讓人
讀後忍俊不禁。結尾留有懸念，令人無限遐想。

四乙   陳俊均

瞧！在禮堂的講台上，那個高大威猛的身影就是我
們的周校長。他開周會給我們講紀律時是很嚴肅的，大
家都會鴉雀無聲地認真聽着呢！

但是，周校長很多時候會「變小」。我們都很喜歡
校長，因為他很平易近人，沒有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
每當下課小息時，校長都會抽時間到課室外陪大家玩。

只見花叢邊，校長蹲着跟同學們講述蝴蝶的種類及
名稱，並把放大鏡借給大家，便於大家仔細觀察。他還
找出了蝴蝶幼蟲，送給同學們領養，收到這份特殊禮物的同學，都會感覺校長就像同
伴般親近。

操場的一角是同學們各自種植的玉米、蘿蔔……校長經常帶領同學們來澆水、施
肥、除草，並不時彎着腰觀察植物的生長情況。這時校長流露出欣喜的目光，就像小
孩子看到了心愛的事物。

炎熱的夏天，操場人最多了，因為校長會拿廢紙來教我們摺飛機。大家說着，笑
着，一片歡聲笑語，熱鬧極了！校長也會像無憂無慮的孩童般跟我們一起比賽誰的飛
機飛得高、飛得遠。

在東莞學校裏，大家都很喜歡「變小了」的校長吧！那時的他跟我們非常親近，
和我們一樣充滿童真。他讓我們在小息時能徹底地放鬆自己，使我們的校園生活多姿
多彩；讓我們學會觀察動植物，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我們既博學又親民的周校長，
我們都很敬佩您！

老師點評：
把「變小了」的含義從形體上昇華至身份形象上的層次，並透過記述日常與校長相處
的鎖事，抒發出學生對校長的崇敬，文章立意甚佳。



聯
校陸
運會

除日常課堂外，我們同樣重視身心靈的均衡發展，故積極開辦
多元化興趣班，好讓同學在不同領域接觸新事物，盡顯潛能。
5 月 26 日，天公造美，多才多藝的東莞學生再一次成功展示
他們在音樂、體育、跆拳道、舞蹈、魔術等方面的學習成果。
他們於過去一年的努力，台下觀眾都有目共睹。

跳繩隊隊員施展渾身解數演出，
讓我們引以為傲！

街舞就是力量！

看哪！

小提琴手的專注

小司儀傾力
演出

合唱團校隊投入唱頌，妙韻傳遍社區。

魔術表演

敲擊樂隊演出

壓軸出場的爵士舞表演，帶動了全場氣氛！

口琴校隊

準備好了！
戲劇組上演了一齣關於愛與共融的話劇。

英語話劇

本學年，六年級學生
到 台 南、 高 雄、 墾 丁 展 開 自

然生態及可持續發展之旅，目的在
擴闊學生的視野，提升其自理能力，

以應付未來的挑戰；同時，他們進一步
認識了當地的環境保護設施和珍惜資源的
概念。學生亦參觀了當地小學，與台灣學
生一起上課，體驗當地的學術文化，反
思自己的學習態度，這次旅程讓他們獲

益良多。

四月五日是我和同學們一起出發去台
灣交流的日子。我一大清早就帶着收拾好的行李，

踏着輕快的腳步出門了。或許是因為能到境外遊學的機會不
多，所以我們都十分期待。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航程，我們終於抵達了高雄機場。由於飛機上的飛機餐不太合
我的胃口，所以當我們到達六合夜市時，我可得大快朵頤一番了！

六合夜市其實就是一條美食街，兩旁列着各式各樣的小吃攤檔，例如：賣雪糕的、賣串
燒的、賣飲品的……最令我回味的就是齒頰留香的燒魷魚，我還多買了一隻帶回酒店吃呢！

第二天，我們去參訪大東國小。大東國小的學生給我們準備了表演節目，我們一起學習，一起
遊戲，在那裏，我真切感受到台灣人的熱情好客！之後，我們又參觀了垃圾焚化廠。焚化廠裏的

機器就像一個巨型的夾娃娃機，讓我感到十分新奇。看完之後，我們到了文創觀光工廠，並各自製
作了一個陶藝品。同學們的設計千奇百怪，十分有趣。
第三天，我們去到慈濟靜思堂，學習了許多關於保育地球的知識，還體驗了垃圾分類的過程。到了晚
上，也就是我們最期待的行程—夜宿海生館了。在正式就寢前，我們夜探海生館，觀察海洋生物的夜
生活，還去了魚缸上方的飼育區參觀。品嘗過美味的夜宵後，我們就可以領取牀鋪，挑選位置鋪牀睡

覺了。館內的燈光熄滅後，我雖然不太能清楚看到玻璃後的魚兒的樣子，但還能隱約看見牠們在
游動，我不禁幻想着與牠們同游於深海，那種感覺真是十分奇妙！

最後一天，我們遊覽了墾丁海岸。巨大的「船帆石」令我感到自己十分渺小。
我們還去到台灣的最南端—鵝鑾鼻燈塔，從觀景台眺望台灣海峽，那

淡藍色的海水配上徐徐的微風，熏得我如痴如醉了。

旅程到了尾聲，我們都十分不捨。希望我還有機會再來這
美麗的寶島—台灣。

今年四月初，我參加了學校四天
三夜的台灣交流。這次的旅程真讓我獲益良

多，當中最令我難以忘懷的，莫過於以下兩個活動了。

第一天到達後不久，我們就去了高雄著名的六合夜市。這個
夜市主要售賣台灣美食。才走到街口，我們已經嗅到一陣陣濃郁

的香味。美食攤子一個倚着一個，每個都各有特色，食客絡繹不絕。
我們品嚐了木瓜牛奶和「七里香」。「七里香」就是油炸雞屁股，聽起

來雖然噁心，可它的味道果真是香飄七里啊！一串串又香又脆，可口極了！
另外，那炸得金黃金黃的八爪魚，我一口氣就把一整袋吃得精光。還有炸金
針菇、棺材板……真讓人大飽口福！

第三天，我們去了海生館。在海生館裏，我了解了很多有關海洋生物的知識。
例如，原來魔鬼魚的背後有幾根帶有毒的刺，珊瑚在晚上會發光……此外，我
們還去摸了海星和海藻，海星很粗糙，而海藻則柔軟如棉。晚上，我們夜宿
海生館，睡牀旁邊就是一個大魚缸，我們還真是第一次體驗到與魚同眠呢！

這次的旅程讓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也有很大的收穫，台灣啊！我會
再來的。

六甲班  鄧梓婕

六
甲

班
  施

文韜

與大東國小的學生進行了一
場緊張刺激的籃球友誼賽。

透過親身體驗垃圾分類，
我們學會了愛惜地球資源。

在六合夜市品嚐地道小吃，
大飽口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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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學校與育賢學校合辦的聯校運動會是本校年度盛事。今屆賽事亦同樣精彩，一
眾東莞健兒在運動場上發揮得淋漓盡致，為校爭光。學生在比賽場上更肯定自我，
並學習團隊和體育精神，完善他們在五育方面的成長。

盡全力競賽的同學們，加油！

童軍們盡忠職守，維持紀律

汗水與成果

齊來熱身！

奮勇向前！

P.4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華服日暨新春寫揮春

參觀活動

各科透過舉辦多元化
的活動，讓學生走出
課室，讓知識走進生
活，在真實情境中切
身體驗各種基要的學
習經歷，從而提升學
生的共通能力。

常識科

P.3 參觀香港濕地公園

科技日

P.6 參觀中大氣候變化博物館

家長講故事與讀書會，學生認真聽故事，
並和家長製作出創意十足的勞作，學會珍

惜與家人一同學習的時光。

圖書科中文科



家長對學校的支持和高參與不僅能加強子

女學習成效，也成為我們籌辦更多親子活

動的動力。在 2 月份舉行的燒烤同樂日

讓學生與家長共享歡樂時光，促進親子關

係，而近期舉行的親子閱讀工作坊則讓雙

方有機會一同經歷學習。

家校合作

看我們兄弟倆多盡興！

家長茶聚拉近家長之間的關係。

家長義工熱心參與各項活動，
為學生無私奉獻。

各家庭共度美好時光！

Yeah! 中獎了！

本校透過舉辦不同的訓輔活動，
將正面的價值觀滲透進整個校園：班際秩

序比賽，能強化學生自律守規的行為；校服儀容
整潔比賽，可以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欣賞周活

動，有助培育學生正面的價值觀，鼓勵多做的正面的行
為。本校亦為小四部分學生提供「成長的天空計劃」輔助
課程，助其掌握面對逆境的知識、技能和態度，激勵他們
積極面對成長中可能遇到的挑戰。

校服儀容比賽

成長的天空宿營
成長的天空親子日營

奧比斯蒙眼午餐

校園小主播

欣賞周

學生蒙起雙眼在黑暗中進食，親身體驗失明人士
「看不見」的生活不便，也領悟到「看得見」是一
種恩典。 我要點唱給……

小主播會在午膳時段向全校宣揚德育訊息。



學生名稱 得獎名稱 主辨機構

東莞學校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優異獎 環境保護署

學生名稱 得獎名稱 主辨機構

3C 黃宇紳 第二屆北區講故事大賽冠軍 香港戲劇工程

4B 陳俊均 
6A 石雅雯

第十一屆滬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
請賽（初賽）一等獎 新界校長會

4C 林子熙 「幸福人生」小學生硬筆書法比賽優異獎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
中學

1A 李新悅 智愛閱讀中文計劃（2016-2017 下學期）
銀獎 智國集團有限公司

學生名稱 得獎名稱 主辨機構

4C 林子熙
Story-telling Gala for 
Primary Schools Certificate 
of Honour

Hong Kong Teachers 
Drama Association 
/ Pentecostal Lam 
Hon Kwong School / 
Hong Kong Creative 
Educators Organization

4B 陳蘊男 4B 梁琬娸
4C 黃雪穎

SCMP Posties Little Jour-
nalist Programme Out-
standing Student Writer 
Award

南華早報

4C 張澤恒
i-Learner online Learning 
Programme (Second Term) 
Gold Award

i-Learner of Nebula 
Group Limited

學生名稱 得獎名稱 主辨機構

第十屆《華夏盃 ®》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香港賽區）

2B 何宜燊 3B 伍梓瑋
4C 張澤恒 5A 黃鑫叡 一等獎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C 曾嘉俊 3B 詹家宇 3C 謝睿琳 
4B 龔煜涵 4C 付子恒 4C 李宇鋒
4C 香吉東 4C 林子熙 5A 陳栩樂 
6A 胡勝淇

二等獎

2B 陸錦豪 2B 尹康力 2C 鄒家豪 
2C 陳秋彤 2C 李鍾稷 2C 張子祥
3B 溫    雯 3B 葉庭豪 3C 林康莉 
3C 吳澤霖 3C 蔡燁琳 4B 陳俊均
5A 丁哲宇 5A 林子琛 6A 黃   曦

三等獎

第十屆《華夏盃 ®》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華南賽區）

4C 張澤恒 特等獎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2B 何宜燊 4C 香吉東 二等獎

2C 張子祥 6A 胡勝淇 三等獎

小學數學精英大賽 2016/17

6A 李卓航 二等獎 新亞洲名創教育

2017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晉級賽

4C 張澤恒 3C 黃宇紳 金獎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

4C 香吉東 銀獎

學生名稱 得獎名稱 主辨機構

4B 余欣婷 第十九屆全港小學普通話
演講比賽 2017 優異獎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學生名稱 得獎名稱 主辨機構

5A 陳可怡 《查理九世》閱讀報告比
賽優異獎

查理九世 / 小麥文化

學生名稱 得獎名稱 主辨機構

北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6A 鄧梓婕 女子組傑出運動員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北區校際游泳比賽

東莞學校 男丙團體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北區
小學分會4D 陳  早 男丙 50 米自由泳冠軍

第五屆北區體育會水運會

3A 陳凱晴

50 米自由泳季軍
北區體育會50 米蛙泳季軍

25 米背泳季軍

北區第三十一屆分齡游泳比賽

3A 陳凱晴 100 米自由泳季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地利亞 ( 百老匯 ) 籃球比賽

5A 丁哲宇 6A 陳志鵬
6A 殷鎮邦 6A 張志豪 亞軍 凱旋體育會

香島盃元朗及北區小學跳繩比賽 2017

4B 劉梓洋 男乙 30 秒交叉跳冠軍

香港花式跳繩會

6A 施文韜 男甲 1 分鐘橫排跳冠軍

5A 李立華 男甲 1 分鐘橫排跳冠軍

6A 施文韜 男甲 30 秒個人花式亞軍

3A 張昊然
男乙 30 秒二重跳亞軍

男乙 1 分鐘橫排跳季軍

4C 文謙誠 男乙 1 分鐘橫排跳季軍

5A 李立華 男甲 30 秒二重跳季軍

ZIBERTY 全港跳繩挑戰賽 2017

3A 張昊然

男子 C 組 30 秒單車步冠軍 ZIBERTY SPORTS 
STUDIO男子 C 組 30 秒個人花式季軍

男子 C 組個人總成績季軍

學生名稱 得獎名稱 主辨機構

第 69 屆香港校際音樂節

3C 田詩雅 三級鋼琴獨奏亞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2016 年度全年總冠軍頒獎禮全港標準舞及拉丁舞雙倍計分賽 2017

3A 陳凱晴 亞軍 香港國際專業舞蹈體育總會

第十一屆卓姿盃標準舞及拉丁舞計分賽

3A 陳凱晴
U8 Solo PASO DOUBLE 季軍

香港國際專業舞蹈體育總會
U8 Solo SAMBA 季軍

第十四屆「星星」全國青少年藝術英才推選活動廣東省決賽

4B 張城宇 聲樂專業小學 B 組金獎 中國青少年先鋒隊紅領巾藝術團

本校學生於學術、體藝方面各展所長，結出纍纍碩果。

環境教育 閱讀

英文科

中文科

數學科

普通話

體育

藝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