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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教育局《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報告》，「促進學生善用科技及資
訊科技的能力……並培育他們成為具操守的資訊科技使用者，以達致終身學習
和全人發展。」「本港步向知識型經濟體系及智慧型城市。」(教育局,2015 ,
頁二) 換句話說，我們的學生在未來必須具備資訊科技能力，而將來的香港會
發展成為一個智慧型城市。

    新的一代，自小在數碼環境下長大，他們是電子世代的｢原居民」，喜歡應用智能產品，任
何電子用品，不消半日，便大致掌握；反觀孩童的父母、師長，小時候卻甚少或從未使用電腦，
在成長或工作時才學習，相對於新生一代，他們便是數碼｢新移民」，面對陌生的環境，不適應，
甚至抗拒是正常的，也情有可原。
    現今生活急速，莫說一百年、五十年，即使十年、五年，人們的生活已有翻天覆地的變化！
不信，回想沒有智能電話的生活，便證此話非虛。所以人類基因圖譜已存在｢變」的基因，人們
壓根兒是習慣了轉變，只是人們對未知或陌生的事物感到恐懼而已。｢恐懼是幻想力的錯誤應用」
(The Power of Now的作者Eckhart Tolle說)所以若能面對恐懼，直視恐懼，撇掉了幻想部分，
｢未知」也許只是一條小澗，你可一躍而過；｢陌生」或能挑起你的興趣、好奇，讓你努力學習。
看清恐懼後，科技其實並不可怕，或許可以是美。回想第一次使用八達通，第一次在提款機取
錢的情形，現在已成為生活習慣吧！「新移民」們學習接受新事物，讓自己融為數碼世代的居
民。

    我們不應視科技為洪水猛獸，但也不該誇大它的功用。近年部分家長對IT教學趨之若鶩，認
為學習沒有輔以科技，則成效必大打折扣，甚至認為學習的成果與科技是成正比，教學越多用
科技，效果越好。認為應用科技等於成功的教學，這是一個謬誤。
    科技的應用猶如乘船渡海，乘船的目是到達彼岸，不是乘船本身；求學的目的是豐富知識，
應用科技只是學習的工具，是到達學問彼岸的船兒而已。又譬如人們使用麵包機烘製麵包，但
烘焙麵包一定要用麵包機嗎？不，優秀的麵包師不用麵包機也可烤焙出香氣四溢的麵包；擁有
科技能力的人能快速找到所需的學習資料，可是在沒有電子產品的情況下，人們也可以成為著
名的學者。難道歷代的偉人，如孔子、孟子、柏拉圖、莎士比亞、愛因斯坦等等，都是電腦高手？

    對於科技，我們不應畏之如虎，但也不該視若神明，正如上述比方，麵包必須有高筋麵粉、水、
酵母、糖和鹽等基本材料，當然若想更美味，牛奶、蛋、乾果等不可缺少，光有麵包機，便有
麵包嗎？科技(IT)只是工具而已，不是學習的內容，IT―― It is just a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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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文老師

    學校本年度的發展重點是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精神，下學期已開始一個多月了，同學已做到
主動學習嗎？ 
    三月十六日至三月二十一日是本校六年級下學期考試的日子，而三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是一
至五年級的測驗日，同學應及早準備，編定溫習時間表，爭取好成績。

    四月初，本校將舉行「探究學習週」，這是實踐主動學習的機會，同學應積極參與各項活動
，透過多元化的主題學習活動，培養不同的共通能力。



佳績公布     恭喜以下同學在比賽中獲取佳績，獲得其他獎項的同學
將在第一百期《北官檔》表揚。

 光榮檔     本校近日接獲區內多間中學校長來函，喜悉本校多位畢業生在應屆

文憑試中取得理想成績，順利升讀大學，在此願與大家分享這份喜悅︰

    文理書院︰本校畢業生高俊同學升讀香港理工大學；吳卓倫同學升讀香港城市大學；姚韻怡和

章樹南同學入讀香港公開大學。

    慈幼英文學校︰本校畢業生勞浚青同學入讀香港中文大學；夏勁凱同學升讀香港城市大學。

    聖馬可中學︰本校畢業生李俊原、施美美和黃詠詩同學入讀香港大學。

    另外，中華基金中學校長來函，讚揚本校畢業生徐浩賢在應屆文憑試中考獲優異成績，表現超群。

    在此希望各位同學以學兄學姐們為榜樣，努力學習，在學業上創出佳績。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1B 莊鎰潼 第53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初小組甲級獎

1C
BOONMEE

KAMONPHAN 第53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初小組甲級獎

第八屆聯校圍棋比賽學校團體獎冠軍

第八屆聯校圍棋比賽初級組(小巧)第6名

2A 張芮 第53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初小組甲級獎

2B 王可柔 第53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初小組甲級獎

2B 蔡鋆曦 第53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初小組甲級獎

第八屆聯校圍棋比賽初級組(鬥力)冠軍

第八屆聯校圍棋比賽學校團體獎冠軍

2D 陳綽嵐 第53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初小組甲級獎

2E 姚沁彤 第53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初小組甲級獎

第八屆聯校圍棋比賽學校團體獎冠軍

第八屆聯校圍棋比賽初級組(用智)第8名

2E 陳彥蓉 第53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初小組甲級獎

3A 范雅君 第53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初小組甲級獎

3B 佘佩珊 第53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初小組甲級獎

3B 吳星嫻 第53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初小組甲級獎

3B 胡凱晴 第53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初小組甲級獎

第八屆聯校圍棋比賽中級組(天元)第7名

第八屆聯校圍棋比賽學校團體獎冠軍

3B 陳鍶凌 第53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初小組甲級獎

3B 蕭雯恩 第53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初小組甲級獎

3B 鍾曉琳 第53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初小組甲級獎

I Can Centre全港兒童繪畫比賽初級組優異獎

艾斯爾2016奇幻之旅繪畫比賽(亞太區)兒童組一等獎

3D 李思穎 第53屆學校舞蹈節比賽初小組甲級獎

第八屆聯校圍棋比賽學校團體獎冠軍

第八屆聯校圍棋比賽中級組(天元)季軍

第八屆聯校圍棋比賽初級組(小巧)冠軍

第八屆聯校圍棋比賽學校團體獎冠軍

4A 黎愷晴 香港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高小組乙級獎

4B 方智恩 香港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高小組乙級獎

4B 吳希桐 香港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高小組乙級獎

4B 林澍均 香港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高小組乙級獎

第八屆聯校圍棋比賽學校團體獎冠軍

第八屆聯校圍棋比賽中級組(天元)冠軍

4B 蘇梓欣 香港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高小組乙級獎

4C 陳盈慧 香港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高小組乙級獎

4C 楊心怡 香港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高小組乙級獎

4C 羅穎恩 香港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高小組乙級獎

4C 羅穎楠 香港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高小組乙級獎

4D 陳瀅瀅 香港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高小組乙級獎

第八屆聯校圍棋比賽初級組(用智)亞軍

第八屆聯校圍棋比賽學校團體獎冠軍

4E 李錦鍶 香港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高小組乙級獎

4E 黃煜喬 香港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高小組乙級獎

5A 王梓珮 香港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高小組乙級獎

5A 林倚彤 香港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高小組乙級獎

5A 凌傲希 香港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高小組乙級獎

第八屆聯校圍棋比賽學校團體獎冠軍

第八屆聯校圍棋比賽公開組(香港)第8名

5A 傅采霖 香港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高小組乙級獎

5B 陳焯琳 香港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高小組乙級獎

5B 譚蔓瑜 香港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高小組乙級獎

5B 嚴志渝 第八屆聯校圍棋比賽學校團體獎冠軍

4B 陳曉高

4E 王鍵鋒

5A 梁倬桸

3B 龔樂恆

3D 周頌謙

3E 沈子淇

2C 廖啟翰

2E 柯焯深

3B 徐樂彥

藝術獎項

2A 李振朗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5B 顧沛瑤 香港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高小組乙級獎

第八屆聯校圍棋比賽學校團體獎冠軍

第八屆聯校圍棋比賽公開組(香港)第6名

第八屆聯校圍棋比賽公開組(香港)第5名

第八屆聯校圍棋比賽學校團體獎冠軍

6A 袁希藍 香港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高小組乙級獎

6B 施詠心 香港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高小組乙級獎

6B 陳瑞婕 香港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高小組乙級獎

第八屆聯校圍棋比賽學校團體獎冠軍

第八屆聯校圍棋比賽中級組(天元)亞軍

藝術獎項

5C 傅智霖

5D 陳梓軒

6E 傅宛慧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中國香港乒乓球學校2016內部比賽7歲以下組別季軍

東區分齡乒乓球比賽2016男子單打青少年組殿軍

2016恒生「新一代」乒乓大比拼男子7歲及以下組季軍

個人全能跳繩錦標賽201730秒單車步速度跳冠軍

個人全能跳繩錦標賽201730秒二重速度跳冠軍

個人全能跳繩錦標賽201745秒個人花式賽冠軍

個人全能跳繩錦標賽2017全場總冠軍

4A 鄒俊傑 2016/17港島東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優異獎

4B 陸裕豪 深水埗官小校慶盃友校師生7人足球比賽冠軍

4B 蘇子僑 實用盃跆拳道錦標賽2016男子品勢組優異獎

4C 陳垣良 實用盃跆拳道錦標賽2016男子品勢組優異獎

東區青少年滾軸溜冰專業組6圈750米第二名

東區青少年滾軸溜冰專業組3圈375米第一名

5A 李瑞琦 實用盃跆拳道錦標賽2016女子色帶A組季軍

5A 黃鈞彥 深水埗官小校慶盃友校師生7人足球比賽冠軍

5B 呂明軒 深水埗官小校慶盃友校師生7人足球比賽冠軍

5C 夏俊晞 深水埗官小校慶盃友校師生7人足球比賽冠軍

5C 黎子俊 深水埗官小校慶盃友校師生7人足球比賽冠軍

5D 佘鴻均 五旬節盃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2016優異獎

5E 胡樂健 深水埗官小校慶盃友校師生7人足球比賽冠軍

2016/17運動會4 x 100米友校接力賽男子組季軍

2016/17港島東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優異獎

6A 徐誌徽 2016/17港島東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優異獎

6A 陸裕彤 2016/17運動會4 x 100米友校接力賽男子組季軍

6A 鄒俊賢 2016/17港島東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優異獎

6A 蔡俊傑 五旬節盃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2016優異獎

6B 何熙然 實用盃跆拳道錦標賽2016男子青少年搏擊組亞軍

6B 黃躍舜 深水埗官小校慶盃友校師生7人足球比賽冠軍

6B 蔡向陽 五旬節盃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2016優異獎

6B 顧國浩 五旬節盃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2016優異獎

6C 林余霏 深水埗官小校慶盃友校師生7人足球比賽冠軍

6C 曾嘉耀 五旬節盃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2016優異獎

2016/17運動會4 x 100米友校接力賽男子組季軍

深水埗官小校慶盃友校師生7人足球比賽冠軍

2016/17港島東區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優異獎

6C 蔡堯汶 2016/17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推鉛球殿軍

6D 伍棟明 五旬節盃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2016優異獎

6D 陳雋升 五旬節盃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2016優異獎

6D 謝梓賢 五旬節盃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2016優異獎

6E 蔡松栢 五旬節盃小學三人籃球邀請賽2016優異獎

6E 戴子軒 2016/17運動會4 x 100米友校接力賽男子組季軍

6A 洪華龍

6C 劉卓謙

體育獎項

3D 何瑋燁

4A 葉翠兒

4C 陳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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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績公布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一等獎

Austral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High Distinction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冠軍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團體獎亞軍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個人賽銀獎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團體賽優異獎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亞軍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3.0三等獎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三等獎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個人賽優異獎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團體賽優異獎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3.0三等獎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團體獎亞軍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銅獎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團體獎亞軍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銀獎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團體賽優異獎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3.0三等獎

5A 彭卓琳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3.0三等獎

5A 黃芷淩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三等獎

5A 黃鈞彥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3.0三等獎

Austral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Credit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3.0三等獎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季軍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3.0三等獎

5B 林順成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3.0三等獎

5B 洪澤鋮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3.0三等獎

5B 陳兆豪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二等獎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亞軍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團體獎亞軍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團體獎亞軍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銅獎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二等獎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季軍

5B 關彤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季軍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二等獎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季軍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團體獎亞軍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個人賽銀獎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團體賽優異獎

5E 戴宏昊 2016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優異獎

6A 吳梓銘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3.0三等獎

2016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金獎

2016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銀獎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個人賽銅獎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團體賽第六名

6B 林溢朗 2016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優異獎

2016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銀獎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一等獎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個人賽金獎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團體賽第六名

2016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銅獎

2016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優異獎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一等獎

OLYMPRIX 2016/17奧林匹克數學競賽課程證書試一等獎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團體賽第六名

2016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銅獎

2016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優異獎

2016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金獎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個人賽銅獎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團體賽第六名

6B 盧俊橋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季軍

6B 盧諾恆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亞軍

2016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優異獎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3.0三等獎

6C 徐博彥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銅獎

學科獎項

6B 勞譽誠

6B 顧國浩

6B 粘晉銜

6B 陳亭臻

6B 陳瑞婕

5B 嚴志渝

6A 鄺澤權

6A 龔燁堃

5B 黃俊熹

5B 盧彥融

5B 譚蔓瑜

5A 傅采霖

5B 周敔嫣

5B 林浩嘉

5A 梁倬桸

5A 梁博滔

5A 陸嘉傑

班別 姓名 所獲獎項

1A 葉雋逸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季軍

2A 林烯桐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良好表現獎

2016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優異獎

2016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優異獎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三等獎

OLYMPRIX 2016/17奧林匹克數學競賽課程證書試二等獎

2B 周敔瑤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銅獎

2B 楊喜善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季軍

2C 王睿晴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季軍

2D 吳梓滔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良好表現獎

2D 單知淑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季軍

2016Olymprix數學奧林匹克選拔賽國際(陳盃香港賽區決賽)二等獎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良好表現獎

2016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銅獎

2016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金獎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團體獎亞軍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銅獎

3A 羅梓晴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三等獎

3A 譚日桁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二等獎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一等獎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團體獎亞軍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銀獎

2016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優異獎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冠軍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團體獎亞軍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銀獎

2016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銅獎

2016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銀獎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團體獎亞軍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銀獎

3B 龔樂恆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二等獎

2016Olymprix數學奧林匹克選拔賽國際(陳盃香港賽區決賽)二等獎

2016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銅獎

2016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銅獎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一等獎

2016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優異獎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二等獎

3E 馬晶晶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冠軍

3E 莊森棋 2016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優異獎

2016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優異獎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團體獎亞軍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銀獎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團體獎亞軍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銅獎

3E 戴子朗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季軍

4A 郭婉鑫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三等獎

4A 郭瑞希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一等獎

4A 彭祖澤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良好表現獎

4A 羅致衡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良好表現獎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個人賽優異獎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亞軍

4B 陳小芊 2016十大新聞選舉(學生組)頭獎 

4B 陳焯林 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初賽)個人賽銀獎

4B 蕭愷燊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小學數學邀請賽 (泓志盃)良好表現獎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季軍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3.0三等獎

5A 王梓珮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3.0三等獎

5A 王詩雨 2016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優異獎

5A 何彥樂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3.0三等獎

5A 呂聯源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3.0三等獎

5A 李梓康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3.0三等獎

5A 李凱富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3.0三等獎

5A 李瑞琦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3.0三等獎

2017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二等獎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3.0三等獎

5A 高滄鎔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3.0三等獎

5A 張子誠 微型震動機械人接力賽3.0三等獎

4B 呂瑞愷

5A 尹政鈞

5A 林倚彤

3D 林溢晴

3E 陳栢興

3E 陳逸嘉

3B 徐樂彥

3B 蔡竣軒

3D 周頌謙

3A 黃柏豪

3B 李承俊

3B 孫凱朗

學科獎項

2A 陳亭諭

2E 柯焯深

2E 蔡知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