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
Hong Kong Red Cross John F. Kennedy Centre

2018年4月

第六期

金禧校慶年

校長的話 • Principal’s Message
17/18年是我們的金禧校慶年，主題是「攜手展能，邁向『甘』禧」，寓意
我們在校內貫通專業團隊、家長、法團校董會、香港紅十字會特殊教育及復
康服務管治委員會 ; 在校外聯同政府官紳、不同界別的有心人士、以至境內
外各界專業團體，「攜手」並肩，致力為身體弱能學童提供全面的教育和復
康服務。我們透過提供優質的全人教育，幫助有特殊需要的學生認識自我，
培養生活技能，建立自信，立己達人，盡展潛能，融入社會，放眼世界，締
造積極豐盛人生，讓甘校與莘莘學子一同迎接更長遠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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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蓋雲集 金禧校慶
籌備經年的金禧校慶典禮終於在去年12月2日順利舉行，為接下來一連串的校慶活動（包括金禧學生表演暨開放日、開
放課堂、聖誕聯歡會及表演、音樂會、大旅行、WOW WOW狗賀新歲表演及四社競技日等等）揭開序幕。
衷心感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大紫荊勳賢 (GBS) 當天在百忙中，親臨主禮及參觀校舍。令人敬佩的是
林太對甘校學生的關注與關懷，她瞭如指掌地在致辭中提到甘校在「過去五十年，培養出不少傑出人士及生命鬥士，包
括運動員、展能藝術家及區議員。每一位同學努力克服自身障礙，他們的故事均令人感動及鼓舞。」林太早前更親函鼓
勵甘校的學生，寫信支持蔡宇航和蔡瑋庭同學，讚賞他們戰勝障礙，努力應考文憑試。宇航和瑋庭藉學校50周年校慶的
大日子，特別向林太致送感謝信，答謝她為他們的人生帶來莫大的鼓舞。最欣喜的是林太表示政府將與各方合作，為同
學開拓多元的前路，並會向教育界投放額外資源，支援特殊學校為學生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 ; 同時會增加殘疾人士於各
政府部門實習的機會，以加強他們的就業能力。
另一嘉賓 ─ 香港紅十字會主席胡郭秀萍女士表示，香港紅十字會特殊教育及復康服務由最初一間醫院學校，發展至今
天十八間醫院學校及三所身體弱能學校，實有賴政府及各界的努力和支持。她說：「本會與特區政府九個決策局及二十

個部門合作，為市民提供多種的人道服務。在特殊教育的發展上，學生得到教職
員的關愛，教學工作又得到家長的協作，以及社會賢達的支持。在此，我們表示
衷心感謝。」
校監呂賜文先生在致辭時表示：「甘校一直本著人道精神，為社會上有特殊需要
及弱能兒童提供正規教育及適切的照顧，集『教學』、『治療』及『住宿』服務
於一身。為了照顧學生的不同需要，甘校注重探研各式各樣的先導教學方法，並
在家校協作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又勉勵全體教職員和學生繼續努力，並
要「攜手展能，邁向『甘』禧」。
典禮開始後，緊接著的是另外兩個重要設施 ─「藝廊」及宿舍康樂室翻新的揭
幕儀式。回溯2016年1月一次探訪中，李徐子淇女士發現本校連接主樓與新翼的
天橋出現漏水情況，於是李家誠伉儷馬上慷慨捐助修葺工程，令天橋可被安全使
用之餘，學校現在還可以利用天橋的空間展示學生的藝術作品。這些藝術作品可
以不斷更新，展示學生的藝術天份，令天橋成為「藝廊」。因此，是次特別邀請
李徐子淇女士蒞臨主持「藝廊」揭幕儀式。
另一喜訊是本校宿舍的康樂室翻新之後重新啟用，我們衷心感謝香港青山獅子會
的慷慨捐款，令康樂室煥然一新，更加有家的感覺。是次邀得獅子會前會長黃達
強先生及前總監馮妙雲女士及一眾「獅」兄「獅」姐一同參與康樂室的揭幕儀式。

4

5
校長的話

誠如特首林太所言，甘校學生歷年來在學術及體藝方面均取得驕人
的成就，當天學校特意為他們提供一個發揮潛力的舞台。完成揭幕
儀式後，甘校學生進行三項精彩表演。第一項「Coffee Table」是
一個融入戲劇與節奏的表演，由不同年級、不同能力的學生（包括
依賴呼吸機為生、肢體協調困難的大腦痲痺學生等）一起發揮合作
精神，他們只靠一雙手，卻為大家製造了難忘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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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表演由李麗盈及劉海信兩位小學生擔綱，他們分別獻唱兩首
歌曲「Tomorrow」及「When You Believe」。壓軸表演者是一群
中二及中三級的學生，他們為大家獻唱五十年代約翰‧丹佛的名曲
「Perhaps Love」，並希望藉著這表演機會，向各位職員及家長道
謝，因為大家讓他們在充滿愛的環境下成長，明白怎樣愛自己及愛
別人。他們的歌聲未必完美，但肯定的是他們充滿真誠，令在座來
賓均被他們打動。

除了上述之表演藝術外，來賓可以參加導賞團參觀學校不同部門、設
施及攤位：在「藝廊」上及校園不同角落欣賞學生的藝術作品 ; 來賓
更可參與專門介紹及示範各種體育比賽的攤位活動，與本校運動員一
起體驗做運動之樂趣 ; 此外，家長及學生悉心設計了繪本攤位，介紹
他們原創的繪本故事，見證本校家校合作之成果 ; 另一方面，本校亦
特別開放四節課堂，讓來賓們感受我們如何貫通專業團隊，為學生每
天悉心設計課堂。
謹藉此機會，感謝各界來賓，一同見證這歷史時刻。當天除了家長、
舊同事、校友絡繹不絕外，還有各界社會賢達、善長、政府官員及本
港以至國內從北京遠道而來的院長級名教授及教育專業人員蒞臨本校
作出指導，令甘校的校慶典禮及開放日生色不少。來賓們對學生及同
事的支持、欣賞與肯定，令我們致力改善學生學涯、職涯及休涯的信
心大大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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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海信同學獻唱
When You Believe

1. 中二及中三級的同學表演約翰•丹佛名曲 Perhaps Love
2. 	Coffee Table 融入戲劇與節奏的表演

蔡煒庭同學領唱
Perhaps Love

李麗盈同學獻唱
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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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校法團校董會司庫甘志成先生陪同李徐子淇女士為
“藝廊”作揭幕儀式，並向李女士致送本校學生作品。
4.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大紫荊勳賢，GBS
參觀家長繪本攤位完畢，與各作家們及嘉賓合照。
5.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中西南）鄭淑雯女士（左一）、
教育局特殊教育支援第二組督學林仲玲女士（左二）、
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中西及東區）唐麗芳女士（左三）、
教育局特殊教育支援第二組督學鄧貝斯女士（右二）及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蔡一聰先生（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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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是次典禮及開放日完滿結束，背後極有賴法團校董會和香港紅十
字會特殊教育及復康服務管治委員會的鼎力支持，更要感謝全體教職員（尤其各位統籌與部門主
管）、家長及學生的協調、合作與無限付出！沒有同事們對專業的堅持與對學生的關愛，學生及
校友絕對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和知禮守規的優良行為。展望將來，甘校會積極發掘不同的資源，
加強與社會各界的合作，繼續發揮人道精神，為有特殊需要的學童提供更優質的服務，使他們繼
續在社會上綻放異彩。讓我們繼續燃點教育學生付出的無限熱誠，以達致傷健共融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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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前校監鍾傳安先生（左一）、
香港紅十字會秘書長蘇婉嫻女士（左二）、
香港紅十字會特殊教育及復康服務管治委員會主席鄒秉基先生（左三）、
香港紅十字會主席胡郭秀平女士（右二）
與校監呂賜文先生及校長合照。
2. 本校法團校董會校董曾昭武先生（右三）
陪同香港青山獅子會上屆會長黃達強先生（左四）
及一眾“獅兄獅姐”為宿舍部康樂室作揭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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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主席、動感校園策劃人、香港賽馬會見習騎師訓練學校
校長陳念慈女士，JP與校長合照。
4. 從北京遠道而來的北京師範大學校長培訓中心院長毛亞慶教授（左六）、
深圳元平學校秦濤主任（右七）、
深圳福田竹香學校黃木生校長（右八）及同仁。
5. 香港西北區扶輪社前社長謝維慶先生（左一）
及香港西北區扶輪社前社長陸嘉培先生（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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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大紫荊勳賢，GBS（後排右三）、
香港紅十字會主席胡郭秀萍女士（後排右二) 、
香港紅十字會特殊教育及復康服務管治委員會主席鄒秉基先生（後排左三）、
香港紅十字會副祕書長（服務）楊陳惠敏女士（後排左一）
及本校校監呂賜文先生（後排右一）參觀運動項目示範完畢，
與校友何宛淇（前排中）及本校運動健兒合照。
7. 全體教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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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 • Visits
參觀紅十字會
甘迺迪中心

1

日前，我到南區探訪一間照顧身體弱能及多重障礙學生的特殊學校，一眾專業教師、治療師、社工及家
長等，在有限資源下，竭力協助同學們克服重重困難，希望他們能盡展所長。然而，面對收生不足的情
況，學校竟要面對「縮班」，甚至是裁員的危機，令老師和家長們都憂心不已。
臨別前，一位媽媽轉述她孩子的心願︰「爭取一個無障礙的香港！」原來很多公共地方提供的無障礙設
施，因種種原因，輪椅人士是用不著的，例如斜道的盡頭是一道要很大力才能推開的大門；連途經學校
的巴士也沒有低地台設施，一宗又一宗的「小問題」，加起來就成了行動不便人士的「大難題」。
「無障礙香港」，我定銘記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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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一眾舊同事、畢業生回校與校長及現職同事合照。
2.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替代家長校董林文結女士（左一）、
本校義工陳玲珊女士（左二）、
陳德強基金捐款者陳李康樂女士（右二）
與校長合照。
3. 香港殘疾人奧委員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主席、前香港西北區
扶輪社社長林國基醫生，銅紫荊星章，JP（左一）
與校監呂賜文先生及校長合照。
4. 開放課堂 – 引導式教育班本職員講解及與觀課來賓交流分享
5. 香港紅十字會甘迺迪中心校友會主席羅偉祥先生與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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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

• Visits

「無障礙香港」，
我定銘記於心！

本校七名高中學生於2017年4月22至26日，參與由教育局主辦的西安歷史文化及經濟探索
之旅，目的是配合學校課程，提供研習的情境，讓學生認識西安的歷史文化、重要考古發
現及經濟發展，以及從多角度探索中國城市的發展。學生參觀的主要景點包括：鐘鼓樓、
回民街﹑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大雁塔、大唐西市博物館、西安大學、飛機製造廠、陝西
歷史博物館、西安古城牆及漢陽陵博物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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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

製作
樂器

音樂
表演

舞蹈
表演

我的
獎牌

香港感恩日

輪椅舞
表演
本校輪椅舞組獲「自在社」邀請，於2016年
10月23日參加舉行於灣仔伊利莎伯體育館的
「第四屆香港感恩日 ─ 慶祝生命•祝福孩
子」表演，以傳揚感恩的訊息，讓香港市民
體會到感恩的力量和旨在傳揚感恩的訊息。
這正與學校的信念相呼應，因為「感恩」是
生命教育不可或缺的課題。本校輪椅舞組學
生透過舞蹈表演向大眾發放正能量的信息，
即使身體弱能，仍能立己達人，感恩所遇，
不作自限。

講
座

本校學生會很榮幸邀請社福界的翹楚張超雄議員為我們舉辦講座。由於本校是肢
體傷殘學校，很多同學畢業之後，家人未必能夠有能力照顧同學，同學都很需要
院舍服務。為此我們特別邀請張超雄議員來為我們講解選擇院舍的須知及解答我
們對院舍的一些疑惑，以保障我們的權益。張議員最後建議同學們應與家人一起
生活，以便與家人有良好、密切的關係。張超雄議員這次的來臨，令我們得益不
少，期待下次他與我們分享更多資訊。

本校與展能藝術會合辦的小學藝術日在2017年9月舉行，主題為「
藝術同參與，傷健共展能」，同學透過結合音樂、視藝、舞蹈、戲劇
元素，全情投入地創作，盡展所能地演出。
導師、學生、治療師、家長、義工和各部門職員共同參與活動，盡情
去享受藝術的樂趣。
學生在藝術氛圍下，去思考，去創作，去經驗，去實踐，讓藝術把大
家連繫一起，共同創造夢想空間，共建美好藝術時光。

這學年的中文日主題是「冬」，是連續第四年舉辦以
季節為主題的相類活動。在這次活動中，中小學都設
計了多款遊戲、手工藝製作、應節食物製作、影片欣
賞等節目，介紹冬季節日的習俗，讓同學對冬季節日
如農曆新年有更多的認識和體會。特別鳴謝宿舍部提
供協助，在當日午膳加上應節食物，及為食物製作組
準備材料。

老師與小學生一起繪水彩畫

小學生從攤位遊戲中認

識更多賀年語句

食品

起製作賀年

學生一
老師們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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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展能藝術會有幸邀得劉江華局長為「藝燃薪展能藝術年度匯
演」作主禮嘉賓。三所參加「藝燃薪三年計劃」的學校一同進
行匯演。當天各校設置了不同類型的攤位，並舉行了多元
化的藝術活動，包括：心光學校的敲擊樂示範及體驗；
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校的陶藝製作；而我校則即場
作版畫體驗和攝影。攤位時段過後，便正式進入
表演環節。心光學校及三水同鄉會劉本章學
校率先為大家帶來音樂、舞蹈的表演。
隨之而來的是其他展能藝術家的音樂
演奏，可謂精彩絕倫。是次匯演
給本校同學帶來難忘的體驗，
期待參與新一屆藝術年度

展能藝術年度匯演

匯演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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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 Events
我係
立法會
主席

參 觀 立 法 會 大 樓
圖片來源：香港展能藝術會網頁

沙畫是一種特別的媒介，講求即興，亦可與音樂配合，
展現其節奏及情意。因為本校沒有相關的器材，所以學
生較少接觸這項藝術。我們有幸邀請沙畫藝術家趙蕙芝
小姐到訪本校及作出示範。當她示範沙畫創作時，學生
表現投入，躍躍欲試。示範後，學生亦對藝術家提出
不少有關沙畫藝術的問題。輪到學生們最期待的體驗時
段，他們都爭先舉手，表現雀躍。相信這次活動為各學
生提供了寶貴的創作經驗，大開眼界。

HKU Bringing Stories to Life through Art

Prize-giving Ceremony

On 19th May, 2017, four winning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were
invited to the Prize-Giving Ceremony of the Knowledge Exchange
Project and Art Competition “Bringing Stories to Life through Art”
organized by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students’ artwork captured the message in the stories
they read and were displayed proudly in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ir artwork will be enjoyed by many visitors to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which creates a vibrant and inclusive environment.

本校學生於2016年11月9日，參觀香港立法
會大樓。參觀地點包括會議廳的公眾席、觀景
廊、觀景廊的長廊、教育活動室、會議室的觀
看區、歷史長廊及教育廊等等。當日適逢立
法會召開大會，學生有幸一睹立法會會議的進
行，認識法例通過的程序及法例辯論的過程，
這都是書本上無法學習的親身體驗。

我都係
立法會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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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數學科主任：陳美芬老師

比賽

是次問答比賽的參加者為小四至小
六 (G4,5,7,8) 的同學，各組再按程
度分組，而比賽題目涵蓋小四至小
六課程。比賽更特別添置了搶答燈
座，氣氛倍添熱烈。同學們積極回
答問題，反映他們在數學學習上建
立了成功感。
數學組於一月份舉辦了「初小數學遊戲日」
的活動，主題為貨幣、數的組合等。就各班
(G1,2,3,6) 的能力及需要，本組設計了多元化
又有趣的活動，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趣，並
增強學生對數學與生活之間相關的聯繫，藉
此豐富學生在數學科的學習經歷。同學都能
投入參與，反應理想。

COMPETITIONS

疾人士 17
殘
港
香
賽20
標
錦
田徑殘疾運動員#
#齊撐

個讚好

宿舍活動花絮
自踏進新一個學年，學校亦已進入50週年校慶的日子，而宿舍除了為50週年的
校慶作籌備外，本年亦安排了一些新穎的活動讓宿生們參與其中。
本年度宿舍安排了一位專業的飛鏢導師，定期向有興趣的宿生提供小組形式的
飛鏢訓練，使宿生能有更多的體驗。飛鏢運動是一種相對其他運動較為靜態的
項目，參加者可以站立或坐下去參與。參加者在過程中需要有效地控制身體力
度的使用，因此飛鏢活動十分適合我們的宿生去參與。其實，飛鏢運動在歐美
及一些亞洲國家已興起多時。當中為身體障礙人士而設的活動及比賽極為普
及，故此宿舍希望向宿生推廣這項運動，讓他們可體驗不同的體育項目，以發
展多元的興趣。
另外，為培養宿生的閱讀興趣，本年宿房及康樂組一同舉辦繪本導讀活動，並
由宿舍家長定期向有興趣的宿生講述故事內容。宿生在參與過程中除了聽故事
外，更會與其他參加者一同討論繪本的內容，提升宿生的活動參與度。
在此感謝在過往曾協助宿舍進行不同活動的義工，因有義工們的協助，才能使
我們的宿生有更多的機會認識社區，以及獲得更多的生活體驗。

本校學生於2017年11月11日參加了在將軍澳運動場
舉辦的香港殘疾人士田徑錦標賽2017學校組別賽事。
比賽當日相當熱鬧，除了本校學生參加之外，亦有來自其他六間肢
體弱能學校的學生一同競逐各獎項。我校成績驕人，獲得不少獎
項。但成績次要，最重要是各同學能積極投入，樂在其中。各同
學賽前亦進行了不少訓練，值得嘉許。除了學生之外，亦有職員
參加專為職員及家長而設的賽事，戰績彪炳。期望各師生在下一
屆比賽同樣取得理想的成績。

1,000

宿舍 • Dormitory

香港殘疾人士
田徑錦標賽2017

努
力
堅
持我

們

可

以

WE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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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輪椅籃球隊參與了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
體育協舉辦的輪椅籃球活化計劃。他們經歷了整個學
年的訓練，參與香港全港運動會 ─ 輪椅籃球錦標
賽。經過一輪的分組賽事，本校順利進入四強賽事，
最終不敵其他強勁的隊伍，取得殿軍。

今年，本校種植小組的一群
小小農夫在種植導師陳太的
指導下，學習種植蕃茄、玉
米、白蘿蔔、胡蘿蔔和快菜
等不同的農作物。
學生辛勤地翻土、培苗、施
肥和除蟲。過程中，他們學
習到有關有機種植的知識，
也品嚐了培養生命的喜悅。
最後，我們把學生的成果送
往參加全港學界環保栽種比
賽，並在比賽中取得中學組
全場總冠軍。

參賽
作品

輪椅
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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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 Awards

司徒華教育基金第 6 屆「好學生、好老師」表揚計畫
獲獎學生

陳旭麟

第 36 屆蜆殼/港島青商展能學童獎學金
獲獎學生

李珮旻

十．坊環保產品創意設計比賽
亞軍

洪佳豪  黃綽思  楊樂天  陳泓佑  陳敏俐

2017 香港三項鐵人挑戰賽
學校個人組  

冠軍

黃斌煒

學校個人組  

亞軍

張運星

香港殘疾人士田徑錦標賽 2017			

2016-2017學年校際活動得獎紀錄

100米跑步  

冠軍 (T36FC組別)

60米跑步  

冠軍 (T36FC、T37FC組別) 劉靖彤

香港殘疾人士週年硬地滾球錦標賽 (學校組)

60米跑步  

冠軍 (T37MB組別)

黃彥瑋

高級組 - BC1 - 個人賽 - 銀牌

關夢薇

100米跑步

冠軍 (T37MB組別)

黃彥瑋

高級組 - BC1 - 個人賽 - 銅牌

陳柯焯耀

60米跑步  

冠軍 (T36MC組別)

葉錦文

初級組 - BC3 - 個人賽 - 銅牌

彭綺莉

100米跑步  

冠軍 (T36MC組別)

葉錦文

距離豆袋  

冠軍 (F36MC組別)

葉錦文

擲木球

冠軍 (F35MB、F35FB組別) 梁文博

擲木球  

冠軍 (F36FB組別)

賴怡君

中國香港普通話朗誦才藝大賽全港總決賽 2017

100米跑步

冠軍 (T36FB組別)

賴怡君

中學組‧古詩詞冠軍

擲木球

冠軍 (F38MB組別)

于駿賢

100米跑步

冠軍 (T38MB)

區駿彥

擲木球

冠軍 (F38MA組別)

張運星

擲木球

冠軍 (F35FA組別)

陳詩晴

60米輪椅

冠軍 (T53MA、T53MB、T52FC組別)

60米跑步

冠軍 (T36MA組別)

黃斌煒

100米跑步

冠軍 (T36MA組別)

黃斌煒

60米跑步  

冠軍 (T37MA組別)

黃乃韜

100米跑步

冠軍 (T37MA組別)

黃乃韜

20米輪椅

冠軍 (T32MA)

范嘉駿

2017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港澳盃 HKMO Open》晉級賽
五年級 銅獎

陳泓佑  梁文博

張家棟

香港殘疾人士週年輪椅劍擊錦標賽
男子花劍中級組銅牌

王偉賢

香港殘疾人士週年輪椅劍擊錦標賽
女子花劍初級組銅牌

賴怡君

2016-2017 年香港學校戲劇節
傑出合作獎 及 傑出演員獎

蔡宇航  張浩樑  張家棟  傅美瀅  鄺慧詩  
林依玲  殷迪森

全港學界環保栽種比賽
中學組全場總季軍

王樂兒  李俊熹  梁錫銘  黃耀陞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7-2018
獲獎學生

黃斌煒

2017 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頒獎典禮
獲獎學生

陳詩晴  張家棟

		

項詩書

陳嘉宏

第 54 屆學校舞蹈節比賽
甲等獎

潘穎思  黃綽思  洪佳豪  林嘉恩  陳嘉宏
林煥然  黃鎮滔  謝佩婷  蔡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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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 Thank you
本校承蒙各界友好鼎力相助，特此鳴謝。

•
•
•
•
•
•
•
•
•

《Parco Advertising Company》合作編製校訊
《北角宣道會》協助團契活動
《香港花會》提供導師及資源推動花藝活動
《香港展能藝術會》籌辦《藝燃薪藝術培訓計劃》提供導師及資源推動藝術活動
《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全力支持《香港殘疾人士田徑錦標賽》
《浸信會愛群社服務處》協助籌辦園藝活動
《動感校園》與體育課堂協作教授足球、詠春和設計及帶領體適能活動
《傷殘青年協會》提供教練及資源推動輪椅籃球活動
《精英運動員協會》與本校合作舉辦精英運動員同樂日

入班義工名單
• 仇秀萍、官嘉慧媽媽（張詠蓮）、徐和怡、梁滿勤、陳顥元媽媽（呂寶娜）、麥思銘、傅太（陳玲珊）、馮向紅

Illustration: Gary Wong

鳴謝合作機構

April 2018

• Esprit Staff 捐贈 $13,820 作為學生日常開支之用。
• HandsOn Hong Kong Ltd 共捐贈 $12,400 贊助學童及同行宿舍
職員外出參觀活動的支出 。
• HandsOn Hong Kong Ltd 捐贈 38 個月餅，供宿生慶祝中秋節。
• John Tsang Election Office 捐贈 $516,000 作為學校一般用途。
• Lions Club of Castle Peak 捐贈 $250,000 作為裝修宿生康樂室。
• M & M 捐贈 38 個月餅，供宿生慶祝中秋節。
• Madam Kwok Siu Chun 捐贈 $21,600 作為學校一般用途。
• Mr. Chan Ka Leung 捐贈 $7,200 作為購買防蚊設備。
• Mr. Ho Chi 捐贈 $10,800 作為購買防蚊設備。
• Mr. Lau Yat King 捐贈 $3,600 作為學校一般用途。
• Mr. Lui Yiu Shun 捐贈 $50,000 作為購買空氣調節設備。
• Mr. Paul Lynch 捐贈 $10,222 作為購買遊戲治療物資。
• Mr. Stephen Li 捐贈 $10,000 作為購買遊戲治療物資。
• Mr. Wong Hing Kong 捐贈 $10,800 作為購買防蚊設備。
• Mrs. Byrne Michiru 捐贈 $10,000 作為學校一般用途。
• Ms. Claudia Chiu 捐贈 34 件玩具，供學生及宿生使用。
• Ms. Jennifer Tan 捐贈 $2,000 作為學校一般用途。
• Ms. Lam Kam Ling 捐贈 $50,000 作為學校一般用途。
• The Society for the Relief of Disabled Children 捐贈 Precor 多功能體適一體機作體能訓練用途。
• Zhong Lun Law Firm 捐贈共 $300,000 作為招聘一名法律事務助理，以作支援法律相關的工作。
• 現任校監呂賜文先生捐贈一套攝影器材作為教具及供學校活動拍攝用途。
• 快樂港仁有限公司轉贈由奇華餅家贊助的聖誕禮品
• 李徐子淇女士捐贈一批玩具予學校作學生禮物之用。
• 周浩源先生捐贈 $4,300 作為學校一般用途。
• 香港金馬倫山獅子會捐贈 $6,000 作為 2015/2016 及 2016/2017 最佳班別獎。
• 香港青山獅子會黃達強會長捐贈 $2,000 作為學校員工專業發展用途。
•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零三區捐贈 $2,000 作為 2016/2017“獅子會姊妹學校計劃”開支。
• 黃乃韜家長捐贈 79 本圖書，供學生借閱。
• 葵芳花園有限公司捐贈1棵 8 呎聖誕樹及4盆聖誕花作為聖誕節佈置之用。
• 劉光琪女士捐贈$ 3,600 作為學校一般用途。

Design: don@donfung.com

（排名按英文字母及中文筆劃排序，捐贈日期由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