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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家潔傳真 資訊快又 FUN        2008-09  第二期 

 
 
 
 
 
2008-2009年度第一段考已經進行，同學經過不斷的努力，獲得優異的成績。他們努力不懈的學

習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即使今次考試成績未如理想，同學也不要灰心及放棄，希望下次的成績

金榜上有名呢！獎狀已於早會上頒發。 

 

獎項 /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全級第一名 1D鄺家愉 2C林師朗 3B蘇頴中  

全級第二名 1E柯勛耀 2D何婉文 3A郭詠欣 

全級第三名 1C林朗澄 2E湯浩婷 3E馬思穎 

中文科全級第一名 1C李仕成 2A嚴穎嘉 

2E陳柏諺 

3A郭詠欣 

英文科全級第一名 1C林朗澄 2C林師朗 

2E陳芯蕎 

3A張宇軒 

數學科全級第一名   1B歐陽嘉慧 

1C關毅博 

1D鄺家愉 

1E柯勛耀 

1E孫奕瑜 

2D郎澤聰 3F葉保亨 

常識科全級第一名 1D鄺家愉 

1E王怡穎 

1E柯勛耀 

2D馬子柔 

2E湯浩婷 

3F葉保亨 

 

獎項 / 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全級第一名 4E黃寶瑤 5E陳毓麟 6E蔡灝敏 

全級第二名 4F羅竣之 5E張栢豪 6E黎希彤 

全級第三名 4F劉若山 5E李諾嘉 6E陳慧琳 

中文科全級第一名 4E黃慧晶 5E張栢豪 6E蔡灝敏 

英文科全級第一名 4F蔡汶珊 5E勞愷晴 6E鄭頌灆 

數學科全級第一名 4F羅竣之 5E陳毓麟 6E蔡灝敏 

常識科全級第一名 4E施弘堯 

4F劉若山 

5E張栢豪 6E周曉琪 

 

 

 

2008-2009年度成績金榜(第一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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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喜訊 
 
 
 
 
  為配合校本「健康校園計劃活動」，中文科於12月期間舉行標語創作及作文比賽，提升學

生對健康生活的關注。獲獎同學的作品將刊登在《童真趣意集》。以下是各級獲獎名單： 

 
標語創作比賽 

獎項 /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冠軍 1C 倫曉韻 2E 石君睿 3B 蕭振灝 

亞軍 1C 廖明山 2B 馬衍濤 3F 葛善輝 

季軍 1E 陳曉琳 2C 梁思恩 3A 郭詠欣 

優異獎 1B 梁鈞皓 2A 黃穎琛 3F 葉保亨 

優異獎 1A 郭逸行 2B 鍾愷彤 3D 陳文亮 

 
作文比賽 

獎項 / 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冠軍 4E 馮浚浩 5E 關文竣 6E 鄭頌灆 

亞軍 4E 黃寶瑤 5E 黃騰威 6E 黎希彤 

季軍 4F 蔡汶珊 5E 李諾嘉 6F 陸嘉杰 

優異獎 4F 羅家宜 5F 鍾曉盈 6A 黃煒軒 

優異獎 4F 梁朗賢 5F 潘穎文 6F 謝芷恩 

 

運動健兒   表現出色 

全港教師田徑比賽 

於21/12/2008灣仔運動場舉行了全港教師田徑比賽，鄺滿財主任於200米比賽中，勇奪季軍， 

恭喜恭喜。 

 

香港公開水域游泳系列賽 

於1/1/2009在屯門黃金海岸泳灘舉行了由香港業餘游泳總會主辦的香港公開水域游泳系列賽， 

6F嚴柏晴同學在男子11歲組600米自由泳項目中奪得第四名。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接力邀請賽 

於16/1/2009舉行了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接力邀請賽，學校派出男女子隊出賽，支持我們一

條龍的中學，經過激烈的競爭比拼，及在不少的舊生的支持下，女子隊勇奪冠軍，而男子隊則勇

奪亞軍，恭喜恭喜。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於15/2/2009屈臣氏集團舉行香港學生運動員獎頒獎禮，6F嚴柏晴同學憑著在游泳方面的傑出成

績，將出席領取香港學生運動員獎殊榮。 

 

中文寫作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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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2日至29日，學校舉行第十三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校內賽)，老師已從
眾多的作品中挑選優秀的作品參加比賽。 

    6E 鄭頌灆同學更在第十三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中，取得英文硬筆組高級組優

良獎，實在可嘉可賀！ 

 

校內賽得獎名單如下: 

中文硬筆組 英文硬筆組 

組別 得獎學生 組別 得獎學生 

初級組---小一至小二 冠軍：2B 吳培龍 

亞軍：2A 潘寶珊 

季軍：1C 梁湲然 

初級組---小一至小二 冠軍：1C 梁湲然 

亞軍：2D 許晴恩 

季軍：2E 陳芯蕎 

中級組---小三至小四 冠軍：4F 江浚堯 

亞軍：3F 柯旭昇 

季軍：4D 劉棹衡 

中級組---小三至小四 冠軍：4F 勞嘉慧 

亞軍：4E 林穎迅 

季軍：4B 張善如 

高級組---小五至小六 冠軍：6E 鄭頌灆 

亞軍：6E 鄭宇晴 

季軍：5E 鄧雯雅 

高級組---小五至小六 

 

冠軍：6E 鄭頌灆 

亞軍：5F 陳紀猶 

季軍：6E 黎希彤 

 

朗誦節成績公佈 

第 6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已經完結。本年度，本校共獲得五項季軍，分別是小四至小六年

級男子英文集誦、6E 薜彩詩同學(小學六年級女子詩詞獨誦)、6E 高嘉怡同學（小學五、六年級

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5E潘佩詩同學、鄧雯雅同學（小學五、六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恭喜以上得獎者。另外，本校共獲得24項優良獎及5項良好獎，同學的表現都十分理想。 

 

畢業生快訊                                                                                

現就讀於賽馬會體藝中學 

＊  四年級鄭雯勵同學獲文科組全級第一名、英國語文第一名、中國語文第一名及中國文學第一 

   名。 

 

現就讀於張沛松紀念中學 

＊ 二年級李卓騫同學參加由香港教育學院主辦的「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榮獲

初中組備稿演講卓越表現獎。 

＊ 三年級張柏軒同學及何冠冲同學參加由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系、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及香

港電子科技教育學會合辦的「探索號2008」，榮獲奪寶奇兵組亞軍。另外，他們參加由香港

中文大學及香港電子科技教育學會合辦的2008信興全國互聯網機械人大賽，榮獲香港區自製

機械人組(IRIS II)亞軍；由香港機械委員會主辦，機械人奧運會埠際賽2008，榮獲中學海洋探

索組海難拯救及打撈機械比賽冠軍及中學海洋探索組機械人水球比賽亞軍。 

＊ 四年級蕭穎妍同學參加由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電子科技教育學會合辦的 2008 信興全國互聯

網機械人大賽，榮獲香港區自製機械人組造形設計冠軍。 

 

現就讀於寶血上智英文書院 

＊ 二年級王嘉穎同學參加第5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女子詩詞獨誦，榮獲優異獎。 

 

第十三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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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中快訊 

文物教育發展  

    本學年本校參與教育局「專業學校發展計劃」，與沙田循道衛理中學合作，發展「初中校本課程

設計，預備學生適應新高中通識教育」項目，以歷史科為試點，推動文物教育。  

      多位文物保育先鋒表現出眾。初中方面，2E黃庭晉同學和3B李遠昇同學均獲選為古物古蹟辦事

處「青少年文物之友」，而李同學又完成香港文化博物館「文化新人類 — 青年領袖獎勵計劃」。

高中方面，7B 洪曉彤同學於暑假參加香港科技大學為期五天「全球視野．中國研究．高中暑期

專題研習課程」，隨該院專家於南沙區考察，以「宗族組織與沙田圍墾」作個案研究，勇奪專題

報告冠軍。此外，洪同學與7B林佩怡同學、7B劉寶如同學應邀出任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HKQ

培訓計劃－文物保育」講座嘉賓，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二日與多間大學同學暢談保育心得。  

    繼「香港通識文物保育大使培育計劃」獲選為羅氏慈善基金「第二屆通識教育獎勵計劃」後，本

校今年再榮獲三項外間機構資助以推行文物教育，包括：「跨越生死：東西聖域研習計劃」(羅

氏慈善基金第三屆通識教育獎勵計劃)、「文物教育發展計劃」(花旗集團成功在望獎勵計劃)、「從

追思中學習 － 向香港英雄致敬」(仁濟醫院德育及公民教育獎勵計劃)。  

 2008香港中學會考優異生分享 ---  『我的讀書心得 』 

6B陳寶藍  (考獲7A，中國語文和英國語文均為5*)  

    在剛過去的香港中學會考，我有幸取得不俗的成績。放榜的一刻，我覺得這是上天給予我的奇蹟，

但仔細思量，知道這是我過去數年努力得來的成果。若問我有否甚麼學習竅門，倒是有少許心得，

謹與學弟學妹分享。  

    唐代文豪告誡我們：「業精於勤荒於嬉」，求學首要是「勤」。初中階段雖然沒有公開考試的壓

力，但是我們應該勤於為自己打好根基，尤其在中、英文方面。幸而呂潤財紀念中學的老師營做

優良的語文學習環境，為我們提供多采多姿的學習活動。學生得以參與中、英語話劇、演講、辯

論等活動，提升語文學習的信心和興趣。閒時，遊藝蘭臺東觀，博覽古今中外典籍，豐富自己的

文化涵養。  

    要掌握教學課程，同學上課之前可先進行預習，把教材看一遍後記下重點，並寫下有疑難的地方。

課堂時間寶貴，應專心致志聽老師提要，把握機會汲取知識，並爭取機會向老師發問以求解決難

題。每個人總有弱點，絕不應因一時未能釐清概念而感到羞愧；將問題潛藏心中，只會一步一步

阻礙學習進度。若碰到難題，必須積極面對，設法解決問題。課後，同學應該把所學的內容加以

覆習，鞏固知識，還可以完成課後練習，務求清楚掌握所學。  

    有時候，教科書所說的不過讓我們淺嘗輒止，教曉我們一些基本概要。若要測試自己是否透徹理

解，或希望對課題深入認識，查找參考資料絕對是不二法門。過去兩年，我常為各科選購、借閱

參考書和練習，這些書籍以及公開考試的歷屆習題，都是我的幕後支援，效用絕不能忽視。慶幸

學校圖書館藏書甚豐，好好利用，相信對學習定有莫大裨益。  

堅信要取得理想的學習成果，不應懼怕艱辛，必須勇於面對困難，積極裝備自己，最終才可享受

豐富的收穫。盼望各位找到合適自己的讀書方法，並祝願彼此學業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