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家潔傳真 資訊快又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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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學年的『家潔傳真』又出版了。一如既往，本期的『家潔傳真』為大家帶
來學校最新和最快的資訊，希望同學喜歡閱讀。

笑口常開 ☺ 喜事自然來
恭喜!恭喜!謝俊傑主任榮任爸爸了!他的小王子於 8 月出世
了！取名子樂，寓意長大後成為快快樂樂的男子漢。在此，衷心祝
福他的 BB 仔白白胖胖、快高長大、人見人愛、聰明伶俐、聽教聽話、
孝順父母…

歡迎新老師加入『
歡迎新老師加入『家潔』
家潔』大家庭
同學們有沒有發現學校多了幾位新面孔？她們便是本年度加入我們大家庭的新
老師了。她們分別是任教中文及電腦科之張慧敏老師、任教英文科及視藝科之張敏
妍老師、任教中文科及普通話科之黃曉凌老師、任教常識科及音樂科之岑寶欣老師、
任教英文科之鍾永儀老師、甘沅恩老師及潘詠璇老師。她們每人各有專長及擁有獨
特的個性，同學若主動和老師溝通和攀談，不難了解她們更多呢！

至『營』學校認證計劃
本校參加了由衛生署舉辦的「至『營』學校認證計劃」，經過衛生署的審慎仔細
輪選後，本校在百多間申請學校中，成為首批(共 16 間)成功確認的「至『營』學校」
學校」，
馮校長、麥主任、尹老師、家長及學生代表並已於 9 月 27 日出席頒獎典禮。
在此，希望各位家長及同學繼續支持，每天進食健康的食物，培養良好的飲食習
慣，使身體能夠更健康。

齊來為

出一分力

「綠色學校」是一所重視環境保護的學校，亦是一項推行全校參與環
境教育的計劃。在管理上，綠色學校注重環境保護，於既有的環保活動及
設施之外，添置更多有關環境教育的資源，配合學科課程和課外活動，以
及安排學生作交流分享等活動，藉此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

學校設施方面
學校設施方面：
設施方面：學校逐步減少用水及能源的消耗，
學校逐步減少用水及能源的消耗，並採用對環境友善的措施
並採用對環境友善的措施。
的措施。

優美的菜田

清潔的校園

舒適的課室

環保教育活動方面：
環保教育活動方面：組織不同類型的
組織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提高同學對環境的認識
類型的學習活動提高同學對環境的認識。
學習活動提高同學對環境的認識。
日 期

活 動

日 期

活 動

10/09/2010

環保玉兔「歎」綠茶

3/11/2010

「低碳新衣裳」T-Shirt

花燈設計

設計比賽
(勞工子弟中學)

17/09/2010

舊校服再用

14/11/2010

(家教會)
22/09/2010

2010 無車日

(保護海港協會)
15/11/2010

（綠色和平主辦）
27-28/09/2010 月餅罐回收行動

愛護維港行

「減碳節能 App 全港徵
『蹺』大行動」(港燈)

20-21/12/

綠色聖誕學校

2010
29/09/2010

無冷氣夜(環保觸覺)

6/10/2010

「激發低碳力」

1/2011
16/01/2011

創意大賽
18/10/2010-

「校園清潔大行動」

「一人一花」親子活動
環保嘉年華
(環保促進會)

21-25/03/

23/11/2010

環保週

2011

環保措施方面:
環保措施方面:
1. 推行環保及低碳學校政策。
2. 營造花花校園，在校園多種植。
3. 進行有機耕種。
4. 透過學校網頁向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士推廣環保意念及發放最新訊息。
5. 環保資訊站，把最新環保資訊向學生及家長公佈。
6. 環保採購，購買屬耐用品、容易修理、翻新和回收的物資等。
學生實踐行動方面:
學生實踐行動方面:
1. 2010/11 年度「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培訓環保領袖推動香港綠色學校。
2. 綠色新人類：於興趣小組時段培育學生提高環保意識。
3. 「一人一崗位」綠色先鋒：透過活動加強培訓各班「綠色先鋒」協助實踐班內環
保的工作。
4. 全體學生透過活動加強認識及實踐環保。

體育快訊
香島中學陸運會 4×100 米接力邀請賽
本校的田徑運動員於 2010 年 9 月 29 日（三）獲香島中學邀請參加該校的陸運會
4×100 米接力邀請賽，比賽於將軍澳運動場舉行，本校的運動員勇奪男子組賽事季
軍，恭喜！恭喜！
得獎學生：
得獎學生：男子組（
男子組（季軍）
季軍）

6E 林穎迅
6E 梁朗賢
6D 張子俊
6B 田中誠人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陸運會 4×100 米接力邀請賽
本校的田徑運動員於 2010 年 10 月 5 日（二）獲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邀請參
加該校的陸運會 4×100 米接力邀請賽，比賽於西貢鄧肇堅運動場舉行，本校的運動
員當日表現出色，男子組勇奪冠軍、女子組勇奪亞軍，恭喜！恭喜！
得獎學生：
得獎學生：男子組（
男子組（冠軍）
冠軍）

6E 林穎迅
6E 梁朗賢
6D 張子俊
6B 田中誠人

女子組（
女子組（亞軍）
亞軍）

6F 錢韵妃
6E 蔡汶珊
6E 蔡潔儀
6D 羅潤婷

體藝跆拳道地區邀請賽 2010
跆拳道班同學於 8 月 29 日參加了「太陽愛心慈善基金」主辦的「體藝跆拳道地
區邀請賽 2010」，本校同學獲得優異成績。
得獎學生:
4E 梁思恩 - 搏擊季軍、套拳季軍
5F 何啟暉 - 搏擊亞軍、套拳亞軍、最佳運動員
5F 姚淦明 - 套拳亞軍
6A 夏文衍 - 搏擊亞軍
6B 田中誠人 - 搏擊冠軍、套拳季軍、最佳運動員
6B 賴首榮 - 搏擊冠軍

呂中快訊
公開考試成績
2010 年度高級程度會考表現保持水準，整體合格率為 92.7%，最突出同學為郭麒
龍，獲 3A 2D。中學會考表現再上一層樓，整體合格率為 96.2%，較去年上升 3.3%。
全部應考科目高於香港平均合格率，其中有 14 科更達 90 - 100%合格率，共 66 人獲
14 分或以上，陳美韵，獲 2A 4B 2C 成績。

新辦粵劇藝術校本計劃
新辦粵劇藝術校本計劃
今年度本校中一級推行粵劇藝術課程(粵劇校本引導課程)，是次校本計劃獲八和
會館及香港教育學院聯同協辦。課程的構思一方面是配合學校的藝術教育發展方
向，讓同學認識藝術的多元，以擴闊他們的視野；另一方面，中國戲曲文化承載中
華傳統高尚的道德價值觀及優秀的文學素材，讓粵劇藝術教育進入校園，亦能提升
同學的個人素質。

第九屆西貢傑出學生選舉
3A 班李啟深獲得第九屆西貢區傑出學生選舉優勝盃、3E 班張慧琳(初中組)及 7A
班胡秀珊(高中組)均獲得第九屆西貢區傑出學生選舉嘉許獎。是次學生選舉不乏學
業成績卓越，熱心社會服務的候選同學參加，呂中三位同學能脫穎而出，實在十分
難得。

李啟深 3A
我能夠當選為「西貢區傑出學生」感到十分意外。因為這個選舉，規模很大，又
有不少傑出同學參加，我想我能夠在功課及活動中適當地分配時間是今次選舉致勝
關鍵。其實成為「西貢區傑出學生」，我必須感謝父母和老師的教導，使我有今天
的成績。而且，當選也只是一個起點，我必須繼續努力，更上一層樓。

20092009-2010 年度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傑出學生選舉
年度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傑出學生選舉
自二零零八年起，本校舉辦之第一屆『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傑出學生選舉』，
而此活動已成為本校傳統。舉辦是次活動的目的是希望對品學兼優、表現出色的學
生予以肯定及嘉許，並且鼓勵更多同學能以傑出學生為榜樣，努力學習，裝備自己，
將來為社會作出貢獻。候選人需經過本校老師的提名，關顧委員會及學校行政會議
的遴選成為候選人後，由同學投票成為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的傑出學生。

初中組

高中組

2A 沈健穎

5B 郭豐盈

3A 李啟深

5C 陳淑貞

4B 戴樂

7A 陳麗萍

4A 鄧禮智

7A 林靜
7A 胡秀珊
7B 葉穎詩

學生感想
沈健穎 (2A)

郭豐盈 (5B)

我覺得可以當選為呂中傑出學生 今次的選舉形式比去年的更具規
真是非常榮幸。去年的我只是一 模，候選人不單需要用英語作自
個中一學生，我要感謝投我一票 我介紹，亦要用普通話在全校同
的同學。而可以當選為傑出學

學面前即場答問，除了測驗我們

生，不但給予我一個很大的肯

的語言能力，更考量我們的應變

定，而且也成為一種推動力，鼓 能力和思維。那時在台上緊張得
勵我在往後的幾年更加努力去做 握拳的情境，至今仍記憶猶新。
好每一件事情。

而今次再獲「傑出學生」也令我
滿懷喜悅，因為這是老師、同學
對我的認同。

The English Musical
The finale musical performance – “Sinbad Sails Again” was successfully
staged at Tuen Mun Town Hall on 18 July.

After 10 months of thorough

musical theatre performance training, over thirty F.1-F.4 students from our
school, gave an exceptional performance that night to about 1,000 audiences
who showed great support and appreciation for the performance.
The performance was actually part of the English Musical Theatre
Animateur Scheme introduced by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Through an array of school-based, studio and performance venue
programmes,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learnt how to cooperate and share, as
well as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related theme and issues. The high quality
script, associated music and variety of dances enabled students of different
characters to blossom in this fantasy musical play where ensemble work was
emphasized to bring out the fun and entertainment to the aud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