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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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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俊傑老師於本學年開始已晉升為主任，負責本校資訊科技教育，以後各
位同學見到「謝主任」，不要忘記跟他笑著打個招呼：「謝主任，您好！」
恭喜!恭喜!凌佩珊老師的小公主於 8 月出世了！陳智敏老師的小公主及潘淑娟老師的
小王子也於 9 月出世了！還有陳美儀老師之小王子亦於 10 月出世了！衷心祝福她們的 BB 仔 BB
女白白胖胖、快高長大、人見人愛、聰明伶俐、聽教聽話、孝順父母…

國情教育在家潔
本校於 2009 年 10 月 3 日參加「國旗飄揚 情繫中華」大匯演國情教育活動。在圖片展
覽比賽中，本校喜獲小學組冠軍。當天各參賽學校的展板內容豐富，圖片精美，實在不相伯仲；
但憑 6E 班陳毓麟及區愷楹兩位同學悉心向評判團講解，使各評判留下深刻印象，終於力壓其他
學校，獲取殊榮。

「國情教育日營」
十月一日是我國建國六十週年的大日子，為了讓同學更了解國情，提升國民質素及身
分認同感，東華三院於 2009 年 9 月 21 日特意舉辦了「國情教育日營」。我校 6E 班的九位同學
代表學校出席了是次活動，他們分別是潘佩詩、王華潔、李諾嘉、區愷楹、勞愷晴、鄧雯雅、申
俊怡、陳毓麟、張柏豪。是次活動更得到馮校長的支持，親自到營中為各位同學打氣。
是次日營節目豐富多采，包括「祖國知多少」問答比賽，考驗同學們對中國歷史、文
化、地理、風俗習慣、藝術等方面的認識；此外，還有精彩的團隊競技活動。同學透過不同的活
動，感受山區兒童上學的艱苦情形；另外，大會還設了中國文化藝術表演的環節，讓同學們盡展
才藝。我校的同學更在問答比賽及才藝表演兩個環節中獲得了亞軍，真是可喜可賀！

慶祝中國建國六十週年
為慶祝中國建國六十週年，本校於 9 月 21 日至 9 月 30 日舉辦「建國六十年 跨步邁向
前」國慶攤位遊戲活動，透過中文、英文、數學、常識、普通話、音樂、體育、視藝、德育及公
民教育各攤位遊戲，讓學生認識祖國文化精粹，並親身感受國慶與眾同樂的喜慶氣氛。此外，同
學亦獲派心意卡一張，把祝福祖國的說話及寄望寫下，並張貼於願望樹上，與老師及其他同學分
享對祖國的祝福。

「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
本校已成功申請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的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
中國語文」計劃。此計劃為期三年，在首年更獲得一位內地交流人員作駐校老師，與本校的教研
小組共同合作，以推展普教中計劃。
本校的內地駐校交流人員是歐國明老師，各位同學在星期一和星期四均會見到歐老
師。請各位同學把握機會，多與歐老師交談，可向歐老師介紹本校，或向歐老師查詢內地的情況，
相信對提升各位同學的普通話能力，必定大有幫助。
大家看見歐老師時，緊記打個招呼：「歐老師，您好！」希望各位同學能多說普通話。

才俊飛昇新一代計劃
2008-2009 年度才俊飛昇（基礎班）的學員畢業了！
本校第一屆「才俊飛昇新一代計劃（基礎班）」的學生畢業了！大會(才俊飛昇新一代
計劃)於 2009 年 8 月 29 日假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舉行了聯校畢業禮，當日我校學生們
與麥主任獻唱了「我信愛是恆久」作為畢業表演。不少出席家長皆感謝學校對其子女的栽培及是
項課程的總監鄒秉恩校長與導師的教導，使其子女能蛻變為一個一個的小才俊。已畢業的小才俊
們承諾定會盡力獻出他們在課程中所學，為學校、為社會發光發熱！

本校第二屆「才俊飛昇新一代計劃」開幕禮
2009 年 10 月 12 日，學校舉行了第二屆「才俊飛昇新一代計劃」開幕禮。此計劃乃屬
資優培育課程，目的是透過一系列探究活動激發學員的創意，發展其高層次思維及社交技巧，使
之能成為有承擔的「終身強效學習者」，回饋社會，貢獻國家。典禮中更邀請了有關之課程總監
鄒秉恩校長簡介課程內容及要求，並回應家長的提問。
是次被學校細心發掘出來的學員共二十名，分別是來自小四及小五的學生各十名。在
典禮中，他們在校長與家長的見證下簽署「承諾書」：承諾在未來一年中，可以盡力及用心地達
到課程的要求，並以成為一個具智慧及承擔精神的才俊作目標！不少家長在其子女簽署承諾書
時，表現得熱淚盈眶，場面感人。

體育快訊
一. 東華三院聯校運動會
23/10/2009(五) ，我校 45 人田徑隊出席東華三院小學聯校運動會，比賽非常激
烈，在同學們的打氣下，田徑隊再創佳績，勇奪男子乙組、女子乙組及男子丙組三組全場
總冠軍，全體出席老師及學生非常興奮，對田徑隊隊員報以熱烈的掌聲，當然，掌聲同樣
報以給訓練運動員的體育老師們，恭喜，恭喜。
東華三院聯校運動會
比賽成績
團體獎

個人項目

1. 男乙--總冠軍

3. 男丙 4X100 米

冠軍

2. 女乙--總冠軍

4F

林晉

1. 男乙 100 米

5E

梁朗賢

3. 男丙--總冠軍

4E

周敬桁

2. 男乙 200 米

5B

田中誠人

4F

葛善輝

3. 女乙 200 米

5F

錢韵妃

4×100 米接力

4F

周華烯

4. 男丙 100 米

4E

周敬桁

冠軍

4B

廖嘉杰

亞軍

1. 男乙 4X100 米

3D

曾家樂

1. 男乙 跳遠

5D

張子俊

5E

梁朗賢

2. 女乙 跳高

5D

羅潤婷

5D

張子俊

3. 男丙 60 米

4F

林晉

5B

田中誠人

4. 男丙 跳遠

4F

葛善輝

5F

黃文迪

季軍

5E

陳意行

1. 男甲 跳遠

6D

謝國樑

5A

馬浚鉻

2. 女甲 跳遠

6F

張心兒

1. 女甲 200 米

6B

吳嘉穎

2. 女甲 跳高

6F

陳嘉茵

殿軍

2. 女乙 4X100 米
5F

錢韵妃

3. 男乙 60 米

5F

黃文迪

5E

蔡汶珊

4. 女乙 100 米

5E

蔡潔儀

5E

蔡潔儀

5. 女丙 跳遠

4A

姜諾霖

5D

羅潤婷

5F

張鈺林

5F

李韻媐

總成績： 冠軍 10 個
亞軍

4個

季軍

2個

殿軍

5個

二. 全港小學校際五人足球比賽
學校男女子足球隊於 14/10/09 及 15/10/09，參加了全港小學校際五人足球比賽。在今
年參賽隊伍，男子隊有 135 隊，女子隊有 32 隊。本校足球隊員非常拼搏，初賽雙雙晉級，男子
隊連勝四場，最後於十六強止步，女子隊亦於十六強後出局，學校第一年參加此項比賽，有此
成績，已非常不錯，來年再努力吧！
三. 參觀香港籃球排球代表隊訓練
因東亞運動會緣故，本校於 2/10/09 及 8/10/09，分別參觀香港男子籃球代表隊及香港
女子排球代表隊訓練，參觀同學非常雀躍，代表隊高超的球技讓同學們上了一課精彩的體育課
呢。

畢業生快訊
＊03-04 年度本校第三屆畢業生會考成績如下：
學生

考獲分數

黃雅恩

30 分

花子韜

29 分

徐樂慧

29 分

梁子豪

28 分

陳永傑

28 分

馬曉晴

25 分

＊現就讀於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黃中正同學獲香港學校戲劇節傑出劇本獎
李名峰同學獲香港學校戲劇節傑出劇本獎及「音樂與人生」學校聯演優良表演獎
＊ 現就讀於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陳衍儒同學獲第 6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良好獎狀
吳卓恩同學獲中七級英語應用科全級第三名
黃婉瑩同學獲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主辦-「普及閱讀獎勵計劃」藍章
陳致行同學獲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主辦-「普及閱讀獎勵計劃」青章
齊艷嬌同學獲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主辦-「普及閱讀獎勵計劃」藍章
黃柏賢同學獲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主辦-「普及閱讀獎勵計劃」青章
陳俊諱同學獲香港龍舟協會主辦-第 52 屆體育節龍舟比賽青年組第六名
鄭朗怡同學獲中四級數學全級第三名、服務獎、尹張碧玉獎學金、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主辦「普及閱讀獎勵計劃」紫章、第 6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獨誦優良獎狀
陳尚偉同學獲中五級物理全級第三名

呂中快訊
公開考試成績
高級程度會考的整體合格率由去年的 78.7%大幅躍升至今年度的 92.7%，位列東華三院中
學的第五名，而且獲得大學學位課程取錄的同學接近五成。
中學會考繼去年佳績，本年再晉一級，整體合格率達 93.03%，位列東華之中學六強。而
個別成績更令人雀躍不已：陳偉騰同學以八優二良創下呂中開校以來最高成績，更是東華三院本屆
成績最優秀學生；而王錦瑞同學亦以六優二良成為東華三院本年度第三佳的成績。
本校的普通話科會考亦締造了今年度東華三院同科的最佳成績，除了派出最多學生應考
外(21 人)，本校取得優及優良成績的人數更是東華三院十八所學校之冠：我們有東華三院本年度唯
一取得普通話優異的同學，亦有 16 人取得優良，證明本校四年來推行普教中的碩果纍纍。

第五屆青年英語演講訓練計劃 (10 月 24 日)
本校與國際英語演講會(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合辦之第五屆「青年英語演講訓練計劃」
(Youth leadership Programme)，開幕禮已於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下午舉行。是日本校邀請了多位
演講會之資深會員，主持演講訓練工作坊及作示範演講。超過 400 名本校及外校師生、家長出席。
同學當日有機會觀摩英語演講會資深講員 Mr PC Chan 及今屆香港冠軍講員 Miss Chickita
Kwan 作示範演講;另外，卓越講員（DTM）叢校長、前東南亞冠軍 Mr Alex Cheung 及本校外籍英語
教師 Miss Saunders 作評論演講。凌沛豪老師及梁沛盈老師亦作出示範演講。此外，資深講員 Mr Alex
Mok 亦為同學們主持「如何克服台上恐慌」 (Overcoming Stage Fright )工作坊，當中更邀請到家長朱
文進先生示範，令出席的近 400 名師生和家長大開眼界。
本學年演講訓練按演講會規格，共設 8 節，參與同學來自中一至中四的學生，日期由 2009
年 11 月 21 日至 2010 年 1 月 30 日。本年度演講會派出 Miss Cora Xu(九龍演講會)及 Miss Winnie Tsui(香
港大學 SPACE 演講會)作為本校導師。

東華三院聯校陸運會 (10 月 28 日及 29 日)
本校勇奪聯校陸運會之男女子全場總季軍！今年本校的季軍成績平了學校過往最佳紀
錄。女子乙組更奪得全場總冠軍，並取得十一面金牌，並獲最佳進步獎。除了呂中的運動員不斷努
力，加上各位老師及校長在背後大力支持外，比賽當日呂中的觀眾及啦啦隊整齊雄壯口號及節奏鮮
明的打氣棒聲，亦是今年成功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