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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學年開始了，同學們經過不斷的努力，在第一段考獲得優異的成績。朱副校長於早會上

頒發獎狀給獲獎的同學，希望所有同學抱着「勝不驕、敗不餒」的精神繼續努力，在下一次段考爭

取更理想的成績。 
 

獎項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全級第一名 1E 黎錦蔚 2C 柯勛耀 3C 高博淵 4E 蘇  頴 5E 蔡汶珊 6E 陳毓麟 

全級第二名 1C 李鏗賢 2B 林朗澄 3A 周坪澔 4F 郭詠欣 5E 羅竣之 6E 申俊怡 

全級第三名 1E 梁俊睿 2D 梁湲然 3D 張卓霖 4E 葉保亨 5E 黃寶瑤 6E 李諾嘉 

中文科 

全級第一名 

1C 林詩婷 

 

2B 林朗澄 

2C 王怡穎 

3D 張卓霖 

 

4E 蘇  頴 

 

5E 蔡汶珊 

5E 羅竣之 

6E 陳毓麟 

 

英文科全級 

第一名 

 

1A 劉卓宜 

1B 雷頌慈 

1C 李鏗賢 

1C 劉穎琛 

1D 梁駿亨 

1D 李健朗 

1E 朱許晴 

1E 梁俊睿 

2B 林朗澄 

2C 柯勛耀 

 

 

 

 

 

 

3C 高博淵 

 

 

 

 

 

 

 

4D 宋凱淋 

 

 

 

 

 

 

 

5E 蔡汶珊 

5E 羅竣之 

 

 

 

 

 

 

6E 李諾嘉 

 

 

 

 

 

 

 

數學科全級 

第一名 

 

1B 鄭駿輝 

1B 陳俊羲 

1D 王  薇 

1E 黎錦蔚 

1E 梁俊睿 

2C 霍文軒 

 

 

 

 

3A 周坪澔 

 

 

 

 

4E 葉保亨 

4F 鄭俊諺 

 

 

 

5E 蔡汶珊 

 

 

 

 

6E 張栢豪 

6E 關文竣 

 

 

 

常識科全級 

第一名 

 

1A 姜嘉珈 

1A 劉卓宜 

1A 陳卓欣 

1B 唐偉超 

1B 梁智聰 

1B 陳俊羲 

1B 鄭駿輝 

2A 李仕成 

 

 

 

 

 

3C 高博淵 

3D 張卓蓉 

3D 葉水源 

3E 馮柏殷 

 

 

4D 許樂瑤 

 

 

 

 

 

5E 蘇小謙 

5F 勞嘉慧 

 

 

 

 

6E 申俊怡 

 

 

 

 

 
 

2009-2010年度成績金榜 

(第一段考) 



 

獲獎喜訊 
 

中文科比賽 
 

12/12/09三至六年級共19名學生參加了由新界校長會及上海教育報刊總社合辦之第四屆滬

港「寫作小能手」現場作文邀請賽，成績如下： 
 

一等獎 

P.3 張卓蓉、張卓霖 

P.4 朱嘉慧 

P.6 申俊怡 

二等獎 

P.3 何家葦、楊思銳、馬衍濤 

P.4 葉保亨、蘇穎、郭詠欣 

P.5 黃慧晶 

P.6 汪家安、勞琬珊、勞愷晴 

三等獎 

P.3 高博淵 

P.4 石文欣 

P.6 張善雅、高曉君 

 

 

英文科比賽 

1. 4F班陳銘恩同學參與了由PPP Company Limited舉辦的故事寫作比賽，並於7-9歲組別中取得

亞軍。 

2. 本校四至六年級男子英文集誦隊於本屆朗誦節取得冠軍，並獲邀請出席香港電台冠軍隊伍表演

的攝錄節目，有關的表演於香港電台作網絡直播及製作成教育電視於下學期播放。 

 
 
 
 
 
 

第十四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校內賽)已經進行，老師已從眾多的作品中挑選優

秀的作品參加比賽。6E班鄧雯雅同學更脫穎而出，於中文硬筆書法小學高級組決賽中獲得優良獎，

希望同學都能用心、認真寫字，書寫整潔優雅硬筆字。 

 

中文組 

初級組冠軍： 2C 柯勛耀 初級組亞軍：1D 陸映彤 初級組季軍：1E 黎錦蔚 

中級組冠軍： 4F 柯旭昇 中級組亞軍：3B 樊鎧琪 中級組季軍：3C 陳芯蕎 

高級組冠軍： 6E 鄧雯雅 高級組亞軍：6E 黃騰威 高級組季軍：6E 吳秋池 

 

英文組 

初級組冠軍：2C 柯勛耀 初級組亞軍：2D 梁湲然 初級組季軍：2A 陳釔良 

中級組冠軍：3D 張卓霖 中級組亞軍：4D 宋凱淋 中級組季軍：3C 陳芯蕎 

高級組冠軍：6F 潘穎文 高級組亞軍：6E 吳秋池 高級組季軍：6E 鄧雯雅 

 

第十四屆全港中小學 

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數學科比賽 

本校數學科積極讓學生參與校外比賽，發揮同學的潛能。由9月至12月，本校學生共參加

了5項校外比賽，暫時獲得16個公開賽獎項，成績非常優異，當中有4 名同學於第四屆西貢區小

學數學遊蹤比賽中獲全場總冠軍。 

26-9-2009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最積極參與獎

26-9-2009 5 5E 區善衡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優異獎 

26-9-2009 6 6F 謝曉峰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優異獎 

26-9-2009 6 6E 陳毓麟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優異獎 

26-9-2009 6 6E 勞愷晴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優異獎 

26-9-2009 6 6A 胡嘉豪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優異獎 

7/11/2009 6 6E 潘成佳 第六屆香港小學創意解難比賽 全港銅獎 

7/11/2009 6 6E 何盈僖 第六屆香港小學創意解難比賽 全港銅獎 

7/11/2009 6 6E 王溢生 第六屆香港小學創意解難比賽 全港銅獎 

7/11/2009 6 6E 李諾嘉 第六屆香港小學創意解難比賽 全港銅獎 

20/11/2009 6 6E 陳毓麟 第二屆全港澳聰穎數學腦大賽 入決賽12/12

20/11/2009 5 5F 陳俊然 第二屆全港澳聰穎數學腦大賽 入決賽12/12

5/12/2009 6 6E 王溢生 第四屆西貢區小學數學遊蹤比賽 全場冠軍 

5/12/2009 6 6E 陳毓麟 第四屆西貢區小學數學遊蹤比賽 全場冠軍 

5/12/2009 6 6E 申俊怡 第四屆西貢區小學數學遊蹤比賽 全場冠軍 

5/12/2009 6 6E 張栢豪 第四屆西貢區小學數學遊蹤比賽 全場冠軍 

1/1/2010 2 2E 關毅博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一等獎 

1/1/2010 3 3B 凌瑋賢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一等獎 

1/1/2010 4 4D 陳文亮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一等獎 

1/1/2010 4 4F 黎錦瑩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一等獎 

1/1/2010 2 2A 李仕成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二等獎 

1/1/2010 1 2E 李鑫權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二等獎 

1/1/2010 3 3E 林家豪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二等獎 

1/1/2010 4 4E 蘇頴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二等獎 

1/1/2010 4 4F 郭詠欣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二等獎 

1/1/2010 4 4E 蘇世杰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二等獎 

1/1/2010 5 5E 李金諱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二等獎 

1/1/2010 5 5D 李劻橋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二等獎 

1/1/2010 5 5A 丘藝碧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二等獎 

1/1/2010 6 6E 高凱怡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二等獎 

1/1/2010 6 6E 陳毓麟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二等獎 

1/1/2010 6 6A 胡嘉豪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二等獎 

1/1/2010 6 6F 謝曉峰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二等獎 

1/1/2010 1 1C 蘇銘浚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二等獎 

1/1/2010 1 1E 黃子聰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二等獎 

1/1/2010 1 1B 陳俊羲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二等獎 



1/1/2010 2 2B 陳慧瀅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2 2D 廖明山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2 2E 潘穎童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2 2D 李暐熹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2 2A 周曉瑜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3 3B 林師朗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3 3B 楊思銳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3 3E 高芷欣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3 3E 陳永灝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3 3C 高博淵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4 4F 曾慶來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4 4E 葉保亨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4 4F 曾慶利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4 4F 譚陌琦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4 4D 甘兆正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4 4E 周映彤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4 4D 邱諾軒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4 4E 張俊鴻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5 5F 勞嘉慧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5 5E 羅竣之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5 5E 蘇小謙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5 5E 朱偉烽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5 5F 陳俊然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6 6E 張栢豪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6 6E 李諾嘉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6 6F 馮浩宸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6 6E 葉浩明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6 6F 黃文正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6 6F 張業淇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6 6E 勞愷晴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6 6E 申俊怡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6 6E 區愷楹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6 6F 陳可晴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6 6F 鄭駿熙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1 1B 鄭駿輝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1 1A 李子瑩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1 1D 管樂怡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1 1B 高曉晴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1 1D 盧敏婷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1 1B 李湋微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1/1/2010 1 1E 黎錦蔚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0 三等獎 

 



北京之旅後感 

陳毓麟(6E) 、區愷楹(6E) 、勞愷晴(6E) 、曾詠淇(6E) 、高凱怡(6E) 

本校於「建國六十年專題研習獎勵計劃」比賽中，獲得優異的成績，獲教育局邀請，於 12

月20日-12月24日到北京進行學習交流，以下是同學們參與後的分享。 

今天是我們第一天的行程。吃過午飯後，我們來到北京市規劃展覽館參觀。我們最欣賞展覽

館地面上的模型，非常逼真。晚上，我們去了前門大街。前門大街是一條步行街，兩側興建了不少

的商店。我們覺得那裏最具特式的地方是「古今俱備」，在現代的大街中，興建了一些古代建築。

今天行程，讓我們認識了中國的城市和古今的變化。 

第二天，我們各人都帶着睡眼惺忪的樣子到天安門廣場參觀升旗儀式以及遊覽廣場，升旗的

隊伍非常整齊，場面十分壯觀、嚴肅。之後，我們到了故宮參觀，故宮內的建築規模宏大壯麗，建

築非常精美，體現了我國古代建築風格。 

吃過午飯後，我們去了遊胡同。胡同裏的設施非常簡陋，但居住在內的小孩卻表現得很開心，

從來沒有抱怨過。他們明白「知足常樂」的道理，相比起香港的小孩，卻「身在福中不知福」。 

緊接下來是參觀國子監和孔廟，體驗古代的文化和教育。孔廟是一所敬拜孔子的廟宇，每年

信眾們都會在這裏舉行盛大的祭孔儀式，孔廟富麗堂皇，神像周圍放滿貢品及裝飾，內裏擁有孔子

教學生的模型品，感覺像置身在古時的教室一樣。 

晚上，夜遊王府井大街，看到了北京的經濟發展，我們看到製造第一面國旗的店鋪還屹立在

大街當中，我們還能在舖前拍照留念，真的感到非常榮幸。 

第三天是北京學習團行程的重點—參觀海滇區彩和坊小學。當我們進入學校時，這所學校正

播放「北京歡迎您」這首主題曲，為我們參觀揭開序幕。我們進行了簡單而隆重的簽名儀式，詳盡

介紹了冬至到元宵節的歷史和習俗。之後，我們參與穿珠、畫面譜及剪紙手工藝的活動。最後，他

們更分享了美味的地道小食及冬至特色的食物—餃子。參觀完小學後，我們又到了北京大學參觀，

感受濃烈的學習氣氛，寄望日後成為其中的一份子。參觀完學校後，我們走訪了圓明園遺址公園，

緬懷當時建築的宏偉。晚上，我們更可以看到精彩的雜耍表演，為整天豐富的行程畫上完美的句號。 

第四天，是接近離開北京的一天。在早上大約八時，我們吃過早飯後，在天朗氣清的天氣下，

到了人民革命軍博物館。在眾多展覽館中，我最深刻的展館是軍事博物館，那裏有一段歷史是講述

日本侵華，相片盡是血淋淋的場面，令我們感到十分害怕。之後稍作休息，我們便到了舉行 2008

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場地—鳥巢和水立方。鳥巢的外觀出眾，外形獨特，而水立方是一個用「水」

做成的一個立方體，我們在這裏購買了很多紀念品。最後，我們到了最後一個地方—中國科技藝術

館，裏面有很多新奇而有趣的東西，如：在鋼線上踏單車，感覺又好玩又刺激！ 

12月24日是北京學習團的最後一天，也是我們很捨不得的一天。我們先前去了建築在湖上

的國家大劇院，單從外型及建築横跨池底的特色，已值得一遊，在入口的那一層的天花看見了水的

流動，真是十分有趣，如果有機會的話，我一定會帶爸爸媽媽來這裏欣賞一下。之後我們去了「798

藝術區」，它是由工廠間改造而成的。我們看那些藝術品，也嘆為觀止。 

我們參觀完所有景點後，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回到香港。在這幾天內，我們學到了不少關於

中國的知識，令我們的知識往前走了一大步。這趟交流，我們獲益良多，亦令我們對祖國有更深的

了解。 

 

 

 



常識科比賽 

本校參加了由「香港青年協會」及西貢區議會合辦的「喜動投入東亞運躍動將軍澳獎勵計

劃」，獲得學校組亞軍，並於 1 月 16 日(星期六)下午，在將軍澳中心商場舉行了頒獎典禮。本校

派出6A胡嘉豪同學及6E葉浩明同學代表領獎。藉此機會，鳴謝所有參與此計劃之同學及家長，沒

有你們的支持，本校真的不能取得如此佳績。 

 

朗誦節成績公佈 

本校於第6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獲得佳績，實在可喜可賀! 得獎名單如下： 

集誦項目：小四至小六年級男子英文詩詞集誦（冠軍） 

小一至小二年級男女子普通話詩詞集誦（亞軍） 

獨誦項目：2A 蕭娉婷 --- 小學一、二年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 

2B 文葆明 --- Primary 1 to 2, Girls,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季軍） 

6E 伍震豪 --- Primary 6, Boys,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季軍） 

6E 陳毓麟 --- Primary 6, Boys,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季軍） 

另外，本校共有35位學生獲得優良獎狀，同學的表現都十分理想，恭喜所有得獎同學。 

馬拉松101打氣大行動-唱作比賽  

本校6E區愷楹在10月參加「馬拉松101打氣大行動-唱作比賽」成功入選決賽，這次比賽

共有六間學校進入決賽，本校是其中之一間學校。另外，20位同學於12月14日現場演繹作品「強」

最後獲得優異獎。 

 

體育快訊 

學校火炬傳送 

2009 年 12 月 5 日東亞運動會開幕，11 月 27 日學校舉行了火炬傳送活動。 

 

「創造傳奇一刻」，香港終於創造傳奇一刻，第一次舉辦東亞運動會。 

 

學校亦創造傳奇一刻，因為聖火第一次在學校燃點，同學們都心情興奮，大家

熱切期待聖火燃點一刻的來臨，大家唱著東亞運動會主題曲，叫喊著東亞運動會口

號，揮動自家設計的火炬，當校長點燃聖火，高舉火炬的一刻，我們都雀躍起來了⋯⋯ 

 

體育老師火炬手帶著火炬走遍各層樓的每一角落，各班同學歡喜若狂，叫喊著

口號，揮動著自家的火炬，聖火的光芒，照亮著每位學生，同學們開心，火炬手開

心，保護火炬手戰士開心⋯⋯ 

 

校長帶著聖火回到禮堂，大家見證我們傳奇的一刻，聖火徐徐熄滅，每位王余

家潔的老師同學，心中的火仍是熊熊的，因為我們深信，運動的聖火，永遠留在學

校，照亮著我們的體育發展。 



參觀東亞運動會比賽 

 

 

 

乒乓球比賽 

香港、加油、香港、加油⋯⋯，精彩的比賽，讓同學們大開眼界，香港對韓國

的乒乓球比賽中，雙方球來球往，精彩絕倫，同學們落力打氣，我們帶著全場的氣

氛，支持香港隊，球員落力比賽，最後香港鬥到最後一局，以 2 分負於韓國，雖然

我們有點失望，但我們深信香港會繼續努力⋯⋯，離開時，同學們獲得其他市民讚

賞，同學們開心了，老師們笑了。 

 

排球比賽 

中國，勁⋯⋯，超手打，快攻，撲球精彩，雖然相方實力懸殊，但同學們都興

奮極了，因為很多同學是第一次到香港體育館，他們又帶備零食，所以有波睇，有

零食吃，又可以為中國隊打氣，像大食會一樣，非常開心，最後中國勝了，大家都

能盡興而回。 

 

足球準決賽 

看著香港足球隊戰勝北韓，獲得決賽權，大家心中無比興奮，激動的心情久久

未能平伏，回校已 11 時多了，但每人都回味香港隊射十二碼精彩的片段，香港，創

造傳奇一刻⋯⋯ 

    

籃球決賽 

2 分鐘時間，竟需時 30 分鐘完成，犯規戰術，九分距離，竟追至一分，最後中

華台北雖落敗，實在是一場精彩的比賽，同學都非常開心，不斷為球隊打氣，相信

他們 

已愛上了籃球。 

 

田徑比賽 

最後一天的東亞運動會賽事，我們在田徑場上看見實習老師姚老師，他代表香

港跑 4 x 400 接力賽，同學們都興奮莫名，不斷叫著姚老師，雖然香港隊最後只獲

得第四名，我們都期望香港田徑隊再接再厲，繼續努力呀！ 

項目 賽事 地點 人數 日期 

乒乓球 初賽(香港對韓國) 伊利沙伯體育館 50 人 2/12/2009 

排球 初賽(中國對關島) 香港體育館 50 人 3/12/2009 

足球 兩場準決賽(香港對北韓) 香港大球場 100 人 10/12/2009 

籃球 男子冠軍賽(中華台北對韓國) 香港體育館 50 人 11/12/2009 

田徑 男女子田賽、徑賽女子 7項全能 將軍澳運動場 50 人 13/12/2009 



學生參觀東亞運動會比賽後感受 

4D 曹燁  

十二月三日，我非常幸運可以和老師、同學一起到香港體育館參觀 2009 東亞

運動會的排球比賽﹝男子初賽中國 vs 關島﹞。 

這是我第一次去香港體育館參觀比賽，所以我的心情又興奮又緊張。來到香港

體育館，我們首先觀看他們三十分鐘的練習，然後比賽就開始了。中國一直領先，

我們不停地喊口號：「中國加油！」。我們一直為中國隊打氣，比賽十分精彩！最

後，中國隊終於勝出了！我們感到很開心，為中國感到很自豪。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我穿上一套簇新而整齊的運動服，興致勃勃地跟老師到將

軍澳運動場觀看 2009 東亞運動會的田徑比賽﹝男、女子田徑、徑賽女子 7 項全能﹞。 

我和老師、同學一起從學校步行前往將軍澳運動場。那裏的設施很齊備，可以

容納很多觀眾，比賽的地方也十分廣闊，而且空氣十分清新。 

精彩的田徑比賽就要開始了，現場十分熱鬧，中國、中國香港、中華台北、日

本.⋯的健兒精神奕奕地出場了，現場的氣氛立即十分高漲。來自不同國家的觀眾都

在為自己國家的運動員打氣，我們也高叫：「香港加油！中國加油！」比賽十分激

烈，十分精彩。最後，中國隊拿了兩面金牌。我感到很開心！為中國感到很自豪 

4A 高永卓   

在十二月三日，我和學校的老師去香港體育館參觀精彩的排球賽事。 

我覺得這次精彩的賽事很好看，關島的運動員雖然很強壯，但中國都可以三局

連勝，是他們經過艱苦的訓練，才能做出這麼高超的技術，我真佩服他們。 

觀賞今次之比賽，提高了我對排球的興趣。以後我會多些參與排球的活動。 

4E 李文詠  

今天，我有幸去看排球比賽，我們乘車去到香港體育館的時候，老師把門票給

了我們，便進去了。 

我們進去之前，每位工作人員要檢查我們帶的東西，然後要給他們門票，便可

以進去了。 

那裏十分熱閙，我們幫中國打氣，一有休息，我們便說：中國加油！真是很開

心呢！過了一會兒，比賽便完結了。 

區際足球比賽----八強 

今屆全港小學足球比賽於2010年1月31日圓滿結束，西貢區進入八強，過去數年皆未能進

入八強，有此成績，已算不錯，學校有三位區代表同學，6F馮浩宸、6D劉玠培及4E周敬桁，三人

表現出色，4E周敬桁的表現，更令人佩服，如此小小年紀，能代表區比賽，將來前途無可限量。 



四年級五人足球賽---殿軍 

3/1/2010(日) ，四年級足球隊員參加了五人足球賽，比賽非常激烈，參加隊

伍來頭不少，有日本隊、將軍澳聯隊、東區區隊、荃灣區隊及山度士足球隊，只有

我們是以學校名義出隊，最後勇戰下獲殿軍，成績非常不錯。 
 

西貢區小學校際陸運會 

第十三屆西貢區

小學校際陸運會 

16/11-17/11/09 (一、二) 

西貢鄧肇堅運動場 

 

團體獎 

1. 女甲--亞軍 
2. 男乙--季軍 
 

4×100 接力獎項 

冠軍 

女甲 4X100 米 

6F 張心兒 

6F 陳嘉茵 

6B 吳嘉穎 

6A 朱靖琳 

6A 周葆諭 

6B 勞琬珊 

 

亞軍 

男乙 4X100 米 

5E 梁朗賢 

5D 張子俊 

5B 田中誠人 

5F 黃文迪 

5E 陳意行 

5A 馬浚鉻 
 

季軍 

女乙 4X100 米 

5F 錢韵妃 

5E 蔡汶珊 

5E 蔡潔儀 

5D 羅潤婷 

5F 張鈺林 

5F 李韻媐 

 

殿軍 

男丙 4X100 米 

4F 林晉 

4E 周敬桁 

4F 葛善輝 

4F 周華烯 

4B 廖嘉杰 

3D 曾家樂 
 

個人項目 

 

亞軍 

1 男乙 200 米 5B 田中誠人 

2 女甲 200 米  6B 吳嘉穎 

 

季軍 

1 女甲 跳高  6B 勞琬珊 

 

殿軍 

1 女乙 60 米 5F 錢韵妃 

 

 

 

冠軍 1 個  

亞軍 3 個  

季軍 3 個 

殿軍 2 個 

 

接力邀請賽---冠軍 

6/1/2010(三) 於將軍澳運動場，參加王華湘中學接力邀請賽女子組冠軍。 

6A 朱靖琳 6B 吳嘉穎 6F 陳嘉茵 6F 張心兒 

 

接力邀請賽---冠軍 

6/10/2009(二) 於西貢鄧肇堅運動場，參加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接力
邀請賽女子組冠軍。 

6A 朱靖琳 6B 吳嘉穎 6F 陳嘉茵 6F 張心兒 

1B班雷頌慈獲大坑東少林欖球會2008-2009最傑出球員。 



西貢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冠軍 

2009 年 12 月 10 日，王余家潔男子足球隊，創造傳奇一刻，歷史性奪取西貢區

小學校際足球比賽冠軍，整個比賽，以未輸一場的姿態進入決賽，決賽對手為初賽

同組的梁潔華小學，梁潔華初賽時以首名進入複賽，而我校以次名進入複賽，足球

隊員排除萬難，一人走多一步，決賽再遇初賽和波的對手，結果以 2 比 0 的戰果，

勇奪冠軍，隊員都興奮莫名，有隊員更哭了，此情此景，仿佛香港足球隊贏東亞運

動會足球冠軍的感受一樣。「王余家潔，最到最好，Yes！」 

隊員包括: 

 

 

 

 

 

 

西貢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組—殿軍      女子組—殿軍 

2010 年 1 月 29 日，「創造傳奇一刻」，又一次在王余家潔出現，西貢小學校

際籃球比賽，從未取得過任何獎牌的我們，今年，竟在男子組及女子組中勇奪殿軍，

同一所學校，男女子組皆有獎牌，絕不容易，實在要多謝訓練老師的教導，及隊員

們辛勤的練習所致。比賽非常激烈，對手相當厲害，同學們非常併搏，發揮超水準

的表現，奪得殿軍，大家都非常興奮。男子組隊員更流下英雄淚，因為爭入決賽一

戰，領先的情況下，反負於對方，大家感覺有點不值，其實，波是圓的，相信下一

屆，籃球隊將捲土重來，向更佳的成績進發，籃球隊員們，加油呀！ 

男子組                  女子組       

6F 陳祖森  6F 陳嘉茵 

6F 馮浩宸  6F 羅碧瑩 

6E 張栢豪  6F 胡穎欣 

6E 楊志勇  6B 勞琬珊 

6B 羅堃耀  6B 吳嘉穎 

5F 莫寶俊  6B 王綺琪 

5E 陳意行  6A 周葆諭 

5D 陳源迪  6A 朱靖琳 

5D 張子俊  5F 劉紫姍 

5D 胡綿濤  5E 傅穎然 

5B 田中誠人  5E 蔡潔儀 

5A 譚永東  5D 羅潤婷 

 

4E 周敬桁 6D 范嘉仁 

4F 黎展滔 6D 劉玠培 

5A 譚永東 6D 謝國樑 

5B 田中誠人 6E 張栢豪 

5B 羅日朗 6F 馮浩宸 

5D 江浚堯 6F 周承駿 

5D 黃俊杰   

5F 胡廣亮   



視覺藝術科比賽 

5E班廖嘉頤於西貢區道路安全書簽設計比賽獲亞軍。 

2D班梁湲然於「家」添動力愛和平社區計劃活動中參與親子填色比賽（初小組）獲優異獎。 

 

拉丁舞比賽 

拉丁舞班同學熱愛舞蹈，並多次在公開比賽中獲得理想成績，他們最近又再次得獎，實在令

人感到興奮！得獎詳情如下： 

 

日期：11月8日 

比賽：第一屆荃灣區舞蹈錦標賽 

獎項：1. 男女專項牛仔舞9至10歲第五名 

      2. 男女專項查查查9至10歲第六名 

      3. 男女專項森巴舞9至10歲第七名 

      4. 男女專項倫巴舞9至10歲第七名 

以上項目得獎學生：4C黎浩鋒、4E周映彤 

 

日期：11月8日 

比賽：第一屆荃灣區舞蹈錦標賽 

獎項：1. 女子專項牛仔舞11至12歲銀獎 

      2. 女子專項森巴舞11至12歲銅獎 

      3. 女子專項查查查11至12歲第四名 

      4. 女子專項倫巴舞11至12歲第四名 

以上項目得獎學生：6A黎鎧瑩、6F楊海莉 

 

日期：12月27日 

比賽：全港兒童及青少年明日之星選拔賽— 

金鑽杯系列亞洲公開賽 

獎項：1. 華爾滋 第一名 

      2. 森巴舞 第二名 

      3. 倫巴舞 第二名 

      4. 查查   第二名 

      5. 探戈舞 優異獎 

      6. 搖擺舞 優異獎 

以上項目得獎學生：4E周映彤、4C黎浩鋒 

 

日期：12月27日 

比賽：全港兒童及青少年明日之星選拔賽— 

金鑽杯系列亞洲公開賽 

獎項：1. 查查   優異獎 

      2. 倫巴舞 優異獎 

      3. 搖擺舞 優異獎 

以上項目得獎學生：5F鄺珈瑩、6A黎鎧瑩 

 

 

 

 

 

 

 

 

 

 

 



呂中快訊 

   

        為了表揚本校優秀的同學，校監呂博碩太平紳士於2009年12月2日親臨本校，任「呂潤財

紀念中學奬學金頒奬典禮」主禮嘉賓。當日，呂禮恒校董、校董黃烱強總理、東華三院學務總主任

韓孝述先生、一條龍小學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馮展財校長及家長教師會主席均有出席盛會。  

    奬學金設立目的有三： 

1. 獎勵於香港公開考試中考獲優異成績及對學校有卓越貢獻之同學；  
2. 獎勵由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升讀本校而成績優異及對學校有卓越貢獻之同學；  
3. 獎勵於課外活動方面取得佳績的同學。  

今年，呂博碩太平紳士為了奬勵於課外活動方面取得佳績的同學，特別新增設東華三院呂潤

財紀念中學課外活動傑出成就奬學金，並額外捐贈$76,000奬學金奬勵學業成績及課外活動成績優

異的同學。  

同學為了答謝校監呂博碩太平紳士慷慨捐贈，特別自製了「三寶」贈予呂博碩太平紳士。這

三寶為金龍、金船及學校立體圖。金龍祝願呂校監事業如飛龍般不斷向上；金船代表勝利之船，寓

意步向成功；而學校立體圖層層向上，代表呂校監事業蒸蒸日上。  

當天大部份得奬同學的家長都有出席支持並上台合照，一條龍小學亦有師生代表到賀。最後

得奬同學與校長真情對話。典禮經由校園電視台呂中頻道直播全校。  

 得奬名單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中學會考卓越表現獎 

o 陳偉騰：2009年中學會考成績：8A 1B 1C  

o 王錦瑞：2009年中學會考成績：6A 2B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中學會考優異表現獎 

o 黃傑泰：2009年中學會考成績：5A 1C  

o 洪韻瑩：2009年中學會考成績：4A 3B  

o 黃柏星：2009年中學會考成績：4A 1B 2C  

o 葉穎詩：2009年中學會考成績：2A 4B  

o 鄭家潤：2009年中學會考成績：2A 2B 1C  

o 石耀誠：2009年中學會考成績：2A 3C  

o 林  靜 ：2009年中學會考成績：2A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獎學金 

o 胡秀珊：2009年中學會考文科成績：1A 3B 2C  

o 蕭汶智：2009年中學會考理科成績：1A 2B 2C  

o 梁曉諾：2009年高考文科，升讀香港城市大學市場營銷學系  

o 古志耀：2009年高考文科，升讀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  

o 林雪燕：2009年高考理科，升讀香港大學理學院  

o 韓堅輝：2009年高考理科，升讀香港中文大學統計學系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一條龍獎學金  

o 林金鋒：2008-09年度中一全級第四名，獲7優點  

o 韓堅華：2008-09年度中二全級第二名，獲2小功、7優點  

o 梁樂怡：2008-09年度中三全級第十五名，獲12優點  

o 李俊寧：2008-09年度中四級第三名，獲2小功、10優點  

o 黃傑泰：2009年中學會考成績：5A 1C。中五全級第二名，獲2優點  

o 簡燕婷：2008-09年度中六級第六名，獲13優點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課外活動傑出成就獎學金 

• 體育範疇：鍾國海、 陳凱欣  

• 藝術範疇：羅凱然、 梁穎君  

• 服務範疇：黃穎茵、 曹嘉恩  

  

     東華三院謝婉雯醫生紀念獎學金 

o 林子耀：2009年中學會考成績：5B 2C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o 中五級：黃穎茵  

o 中六級：王錦瑞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獎學金頒獎典禮 

呂博碩校監訓辭 

 

韓總主任、叢校長、家教會主席王女士、各位嘉賓、老師、家長、同學： 

  

   今天是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獎學金頒獎典禮，本人很榮幸獲邀任主禮嘉賓，與各位一
起分享同學的喜悅。 

  

   今年，呂潤財紀念中學在會考成績方面，繼去年佳績之後，再闖高峰。去年本校誕生7優
狀元陳宝藍同學，今年更誕生8優2良狀元陳偉騰同學，這是東華三院18所中學中之最佳成績，

亦是西貢將軍澳區中學之最佳成績，喜訊一年接一年。除此之外，其他成績突出的同學，亦不勝枚

舉，包括: 王錦瑞(6優2良)、黃傑泰(5優3良)、洪韻瑩(4優3良)、黃柏星(4優3良)。獲得2優成

績的同學，亦有5位。   共有66位同學的中學會考積點為14分或以上。全數升讀本校中六預科課
程。成績實在令人鼓舞。 

 

    眾多成績優異的同學，都是我們值得學習的榜樣。掌聲和光榮背後，必須經歷艱苦的學習
過程，而且懂得善用時間、專心一致，這樣才能夠成功。踏入21世紀，學生除了在學業方面要有

超卓表現，還要在體育、藝術及社會服務方面有多元化的發展，才能配合東華三院的全人教育精神。 

  

    藉著今日的典禮，本人向叢校長、老師和同學熱烈祝賀，期望各位繼續努力，邁步向前，
在學習旅途上取得更光輝的成就，將來學有所成，回報社會，造福人群。 

  

    今年是呂潤財紀念中學和王余家潔紀念小學結龍的第一年，將來呂潤財紀念中學的成績十
分倚賴馮展財校長能否將王余家潔紀念小學的優秀學生輸送給我們，這有賴東華三院、中學和小學

三方面的全面配合。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多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