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校訊傳真 資訊快又 fun!!
新一年的校訊傳真又出版了。本期的校訊傳真，一如既往，為大家帶來校內又新又快的資
訊，希望同學喜歡閱讀。
我們的新老師
同學們有沒有發現學校多了兩位言談幽默的新老
師呢？他們就是高大威猛的黃啟立老師及溫柔嫻
淑的潘淑娟老師。他們都是中文科的高手，並有
豐富帶領制服團隊的經驗。黃啟立老師更是香港
交通安全隊的副隊監。今年本校的交通安全隊隊
員能得到他的指導，相信學生定能獲益良多。

歐陽秀雯老師弄瓦之喜
歐陽秀雯老師在 10 月 30 日
誕下了一個七磅一安士的小
女孩，母女平安，但還沒起
名字。小朋友，你能給歐陽
老師建議嗎？

學校還多了兩位青春可人的外籍英語教師 Miss
Tran 及 Miss Uttley，她們分別任教一至四年級
的英語坊及六年級的英文。各位同學，多爭取機
會跟她們溝通溝通吧。

活動快訊
探訪「力勤幼稚園」
九月二十七日，本校的小一「力勤幼稚園」畢
業生在老師和家長的帶領下，於興趣小組時段
探訪母校。當天，他們除了跟老師互道別情，
還與師弟師妹一起舞出《十個春天》。是次活
動能培養我校學生尊敬師長的精神，力勤幼稚
園的梁校長及老師也感到非常高興。

參觀亞洲欖球錦標賽
足球、籃球大家都看得
多，你們又可否知道欖球
是什麼？本校學生於 10 月
31 日便參觀了兩場亞洲欖球錦標賽，當
天全程得到港隊成員為我們介紹球賽，
賽後同學更近距離和球員接觸、索取簽
名和拍照留念。你有興趣觀賞欖球比賽
嗎？

「萬聖節活動日」
21 位鬼馬的家長義工悉心為學校的「萬聖節活動日」的鬼屋裝扮，使鬼屋探險充滿了節日氣
氛。家長能參與這次活動，都感到很愉快。如想重溫當天的熱鬧情形，可瀏覽本校網頁。

獲獎喜訊
２Ｂ譚卓琳同學喜獲由

跆拳學生創佳績

Sunny English Club 舉辦的

本校跆拳道班學生於 2004 年 9 月 26 日（星期日）參加了由國際跆拳道
聯盟會香港地區總部及元朗青年商會合辦之「第一屆青少年跆拳道公開
大賽暨香港代表隊選拔賽 2004」，他們成績彪炳，共有 3 位同學獲得最
佳運動員及 11 位同學獲取獎牌，這些表現超卓的同學是：

恐龍繪畫比賽優異獎
看！這頭恐龍多神似，這
便是她的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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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運動員、男子搏擊 8 組 30kg-34kg 金牌
最佳運動員、男子套拳 19 組金牌
最佳運動員
男子搏擊 2 組 20kg-24kg 金牌
男子搏擊 11 組 36kg-43kg 金牌
男子搏擊 13 組 44kg-49kg 金牌
男子搏擊 8 組 30kg-34kg 銀牌
男子搏擊 11 組 36kg-43kg 銀牌
男子搏擊 12 組 36kg-43kg 銀牌
男子搏擊 13 組 44kg-49kg 銀牌
男子搏擊 2 組 20kg-24kg 銅牌
男子搏擊 3 組 22kg-27kg 銅牌

運動健兒揚威四方
十月二十六日為聯校運動日，我校運動員拼勁十足，發揮體育潛能，成績再創新高，共奪
7 冠 3 亞 2 季，此實有賴老師的訓練及家長的支持和合作。除聯校運動日比賽外，游泳公
開比賽及友校接力邀請賽成績亦有相當不俗的成績。有關成績如下：
聯校運動日(26/10/2004)
團體項目(4×100 米接力)
個人項目
亞軍
女甲 冠軍 陳彥君 6C 楊嘉穎 6A
冠軍
女乙 100 米 余嘉金 5B
女甲 100 米
蔡曉丹 6E 林凱雯 6D
女乙 200 米 崔卓瑤 5A
女甲 200 米
女丙 冠軍 陳薔天 4D 賴芷晴 4A
女丙 100 米 陳薔天 4D
男乙 100 米
林巧儀 4D 姚紫君 4A
男丙 100 米 古樂民 4E
季軍
男甲 季軍 譚志聰 6B 王嘉榮 6D
男甲 100 米
男甲 跳高 盧樂德 6E
盧樂德 6E 周文發 6C
接力邀請賽
1)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陸運會(15/10/2004)
女子接力邀請賽 (亞軍)
蔡曉丹 6E 楊嘉穎 6A 陳彥君 6C 林凱雯 6D
游泳比賽
1) 04-05 全港新秀分齡長池游泳比賽 (10/7/2004)(香港業餘游泳總會)(將軍澳泳池)
(冠軍) 50 蝶泳
嚴柏喻 6C
11-12 歲 男子組
2) 2004 西貢區游泳比賽 (17/7/2004)(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將軍澳泳池)
(亞軍) 接力賽
廖銘浩 6C 莫紫瞳 6A 駱港桐 6A 蔡曉丹 5E 莫浩言 6D
(季軍) 50 蛙泳
何萬瑜 4A
9 歲以下 男子組
3) 04-05 全港新秀分齡長池游泳比賽(2/10/2004)(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大埔泳池)
(亞軍) 50 蛙泳
崔卓瑤 5E
9-10 歲 女子組
4) 04-05 全港新秀分齡長池游泳比賽(10/10/2004)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觀塘泳池)
(冠軍) 50 捷泳
賴芷晴 4A
9-10 歲 女子組
(季軍) 50 背泳
賴芷晴 4A
9-10 歲 女子組
(季軍) 50 蝶泳
賴芷晴 4A
9-10 歲 女子組
(季軍) 50 蝶泳
嚴柏喻 6E
11-12 歲 男子組
5) 第 19 屆新界區際水運會(24/11/0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摩利臣山泳池)
(亞軍) 50 蝶泳
賴芷晴 4A
9 歲以下 女子組
(季軍) 50 捷泳
蔡曉丹 6E
10-11 歲 女子組

楊嘉穎 6A
蔡曉丹 6E
羅錦軒 5B
譚志聰 6B

專題研習活動
啟能挑戰日
在本年度專題研習開展前，為了讓學生體會合作和互相溝通的重要，本校分別於 9 月 15 日及 9 月 20 日為
五、六年級學生組織啟能挑戰日活動。學生須要利用廢物完成指定任務。活動過程中，學生須要主動策劃、
與人溝通、互相體諒、互相尊重。透過專題教師及義工哥哥姐姐的解說，學生明白如何有效地處理衝突。在
此特別鳴謝活動當天協助的義工哥哥姐姐。
五年級活動
誰是兇手
為了讓五年級學生體會專題研習的流程，學校於 9 月 24 日
組織了「誰是兇手」學生工作坊。五年級學生變成了大偵
探，為了破解奇案，各組同學絞盡腦汁，利用零碎的資料
將案件重組，找出真兇。
遊覽星光大道
星光大道是香港近年新興的熱門景點，到底星光大道及周
圍環境有什麼吸引遊客的地方? 五年級學生於 10 月 21 日
到位於尖沙咀的星光大道作實地考察，透過自己的感受以
及觀察遊客的反應，找出這地方吸引遊客的原因，以作為
進行專題研習的基礎。

六年級活動
訪問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副校長
六年級學生於本年度將面對一連串與升
中有關的問題，學校於 10 月 7 日邀請了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鄧副校長親臨
本校，接受學生訪問。學生在專題研習
課時以不同角度設定訪問問題，當中包
括中學課程、活動，升中派位機制，及
如何衡量一所中學的好壞等。訪問當
天，學生把握機會向副校長請教。相信
同學們不但對升中預備有更多了解，更
會由此而引發出更多想知道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