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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段考已經完結了第二段考已經完結了第二段考已經完結了第二段考已經完結了，，，，不少同學獲得優異的成績不少同學獲得優異的成績不少同學獲得優異的成績不少同學獲得優異的成績。。。。馮校長於早會上頒發獎狀給獲獎的同學馮校長於早會上頒發獎狀給獲獎的同學馮校長於早會上頒發獎狀給獲獎的同學馮校長於早會上頒發獎狀給獲獎的同學，，，，

希望所有同學抱着學希望所有同學抱着學希望所有同學抱着學希望所有同學抱着學「「「「學無止境學無止境學無止境學無止境」」」」的精神繼續努力的精神繼續努力的精神繼續努力的精神繼續努力，，，，在第三段考在第三段考在第三段考在第三段考及大考及大考及大考及大考爭取更理想的成績爭取更理想的成績爭取更理想的成績爭取更理想的成績。。。。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一年級 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二年級 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三年級 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四年級 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五年級 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六年級 

全級第一名全級第一名全級第一名全級第一名    

 

1D 陳洛詩 

 

 

2A 梁俊睿 

 

 

3D 梁湲然 

 

 

4D 張卓霖 

 

5E 蘇  頴 

 

6F 馮海欣 

全級第二名全級第二名全級第二名全級第二名    

 

1A 林碧欣 

 

 

2C 李健朗 

 

3D 關毅博 

 

4E 湯浩婷 

 

5F 霍綺玲 

 

6E 羅竣之 

 

全級第三名全級第三名全級第三名全級第三名    

 

1B 葉  開 

 

2D 陳俊羲 

 

 

3E 鄺家愉 

 

 

4D 張卓蓉 

 

 

5F 郭詠欣 

 

 

6E 蔡汶珊 

中文科全級中文科全級中文科全級中文科全級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1A 黃淳馨 

 

 

 

2A 梁俊睿 

 

 

 

3D 林朗澄 

 

 

 

4D 張卓霖 

 

 

 

5F 宋凱淋 

 

 

 

6E 黃寶瑤 

 

 

    

英文科全級英文科全級英文科全級英文科全級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1D 陳洛詩 

 

2E 梁駿亨 

 

 

 

3E 蔡嘉傑 

 

 

4E 周坪澔 

 

 

5E 蘇  頴 

 

 

6E 陳意行 

 

    

數學科全級數學科全級數學科全級數學科全級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1B 王芷淇 

1D 陳洛詩  

 

 

2A 梁俊睿 

2D 鄧柏寶  

 

3D 李仕成 

3D 霍文軒 

 

4E 張韻晴 

 

 

5F 霍綺玲 

 

 

6E 羅竣之 

 

    

常識科全級常識科全級常識科全級常識科全級    

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    

    

 

1B 王芷晴 

1C 譚美玉 

1D 郭依桐 

1D 陳洛詩 

1D 黃俊焱 

1E 李穎言 

 

 

2A 梁俊睿 

2D 陳俊羲 

 

 

 

 

 

3D 曾雪瑤 

 

 

 

 

 

 

4E 湯浩婷 

4E 嚴穎嘉 

 

 

 

 

 

5F 霍綺玲 

 

 

 

 

 

 

6F 張穎心 

 

 

 

 

 

2010-2011 年度成績金榜 

(第二段考) 



中文科校外比賽中文科校外比賽中文科校外比賽中文科校外比賽成績成績成績成績    

上學期，中文科參加了不少的校外比賽，本校學生表現理想： 

1.第五屆滬港「寫作小能手」 

  香港參賽學生 1060 人，本校參賽學生共 44 名，共獲 8 名一等獎、二等獎共 22 名、 

  三等獎 11 名、四等獎共 3 名，成績十分理想。 

六年級 班別 姓名  三年級 班別 姓名 

一等獎 6E 麥珈琳  一等獎 3D 許曉菲 

6F 黃慧晶  3D 林朗澄 

二等獎 6E 黃寶瑤  二等獎 3D 關毅博 

6E 龔愷婷  3D 馮永棋 

6E 鄧學怡  3D 曾雪瑤 

6F 劉若山  3D 周芷瑜 

6F 馮海欣  3E 王怡穎 

6F 勞嘉慧  3E 鄺家愉 

6F 黃樂瑤  3E 唐穎賢 

五年級 班別 姓名  四等獎 3E 李暐熹 

二等獎 5A 梁倩怡     

5E 蘇  穎  二年級 班別 姓名 

5E 朱嘉慧  一等獎 2A 梁俊睿 

5F 蕭振灝  2A 薜柏渝 

5F 梁  哲  2E 黎錦蔚 

三等獎 5A 周柏基  二等獎 2B 李鏗賢 

5B 張凱琳  2C 林詩婷 

5F 余文喬  三等獎 2D 袁梓飛 

5F 郭詠欣  2E 麥俊彥 

四年級 班別 姓名  四等獎 2C 高曉晴 

一等獎 4D 張卓蓉  

二等獎 4D 陳芷欣  

三等獎 4D 張卓霖   

 4D 陳芯蕎  

 4E 何詠珊  

 4E 陳永灝  

 4E 白海藍  

四等獎 4E 王貫堂  

 



    而 8 位在初賽中獲得一等獎的同學在總決賽中亦有理想的表現，雖然面對由國內來港作賽的 

    上海及汕頭學生，亦毫不遜色獲得下列獎項： 

3D 許曉菲 一等獎 

2A 梁俊睿 優異獎 

 

2. 由西貢區公民教育促進委員會主辦的「法治精神在西貢」短文比賽，本校有兩位同學獲得優

異獎： 

4D 何家葦 優異獎 

4D 石君睿 優異獎 

 

3. 由中國文化協會主辦的「印象台灣香港風采」明信片設計比賽中，5E 班吳子晴獲得高小組入 

   圍獎，而本校則獲得「最踴躍參與學校獎(小學組)」 

 

4. 由香港教育學院校友會主辦的「全港小學生關心祖國齊顯愛國情(第四屆)」比賽，本校有兩 

   位同學同時獲得「中國傳奇—閱讀報告比賽」五年級傑出報告獎： 

5F 宋凱淋 得獎作品---女皇帝武則天 

5F 蕭振灝 得獎作品名人故事系列---何大一 

 

5. 由東華三院主辦的「國民教育營」，本校奪得常識問答比賽季軍，參賽同學包括：5E 曹燁、 

   柯旭昇、陳凱星、周映彤、5F 班鄭俊彥、姚淦明、葉永暉、盧雪盈、郭詠欣、蕭振灝，他們 

   亦同時獲得才藝表演冠軍。 

   

    

    

    

    

    

    

    

    

    

    



數學比賽數學比賽數學比賽數學比賽    

    為提供優質數學學習環境，為學生提供發揮潛能機會。本校數學科積極參與或舉辦不同的數

學校外及校內比賽，本校同學表現非常出色，他們於比賽中取得優秀的成績。 

班別班別班別班別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舉辦機構舉辦機構舉辦機構舉辦機構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3D 李凱橋 20/11/2010 聰穎教育慈善基金 第三屆全港澳聰穎數學腦大賽  入圍獎 

3E 李子瑩 20/11/2010 聰穎教育慈善基金 第三屆全港澳聰穎數學腦大賽  入圍獎 

5E 葉保亨 20/11/2010 聰穎教育慈善基金 第三屆全港澳聰穎數學腦大賽  卓越 

表現獎 

6E 羅竣之 20/11/2010 聰穎教育慈善基金 第三屆全港澳聰穎數學腦大賽  入圍獎 

6F 陳俊然 20/11/2010 聰穎教育慈善基金 第三屆全港澳聰穎數學腦大賽  入圍獎 

5E 陳凱星 27/11/2010 佛教正覺中學 第五屆西貢區小學數學遊蹤比賽  優異獎 

5E 蘇頴 27/11/2010 佛教正覺中學 第五屆西貢區小學數學遊蹤比賽  優異獎 

5E 葉保亨 27/11/2010 佛教正覺中學 第五屆西貢區小學數學遊蹤比賽  優異獎 

5E 張俊鴻 27/11/2010 佛教正覺中學 第五屆西貢區小學數學遊蹤比賽  優異獎 

5E 張宇軒 13/11/2010 香港科技大學 世界數學測試 數學試 優 

5E 周映彤 13/11/2010 香港科技大學 世界數學測試 數學試 優 

6E 羅竣之 13/11/2010 香港科技大學 世界數學測試 數學試 優 

6F 范柏嶢 13/11/2010 香港科技大學 世界數學測試 數學試 優 

6F 劉若山 13/11/2010 香港科技大學 世界數學測試 數學試 優 

6F 莫寶俊 13/11/2010 香港科技大學 世界數學測試 數學試 優 

5D 陳俊羲 13/11/2010 香港科技大學 世界數學測試 數學試 良好 

5E 陳凱星 13/11/2010 香港科技大學 世界數學測試 數學試 良好 

5E 周松昕 13/11/2010 香港科技大學 世界數學測試 數學試 良好 

5E 何冠諒 13/11/2010 香港科技大學 世界數學測試 數學試 良好 

5F 周敬桁 13/11/2010 香港科技大學 世界數學測試 數學試 良好 

5F 蕭振灝 13/11/2010 香港科技大學 世界數學測試 數學試 良好 

6F 陳志賢 13/11/2010 香港科技大學 世界數學測試 數學試 良好 

6E 羅竣之 20/11/2010 香港科技大學 世界數學測試 解難試 優 

6F 莫寶俊 20/11/2010 香港科技大學 世界數學測試 解難試 優 

6E 區善衡 20/11/2010 香港科技大學 世界數學測試 解難試 良好 

2D 陳俊羲 1/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1 一等獎 

3D 李仕成 1/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1 一等獎 

 



班別班別班別班別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舉辦機構舉辦機構舉辦機構舉辦機構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5E 葉保亨 1/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1 一等獎 

1E 李穎言 1/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1 二等獎 

2B 王凱晴 1/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1 二等獎 

4D 林師朗 1/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1 二等獎 

4E 凌瑋賢 1/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1 二等獎 

5E 黎展滔 1/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1 二等獎 

5E 曾慶來 1/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1 二等獎 

5F 郭詠欣 1/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1 二等獎 

5F 曾慶利 1/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1 二等獎 

2A 劉卓宜 1/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1 三等獎 

2A 梁俊睿 1/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1 三等獎 

2C 蘇銘浚 1/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1 三等獎 

3D 關毅博 1/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1 三等獎 

4E 陳永灝 1/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1 三等獎 

4E 蔡俊澤 1/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1 三等獎 

5E 張宇軒 1/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1 三等獎 

5E 葉永曜 1/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1 三等獎 



班別班別班別班別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舉辦機構舉辦機構舉辦機構舉辦機構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5F 霍綺玲 1/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1 三等獎 

6E 羅竣之 1/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1 三等獎 

6F 陳俊然 1/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1 三等獎 

6F 劉棹衡 1/1/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華夏盃》全國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1 三等獎 

1E 曾英傑 3/3/2011 本校 速算王 冠軍 

1D 陳嘉禧 3/3/2011 本校 速算王 亞軍 

1E 伍嘉俊 3/3/2011 本校 速算王 季軍 

2E 黎錦蔚 3/3/2011 本校 速算王 冠軍 

2E 梁駿亨 3/3/2011 本校 速算王 亞軍 

2D 鄭駿輝 3/3/2011 本校 速算王 季軍 

3D 李仕成 3/3/2011 本校 速算王 冠軍 

3D 陳慧瀅 3/3/2011 本校 速算王 亞軍 

3D 陳智祥 3/3/2011 本校 速算王 亞軍 

3E 王怡穎 3/3/2011 本校 速算王 亞軍 

3B 趙梓彤 3/3/2011 本校 速算王 季軍 

4D 林師朗 3/3/2011 本校 速算王 冠軍 

4B 周苡霖 3/3/2011 本校 速算王 冠軍 

4E 陳永灝 3/3/2011 本校 速算王 亞軍 

4D 鄭嘉穎 3/3/2011 本校 速算王 季軍 

5E 馬思穎 3/3/2011 本校 速算王 冠軍 

5D 潘澤銘 3/3/2011 本校 速算王 亞軍 

5B 洪浚泓 3/3/2011 本校 速算王 季軍 

6D 胡綿濤 3/3/2011 本校 速算王 冠軍 

6A 邱翰彬 3/3/2011 本校 速算王 亞軍 

6F 劉若山 3/3/2011 本校 速算王 季軍 

1D 陳嘉禧 27/2/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2011 港澳杯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銅獎 

1E 李穎言 27/2/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2011 港澳杯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銅獎 

 



班別班別班別班別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舉辦機構舉辦機構舉辦機構舉辦機構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1E 伍嘉俊 27/2/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2011 港澳杯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銅獎 

2D 李澤一 27/2/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2011 港澳杯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銀獎 

2B 李鏗賢 27/2/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2011 港澳杯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銅獎 

3D 關毅博 27/2/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2011 港澳杯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銀獎 

3D 李鑫權 27/2/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2011 港澳杯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銀獎 

4D 林師朗 27/2/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2011 港澳杯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銀獎 

4E 陳永灝 27/2/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2011 港澳杯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銅獎 

5E 葉保亨 27/2/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2011 港澳杯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銀獎 

5E 曾慶來 27/2/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2011 港澳杯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銅獎 

5F 曾慶利 27/2/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2011 港澳杯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銅獎 

5E 葉永曜 27/2/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2011 港澳杯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銅獎 

5E 蘇穎 27/2/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2011 港澳杯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銀獎 

5F 葉永暉 27/2/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2011 港澳杯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銅獎 

5E 張俊鴻 27/2/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2011 港澳杯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銅獎 

5F 蘇世杰 27/2/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2011 港澳杯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銅獎 

6E 羅竣之 27/2/2011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2011 港澳杯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銅獎 

 

  



  

常識科比賽成績常識科比賽成績常識科比賽成績常識科比賽成績    

    常識科為了推廣社區遊戲文化，參加了由小童群益會舉辦的「共創童樂遊戲書籤設計比賽」。

本校於是次比賽中獲得多個獎項，取得相當卓越的成績。當中，張凱劭同學獲得亞軍，呂佩蓉獲

得季軍，金釗賢及陸映彤同學獲得優異獎。 

 

    另外，常識科為了提高學生對科學探究的精神，參加了由匯知中學舉辦的「第一屆全港小學

科學精英挑戰賽」。是次活動中本校只派出兩隊同學參賽，兩隊皆獲得美滿成績。第一隊由 6A

譚諾謙、6A 黃昱誌、6D 張善意、6D 黃俊杰組成，獲得全場冠軍；另一隊由 6E 馮臻榮、6F 劉若

山、6E 羅竣之、6E 朱偉烽組成，獲得優異獎。 

「「「「全港少年理財爭霸戰全港少年理財爭霸戰全港少年理財爭霸戰全港少年理財爭霸戰 2011 (2011 (2011 (2011 (小學組小學組小學組小學組))))」」」」比賽比賽比賽比賽    

 

 

    本校首次參加香港小童群益會主辦之「全港少年理財爭霸戰 2011 (小學組)」。當日有多間

來自全港各區的學校參賽，「戰況」激烈，比賽過程鋒迴路轉，但本校同學憑着日常的訓練、冷

靜的分析及明智的決定，出色的表現終於在比賽中勝出，榮獲季軍。 

得獎同學：6E 羅竣之、6F 劉若山、6E 蘇小謙 

打氣同學︰5E 葉保亨、5F 鄭俊諺 



體育快訊體育快訊體育快訊體育快訊    

2010-2011 年度東華三院小學聯校足球比賽 

    本校的男子及女子足球隊於十二月三至五日參加了東華三院小學聯校足球比賽，雖然比賽當

日天氣非常寒冷，但各校運動員仍奮力作賽，希望為學校爭取最好的成績。最後，我校的隊員們

果然不負眾望，男子足球隊奪得了冠軍及最佳守門員的個人獎項；女子足球隊則奪得了亞軍，成

績令人振奮。 

所得獎項： 

1. 男子隊【冠軍】  

6B 田中誠人  5F 周敬桁 6B 羅日朗 6C 鍾逸軒 6F 胡廣亮 5E 黎展滔 6D 江浚堯 

6F 莫寶俊 6F 范柏嶢 6D 黃俊杰 4B 劉俊文 5A 伍凱健 6D 胡綿濤 6A 譚永東 

2. 男子隊【最佳守門員】：6D 胡綿濤 

3. 女子隊【亞軍】 

6E 張嘉晴 6D 羅潤婷 6D 羅美玲 6D 李嘉儀 6D 鄧梓潼 

6D 張善意 5F 江明紅 5A 梁穎桉 5A 吳倬慧  

 

「無毒清 Teen 盃」西貢區青少年小型足球賽 2011 

    本校的男子足球隊參加了由西貢區體育會主辦的「無毒清 Teen 盃」西貢區青少年小型足球

賽 2011，當日比賽戰況激烈，各隊員均奮力作賽。最後，隊員們果然不負眾望，勇奪亞軍，成

績令人振奮。 

所得獎項： 【亞軍】 

得獎學生： 

 

 

 

第六屆觀塘區小學三人足球比賽 

    本校的男子足球隊參加了第六屆觀塘區小學三人足球比賽，當日比賽戰況激烈，強隊雲集，

各隊員均奮力作賽。最後，隊員們果然不負眾望，勇奪冠軍，成績令人振奮。 

所得獎項： 【冠軍】 

得獎學生： 

 

6B 田中誠人  5F 周敬桁 6B 羅日朗 6C 鍾逸軒 

6D 江浚堯 5A 伍凱健 6D 黃俊杰 4B 劉俊文 

6B 田中誠人  5F 周敬桁 6B 羅日朗 6D 江浚堯 4B 劉俊文 



2010/2011 全港小型壁球校際比賽 

    本校的壁球隊參加了 2010/2011 全港小型壁球校際比賽，當日比賽戰況激烈，各隊員均奮力

作賽。最後，本校運動員勇奪個人比賽項目亞軍，成績令人振奮。 

所得獎項：【亞軍 】（8 歲組別）  

得獎學生：2B 方靖傑 

2010-2011 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本校的男子及女子籃球隊於一月十七至十九日參加了西貢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經過多場的

初賽及決賽後，我校的隊員們不負眾望，兩隊均奪得殿軍，成績令人振奮。 

所得獎項： 

1. 男子隊【殿軍】 

6B 田中誠人  6E 梁朗賢 6E 羅竣之 6D 陳源迪 5D 甘兆正 6A 譚永東 

6F 莫寶俊 6E 陳意行  6D 張子俊 6A 區宏曦 5B 楊耀宗 5A 涂耀仁 

2. 女子隊【殿軍】 

6F 李韻媐 6E 張嘉晴 6E 蔡汶珊 6D 羅潤婷 6A 李靖雯 5E 周映彤 

6F 劉紫姍 6E 蔡潔儀 6E 傅穎然 6B 葉朗芝 5F 何汶僖 4B 陸海琳 

2010-2011 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本校的男子及女子排球隊參加了 2010-2011 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由於參賽學校眾

多，比賽戰況激烈，各隊員均奮力作賽，希望為我校爭取最好的成績。最後，經過多日來的初賽、

複賽及決賽，隊員們果然不負眾望，我校的男子排球隊奪得了亞軍，而女子排球隊則奪得了季軍，

成績令人振奮。 

所得獎項： 男子排球隊【亞軍】 

得獎學生： 

6E 陳意行 6F 胡廣亮 6B 田中誠人 6F 范柏嶢 6D 張子俊 6F 莫寶俊 

6B 賴首榮 6A 譚永東 6F 曾慶輝 5C 陳滉鎧 5B 楊耀宗 5A 涂耀仁 

所得獎項： 女子排球隊【季軍】 

得獎學生： 

6D 羅美玲 6D 羅潤婷 6E 蔡潔儀 6F 黃慧晶 6D 李嘉儀 6F 鄧妙妮 

5B 劉詠恩 5A 鄭思晴 5D 黎錦瑩 5F 盧雪盈 6B 林詠嵐  

 



2010-2011 年度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本校田徑隊隊員於西貢區小學田徑比賽中表現出色，故獲邀代表西貢區參加於 2011 年 2 月

25 日所舉辦的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比賽當日，全港田徑精英雲集，我校的隊員當然奮力作

賽，最後 6B 班的田中誠人勇奪個人項目季軍，成績令人鼓舞。 

所得獎項：男甲 400 米 【季軍】6B 田中誠人 

 

2011 年飛達全港田徑新星大賽 

    本校的田徑運動員於 2011 年 4 月 5 日參加了 2011 年飛達全港田徑新星大賽，當日共有千多

名來自全港各區的運動員參賽，戰況相當激烈。我校運動員表現出色，為本校奪得 2 亞、1 季、

2 殿，共 5 個獎項，恭喜！恭喜！ 

得獎項目： 

1. 男子 99 年 (400 米)    【亞軍】 6B 田中誠人 

2. 男子 99 年 (4X100 米)  【亞軍】  

6B 田中誠人 6F 黃文迪 6D 張子俊 6E 梁朗賢 

3. 女子 02 年 (100 米)    【季軍】 3E 鄺家愉 

4. 女子 02 年 (60 米)     【殿軍】 3E 鄺家愉 

5. 男子 99 年 (100 米)    【殿軍】 6F 黃文迪 

 

 

 

 

 

 

 



拉丁舞比賽成績拉丁舞比賽成績拉丁舞比賽成績拉丁舞比賽成績    
   本校拉丁舞班同學於早前參加公開比賽，獲得優良成績，實是同學努力的成果。有關得獎名

單如下： 

第第第第 47474747 屆學校舞蹈節屆學校舞蹈節屆學校舞蹈節屆學校舞蹈節    

4C 謝雪芯   查查查—乙等獎 

            牛仔舞—乙等獎 

            華爾茲—乙等獎 

4C 周楚欣   查查查—乙等獎 

            牛仔舞—乙等獎 

            華爾茲—乙等獎 

4E 洗雅雯   查查查—乙等獎 

4E 馬靖荍   查查查—乙等獎 

4E 江澤菁   查查查—乙等獎 

            牛仔舞—乙等獎 

            華爾茲—乙等獎 

5F 趙憶駿   查查查—乙等獎 

            牛仔舞—乙等獎 

            華爾茲—乙等獎 

6C 周展堂   查查查—乙等獎 

            牛仔舞—乙等獎 

            華爾茲—乙等獎 

6D 李劻橋   查查查—乙等獎 

            牛仔舞—乙等獎 

            華爾茲—乙等獎 

第第第第 7777 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暨香港排名賽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暨香港排名賽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暨香港排名賽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暨香港排名賽    

3A 黃詩珮   倫巴舞一等獎 

3D 陸妍冰   倫巴舞一等獎 

3D 蕭娉婷   倫巴舞二等獎 

4C 謝雪芯   倫巴舞二等獎 

4C 周楚欣   森巴舞二等獎 

4E 馬靖荍   倫巴舞二等獎 

5F 趙憶駿   倫巴舞二等獎 

6C 周展堂   森巴舞二等獎 

5C 黎浩鋒、6F 鄺珈瑩   倫巴舞二等獎 

                       森巴舞二等獎 

                       查查查二等獎 

                       牛仔舞二等獎 

                       鬥牛舞二等獎 

 

 

笑口常開笑口常開笑口常開笑口常開 ☺☺☺☺ 喜事自然來喜事自然來喜事自然來喜事自然來 
 

    恭喜！恭喜！林莉潔老師於 3 月 26 日出嫁了，真是可喜可賀！在此衷心送上無限的祝福，

祝願林老師跟其丈夫，永遠幸福快樂！百年好合！永結同心！ 

 

 

     

     

 

    另外，傅源老師的小公主於 3 月出世了！衷心祝福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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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中快訊 
學務發展學務發展學務發展學務發展    

「「「「學習如此多紛學習如此多紛學習如此多紛學習如此多紛」」」」專題研習專題研習專題研習專題研習比賽獲全場總冠軍比賽獲全場總冠軍比賽獲全場總冠軍比賽獲全場總冠軍    

    本校不斷鼓勵學生和老師參加校際專題研習比賽，直至現時為止，超過一百位學生參加。其

中「學習如此多紛」專題研習及程式設計比賽是學界最有代表性的比賽之一。本校共派出十支隊

伍參與，而每隊研習主題均分別緊扣不同學習領域。由老師挑選在該學習領域中表現優異的學生

參加，學生能夠有專科老師指導，更能提升對學習領域的認知。 

 

    除本校外，「學習如此多紛」專題研習及程式設計比賽共有四十多間學校參加，其他參加隊

伍不乏著名中學如庇理羅士女子中學、培正中學和皇仁書院。本校同學表現出色，十支隊伍中其

中九支隊伍獲獎，其中包括初級冠軍等，本校連續三屆比賽中獲得全場總冠軍，學生的研習能力

得以肯定，老師的付出更是功不可沒。另外，校長和專題研習組在研習過程和匯報技巧對同學加

以提點，分析以往專題研習成功之道，讓參賽學生有充足準備。 

 

專題研習專題研習專題研習專題研習————————「「「「學習如此多紛學習如此多紛學習如此多紛學習如此多紛」」」」專題研習比賽成績公佈專題研習比賽成績公佈專題研習比賽成績公佈專題研習比賽成績公佈    

本校獲全場總冠軍 

 

3B 陳敏儀、3B 黎芷熒、3B 蘇麗翹、3B 陳文莹、3B 王翠堤及 3B 葉麗秀獲:  

1. 初級組冠軍 Champion (Junior Secondary)  

2. 類別一等獎 The First Prize in the category  

3. 優秀研習報告獎 Outstanding Project Report Award 

 

5E 曾國亮、6B 陳美韵及 6B 尹星嵐獲:  

1. 類別一等獎 The First Prize in the category  

2. 優秀創意獎 Creative Project Design Award  

 

6B 張富城、6B 鍾梓楗、6B 黎瑞天、6B 蕭琪欣、6B 楊檸及 6B 吳家進獲:  

1. 類別一等獎 The First Prize in the category  

2. 優秀研習報告獎 Outstanding Project Report Award  

 

3C 馮展邦、3E 關韋亮、3E 江子瑩、4A 陳匡瑤、4A 李嘉盈、4A 余穎珊、4A 鄧禮智、4B 張麗娟及

4B 胡凱妍獲:  

1. 類別二等獎 The Second Prize in the category  

2. 優秀研習報告獎 Outstanding Project Report Award  

 

2D 梁芷汶、2D 呂佳蓉、2D 彭樂彤、2D 陳穎珊、2D 曹文詩、2D 郭偉賢、2D 梁庭誌及 2D 黃煒軒

獲優秀資料處理獎 Outstanding Data Processing Award  

 

 



5C 陳淑貞、5D 林茂強、5E 梁瀚滔 、5C 鄒曉紅 、5D 林國達、5E 關淑汶獲優秀演譯獎 Outstanding 

Project Presentation AwardProject Presentation AwardProject Presentation AwardProject Presentation Award 

 

3A 李啟深、3B 羅翔譽、3E 張慧琳、3B 黃浩流、3B 林金鋒及 3D 林淇昌獲優秀演譯獎 Outstanding 

Project Presentation Award  

 

6A 余煥晶、6A 譚亦康、6A 吳家豪、6A 吳梓琪、6A 蔡秀慧、6B 潘頌欣、6B 吳浩銘及 6B 梁卓鈞

獲優秀研習報告獎 Outstanding Project Report Award 

 

2A 雷家穎、2A 蒙穎琛、2A 沈健穎、2A 陳嘉豪、2A 潘志恆、2A 蘇筱桐及 2A 張皓宜獲優秀研習報

告獎 Outstanding Project Report Award 

 

學校行政學校行政學校行政學校行政    

自行分配學位面試自行分配學位面試自行分配學位面試自行分配學位面試            

    全港各校的中學自行分配學位面試於 3 月進行得如火如荼，本校自行分配中一學位亦已於

2011 年 3 月 26 日(星期六)進行面試。今年有 190 位小六學生申請本校中一自行分配學位。 

  

    本校面試分兩部份，第一部份是小組面試，由校長或副校長親自主持，並有老師及家長協助

評審工作，透過討論，從中了解同學的理解、分析與表達能力，並觀察同學的情緒控制、談吐禮

儀、創意思維等表現。第二部份是個人面試，同學須以粵語及英文回答老師的問題。 

 

小學生中學生活學習體驗日小學生中學生活學習體驗日小學生中學生活學習體驗日小學生中學生活學習體驗日    

    2011 年 4 月 14 日，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11 名學生蒞臨本校「小學生中學生活學習體驗

日」，共上了 11 節課及參與課外活動。當日，本校學習大使全日照顧他們，一起學習，生動、

活潑的課堂令一眾小學生樂在其中。他們學習之餘亦不忘創意，視覺藝術課中創作屬於自己的冰

棒模型，滿載而歸。宣基小學 11 名學生儀表端莊、行為有度，其誠摯的學習態度，令人留下深

刻的印象。 

 

學生培育學生培育學生培育學生培育    

東華聯校音樂匯演東華聯校音樂匯演東華聯校音樂匯演東華聯校音樂匯演    

    東華三院一向重視「全人教育」，致力為學生提供豐富的學習經驗，讓他們在德、智、體、

群、美五育上得到全面和均衡的發展。在音樂教育方面，本院屬校除了正規課程設有音樂課外，

更設立管樂團、管弦樂團、中樂團、步操樂團及合唱團等，在教育局及董事局資助下提供多元化

音樂活動。 

    為慶祝東華三院成立一百四十周年，東華三院屬下十八間中學於 2 月 23 日假沙田大會堂舉

行聯校音樂匯演，有超過五百名學生參與表演，其 70 名是本校學生。當日豐富節目包括管樂團、

中樂團、中樂二重奏、鋼琴獨奏、合唱團及管弦樂團等，是屬校近年推行音樂活動的檢閱，同時

體現了東華三院重視「全人教育」的豐碩成果。 



 

共創成長路計劃共創成長路計劃共創成長路計劃共創成長路計劃    

    本學年之「共創成長路計劃」將繼續為中一至中三級同學提供成長發展性活動，加強同學人

際相處、團隊協作、情緒管理等方面的能力。 

中三級活動已在去年十月至本年一月期間進行，學生在體驗式活動中學習及培養七個良好的思維

習慣，包括：積極主動、以終為始、要事第一、雙贏思維、理解對方、團隊合作及不斷更新。最

後，參與同學以自行籌辦一個社區服務活動作為學習成果的展示，同時表現其關懷及貢獻社區的

精神。 

    中二級活動也在剛過去的一至三月舉行，活動主題環繞一系列社交及人際相處技巧，包括：

正面回應、欣賞讚賞、提出意見及請求、協商讓步、尋求共識等。參與同學在小組及營會內透過

角色扮演、處境分享來演練以上各樣社交技巧，並討論如何在學校、家庭及朋輩生活中切實應用。 

 

    

    

校外獎項校外獎項校外獎項校外獎項/ / / / 獎學金獲獎名單獎學金獲獎名單獎學金獲獎名單獎學金獲獎名單    

獎學金獎學金獎學金獎學金    

1 東華三院王氏港建國際有限公司獎學金 2010/11 

畢業生 7B 郭麒龍獲$20,000 

    

2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學金 2010-11 

5B 林紀彤及 7B 黃傑泰獲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學金及現金$1,000 

 

    

    

    

    

    

    

    



    

校外獎項校外獎項校外獎項校外獎項 10101010----11111111 獲獎名單獲獎名單獲獎名單獲獎名單  

 

香港設計中心及香港海洋公園舉辦「從『設計思維』出發-關懷海洋生態」學生設

計比賽 

5E 劉曉晴及 5E 曾國亮獲網上最高票數大獎及立體設計比賽全港冠軍 

香港電台第五台及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粵劇研究計劃 

本校開辦粵劇藝術課程，獲香港電台選為本年度「2010 年梨園十大要聞」之一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第 47 屆校際舞蹈節」 

本校獲 2 項乙等獎 

香港西區扶輪社及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舉辦「全港中學『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第

七屆)」 

5B 林紀彤獲高級組亞軍 

語常會及理大專上學院舉辦「香港任我行」學生普通話服務業推廣大使培育計劃 

本校獲選為 8 強優秀隊伍，展板於 10.4.11 在星光大道作公開展覽，並角逐 3 強。 

教育局及香港教育學院舉辦「香港數學競賽」 

5A 卓德銘獲 3 等獎 

保良局及香港數學教育學會舉辦「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3A 李啟深獲 3 等獎 

西貢區公民教育促進委員會「法治精神在西貢短文比賽」 

4C 司徒梓浩獲中學組冠軍及書券$300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學習如此多紛 2011-專題研習設計比賽」 

本校獲全場總冠軍 

康樂文化事務署舉辦「2011 香港花卉展覽-學童繪畫比賽」 

3C 楊芷晴獲優異獎 

3C 胡宇妮獲嘉許獎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比賽委員會「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文學

之星」 

6B 吳浩銘獲選進入全國文學之星最後決賽 

1E 張善雅、2E 黃媺怡及 3D 陳諾怡獲初中組優異獎 

5B 林紀彤及 7A 胡秀珊獲高中組優異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