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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家潔傳真 資訊快又fun        2009-10  第三期 

 
 
 
 
 
 

為表揚同學在考試中獲得優異的成績，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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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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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俊睿 2D 梁湲然 3D 張卓蓉 4F 郭詠欣 5F 馮海欣 6E 陳毓麟 

全級第二名 

 

1D 李健朗 2B 林朗澄 3A 周坪澔 4F 黎展滔 5E 羅竣之 6E 申俊怡 

全級第三名 

 

1E 朱許晴 2C 王怡穎 3C 陳芯蕎 4D 宋凱淋 5F 黃慧晶 6E 王華潔 

中文科 

全級第一名 

 

1D 李健朗 2D 梁湲然 

 

3D 張卓蓉 

 

4F 郭詠欣 

 

5E 黃寶瑤 

 

6E 李諾嘉 

 

英文科全級 

第一名 

 

1C 李鏗賢 

1C 金釗賢 

2E 關毅博 

 

3C 高博淵 

 

4E 蘇  頴 

 

5E 蔡汶珊 

 

6E陳毓麟 

 

數學科全級 

第一名 

 

1C 李鏗賢 

1E 梁俊睿 

2C王怡穎 

 

3E 陳永灝 

 

4F 黎展滔 

 

5F 黃慧晶 6E 申俊怡 

6E 關文竣 

常識科全級 

第一名 

 

1E 黃曉彤 

1E 梁俊睿

1E 薛柏渝 

 

2B 曾雪瑤 

2D 李暐熹 

3E 馬子柔 4F 黎展滔 

 

5F 陳祺琛 

5F 萬昊正 

6E 申俊怡 

 

2009-2010年度成績金榜 

(第二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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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校外比賽 
最近，不少同學於中文科校外比賽均獲得優異成績，實在令人振奮，恭喜以下獲獎之同學: 

 

日期 項目 機構 參加學生 

29/2/10 錦繡前程---小學校際禁

毒作文及創作比賽 

九龍東區扶輪社 P.6 全級參與 

6E 申俊怡(冠) 

6E 關文竣(亞) 

6E 黃騰威(季) 

學生作品將輯成校園文集

贈送本校 

31/3/10 健康人生Y世代學生 

徵文比賽 

香港城北扶輪社及香港戒毒會 

合辦 

6A,6D,6E,6F 各三名學生 

6E 李諾嘉 獲優異獎 

9/4/10 第三十五屆全港青年中

文詩創作比賽(09-10)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主辦 6E--10名學生 

17/4/10 「童言同心救地球」徵

文比賽 

香港教師中心主辦 

李樂詩博士<極地博物館基金>

協辦 

P.4—四位學生 

P.5—八位學生 

P.6—六位學生 

15/4/10 第十一屆世界華人學生

作文大賽(香港賽區) 

中國僑聯、全國台聯、人民日

報海外版、中國國際廣播電

台、中央電視台、《快樂作文》

雜誌社共同主辦 

P.3—四位學生 

P.4—四位學生 

P.5—七位學生 

P.6—兩位學生 

25/4/10 少年兒童朗讀大賽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P.3 四位學生： 

3C 劉靖怡 

3C 湯浩婷 

3D 張卓霖 

3D 張卓蓉 

以上學生獲優良成績 

「第十三屆常識百搭科學專題探究展覽」 

本校於 2010 年 4 月 15 日派出三隊組別參加由香港教育學院、香港教育城、香港科學館主

辦的「第十三屆常識百搭科學專題探究展覽」，同學們經過個多月的研習及探究，不但提高了對

周遭環境的好奇心，也培養了他們探究技巧、獨立思考能力及與同學協作能力。是次比賽，三隊

同學均獲得嘉許獎，名單如下： 

探究題目：《有什麼食物不能同時進食？》 

組員：5E黃寶瑤及蔡汶珊、6B 洪昕琳、6F 陳文迪 

探究題目：《馬鈴薯的奧祕》 

組員：5A 譚諾謙、5E 吳霆亨及蘇小謙、5F 萬昊正 

探究題目：《有什麼天然物品可代替殺蟲劑？》 

組員：4A 黃亦愉、6B 羅堃耀、6F 鄭駿熙、張業淇及吳湋灝 



3 
 

速算王大賽 

本年度的速算王大賽於3月17日經已完滿結束。今屆各參賽同學均表現超卓，上演了一幕

既緊張又刺激的賽事。 

  冠軍 亞軍 季軍 

一年級 1B鄭駿輝 1E黎錦蔚 1C郭穎藍 

二年級 2A鄺家愉 2A李仕成 2B陳智祥 

三年級 3B林師朗 3B周苡霖 3E陳永灝 

四年級 

4E葉保享 4D林俊安 

4E蘇穎 

4F郭詠欣 

4F鄭俊諺  

五年級 5B陳子軒 
5D胡綿濤 

5E陳意行  
5F張穎心 

六年級 6F陳毓麟 6B禇駿傑 6E申俊怡 

 

 

 

 

「親子數學創意遊戲設計大賽」 
 

本校於2010年3月舉行「親子數學創意遊戲設計大賽」，小一至小三家長及學生組成親子

隊參賽。是項比賽目的是透過數學創意遊戲設計，培養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發揮學生

的數學潛能與創造力，鼓勵學生從遊戲中學習。校內比賽成績如下: 

 

冠軍: 數學 funfun 棋 

3B 何家葦 及 爸爸 何承財 

亞軍: 數字接龍 

2E 周芷清 及媽媽 陳慧儀 

雙季軍: 1. 認知數學遊戲 

3B 鍾愷彤 及媽媽 吳嘉碧 

2. 乘數拼圖 

2C 周芷瑜 及 爸爸 周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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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校戲劇節比賽(小學英語組)  

本校參加了由教育局主辦的香港學校戲劇節比賽(小學英語組)，同學表現出色，獲得『評判

推介演出獎』，並獲主辦單位邀請在5月6日於荃灣大會堂演奏廳參加公開演出。 

除了『評判推介演出獎』外，本劇更獲多個獎項，包括: 

-『傑出劇本獎』: 李少芬老師 

-『傑出導演獎』: 李少芬老師、劉美心老師、凌佩珊老師及傅源老師及陳豎璣同學(6E)  

-『傑出男演員獎』: 張宇軒(4E)、朱偉烽(5E)、黃子修(6E)、施弘堯(5F)、葉浩明(6E)、 

黃子修(6E)、吳湋灝(6F)  

-『傑出女演員獎』: 張稚映(5E)、鄺珈瑩(5F)、劉霈樺(5D)、馮海欣(5F) 

-『傑出合作獎』: 以上演員、老師、家長義工們和一班幕後工作人員(5A戴芳婷、5A陳泳如、

5A羅凱翹、5A陳韋樂、5D陳源迪、5D招浩銓)。 

-『傑出舞台效果獎』 

同學們得到教師們（李少芬老師、劉美心老師、林莉潔老師、雷詠茵老師、凌佩珊老師及

傅源老師）的指導及經過長時間的訓練才得此佳績，除恭喜各參與的同學外，亦感謝李少芬老師

的策劃及安排，還有家長義工們的協助。各位同學，你們有沒有興趣加入話劇組呢？若有，請即

通知李少芬老師呀！你也可成為明日之星呢！ 

《明報》教育版於2010年4月7日刊登採訪本校情況 

「資訊科技學與教發展」特稿 

資訊時代衝擊著教育體系，傳統的被動學習模式漸漸改變。各種資訊的媒體亦在不同的渠

道滲入學生的生活中，知識來源不再局限於老師及課室裡，因此我們的教學及課程都應該隨著這

形勢而改變。 

由2000年開始，本校一直積極推動資訊科技教與學的發展，本學年更設立「遠程教室」及

富創意地使用facebook及「遠程教室」於六年級科技探究學習中。因此《明報》教育版記者於

2010年3月26日到校採訪有關本校資訊科技學與教發展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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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舞比賽 
本校拉丁舞班同學於3月及4月份共參加了三個公開比賽，他們越戰越勇，獲得優異成績，

實在是我們的驕傲! 獲獎成績如下: 

 

比賽名稱：第6屆香港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 

日    期：2010年3月6日 

成    績： 

1. 6A 黎鎧瑩、6F 楊海莉 

   小學女子組  10歲或以上   探  戈  新人賽  —  第二名 

   小學女子組  10歲或以上   探  戈  代表賽  —  第三名 

2. 5B 林曉欣、5C 周展堂 

   小學男女混合組  11歲   倫巴舞  —  第三名 

3. 4C黎浩鋒、4E周映彤 

   小學男女混合組  10歲或以上   華爾滋  —  第三名 

 

比賽名稱： 2010荃灣區體育舞蹈大賽 

日    期：2010年4月18日 

成     績： 

1. 6A 黎鎧瑩、6F 楊海莉 

   女子組  11至12歲  森巴舞  —  金獎 

   女子組  11至12歲  牛仔舞  —  金獎 

   女子組  11至12歲  倫巴舞  —  銀獎 

   女子組  11至12歲  查查查  —  銀獎 

2. 4D 趙憶駿、4D 薜彩盈 

   男女子組  9至10歲  倫巴舞  —  銀獎 

   男女子組  9至10歲  查查查  —  銀獎 

   男女子組  9至10歲  牛仔舞  —  第八名 

3. 4C 黎浩鋒、3B 謝雪芯 

   男女子組  9至10歲  倫巴舞  —  銀獎 

   男女子組  9至10歲  查查查  —  銅獎 

   男女子組  9至10歲  牛仔舞  —  第六名 

4. 4F 鄺珈瑩 

   男女子組  11至12歲  牛仔舞  —  第四名 

   男女子組  11至12歲  倫巴舞  —  第五名 

   男女子組  11至12歲  查查查  —  第五名 

5. 5C 周展堂、3D江澤菁 

   男女子組  11至12歲  倫巴舞  —  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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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子組  11至12歲  查查查  —  第四名 

   男女子組  11至12歲  牛仔舞  —  第五名 

6. 6A陳維蕊 

   女子組  11至12歲  倫巴舞  —  第四名 

   女子組  11至12歲  牛仔舞  —  第四名 

   女子組  11至12歲  查查查  —  第五名 

 

7. 4C 趙顯揚、3E 周楚欣 

   男女子組  9至10歲  倫巴舞  —  第六名 

   男女子組  9至10歲  查查查  —  第六名 

 

比賽名稱：中國銀行（香港）第五十三屆體育節 2010灣仔體育舞蹈公開賽 

日    期：2010年4月25日 

成     績： 

1. 6A 黎鎧瑩、6F 楊海莉 

   女子組  12歲  森巴舞  新人賽  —  第一名 

   女子組  12歲  倫巴舞  新人賽  —  第一名 

   女子組  12歲  華爾滋  新人賽  —  第一名 

   女子組  12歲  探  戈  新人賽  —  第一名 

   女子組  12歲  查查查  新人賽  —  第一名 

   女子組  12歲  牛仔舞  新人賽  —  第一名 

2. 6A 陳維蕊 

   女子組  12歲  倫巴舞  新人賽  —  第二名 

   女子組  12歲  華爾滋  新人賽  —  第二名 

   女子組  12歲  查查查  新人賽  —  第二名 

   女子組  12歲  牛仔舞  新人賽  —  第二名 

3. 4C 黎浩鋒、4E 周映彤 

   男女混合組  11歲  森巴舞  新人賽  —  第一名 

   男女混合組  10歲  倫巴舞  新人賽  —  第三名 

   男女混合組  10歲  華爾滋  新人賽  —  第三名 

   男女混合組  10歲  探  戈  新人賽  —  第三名 

   男女混合組  10歲  查查查  新人賽  —  第五名 

   男女混合組  10歲  牛仔舞  新人賽  —  第五名 

4. 6F 陳文廸、6F 楊靖琳 

   女子組  12歲  倫巴舞  新人賽  —  第三名 

   女子組  12歲  查查查  新人賽  —  第三名 

   女子組  12歲  牛仔舞  新人賽  —  第三名 

   女子組  12歲  華爾滋  新人賽  —  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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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F 鄺珈瑩 

   男女混合組  11歲  華爾滋  新人賽  —  第三名 

6. 3B 謝雪芯、4D 趙憶駿 

   男女混合組  10歲  華爾滋  新人賽  —  第四名 

 

體育快訊 
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2010 年 3 月 5 日，於城門谷運動場舉行了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本校有四位

同學，因於田徑比賽表現出色，獲選為西貢區運動員代表，有關項目及成績如下：  

 

區代表 

1  5B 田中誠人 — 男乙 200 米 

2  6B 吳嘉穎 — 女甲 200 米  

3  5F 錢韵妃 — 女乙 60 米  

4  4E 周敬桁 — 男丙接力     

 

成績 

男乙 4X100 米接力 -- 季軍 — 5B 田中誠人 

女乙團體 -- 季軍 

 

全港小學區際籃球比賽區代表 

6E張栢豪及5D胡綿濤於校際籃球比賽表現出色，獲選為西貢區籃球隊隊員，並代表西貢

區參加全港區際籃球比賽。 

西貢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創造傳奇一刻，又一次在本校出現，於西貢小學校際排球比賽中，從未取得任

何獎牌的我們，今年，竟在男子組及女子組中勇奪亞軍及季軍。同一所學校，男女

子組皆獲獎牌，今屆只有三間學校有此佳績。當天比賽過程非常激烈，對手亦相當

厲害，同學們非常拼搏發揮超水準的表現。 

男子組                                          女子組 

5A 譚永東 6B 陳益合  6F 胡穎欣 6A 汪家安 

5F 莫寶俊 6F 陳祖森  6F 陳嘉茵 5E 蔡潔儀 

6E 張栢豪 6F 鄭駿熙  6F 高曉君 5D 羅美玲 

6F 馮浩宸 6C 黃潤霖  6B 勞琬珊 5D 羅潤婷 

6D 劉玠培 5D 張子俊  6B 王綺琪   

6D 謝國樑    6F 張心兒   

5E 陳意行    6A 蘇沛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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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知盃」小學七人足球比賽 --- 冠軍 

2010 年 4 月 25 日，本校男子足球隊，又創造傳奇一刻，在匯知盃首場面對全

港五人足球賽冠軍--聖若瑟小學，在各隊員的努力下，擊敗對手，進入四強，第二

場面對校際比賽時險勝對手的田家炳小學，再以實力擊敗對方，殺入決賽，決賽對

手是陳耀星小學，在全場大部份時間負一球的情況下作賽，比賽尚餘三分鐘，我們

入球了，迫和對方；餘兩分鐘，又入一球；餘一分鐘，又入一球；結果，本校戲劇

性地以三比一奪取勝利。球員高興，教練高興，家長高興，王余家潔小伙子們，果

然強頑。 

    

隊員名單: 

 

 

 

 

 

 

 

 

 

「無毒清 Teen 盃」西貢區青少年小型足球賽 --- 殿軍 

 

由西貢區體育會舉辦之「無毒清 Teen 盃」西貢區青少年小型足球賽，於 2010

年 2 月 27 日在西貢市中心足球場舉行，希望透過體育活動，宣傳健康生活的重要

性，並表達毒品對人體的禍害，切勿嘗試。經過激烈的比賽，最後本校獲得殿軍。 

  

隊員名單: 

4E 周敬桁 5F 莫賽俊 

5B 田中誠人 5A 譚永東 

5D 江浚堯 6F 馮浩宸 

6D 范嘉仁 5C 鍾逸軒 

6D 劉玠培 5D 黃俊杰 

6D 謝國樑 5A 彭家威 

4A 伍凱健 5B 羅日朗 

4E 周敬桁 6E 張栢豪 

4F 黎展滔 4A 伍凱健 

5B 田中誠人 5F 莫賽俊 

5D 江浚堯 5A 譚永東 

6D 范嘉仁 6E 張栢豪 

6D 劉玠培 5B 羅日朗 

6D 謝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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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 色 校 園 
目的是建設全校重視環境保護意識，為環保貫徹可持續發展觀念。 

 
「綠色校園」計劃： 
1. 成立環境教育小組統籌、規劃及督導各環境教育計劃，並組織老師、學生、家長及職員共同
推展綠色校園，綠色生活。 

2. 計劃涵蓋七個重點策略方案，包括綠色管治、環境保護教育、環境保護採購、綠色能源、資
源保育、減少污染及環境保護建築。 

3. 組織環境保護大使，透過學生個人言行樹立榜樣。 
4. 制定環境保護政策及措施。 
5. 推行各環境教育活動。 

 
以下是你對環境保護的實踐，請與你的家長一起完成，看看你對環保的貢獻吧！ 

有做到的在□內加上 號。 

□ 主動關掉課室的電掣 

□ 參與環保週電影欣賞活動

□ 參與環保週故事分享 

□ 參與環保週攤位遊戲 

□ 減少使用紙張 
□ 把紙張、鋁罐、膠樽分類回收 

□ 節約用水 

□ 在家中響應「地球一小時 2010」關燈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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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中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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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20日(星期六)進行面試。今年有230位小六學生申請本校

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當天所見，等候面試期間很多家長及同學都有點緊張，究竟

200 多人爭30 多學位，競爭十分大。 

 

 

學習如此多紛專題研習比賽全場總冠軍 

 

本校自去年起，派出八支隊伍參與「學習如此多紛」專題研習及程式設計比賽，

而每隊研習主題均分別緊扣不同學習領域。 

本校連續兩年獲學習如此多紛專題研習比賽全場總冠軍，各隊伍表現出色，在

比賽中共奪十三個獎項，更以最高總分榮獲全場總冠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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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火相傳：中華文化探索與承傳」國民教育交流計劃──文化古城尋根之旅 

 

為開拓學生視野，本校二十名師生特參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國家

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主辦的「『薪火相傳：中華文化探索與承傳』國民教育交

流計劃──文化古城尋根之旅」，於1月31日至2月4日前往北京及南京進行參

觀、考察、交流的活動。這項活動的目的在於讓學生親歷古都，加深他們對中國歷

史文化的認識、對國情的了解，培養他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感及對國家的歸屬感。 

 

 

『赤子情‧中國心』北京6天交流考察活動 

 

本校為提高同學對國家的認識、培養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感，舉辦了名為『細

味改革新中國，同賀國慶六十年』的北京6天交流考察活動﹝活動日期：2010年3

月5日至3月10日﹞，透過帶領同學參觀遊覽北京巿各歷史名勝、改革開放及北

京奧運會前後所興建的新興建築物，幫助他們瞭解現時國家的最新發展，讓同學細

味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的巨大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