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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青少年讀者節香港國際青少年讀者節香港國際青少年讀者節香港國際青少年讀者節
 

    本校成功取得澳洲領事館的全費贊助

30 名六年級學生分享寫作心得

共 32 本。 

 

    在出席寫作大師的工作坊前

其讀後感，亦需擬定一些題目

上獲益良多。希望下年度能再參與此活動

 

    是次活動的相片及錄影片段已上載於本校網頁

 
 

第六屆西貢區小學數學遊蹤比賽第六屆西貢區小學數學遊蹤比賽第六屆西貢區小學數學遊蹤比賽第六屆西貢區小學數學遊蹤比賽

    

本校於 3月 17 日(星期六)派出五

參賽同學在有限的時間內需走遍全校解決不同的數學問題

 

5E 

6E 

6F 

 

全港十八區全港十八區全港十八區全港十八區((((西貢區西貢區西貢區西貢區))))
    
    本校於 12 月 17 日參加了西貢區小學數學比賽

學急轉彎、數學遊蹤及數學智多星

6E 曾慶來同學奪得數學智多星的季軍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資訊快又資訊快又資訊快又資訊快又 fun        201fun        201fun        201fun        2011111----11112222        

香港國際青少年讀者節香港國際青少年讀者節香港國際青少年讀者節香港國際青少年讀者節 2012201220122012    

本校成功取得澳洲領事館的全費贊助，安排了著名澳洲作家 Diane Wolfer

名六年級學生分享寫作心得，並獲贈該作者的著作 “ Photographs in the Mud

在出席寫作大師的工作坊前，學生需讀畢該作者的著作，並寫一封信與作者分享

亦需擬定一些題目，在面見作者時可作交流。同學們十分積極

希望下年度能再參與此活動，讓更多同學可分享寫作與閱讀的樂趣

是次活動的相片及錄影片段已上載於本校網頁。 

第六屆西貢區小學數學遊蹤比賽第六屆西貢區小學數學遊蹤比賽第六屆西貢區小學數學遊蹤比賽第六屆西貢區小學數學遊蹤比賽    

派出五、六年級 12 位同學於佛教正覺中學

需走遍全校解決不同的數學問題，結果獲得優異獎

獲獎同學 

陳永灝、林師朗 

周映彤、曾慶來 

霍綺玲、郭詠欣、梁哲、曾慶利

))))小學數學比賽小學數學比賽小學數學比賽小學數學比賽    

日參加了西貢區小學數學比賽，是次比賽內多容元化

數學遊蹤及數學智多星，考核學生各方面的數學才能。本校同學表現出色

奪得數學智多星的季軍。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期期期期    

Diane Wolfer 到校與

Photographs in the Mud”，

並寫一封信與作者分享

同學們十分積極，從作者身

讓更多同學可分享寫作與閱讀的樂趣。 

位同學於佛教正覺中學參與是次比賽，

獲得優異獎。 

曾慶利 

是次比賽內多容元化，包括有數

本校同學表現出色，



第十九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第十九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第十九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第十九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本校積極拓展學生高思維能力

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小六

    

速算王大賽速算王大賽速算王大賽速算王大賽    

   本年度的速算王大賽於 2 月

演了一幕既緊張又刺激的賽事

一年級    冠軍 :     1A 毛羽萱

二年級    冠軍 :    2E 伍嘉俊

三年級    冠軍 :    3A 梁

四年級    冠軍 :    4C 李悅君

五年級    冠軍 :    5E 陳永灝

六年級    冠軍 :    6F 曾慶利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中

慧同學獲得古箏冠軍，6F 何汶僖同學及

級鋼琴亞軍。另外，9歲以下中文聖詩組獲得優良獎

 

第四十八屆學校舞蹈節第四十八屆學校舞蹈節第四十八屆學校舞蹈節第四十八屆學校舞蹈節
 

    本校舞蹈組於 2月 21 日參加了

組同學將於稍後的「天才橫溢匯演

 

 

 

 
 

第十九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第十九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第十九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第十九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小六小六小六小六))))    

本校積極拓展學生高思維能力，發揮學生潛能。本校 6F 曾慶利

小六)獲全港銅獎。 

月 29 日經已完滿結束。今屆各參賽同學均表現超卓

演了一幕既緊張又刺激的賽事。 

獲獎同學獲獎同學獲獎同學獲獎同學    

毛羽萱    亞軍:    1B 關毅盈    季軍

伍嘉俊    亞軍:    2B 潘冠生    季軍

梁䝼天    亞軍:    3C 彭頌然    季軍

李悅君    亞軍:    4B 張皓瑋    季軍

陳永灝    亞軍:    5B 周苡霖    季軍

曾慶利    亞軍:    6E 葉保亨    季軍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比賽中，6E 馬思穎同學獲得牧童笛獨奏冠軍

何汶僖同學及 4E 劉婉兒同學分別獲得牧童笛獨奏亞軍及三

歲以下中文聖詩組獲得優良獎，敲擊樂隊獲得良好獎

第四十八屆學校舞蹈節第四十八屆學校舞蹈節第四十八屆學校舞蹈節第四十八屆學校舞蹈節 

日參加了「第四十八屆學校舞蹈節」，

天才橫溢匯演」中為大家作表演，大家萬勿錯過啊

曾慶利同學參加第十九屆

同學均表現超卓，上

季軍:    1E 李志泓    

季軍:    2A 潘卓禧    

季軍:    3E 黎錦蔚    

季軍:    4D 關毅博    

季軍:    5E 林師朗    

季軍:    6E 蘇頴    

馬思穎同學獲得牧童笛獨奏冠軍，5D 莊明

劉婉兒同學分別獲得牧童笛獨奏亞軍及三

敲擊樂隊獲得良好獎。 

並奪得乙級獎，舞蹈

錯過啊﹗ 



 

跆拳道比跆拳道比跆拳道比跆拳道比賽賽賽賽 
     

    本校跆拳道班同學於本年初參加了

成績： 

1D 吳希諾— 基本功金獎、套

1D 王筱婷— 基本功金獎、套

5D 梁思恩、6E 張宇軒 — 搏

6F 何啟暉、6F 何汶僖 — 套

5C 譚芷晞、6B 洪梓滔、6F 李文

1D 劉進豪、2D 蘇暐凱、2D 黎俊

     

西貢區西貢區西貢區西貢區小學校小學校小學校小學校際籃際籃際籃際籃球比賽球比賽球比賽球比賽

    本校的男子及女子籃球隊於

經過多場的初賽及決賽後，我校的隊員們不負眾望

八強，成績令人振奮。 

所得獎項： 

1. 男子隊【季軍】 

6B 楊耀宗 6A 涂耀仁 6F

6F 林晉 5E 馬國軍  5B

 

2. 女子隊【八強】 

5A 陸海琳 5D 劉珈希 6F

6F 李文詠 5E 袁雪盈  

    
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
    本校的劍擊隊參加了2011

高手雲集，各隊員均奮力作賽

別進入最後 8強；而男子乙組更

所得獎項：男子乙組（新界 A

    5E 高博淵   5B 呂溢濠   

 

 

本校跆拳道班同學於本年初參加了「沙田擂跆陣」青少年跆拳道比

套拳銀獎 

套拳銅獎 

搏擊金獎、套拳銀獎 

套拳金獎 

李文詠、6F 姚淦明 — 套拳銀獎 

黎俊賢、4E 曾雪瑤 — 套拳銅獎 

球比賽球比賽球比賽球比賽    

球隊於二月十四至十七日參加了西貢區小學校

我校的隊員們不負眾望，男子隊勇奪季

F張子俊 6D 石浩天 6D 甘兆正 6A

5B 戴佳城 5A 萬德森 6F 姚淦明 5A

F 何汶僖 6F 譚陌琦 6A 顧文睎 6E

  

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    
11-2012年度全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當日比賽戰況激烈

各隊員均奮力作賽。最後，6D 王濼婷及 5E 高博淵同學

而男子乙組更獲得團體獎第 3名，成績令人振奮

A區）【團體獎 — 第 3名】 

  4B 楊銘軒 

青少年跆拳道比賽，獲得以下

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季軍，女子隊則進入

6A 蔡錦煌 

A 馬嘉鴻 

E 周映彤 

 

當日比賽戰況激烈，

高博淵同學果然不負眾望，分

成績令人振奮。 



    
東華三院小學聯校游泳比賽東華三院小學聯校游泳比賽東華三院小學聯校游泳比賽東華三院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本校的游泳隊於 2012 年 4

間東華三院小學﹙約 200 位同學

色，為本校奪得 17 冠、8亞、

個全場總冠軍獎，創下歷史性的佳績

【【【【團體獎團體獎團體獎團體獎】】】】    

1. 男子甲組全場總冠軍 

3. 男子丙組全場總冠軍 

5. 女子丙組全場總冠軍 

【【【【破紀錄獎破紀錄獎破紀錄獎破紀錄獎】】】】    

1. 男丙 50 米背泳  (4E 梁鈞皓

2. 女乙 50 米蝶泳  (5E 鄭嘉穎

3. 女丙 50 米蛙泳  (4E 陸妍冰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1. 男甲 50 米自由泳   (6F 葛善輝

3. 男乙 50 米自由泳   (5C 吳嘉樂

5. 男乙 50 米蝶泳     (5A 馬衍濤

7. 男丙 50 米自由泳   (4E 梁鈞皓

9. 女乙 100 米自由泳  (3D 陸映彤

11.女乙 50 米蝶泳     (5E 鄭嘉穎

 

13. 男甲接力  

6B 毛煒恒  

6E 張志華  

6F 葛善輝  

6B 黎卓然  

6A 石煒綸  

   

東華三院小學聯校游泳比賽東華三院小學聯校游泳比賽東華三院小學聯校游泳比賽東華三院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4 月 18 日參加了東華三院小學聯校游泳比賽

位同學﹚參加比賽，「戰況」相當激烈。

、6季，共 31 個獎項，更打破了 3項

創下歷史性的佳績，恭喜！恭喜！ 

2. 男子乙組全場總冠軍 

4. 女子乙組全場總冠軍 

 

梁鈞皓) 

鄭嘉穎) 

陸妍冰) 

葛善輝) 2. 男甲 50 米背泳    (6A 石煒綸

吳嘉樂) 4. 男乙 50 米背泳    (5C 吳嘉樂

馬衍濤) 6. 男乙 100 米蛙泳   (5E 馬國軍

梁鈞皓) 8. 男丙 50 米背泳    (4E 梁鈞皓

陸映彤) 10.女乙 50 米背泳    (5E 鄭嘉穎

鄭嘉穎) 12.女丙 50 米蛙泳    (4E 陸妍冰

14. 男乙接力  15. 男丙接力

5C 吳嘉樂  4C 蔡霆威

5A 馬衍濤  4D 林卓麟

5E 馬國軍  4E 馮冠迪

2C 江嘉維  4E 梁嘉威

2D 陳煥研  4E 梁鈞皓

3D 李鏗賢  4A 黎卓軒

日參加了東華三院小學聯校游泳比賽，當日共 13

。運動員當日表現出

項大會紀錄，並奪得 5

石煒綸) 

吳嘉樂) 

馬國軍) 

梁鈞皓) 

鄭嘉穎) 

陸妍冰) 

丙接力 

蔡霆威 

林卓麟 

馮冠迪 

梁嘉威 

梁鈞皓 

黎卓軒 



 

16. 女乙接力  

5E 鄭嘉穎  

5E 陳芷欣  

5B 高佩楠  

4D 林凱彤  

3D 陸映彤  

4E 梁嘉齊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1. 男甲 100 米自由泳  (6A 石煒綸

3. 女乙 50 米自由泳   (3D 陸映彤

5. 女乙 50 米蛙泳     (5E 陳芷欣

7. 女乙 50 米蝶泳     (5E 陳芷欣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1. 男甲 50 米蝶泳     (6F 鄧伽豪

3. 男乙 50 米蛙泳     (5A 馬衍濤

5. 男丙 50 米自由泳   (4E 馮冠迪

  

6.女甲接力  

6D 黃泳詩  

6A 鄭思晴  

6E 吳嘉瑜  

6E 蘇頴  

6F 林詠恩  

 

 

 

 

 

 

17. 女丙接力   

4E 陸妍冰   
4B 黃詩珮   

4D 文葆明   

3C 李彩樺   

4E 劉婉兒   

    

石煒綸) 2. 女甲 50 米蝶泳     (6D

陸映彤) 4. 女乙 100 米自由泳  (4E

陳芷欣) 6. 女乙 100 米蛙泳    (5B

陳芷欣) 8. 女丙 50 米背泳     (4E

鄧伽豪) 2. 男乙 50 米蝶泳     (2E

馬衍濤) 4. 男乙 100 米蛙泳    (3D

馮冠迪)  

   

    

    

    

    

    

 

 

 

 

 

 

 

(6D 黃泳詩) 

(4E 梁嘉齊) 

(5B 高佩楠) 

(4E 陸妍冰) 

(2E 黃朗希) 

(3D 李鏗賢)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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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學校眾多，比賽戰況激烈

後，經過多日來的初賽、複賽及決賽

亞軍，而男子排球隊則奪得季軍

所得獎項： 

 

女子排球隊【亞軍】 

 

6B 劉詠恩 6A 鄭思晴 6D 黎錦瑩

6D 練海琪 6A 吳倬慧 6B 李婉儀

 

男子排球隊【季軍】 

6C 陳滉鎧 6B 楊耀宗

6E 張俊鴻 6A 蔡錦煌

    

飛達飛達飛達飛達全港全港全港全港田徑新星田徑新星田徑新星田徑新星大大大大

    本校的田徑運動員於 2012

新星大賽，當日共有千多名來自全港各區的運動員參賽

動員表現出色，為本校奪得 1

得獎項目： 

1.【冠軍】 

男子 00 年（200 米）【6D 廖嘉杰

2.【季軍】 

男子 00 年（100 米）【6D 廖嘉杰

3.【殿軍】 

女子 05 年（60 米）【2C 梁映雪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及女子排球隊參加了 2011-2012 年度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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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賽及決賽，隊員們果然不負眾望，我校的女子排球隊奪得

而男子排球隊則奪得季軍，成績令人振奮。 

黎錦瑩 6F 盧雪盈 6D 梁佩兒 6A 姜諾霖

李婉儀 6A 王茵琳 5C 高芷欣 5D 莊明慧

楊耀宗 6A 涂耀仁 6B 李曜菖 6D 廖嘉杰

蔡錦煌 6C 鄭子博 5B 呂溢濠 5D 林家豪

大大大大賽賽賽賽    

2 年 4 月 4日在灣仔運動場參加了 201

當日共有千多名來自全港各區的運動員參賽，「戰況」

1冠、1季、1殿，共 3個獎項，恭喜

廖嘉杰】 

廖嘉杰】 

梁映雪】 

西貢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由於

希望為我校爭取最好的成績。最

我校的女子排球隊奪得

姜諾霖 

莊明慧 

廖嘉杰 6F 林晉 

林家豪 4A 陳耀燐 

2012 年飛達全港田徑

」相當激烈。我校運

恭喜！恭喜！ 



 

 

    
匯知中學匯知中學匯知中學匯知中學「「「「匯知盃匯知盃匯知盃匯知盃」」」」
    
    本校的足球隊於四月二十二

人足球比賽，我校的隊員果然不負眾望

 

所得獎項： 金盃賽【亞軍】 

5B 劉俊文 

5D 潘澤霖 

6D 廖嘉杰 

 

 

 

中國校長訪校中國校長訪校中國校長訪校中國校長訪校    

    本校一向著重培訓教師，除鼓勵老師進修外

掌握鄰近國家及省巿的教育現況

    2012 年 5 月 8日，本校接待了一個由湖南郴州教育局帶領的英語教師團

省巿中、小學校長一行二十多人

還會透過座談會互相交流英語教學的方法

 

中學生活實地觀摩體驗日中學生活實地觀摩體驗日中學生活實地觀摩體驗日中學生活實地觀摩體驗日    

    2012 年 4 月 19 日，基督教宣道會宣基

小學 11 名學生蒞臨本校「中學生活實地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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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動、活潑的課堂令一眾小學生樂在其中

    

    

    

    

」」」」小學男子七人足小學男子七人足小學男子七人足小學男子七人足球比賽球比賽球比賽球比賽    

二十二日參加了由匯知中學所舉辦的「匯知盃

我校的隊員果然不負眾望，勇奪金盃賽亞軍，恭喜!

 

6E 黎展滔 6B 李曜菖 6A

6D 楊啟宏 6B 洪浚泓 6B

6D 葉昊倫 5A 魏普生 5B

呂中快訊 

除鼓勵老師進修外，恆以交流訪問活動擴闊同事的視野

掌握鄰近國家及省巿的教育現況。 

本校接待了一個由湖南郴州教育局帶領的英語教師團

小學校長一行二十多人，由校長、副校長及多名老師招呼

還會透過座談會互相交流英語教學的方法。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 

中學生活實地觀摩 

節課及參與課外活動。 

本校學習大使全日照顧他們，一起學習， 

活潑的課堂令一眾小學生樂在其中。 

匯知盃」小學男子七

!恭喜! 

6A 伍凱健 

6B 楊耀宗 

5B 戴佳城 

恆以交流訪問活動擴闊同事的視野，

本校接待了一個由湖南郴州教育局帶領的英語教師團，內有各

副校長及多名老師招呼。當天除了觀課外，



    

普藝節普藝節普藝節普藝節    

本校相當重視普通話的教育

及愛好，所以制定了「普通話藝術節

通話活動，同學均踴躍參加各活動

項目 

班際普通話集誦比賽 

普通話朗誦優勝者示範片段欣賞

早會分享 

中一級班際拼音比賽 

中二級班際繞口令比賽 

「食譜(普)行動」 

 

第四屆十大傑出學生選舉 

本年度十大傑出學生選舉於三月十三日舉行

初中 

1. 沈健穎  545 票 

2. 楊海莉  310 票 

3. 黃思源  286 票 

4. 黃媺怡  266 票 

 

 

 

 

 

 

 

 

 

    

    

本校相當重視普通話的教育，大力推行普通話的活動，以提升學生普通話的興趣

普通話藝術節」，簡稱「普藝節」。於上學年安排了以下的普

同學均踴躍參加各活動。 

普通話朗誦優勝者示範片段欣賞 

本年度十大傑出學生選舉於三月十三日舉行，結果如下： 

高中 

1. 鄧禮智  712 票 

2. 林紀彤  506 票 

3. 戴樂    467 票 

4. 韓堅華  390 票 

5. 郭豐盈  339 票 

6. 林金鋒  324 票 

以提升學生普通話的興趣

於上學年安排了以下的普



呂藝非凡呂藝非凡呂藝非凡呂藝非凡 2012201220122012    

   「呂藝非凡」曾四度公演，屢獲好評

意味「呂藝非凡」即將五度登場

香港島獻技。除此之後，學校亦鼓勵全體畢業班同學出席並參與台前或幕後工作

業班同學之積極參與，除顯示對學校支持外

實在難能可貴。節目內容包括中樂

為本校重點校本學習經歷之一

日期︰2012 年 6月 28 日（四）

時間︰7:15pm – 10:00pm 

地點︰柴灣青年廣場 Y綜藝館

 

Musical–A kidsummer Night’s Dream

    The School Musical is Coming SOON!

    It's a new school year, and the English School Musical is back! LYC has 

teamed up with 3AMI again, a theatre production company, and exciting things 

are coming our way! Since October, our students h

preparing dance numbers, practicing songs, and learning stage directions. This 

year's musical, "A Kidsummer's Night Dream" promises to be a fun and 

entertaining show. 

    In early October, many students tried out for positions for thi

musical production. They all tried their hardest, and it was exciting seeing the 

talent at LYC on display.  

    We hope all parents and students can make it out to this year's musical 

production, which will be held later in the summer! You won't l

 

Date:11th July, 2012 

Venue: Y-studio, Chai Wan Youth Square

Afternoon performance: 3pm 

Evening performance: 7:30pm 

屢獲好評，本年口號為「呂藝展翅五載

即將五度登場，而本年度繼處女作於中環大會堂公演後

學校亦鼓勵全體畢業班同學出席並參與台前或幕後工作

除顯示對學校支持外，亦為他們參與本校大型活動的最後機會

節目內容包括中樂、西樂、歌唱、朗誦、舞蹈等藝術項目

為本校重點校本學習經歷之一，意義重大，萬勿錯過。 

） 

綜藝館 

Night’s Dream 

The School Musical is Coming SOON! 

It's a new school year, and the English School Musical is back! LYC has 

teamed up with 3AMI again, a theatre production company, and exciting things 

are coming our way! Since October, our students have been hard at work 

preparing dance numbers, practicing songs, and learning stage directions. This 

year's musical, "A Kidsummer's Night Dream" promises to be a fun and 

n early October, many students tried out for positions for thi

musical production. They all tried their hardest, and it was exciting seeing the 

We hope all parents and students can make it out to this year's musical 

production, which will be held later in the summer! You won't l

studio, Chai Wan Youth Square 

Afternoon performance: 3pm -5pm 

Evening performance: 7:30pm – 9:30pm

呂藝展翅五載 非凡跨江重來」，

而本年度繼處女作於中環大會堂公演後，再度踏足

學校亦鼓勵全體畢業班同學出席並參與台前或幕後工作，畢

亦為他們參與本校大型活動的最後機會，

舞蹈等藝術項目。是次活動

It's a new school year, and the English School Musical is back! LYC has 

teamed up with 3AMI again, a theatre production company, and exciting things 

ave been hard at work 

preparing dance numbers, practicing songs, and learning stage directions. This 

year's musical, "A Kidsummer's Night Dream" promises to be a fun and 

n early October, many students tried out for positions for this year's 

musical production. They all tried their hardest, and it was exciting seeing the 

We hope all parents and students can make it out to this year's musical 

production, which will be held later in the summer! You won't leave disappoin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