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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基督教會基法小學（油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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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見背頁 
 
 
 

 
校長的話 

 
「創校四十五周年感恩崇拜暨校慶音樂劇匯演」終於六月二十三日晚上圓滿結束了，表演大獲觀眾

好評。首先是感恩崇拜部份表達了我們對上帝四十五年以來的感謝，承蒙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執

委會主席翁傳鏗牧師、教育事工部主

塘梁發紀念禮拜堂廖鳳姿宣教師、馮文正校監親臨主禮，使會場倍添光輝，崇拜在絃歌和樂、詩禮

雍容的氣氛下完成。 

 

接著是剪綵儀式，儀式是標誌著校慶活動的進行，包括校慶寫作比賽、填色及繪畫比賽、校慶海報

設計、「賀校慶」英文及中文打字比賽、校慶生日歌及舊曲新詞比賽、親子/個人徵文比賽、健康食

譜迎校慶比賽、背誦有關出埃及記經文活動、摺飛機及發射校慶水火箭活動等。剪綵儀式中得到主

禮嘉賓，學校法團校董會校董及教育局學校發展主任的參與，簡單而隆重，足見校慶活動得到學生、

老師、家長及校友、校監及校董們的支持及參與，眾志成城。隨即是音樂劇匯演部份，樂團是由三

至六年級同學組成，甚具水準、節奏樂及詩班之演奏及歌唱悅耳動聽、舞蹈組能演繹「草原舞」及

「十災」的神髓，而最重頭的戲劇組演出更出神入化，把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歷程及考驗，

他對上帝的信心及全心仰賴上帝的真情，活靈活現地表達出來，尤以過紅海的一幕，效果震憾而具

感染力，受到各方的讚歎。整體而言，匯演表現達到專業、用心、具規模的形象，深受好評及讚賞。 

 

如各家長錯過了音樂劇匯演，或欲回味音樂劇的精彩演出，需把握機會認購「創校四十五周年感恩

崇拜暨校慶音樂劇匯演」之 DVD 作紀念，購買詳情見稍後發出之訂購通告。表演的學生勿忘購買，

作為成長中演出經驗之紀錄々而非表演學生也應購買，作為對學校支持及對表同學之努力及投入加

以肯定及仿傚。 

 

音樂劇匯演讓學生盡情發揮表演天份，原來校內老師也天才橫溢，他們有著上帝賤與之不同恩賤，

他們在祈禱感動的情況下創作樂曲，音樂光碟內的所有歌曲之作曲、填詞、美術設計均由老師原創，

音樂旋律優美，歌聲悅耳動聽，見証由上帝傾注之感染力。歌曲由學生、校友、教師參與錄製，賥

素奇高。此光碟除有福音訊息為大家洗滌心靈外，更有教育意義，如<你我都寶貴>一曲，告訴我們

不可輕看自己々<喜樂秘笈>一曲，告訴大家怎樣才能到喜樂々<總不撇下你>一曲，安慰孤單困苦的

人々<祝福遍校園>一曲，教導小朋友，言語能造就亦能傷害別人，故我們應好好運用我們的口舌，

成為別人的祝福々<改簿摩打手>一曲，是學生送給所有教師的 “禮物”。當光碟製作完成後，老師或

監製重聽歌曲時，都感動流淚，深深感受到上帝的祝福帶領，因此盼望與各位家長及同學分享光碟，

讓您們都得到上帝的祝福，見証上帝的榮美。光碟也可供各家長認購，認購詳情見稍後發出之通告，

校長誠意推介大家擁有及珍藏。 

 

今次校內校慶活動及音樂劇匯演之經費得到各家長捐款支持(捐款總表見背頁)々 校慶活動能順利開展

及圓滿結束，除感謝上帝賤福外，各家長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大家的濃情厚意，謹代表學校仝人

致以由衷的感謝，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學校，讓學校有更大的發展，榮歸天父，多謝大家。 

 

「頌讚主祝福四十五載，神恩典豐足永伴隨。 

 

信實從來沒變，從來沒變，神慈愛彰顯。 

我願常常念記，時時頌讚神恩。」 

(節錄校慶主題曲「主愛翱翔」) 

 

梁淑儀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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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通知就現階段而言是準確的資料，但你仍需閱覽稍後發出的通告及囑咐子女留意校內宣佈及
手冊上的其他通知。    
學校近況 
 
學校試後安排〆 
1.  7 月 12 日(一)為一至三年級休業禮，當日一至六年級照常上課，一至五年級在上午 11 時 10

分放學，六年級補課至下午 12 時 50 分放學。 
2. 7 月 13 日(二)為四、五年級休業禮，當日照常上課，放學時間為上午 11 時 10 分。一至三年

級停課，六年級到獲派中學參加中一入學前前學科測驗。 
3. 7 月 14 日起放暑假至 8 月 31 日 

下年度開學安排另有通告通知。 
 

有關下學年學生服飾需注意之事項 

1.  基於學生足部健康及安全理由，請家長為女同學選購腳背有搭帶(見下圖)或綁帶（魔術貼也可）
之黑色皮鞋，為男同學選購綁帶（魔術貼也可）之黑色皮鞋。  

 

    
2.  禦寒外衣（12°C 或以下才可穿著）必頇為純黑色、深藍色、純灰色或棗紅色々頸巾及手套必

頇為純灰色或棗紅色，以配合冬季校服之顏色。  
 

＊  敬請各位家長按本校之要求替學生選購服飾。  
 
學生事務訊息 

1. 本校本年度為慶祝 45 周年校慶，特別訂製了 45 周年校慶環保袋，送給每一位學生留作紀念，同學可
善用環保袋擺放返學用品或美勞用品，使用時必需在袋上寫上班別及姓名。 

2. 午膳安排：本年度所有學生午膳退款將於 7月初以現金方式退回學生。 
3. 校車服務：本年度一至五年級同學如欲乘搭下年度校車，請於 6 月 30 日前把登記表格及 9 月份車費

交回校車公司，以便校車公司統計人數及安排車輛。7 月 1 日後才繳交車費之學生，校車公司會作後
備生處理 

4. 本校現委託「光明書局」代理下年度課本，並安排於 7 月 5 日（星期一）售賣下年度課本，小一家長
如有需要可於當天上午 8:00-8:30 到校為同學購買下度課本。如委託校方購買課本，請將款項連同委

託書於當日交給同學帶回校。 
 
紅十字會消息 

5A 班冼家歡同學將代表學校參加日本福岡縣紅十字青少年交流活動，在 8 月初到日本福岡探訪。 
 
國際學科評估及比賽消息〆 

比賽成績及證書已於 2010 年 6 月 21 日派發給各生。  
 
下年度書簿津貼訊息： 
為讓經濟有特殊困難的學生提早在新學年開始前獲發學校書簿津貼，獲優先處理申請之資格證明書 (粉

紅色表格)，已於 6 月 25日或之前將「資格證明書」交回學校。若未能於 6月 25日或之前交回學校，請
保留該「資格證明書」並於 9月開課後一星期內交回班主任，以便由校方收集及轉交學生資助辦事處。 
 
來年度境外交流消息 

本年度學校透過專題研習課程增進同學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並利用境外交流讓學生了解中國國情。得到
家長及學生的支持，分別參加了「中華文化〄中國心」計劃、「赤子情〄中國心」計劃及「『同根同心』

--香港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2009」，學生分別到了泗水、北京及連南等地作交流。 
為方便家長考慮替子弟報名參加下學年的學習交流活動，現將有關下學年的境外交流活動通知家長。 

 

活動名稱 『同根同心』--香港高小學

生內地交流計劃(2010) 

『同根同心』--香港高小學生

內地交流計劃(2010) 

赤子情〄中國心 

 

交流地點 廣東河源 廣東連南 上海 

日期 2010 年 9 月 24 日至 26 日 2010 年 10 月 7 日至 9 日 2011年 4月 19日至 23日(待定) 

參與對象 五、六年級及資優組學生 六年級學生 五年級學生 

人數 36 名 36 名 36 名 

特色 認識自然國情，了解水利
資源與中港互動 

認識中國少數民族 – 連南瑤
族人民的生活情況 

了解上海最新的發展 

 
請見背頁 

 

 



加強輔導組： 
下學期自我增值獎勵計劃得獎名單〆  

金獎〆  4C 李俊汶、4C 劉雪兒、4D 李健能、4D 容敏姿、4F 黃耀熙、4F 鄧俊朗、  
 5D 羅朗軒、5D 葉文熙  

銀獎〆  2C 呂嘉軒、3C 容家輝、3D 4E 夏國淳、4E 張汶鋒、4F 葉子齊、  
 5E 王美斯、5E 楊輝強、5E 劉錦玉、6F 黃思瑋  

銅獎〆  2C 周震羲、3F 黃艷傑、4F 蔡賢欽、5D 羅翠薇、5E 王家偉、5E 曾文金、5F 鄺偉銘  
 

訓輔組〆 

1.) 2009-2010 盡責好學生（下學期）獲獎名單〆 
    1A  呂嘉傑、2B  陳梓灝、3A  陳欣誼、3A  馬穎雅、3B  張恆翊、3D  甄健龍、 

    4C  蔡慧怡、5E  彭碩墉、6A  鄭思敏、6A  鄺智穎、6B  麥皓明、6B  關樂珩、 
    6C  陳寶珊、6D  黃綺莎、6E  鍾婉琳 

2.)2009-2010 盡責好學生（全年）獲獎名單〆 
    2B  陳梓灝、3B  張恆翊、3D  甄健龍、4C  蔡慧怡 

3.)2009-2010 傑出領袖生獲獎名單〆 
 金獎〆5B 張錫炘  銀獎〆5B 李穎欣、6A 黃采鎔  銅獎〆6A 鄺智穎、6D 歐曉琳 
 
音樂科〆 
1.)  7 月 4 日(日)歌詠 B (六年級畢業同學)請於上午 10 時正到音樂室 B(3/F)進行畢業禮獻詩練習。 

2.)  7 月 9 日(五)8 位歌詠 B 同學於下午 12:30-3:00 到基慈小學錄製區會福音歌曲。  
 
常識科〆 

四十五周年校慶－「同來振翅高飛、拍翼翱翔萬里」紙飛機飛行比賽得獎名單〆 
四年級〆冠軍〆4A  楊唯琛  亞軍〆4C  盧頌軒  季軍〆4F  葉子齊 

五年級〆冠軍〆5D  鄧梓浩  亞軍〆5C  陳顯柏  季軍〆5F  葉浩榮 
 
圖書科〆 

1.暑期閱讀約章將於 2010 年 7 月 10 日至 9 月 10 日期間以網上版本形式進行，請家長多鼓勵同學 
參與，達標者可獲讓我高飛貼紙兩張，詳情請參閱網上通告。 

2.全年閱讀之星〆4A 袁瑞傑、5E 梁詠晴 
3.全年閱讀龍虎榜〆初級組〆冠軍〆3A  亞軍〆2A  季軍〆2E 

          高級組〆冠軍〆5B  亞軍〆4A  季軍〆5A 
4.星級閱讀獎勵計劃「悅讀之星」獲獎名單〆 

初級組〆1C 章欣童、1F 韓采凝、2B 李佩珊、2A 劉楷悅、2D 麥愷殷、1A 鄭浚隆 
高級組〆5A 黎日朗、6B 陳迦南、4A 劉楷皓、6F 鄧海茵、6A 鄺智穎、5A 陳瑋聰 

5. 閱讀先鋒獲獎名單〆 
金獎〆1A 葉穎心、1F 巢梓珊、2B 吳瑋宜、3A 劉肇麟、3A 蔡宗佑、4A 陳凱晴、4B 林鍶渟、 
          4B 黃思哲、4C 楊子晴、4D 梁芷朗、4E 鄧偉豪、5A 黎日朗、5B 方澤峰、5E 李麗華、 
          5E 梁詠晴、6A 陳雅詩 
鑽石獎〆1E 羅凱霖、1F 楊日熙、2B 李嘉偉、2D 麥愷殷、3A 3A 陳欣誼、3A 黎嘉沂、 
             3B 郭婉君、3B 麥浩智、3C 羅嘉琪、3E 譚俊杰、4C 梁芷晴、5A 麥依靈、5A 蘇俊澤、 
             5A 譚祖兒、5A 楊子焜、5A 陳瑋聰、5A 陳惠誼、5B 鄺偉權、5B 李穎欣、5D 黃鎮鋒、 
             5E 何錫康、5E 吳家進 

 
普通話科〆 
1.) 7 月 10 日(六)〆 6A 陳美霖、4A 陳澤禧、1A 陳柳蓁在下午 2:30-3:30 參加香港電台『新人類大

世界-林琳姊姊帶你講故事』錄播節目。 
2.) 7月 18日、25日及 8月 1日（日）：4A 陳澤禧、3A 李美淇參加由香港電台舉辦「新人類大世界暑

期 DJ 訓練班（第一期）」 
 
視藝科〆 

1.) 「情繫社區創意藝術教育」學生創作分享會已於 6 月 29 日舉行，是項活動由藝術家麥強偉先生
主持。 

2.) 創校 45 周年慶視藝科填色及繪畫比賽得獎名單見附頁，部份得奬作品亦獲選成校慶雷射唱碟內
小冊子的插圖。 

3.) 獲選或獲邀設計 45 周年校慶原創雷射唱碟插畫創作學生名單見附頁一。  
體育科〆 
1. 2009-2010 年度游泳校隊「小飛魚獎勵計劃」測試達標名單請查閱附頁二。 

2. 校慶杯三人籃球賽得獎名單請查閱附頁二 

3. 本年度「學校體適能獎勵計劃」共有 581位同學達標，分別獲得金、銀或銅獎證書。獲獎人數如下： 
       

 
 

 

 
 

 
 

級別 金獎 銀獎 銅獎 

獲獎人數 64 176 351 



 
最近獲獎消息〆   

1.) 第十七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成績 
銅獎〆 5A 劉劻霖、5A 石詠倫、5B 梁炯宏 
 

2.)小小人道和平獎 

0 香港紅十字會主辦之小學生「和平方案」設計比賽的主要目的是鼓勵小學生關注和平議題，發揮創

意，構思和平方案，從而引發社會對和平議題的關注，本校獲獎同學﹕ 
 

獎項 方案 班別 學生姓名 

冠軍 為他人著想 5A 冼家歡 

季軍 和平植樹日 6A 黃世廉  

優異獎 和平共處日 5A 何瑞雯 

優異獎 信件和平方案 4B 繆思行  

優異獎 和平萬人行 4A 陳芷慧 

優異獎 世界和平繪畫日 6A 鍾妙琳  
 

3.) 漢語聖經協會聖經科獎勵計劃(2009-2010)真平安獲獎名單〆 

5C 麥依靈 、5C 余詠詩 、5E 翁穎賢、 6A 鄺智穎、 6B 麥依華、 6F 鄧海茵 
 

4.) 第四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中國舞初級組獲乙等獎〆2A 黃彥 、2A 袁芷晴、2B 呂婉婷、2B 吳瑋汶、2B 吳瑋宜、 

                                     2D 譚苑盈、2E 張家欣、2F 張濼言、3A 藍凱欣、3A 馬穎雅、 

                                     3B 郭婉君、3B 李凱容、3C 曹   炎、3C 吳綺琦、3D 施婷婷、 

                                     3D 湯婉兒、3D 黃子豫、3D 丘翠瑩、3F 蔡榕容、3F 林潔欣、 

                                     3F 劉潔儀、3B 陳彥蓉 

中國舞高級組獲甲等獎〆4A 傅海琳、4A 梁寶儀、4A 洪芷晴、4A 曾福澄、4B 葉倬昕、 

                                     4B 李穎珊、4C 楊芷彤、4E 林禧雯、4F 賴欣怡、4F 林亭均、 

                                     4F 王嘉穎、5B 朱茵桐、5B 鍾妙熒、5B 李穎欣、5B 彭玫麗、 

                                     5B 黃韻羚、5B 嚴凱祺、5C 馮恩雨、5C 黃寶瑩、5D 馬家婷、 

                                     5D 黃雅思、6A 陳彥蓉、6A 馮嘉穎、6B 楊佩珊、6C 陳寶珊、 

                                     6E 黃焯瑩、6E 余少枝、6F 周治泳、6F 鄭樂兒、6F 屈瑜欣。 
 

5.) 本校同學以「青蛙看世界」在香港中小學生創意作品比賽 2010 獲獎，6B 陳美霖、6B 陳恩桐、

5A 林曉嵐、4A 陳澤禧將在 7 月 9 日下午前往領奬，所獲獎項當日公佈。 
 

6.) 油塘梁發紀念堂宗教科獎勵得獎名單〆 
品行獎〆 6A 羅曉彤、6B 麥皓明、6C 李詠詩、6D 余美鳳、6D 陳潤康、6F 鄧海茵 

宗教品學獎〆5A 麥依靈 
 

七月份家長備忘 
 

一〃 7 月 1 日(四) 特區成立紀念日假期 

二〃 7 月 2 日(五) 1.一至四年級於上午 11:10 放學 

2.五、六年級於下午 2〆00-4〆30 在禮堂進行畢業禮，五、六年級學生於下午 4:30 

放學。 

3.每級 2 位代表學生於上午 11:10-下午 4:30 在畢業禮典禮期間進行「傳光儀式」 

4. 4:30-5:30 在舞蹈室進行 

5.AMOS 讀寫訓練課於 2/7-12/7 (星期六、日除外)上午 11:15-下午 12:45 在 1C 課室進行，

獲老師推薦的一、二年級學生參加。13/7-15/7 暑假期間本課程上課時間為上午

9:30-11:00，上課地點不變。 

三〃 7 月 3 日(六) 1. 上午 8:30-下午 1:00於禮堂進行新生入學簡介，於課室進行小一編班試。家長為

小一新生及插班生購買課本、訂購校服及校車等服務。 

2. 領袖生訓練班於上午 9:00-中午 12:00 在 3A 及 3B課室進行，部份三至五年級屬全

方位學習基金的學生出席。 

3. 「迎接新 Teen地」升中家長講座於下午 2:30-4:30在禮堂進行，歡迎六年級家長

出席。 

4. 3位同學於下午 3:30由梁潔雯老師帶領往香港電台「林琳姊姊帶你講故事」節目

錄音。 

請見背頁 



 

四〃 7 月 4 日(日) 1.) 一年一度畢業主日暨基督女少年軍立禮，立願禮(上午 10:00-10:45)，畢業主日 

(上午 11:00-下午 12:30)，歡迎各家長撥冗參加，已報名出席家長學生按時出席。 

2.) 歌詠 B（只限六年級畢業同學）請於上午 10:00 到音樂室 A 進行畢業禮獻詩練習。 

3.)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舉行以下活動〆 

家長園地 – “仁愛”的果子     (時間 : 下午 1:30-3:00) 地點 : 1D 課室 

五〃 7 月 5 日(一) 【放學時間〆上午 11〆10（一至五年級）／下午 12〆45（六年級）】 

1. 六年級學生於課堂時段進行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模擬試 

2. 一至五年級學生於課堂時段購買下年度課本，小一家長如有需要可於當天上午

8:00-8:30到校為小一同學購買課本。(家長或學生購買時必須填交委託書) 

3. 課堂時段在禮堂進行多元智能展覽。(5/7-8/7) 

六〃 7 月 6 日(二) 【放學時間〆上午 11〆10（一至五年級）／上午 8:30（六年級）】 

1. 六年級升中放榜，六年級學生於上午 8:10 回校，上午 8:30 放學 

2. 一至五年級數學科成績首 40 名同學將參與校內數學比賽。 

七〃 7 月 7 日(三) 【放學時間〆上午 11〆10（一至五年級）／下午 12〆45（六年級）】 

1. 全級六年級學生於上午 11：25-下午 12：45在課室進行補課。 

2.「海洋公園學堂」活動於上午 11:15-下午 6:00進行，部份小三至小五屬全方位 

學習基金的學生參加，請參加者自備午膳。 

3.中國舞高年級於上午 11:15-下午 1:00在舞蹈室進行加時練習。 

4.法團校董會第三次會議晚上 6:00-8:00於五樓會議室進行，請家長校董預留時間出席。 

八〃 7 月 8 日(四) 【放學時間〆上午 11〆10（一至五年級）／下午 12〆45（六年級）】 

1.全級六年級學生於上午 11：25-下午 12：45 在課室進行補課。 

2.於課堂時段進行英語日活動。 

九〃 7 月 9 日(五) 【放學時間〆上午 11〆10（一至五年級）／下午 12〆45（六年級）】 

1. 全級六年級學生於上午 11：25-下午 12：45在課室進行補課。 

2.於課堂時段，在禮堂和操場進行抗逆文化攤位 

3.中國舞高年級於上午 11:15-下午 1:00在舞蹈室進行加時練習。 

十〃 7 月 10 日(六) 3 位學生於下午 2:30-3:30參加香港電台『新人類大世界-林琳姊姊帶你講故事』錄播節

目。 

十一〃 7 月 10 日(六)
或 

7 月 17 日(六) 

18 對親子家庭於上午 9:30-11:30 二樓電腦室進行家教會暑期親子電腦班-九方輸入

法。 

十二〃 7 月 11 日(日)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舉行以下活動： 

健康講座 : 維護健康 – 做個精明消費者 (時間 : 下午 1:30-3:00) 地點 : 教會演講室 

十三〃 7 月 12 日(一) 【放學時間〆上午 11〆10（一至五年級）／下午 12〆45（六年級）】 

1. 一至三年級休業禮，四至六年級照常上課 

2. 全級六年級學生於上午 11：25-下午 12：45在課室進行補課。 

十四〃 7 月 13 日(二) 【放學時間〆上午 11〆10（四、五年級）】 

1.一至三年級停課 

2.六年級同學到獲派中學參加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 

3.游泳校隊於 7 月 13 日至 8 月 26 日(逢星期二、四 中午 12:00-下午 1:00)在德藝

會進行暑期訓練。 

訓練日期：7月 13、15、20、22、27、29日 

     8月 3、5、10、12、17、19、24、26日 

十五〃 
7 月 14 日(三)

至 
8 月 31 日(二) 

暑假 

十六〃 7 月 16 日(五)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舉行以下活動： 

家長婦女小組 (時間：上午 9:30-11:00) 地點：教會演講室 

十七〃 7 月 18 日(日)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舉行以下活動： 

家長園地 – 奬罰分明       (時間 : 下午 1:30-3:00) 地點 : 教會演講室 

十八〃 7 月 25 日(日) 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舉行以下活動： 

家長查經「路得記」 (時間〆下午 1:30-3:00) 地點 : 教會演講室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陳副校長或有關行政負責人。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梁淑儀） 

 

 



 

附頁一 

 

創校 45 周年校慶視藝科填色比賽得獎名單 
 

1.) 設計主題〆改簿摩打手 

比賽組別〆低年級親子組 

冠軍〆2D 麥愷殷 

亞軍〆1F 余卓彥 

季軍〆2E 趙凱蕎 

優異獎〆2A 譚浩林、1F 韓采凝、2B 洪卓琳、2B 吳綺嬌、2B 黃卓瑤 

 

2.) 設計主題〆祝福遍校園 

比賽組別〆中年級親子組 

冠軍〆4D 趙凱晴 

亞軍〆3A 林寶瑜 

季軍〆3A 藍凱欣 

優異獎〆4A 朱詠恩、4B 張晉昇、4E 曾曉君、3B 麥浩智、3A 黃靖嵐 

 

3.)  

比賽組別〆高年級學生組 

冠軍〆6A 孔銘茵 

亞軍〆6A 呂婉儀 

季軍〆5B 林言皓 

優異獎〆5A 林曉嵐、5A 呂天忻、5B 紀芍瑤、5A 麥依靈、5A 譚祖兒 

 

創校 45 周年校慶視藝科繪畫比賽得獎名單 
設計主題〆恩福滿溢 

1.)比賽組別〆親子組 

冠軍〆3D 李卓賢 ＋母親 蔡家兒 

亞軍〆2D 麥愷殷 ＋母親 

季軍〆3B 麥浩智 ＋父親 麥仲恒 

 

2.)比賽組別〆學生組 

冠軍〆5B 林言皓 

亞軍〆5B 江加希 

季軍〆5B 方澤峰 

優異奬〆5B 紀芍瑤、5B 李穎欣、5B 張錫炘、5F 黃錦鴻、5F 鄭俊希 

 

校園原創詩歌雷射唱碟插畫創作學生名單〆 
創校 45 周年校慶視藝科填色及繪畫比賽得獎同學〆 

2D 麥愷殷、4D 趙凱晴、5B 林言皓、5B 江加希、6A 孔銘茵、6A 呂婉儀 

 

08/09 年度藝術校園大使〆6B 何若琪 

09/10 年度藝術校園大使〆5B 林曉嵐 

 

童畫夢工場學員〆 

1C  陳慧淇、1D  馬鎧潼、2A  冼珮瑤、2C  林瑞傑、2C  梁倩儀 3A 湯欣悅、3B 許丞晞、3E 吳惠雪、

4A 梁寶儀、4A 冼偉龍、4E 葉翹樂、5B 紀芍瑤、5F 蔡倩欣、5F 林曼琪、6A 卓泳彤 

請見背頁 

 
 



 
附頁二 

2009-2010 年度游泳校隊「小飛魚獎勵計劃」測試達標名單〆 
 
曾參與游泳校隊「小飛魚獎勵計劃」測試及出席率達 90%之隊員可獲發證書及獎章。 

(達標級別由第一級至第七級，最高級別為第七級) 
 

班別 姓名 泳式 達標 

章別 

章別 

顏色 

班別 姓名 泳式 達標 

章別 

章別 

顏色 

3A 嚴正為 100 米蛙泳 

50 米背泳 
50 米蝶泳 

50 米自由泳 
50 米蛙泳 

第一級 

第三級 
第三級 

第五級 
第五級 

紅 

黃 
黃 

青 
青 

6B 張偉平 100 米蛙泳 

50 米蝶泳 
100 米自由泳 

50 米自由泳 
50 米蛙泳 

50 米背泳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五級 

第六級 

紅 

橙 
橙 

黃 
青 

藍 

3B 吳毅科 50 米蛙泳 第一級 紅 6B 洪嘉浩 50 米蛙泳 第四級 綠 

3D 丘翠瑩 50 米背泳 
50 米蛙泳 

50 米自由泳 

第一級 
第四級 

第五級 

紅 
綠 

青 

6C 梁鈺瑋 50 米背泳 
50 米自由泳 

50 米蛙泳 
100 米蛙泳 

第三級 
第五級 

第五級 
第五級 

黃 
青 

青 
青 

4A  100 米蛙泳 第三級 黃 6F 陳介良 50 米背泳 
50 米自由泳 

100 米蛙泳 
50 米蛙泳 

第一級 
第三級 

第三級 
第七級 

紅 
黃 

黃 
紫 

4A 朱詠恩 50 米背泳 第五級 青 

4F  50 米蛙泳 
50 米自由泳 

100 米自由泳 
50 米背泳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紅 
橙 

黃 
綠 

 

校慶杯三人籃球賽得獎名單〆 
男子組 

獎項 隊名 班別及學生姓名 

冠軍 JOKER 6E 游家賽、6D 馬庭峰、6D 曾昭藝、6D 陳俊賢、5D 張展睿、5C 傅善浚、4F 黃耀熙 

亞軍 湖人 6B 潘嘉靖、6F 曾嘉仲、6A 陳適欽、5C 蕭景新、5F 黃群成、4C 黃文龍、5B 吳建霖、 

5C 方澤滔 

季軍 南華 6D 梁健楠、6B 鄭世東、5E 曾文金、6A 鄺智穎、5C 陳顯柏、5F 黃錦鴻、5B 張錫炘、 

5C 李卓彥 

第四名 MAX 6A 梁子謙、6A 周遠揚、6F 杜永威、6D 何志雄、6A 袁樂軒、5F 曾俊卓、5E 楊輝強、 

4C 韋柏斌 

第五名 比仁 6A 曾國富、6C 許梓梁、6D 吳家帆、6D 楊國鋒、5F 嚴天朗、5B 羅世昌、4A 曹俊 

第六名  007 6D 陳志健、5A 許澔廷、5F 鄭天燊、6E 張敬堯、6A 張俊文、5A 謝志鋒、5A 袁志彬、 

5F 葉浩榮 

 

女子組 

獎項 隊名 班別及學生姓名 

冠軍 無名氏 6B 陳美霖、5C 鄭心晴、6D 袁灝琳、6B 陳恩桐、4C 楊芷彤、4E 黃紫薇、5D 陳樂彤 

亞軍 C.C. 6E 鍾婉琳、6E 黃焯瑩、6C 李  婷、6A 黃采鎔、6A 戴晴希、5F 馬可盈、5F 張穎琪 

季軍 隊霖你 6F 崔凱欣、6F 周凱彤、6C 李  春、6B 鄧喜津、6B 吳嘉怡、4A 丘寶婷 

第四名 海綿波波 6B 劉樂琳、6A 陳嘉紅、6D 盧盈瑜、6E 余少枝、6E 劉旨榕、4D 黎詩惠、4D 楊梓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