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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有種的，你站出來！校長話：有種的，你站出來！校長話：有種的，你站出來！校長話：有種的，你站出來！ 7 月 8 日下午，東方日報、蘋果日報、星島日報、有線電視皆不約而同收到內容同樣的匿名信；指本校某男教師與女生亂搞關係，但校長知情不理，隱瞞事實。 次日，東方日報、蘋果日報、星島日報、頭條日報、太陽報刊載有關本校一名男教師操守的報導；事態嚴重，本校向各傳媒發出聲明：「有關某位教師操守問題的傳聞，令本校頗有關某位教師操守問題的傳聞，令本校頗有關某位教師操守問題的傳聞，令本校頗有關某位教師操守問題的傳聞，令本校頗受困擾；為此傳聞，本校曾作受困擾；為此傳聞，本校曾作受困擾；為此傳聞，本校曾作受困擾；為此傳聞，本校曾作調查，始終未能取得確鑿憑證作為進一步行動的依據。對此事件，本校已按正常程序處理。調查，始終未能取得確鑿憑證作為進一步行動的依據。對此事件，本校已按正常程序處理。調查，始終未能取得確鑿憑證作為進一步行動的依據。對此事件，本校已按正常程序處理。調查，始終未能取得確鑿憑證作為進一步行動的依據。對此事件，本校已按正常程序處理。」 本校對教職員的操守一向十分重視，本人每年在教職員會議中強調，本人絕不姑息有關體罰、性騷擾及貪瀆等嚴重罪行，促請同事注意。本校亦鼓勵有確鑿證據者向執法當局舉報。 是次事件，傳媒將一紙匿名信轉為「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向本報表示」，將未經查證、無法查證的傳聞當作事實報導。投信者利用傳媒加害本校之目的輕易達到；而多份報章淪為被利用的工具，傷害聖潔的文教團體，實是社會的悲哀！ 投匿名信者的身份與動機，本人無從臆測。投匿名信者選擇在 7 月 8 日升中放榜收生的關鍵時刻部署行動，去信各大傳媒，抹黑本校，其心可誅。對此，本人一方面已強烈要求有關報社提供匿名信全文，以便追查；另外，本人已於 7 月 9 日聯絡警方，尋求協助。 本校同人一心一德辦學育人，成果突出。有人匿名抹黑，防不勝防，對本校會有所損；但只要我家長、學生及同工團結努力，學校堅如磐石，前途無比光明。  
校長答家長校長答家長校長答家長校長答家長────────王少清能開多少英文班？王少清能開多少英文班？王少清能開多少英文班？王少清能開多少英文班？ 六月初，教育局局長孫明揚表示，將「微調」教學語言政策，容許每所有條件的學校都設立英文班，2009年九月不再以中文中學及英文中學分流。這是萬眾期待的教學語言困局拆解方案。 孫方案堅持三大條件：學生能力、教師英語水平及學校配套設施達標，學校才可推行英文教學。 學校如每班有八成半學生，成績屬全港升中生的最前列的四成，便可成為英文班。到了 2009 學年，中一每班人數減至三十六人，即取錄約三十名達標的學生，便可開英文班。如學生成績有進步，學校亦可申請於中二時增開英文班的數目。 每所學校能開設多少英文班，主要取決於該年的中一新生質素。 本校近年收取的中一新生質素良好。自 2001 年至 2006 年，中一新生平均有 97.5%屬第一組別；最近兩年的百分比，同樣令人十分喜悅；但為遵守當局的規定，具體數字再不能透露。估計到 2009 年九月，入讀本校的中一學生，均屬全港升中生的最前列的四成，那麼我校中一共有五班，就全部都可以成為英文班了。 答案是：五分之五！100%！── 這是本校家長最希望聽到的。 教育局「微調」政策，日後不會區分中中或英中。孫明揚表示：「可能有英中被逼開中文班，他們需要面對現實。」新制消除了英中高人一等的簡單分野，對學校來說，教學語言對收生所帶來的差異會大減，這是微調政策最希望達到的目標。 上述孫明揚提出的分班方案，最受強勢學校支持，本校亦將是得益者。但也有其他學校支持分科分流或者分班兼分科。 到了六月下旬，孫局長再放寬微調了的教學語言政策，容許升中學生英語能力未達標的學校，可以分科以英語教學。最終方案及施行日期仍有待當局正式公佈。本人贊成爭取多元化方案，讓所有教師和學生有機會在同一個平台上競爭，發揮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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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定期通訊////通告，逢每月十、二十及三十日派發。通告，逢每月十、二十及三十日派發。通告，逢每月十、二十及三十日派發。通告，逢每月十、二十及三十日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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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放榜：英文優良破紀錄，入高考放榜：英文優良破紀錄，入高考放榜：英文優良破紀錄，入高考放榜：英文優良破紀錄，入 U 率過八成率過八成率過八成率過八成    （1） 2008 年度高級程度會考，本校中七同學 59 人，應考 12 科。本校 AL（高級程度）科目平均合格率為 90.3%，高出全港平均的合格率 75.8% 約 14 個百分點。本校 AS（高補程度）科目平均合格率為 93.3%，高出全港平均的合格率 72.9% 約 20 個百分點。 （2） 以優良率 (A-C) 計，有 10 科高於全港日校考生；優良科目由去年的 57 增至 123，增幅超過一倍。 （3） 化學、物理、純數以及英文優良率均大幅超越全港優良率，最為可喜：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本校考生合格率本校考生合格率本校考生合格率本校考生合格率 全港日校考生合格率 本校考生優良率本校考生優良率本校考生優良率本校考生優良率(A-C) 全港日校考生優良率(A-C) 英英英英語運用語運用語運用語運用 93.2% 74.4% 23.7% 15.2% 化化化化    學學學學 93.9% 74.0% 48.5% 23.8% 物物物物    理理理理 100% 73.4% 42.4% 24.1% 純純純純    數數數數 100% 76.5% 62.5% 25.1% 

 （4） 英語運用(Use of English) 一科進步最佳。UE 合格率為 93.2%，高出全港日校合格率約
19% ；優良率有顯著突破，升至 23.7%，是全港優良率 15.2%的一倍半。陳曉羚同學取得英文科Ａ級成績，難能可貴。 （5） 本校符合入讀大學資格比例為 81.4%，高於全港平均的 46.7% 約 35 個百分點。 （6） 考獲較佳成績同學名單： 

 文科：郭清霞郭清霞郭清霞郭清霞(3B)   程中汶程中汶程中汶程中汶(2B2C)  方金平方金平方金平方金平(1A2C) 

 理科：黃莉莉黃莉莉黃莉莉黃莉莉(2A2B1C)  何鎧棋何鎧棋何鎧棋何鎧棋(2A1B1C)  傅習軒傅習軒傅習軒傅習軒(2A1B1C)  盧志誠盧志誠盧志誠盧志誠(2A1B1C) 

    陳曉羚陳曉羚陳曉羚陳曉羚(1A1B3C)  林冠鋒林冠鋒林冠鋒林冠鋒(1A1B1C)  嚴國良嚴國良嚴國良嚴國良(1A1B1C) 

 

顏兆軒「香港物理奧林匹克比賽」奪獎顏兆軒「香港物理奧林匹克比賽」奪獎顏兆軒「香港物理奧林匹克比賽」奪獎顏兆軒「香港物理奧林匹克比賽」奪獎    5D 顏兆軒同學在上月參加了由教育局及香港科技大學合辦的「2008 香港物理奧林匹克比賽」，並在一千名對手中脫穎而出，奪得優異獎，可喜可賀！ 顏同學將於 7 月中代表我校出席頒獎典禮，然後在暑假期間接受物理培訓。 
 

營業額破萬！學園祭空前成功！營業額破萬！學園祭空前成功！營業額破萬！學園祭空前成功！營業額破萬！學園祭空前成功！    本年度首創的「學園祭」已於 7 月 7 日圓滿結束。此活動取得意料之外的成功，從學生會售出的代用券總額已可以估算，全校 15 個攤位的總營業額達一萬五千元之多，可見同學的參與極之投入；不少中五和中七的同學都有回校。在舊書買賣和校服回收方面，反應都非常熱烈，除了學生之外，甚至有家長到校為子女挑選合適的舊書或校服。此外，當老師表演時，整個禮堂都有同學或坐或站地欣賞。在此感謝參與表演的老師、家長、舊生和同學的支持，才可以令「學園祭」辦得如此成功。  
老師分享教學成果，提升教學效能老師分享教學成果，提升教學效能老師分享教學成果，提升教學效能老師分享教學成果，提升教學效能     

6 月 13 日 (星期五) 為本校教師專業發展日。當天上午，先由李民標校長就學校發展及教育問題作出匯報。之後由陳紹基副校長和何釗志副校長主持「學科分享會」，全體老師分成中文科、英文科、數學及體藝科以及科學、人文及社會科學科四組，輪流分享教學心得，並探討提升教學效能之方法。下午則由學校資訊科技組介紹最新購置的電腦設備，接著由訓導處主持「訓導工作坊」，提升老師處理學生違規行為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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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男童軍晉身「三位男童軍晉身「三位男童軍晉身「三位男童軍晉身「總領袖總領袖總領袖總領袖」」」」  3A翁志鏞、3D黃耀興和 3E 洪旭昇，經過一連串有系統性的進度訓練和考驗，取得「探索獎章」、「毅行獎章」和「挑戰獎章」，並於本年六月三日考獲童軍支部的最高榮譽獎章──「總領袖獎章」！  
兩中一同學作品獲刊登於「家福會」刊物兩中一同學作品獲刊登於「家福會」刊物兩中一同學作品獲刊登於「家福會」刊物兩中一同學作品獲刊登於「家福會」刊物     新一期香港家庭福利會刊物《家福 Teen地》已經出版，主題為「尋找快樂系列之令我覺得有意義之活動」。本校又有兩位中一同學的作品獲選刊登，他們分別是 1C黃麗欣和 1C黃子浩，各得$50 書券一張。歡迎各位到網頁 http://www.hkfws.org.hk/sswnews 瀏覽。     
區嘉儀撰文謝師奪優異獎區嘉儀撰文謝師奪優異獎區嘉儀撰文謝師奪優異獎區嘉儀撰文謝師奪優異獎      2D區嘉儀同學參加了由《TAKE ME HOME》生活區報主辦的「我最敬愛的老師徵文比賽 2008」，撰文感謝老師，感情真摰，獲得中學組優異獎。 

 

《《《《明報明報明報明報》「夢想中的奧運會」全港》「夢想中的奧運會」全港》「夢想中的奧運會」全港》「夢想中的奧運會」全港徵文比賽徵文比賽徵文比賽徵文比賽：：：： 

本校囊括高級組、初級組冠軍！本校囊括高級組、初級組冠軍！本校囊括高級組、初級組冠軍！本校囊括高級組、初級組冠軍！    《明報》體育組舉辦的奧運徵文比賽（題目為「夢想中的奧運會」）反應熱烈，而且水準不俗。兩位兩兩中文兩學中文系兩兩兩兩兩兩兩港兩兩兩選兩兩兩兩兩不兩兩參賽兩兩兩學校兩兩兩的情下，意見相近，結果本校同學囊括高兩組和初兩組的冠軍，另奪初兩組季軍兩兩名優異獎，成績卓越，值得嘉許！得獎作品如下： 
高級組冠軍：高級組冠軍：高級組冠軍：高級組冠軍：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6A6A6A6A 陳善怡陳善怡陳善怡陳善怡    這時，所有參賽者已各就各位，觀眾都屏息以待，氣氛一片緊張……  「咇——」  開始啦！香港的選手一馬當先、身手敏捷，倏忽已拋離其他對手。也不知他怎可這麼快速，只見他快到頂部了……這是首屆把「搶包山」列入比賽項目的奧運會。為了既能保持香港風味又可加入國際元素，包山的設計可謂經過一番創作。包山上除了放置傳統的平安包，也放上了參賽國家或地區的道地包點，中式有饅頭、叉燒包、壽包等，西式有餐包、冬甩、漢堡包，法式有牛角包、長麵包，可說是應有盡有、款色齊全、五花八門、新穎有趣。  參賽方式是選手鬥快攀上包山，在山上取得指定有標記的包子，愈多愈高分；首名登上頂尖者，取得尖上的包可得雙倍分數。最後分數最高者得冠軍，餘此類推。  在搶包山列入正式項目以前，曾有人爭論這是否一種運動，又有何意義，但經多方考慮和爭辯，最終還是在 2020 年舉辦了。這項目既然有香港特色，當然要極力爭取吧！馬術 2008 年在香港舉行，之前不是人人有信心，可不是也辦好了？這證明香港有足夠水平舉辦國際賽事，而這次搶包山得以舉行，實乃全港之光。  香港代表在千鈞一髮之際，終取得尖頂上的包子，四周爆出熱烈的、雷動的歡呼、喝彩和掌聲。冠軍！是冠軍哦！冠軍健兒熱淚盈眶向電視台的記者說多謝大家…… 咦，臉孔這麼熟的，這不就是我某位中學同學？     評語評語評語評語：：：：能夠利用本地搶包山與同學贏取冠軍這些瑣碎身邊小事，作為夢想，取材聰明。描述搶包山比能夠利用本地搶包山與同學贏取冠軍這些瑣碎身邊小事，作為夢想，取材聰明。描述搶包山比能夠利用本地搶包山與同學贏取冠軍這些瑣碎身邊小事，作為夢想，取材聰明。描述搶包山比能夠利用本地搶包山與同學贏取冠軍這些瑣碎身邊小事，作為夢想，取材聰明。描述搶包山比賽十分細緻，讓讀者尤如置身其境。賽十分細緻，讓讀者尤如置身其境。賽十分細緻，讓讀者尤如置身其境。賽十分細緻，讓讀者尤如置身其境。 
初級組冠軍：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初級組冠軍：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初級組冠軍：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初級組冠軍：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1C1C1C1C 郭豫聲郭豫聲郭豫聲郭豫聲    在我的心目中，奧運是一個大型、多姿多采的運動會，是一件神聖的盛事。  我我我中的奧運會是在我我中的我我中舉行，我色的我我我我不我，我我 我我的我我，是何等的我我我！我色代表和平、我和、我我，完全切合奧運的精神。在我上設置各式比賽的場地及放置用具，人們在我中比賽，觀眾則坐在一小片、一小片的我我上，360°的觀看，一邊觀看比賽，一邊享受我中迎面吹來的涼風，實在是無比的舒適，令人感到興奮。  在游泳比賽中，把水灌進我中的凹位，參賽選手就要在水中游泳；觀眾可以潛進我中，觀看比賽。在跳水比賽中，選手從較高的我上，跳下去較低而盛滿了水的我中，而評判可以坐在我上打分呢！  在球類比賽中，所有的比賽用球有飛行及自動導航系統，如果球飛得太遠，無法尋回時，工作人員會啟動它的飛行及自動導航系統，它便自動飛回比賽場地，時速達到 1000 公里，可以很快回到場地，比賽不會受阻延。  我相信奧運終有一我會是如此的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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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評語評語評語：：：：想像力豐富，能帶領讀者欣賞作者的夢想。文筆簡單平實，極具想象力的內容讓讀者對文中的想像力豐富，能帶領讀者欣賞作者的夢想。文筆簡單平實，極具想象力的內容讓讀者對文中的想像力豐富，能帶領讀者欣賞作者的夢想。文筆簡單平實，極具想象力的內容讓讀者對文中的想像力豐富，能帶領讀者欣賞作者的夢想。文筆簡單平實，極具想象力的內容讓讀者對文中的情景亦非常嚮往。情景亦非常嚮往。情景亦非常嚮往。情景亦非常嚮往。    
低級組季軍：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低級組季軍：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低級組季軍：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低級組季軍：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1C1C1C1C 黃善盈黃善盈黃善盈黃善盈 奧運盛事開始了！首先進行的是田徑項目。「第十名香港參賽者——黃善盈，請立即到參賽場地預備。」為什麼會有我的名字呢？我是奇怪，但不管什麼了，還是先下去再說吧。 到了比賽場地，有人到我出到參賽證明，我的手到到然出到了一張證明到。之後他便到到我到到道。看 其他到色不同的參賽者正在到熱身、拉筋，我便跟 到。其他參賽者的身做做如做人一做，做做做一位都達做一做做以上，他們用做做的做神看 我這個小不點，做是說做 「小不點，你一定不會得勝的！」我從來沒有我過「勝利」這二字，我只是志在參與。 不一會，一位工作人員以英語到我們準備，大約十秒後，我聽到「咇」一聲，我們立即起到。其他參賽者疾如風，我哪能做他們一樣呢？我到的可是一千做，我到在還只是到了三百做左右，他們已到了六、七百做。到然，我做前出到一隻可愛無比的小精靈，她到歡歡，她似做是我的守護神，她把時間拖慢了，把其他人的動作減慢了，唯獨我，到得做閃電一樣快。到了最後，當然是我得到了一面閃閃發亮的金牌，那一隻可愛的小精靈留在我身邊，和我一起感受得獎的快樂，畢竟，我得獎必須歸功於她呢！ 那個做做我的外國人竟以流利的國語跟我說做「小不點，我我的不能低估你的能力，你們中國人是行的！」 我為香港爭了光，感到十分榮幸。我希望那位外國人說的話，能應驗在做一位中國同胞身上！ 

 評評評評語語語語：：：：利利利利用用用用評評評評評評評評評評評評評評評評評評評評帶帶帶帶評評評評評評評評評評評評，，，，能能能能夠夠夠夠評評評評評評評評想想想想與與與與實實實實 評評評評評評評評。。。。  

低級組低級組低級組低級組優異優異優異優異：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1C1C1C1C 陳立恩陳立恩陳立恩陳立恩 當我踏進了「鳥巢」，那是北京奧運的主場館，我到然感覺到自己悸動起來，之前的興奮心情都被取而代之了。雖然我只是一個普通的觀眾，但畢竟我還是頭一次踏進正在舉行國際性盛大活動的運動場。即使沒有人會留意我，但還是到好自己的本分，不要出什麼差錯好了。 一百一十做的跨欄比賽要開始了，我支持的參賽者當然是劉翔！做個人都在為自己國家運動員打氣。看見劉翔以他最快的速度向這邊的觀眾席奔來，就算我一早知道他根本不會衝上來，但我仍是把身子挪過了一點點，做是對他作出一些迴避。 一轉做，到場變成了室內體育館，進行的是自由體操。女主角程菲正演出的體操名為「奧漫之旅」，她獨一無二的「程菲跳」到起了全場的掌聲，可惜的是她完美的動作，沒有為她帶來滿分。 轉瞬間，我身處的地方成了「水立方」。郭晶晶先到離池水高三做的跳水板，一跳，我中旋轉三周半，直插水中，乾脆利落，她得了滿分。 到然，我做前一黑，回到電影院去了，到代的「智能奧運」，我是精彩。 
 評語：歐陽偉豪﹕描寫生動，細膩，切題；「智能評評」感覺新鮮。評語：歐陽偉豪﹕描寫生動，細膩，切題；「智能評評」感覺新鮮。評語：歐陽偉豪﹕描寫生動，細膩，切題；「智能評評」感覺新鮮。評語：歐陽偉豪﹕描寫生動，細膩，切題；「智能評評」感覺新鮮。 

低級組低級組低級組低級組優異優異優異優異：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1C1C1C1C 關皓殷關皓殷關皓殷關皓殷 「咇！」在工作人員的一聲令下，所有參賽者都做火箭做衝出去。我，劉翔，當然也不例外。我看看那排放在我前面的欄，我心中的烈火燃燒起來了！我這四年來的練習成果就要在這一刻顯到出來。我跳起，跨過最後一個欄…… 「我贏了！贏了！」我做一個小孩一樣到喊，雙腿乏力，坐在地上。縱使疲倦，卻沒有影響我高興的心情，反而讓我知道我自己我的盡了力。 我抬起頭，看見做一位觀眾都站起來為我鼓掌。我落淚了。到然，一位工作人員走過來跟我說做「你破紀錄了！」當我我到自己的努力終於被人肯定了，我不禁流下了做淚。 我看 中國的國我我我我到我我的頂，聽到正在我放的國我，忽然有感而發，大聲地我起國我來。觀眾席上的中國人都在我的帶到下，高聲地我國我。 「「「的傳人「，做「得我好。」我在心中感「 ，就是「為我們是中國人，是「「的傳人」，「能做「一樣。我 們集十八做武藝於一身，「擁有多種動物的特徵。到在，中國正邁向國際化。將來，中國一定能在世界舞台上大放異彩。 
 評語：作者評自己當作劉翔，意念新穎。評語：作者評自己當作劉翔，意念新穎。評語：作者評自己當作劉翔，意念新穎。評語：作者評自己當作劉翔，意念新穎。 

 

「英語自由寫」嘉許榜「英語自由寫」嘉許榜「英語自由寫」嘉許榜「英語自由寫」嘉許榜    「英語自由寫」計劃為常規作文課之外，同學及老師參與的文字交流活動，據不完全統計，本年度完成了 7000字或以上的同學約有 110人，其中 3C鄭博文同學就撰寫了 20000字，
3C陳蕙瑜同學更撰寫了 22000字，成績優異，值得稱讚！其他「榜」上有名的同學為：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7000 字以上：字以上：字以上：字以上： 

1B鄭志堅 1C陳可怡 陳穎心 吳洛彤 黃善盈 2B范穎琛 林穎玲 徐穎怡 鄭港萌 蔡瀚霖 2C林向怡 林我欣 劉曉彤 石浚霖 蘇卓堃 黃司豐 

2D陳嘉敏 曹永熙 2E 何輝輝 3A陳詠欣 潘君 邱雯慧 陳勁業 洪佳偉 林新 胡文諾 3B李我珊 倫穎彤 黃靖茹 3C 林穎芯 謝貞陶 鄭焯熙 葉秉僖 李建鴻 3D馮泳彤 3E陳家洛 4D林曈欣 梁藹琪 梁璿琳 冼潁詩 唐雪濤 黃詩穎 陳家傑 鄺展鵬 林博文 梁子軒 莫家偉 黃展恆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10000 字以上：字以上：字以上：字以上： 

1E楊日寧 2C鄭伊嵐 張潁詩 金文杰 3A蔡楚寧 鄧雯裕 唐我芬 3C 區樂生 陳文芳 陳碧濤 陳蕙瑜 陳詠怡 陳昕兒 陳苑怡 蔡美婷 莊凱殷 周芷熲 何我珠 何森汝君 何裕欣 許雪敏 林芷晴 林穎然 盧莉燕 吳楚瑩 吳思雅 潘芍盈 謝昊殷 黃敏宜 黃妙兒 黃婉婷 葉家欣 袁嘉彩 陳逸恆 鄭博文 張柏鋮 蔡泳達 朱鴻城 許康翹 李銘揚 梁浩強 盧啟軒 司徒健 石瑋霖 曾黎春 阮卓健 4D 陳紅梅 陳琬彤 蔡小翠 方梓全 馮靜儀 李儉敏 伍凱媚 潘昭宜 孫翠明 黃碧怡 張齡傑 林梓濠 梁柏康 倪祖立 尹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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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年全年全年成績成績成績成績首首首首 20 名精英榜名精英榜名精英榜名精英榜     

Grand Average Top Twenty List  名次名次名次名次    中一級中一級中一級中一級    中二級中二級中二級中二級    中三級中三級中三級中三級    中四級中四級中四級中四級    中六級中六級中六級中六級 1111    朱俊杰 張潁詩 朱鴻城 陳香如 鄧梓琪 2222    何梓欣 何輝輝 何麗珠 嚴舒婷 李奧瑪 3333    林嘉兒 林向怡 陳蕙瑜 梁柏康 伍家瑩 4444    吳洛彤 梁懿澄 陳文芳 馮靜儀 陳素婷 5555    郁美美 鄭兆霖 梁浩強 曾麗雯 郭天健 6666    黃子浩、姚焌偉 蔡嘉璇 蔡美婷 張齡傑 李慧琪 7777    ☺ 林麗欣 袁嘉彩 張家穎 林如君 8888    郭豫聲 胡珮慧 黃婉婷 潘昭宜 嚴定匡 9999    柯培偉 管  彬 黃敏宜 易詠恩 李美玉 10101010    洪穎琪 金文杰 陳苑怡 盧逸謙 鄧卓謙 11111111    馮緯彤 徐穎怡 鄭博文 梁慧雲 ☺ 12121212    姚沛鈃、薛嘉盈 劉博雅 陳詠怡 呂均浩 ☺ 13131313    ☺ 陳家雯 李建鴻 方梓全 ☺ 14141414    何嘉浚 梁惠敏 葉家欣 林梓濠 ☺ 15151515    楊日寧 余明駿 李銘揚 尹偉良 ☺ 16161616    陳燕萍 楊子樂 司徒健 劉曉恩 ☺ 17171717    陳可怡、林向平 周泳希 吳思雅 張  婷 ☺ 18181818    ☺ 蘇卓 王  婷 陳娉婷 ☺ 19191919    李雅詩 黃司豐 林芷晴、黃耀興 林曉渝 ☺ 20202020    繆俊熹 曾海琪 ☺ 鄺慧萍 ☺     
2007-2008 學年「學科第一名」學年「學科第一名」學年「學科第一名」學年「學科第一名」得獎名單得獎名單得獎名單得獎名單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    F.1E 朱俊杰 F.2E 何輝輝 F.3C 朱鴻城 F.4B 梁慧雲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F.1C 何梓欣 F.2C 黃司豐 F.3C 陳蕙瑜 F.4B 陳娉婷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F.1C 黃子浩 F.2B 何旻傑 F.3C 朱鴻城 F.4D 馮靜儀 附加數學附加數學附加數學附加數學       F.4E 陳香如 中史中史中史中史    F.1C 李維泰 F.2C 任梓諾 F.2E 何輝輝 F.3A 潘  君 F.3C 朱鴻城 F.4B 梁慧雲 中國文學中國文學中國文學中國文學       F.4A 劉曉恩 電腦與資訊科技電腦與資訊科技電腦與資訊科技電腦與資訊科技    F.1D 林嘉兒 F.2A 施富元 F.3C 蔡美婷 F.4C 連加謙 經濟經濟經濟經濟       F.4B 張家穎 地理地理地理地理    F.1E 繆俊熹 F.2D 梁懿澄 F.3C 何麗珠 F.4B 張家穎 世界歷史世界歷史世界歷史世界歷史      F.3C 何麗珠 F.4A 歐曉春 附加英文附加英文附加英文附加英文 2222     F.2E 何輝輝   會計會計會計會計       F.4B 張家穎 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綜合科學    F.1D 林嘉兒 F.2C 楊子樂   生物生物生物生物      F.3C 朱鴻城 F.4D 張齡傑 化學化學化學化學      F.3C 朱鴻城 F.4E 呂均浩 物理物理物理物理      F.3C 朱鴻城 F.4D 潘昭宜 通識教育通識教育通識教育通識教育    F.1E 朱俊杰 F.2E 何輝輝 F.3C 陳文芳  普通話普通話普通話普通話    F.1C 葉晶晶 F.2E 何輝輝   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    F.1D 林向平 F.2B 蔡瀚霖 F.3C 何裕欣  設計與科技設計與科技設計與科技設計與科技    F.1E 陳慧茵 F.2B 黃瑞欣 F.3C 何麗珠  家政家政家政家政    F.1C 吳洛彤 F.2E 何輝輝 F.3C 陳詠怡  音樂音樂音樂音樂    F.1E 麥爾禮 F.2C 石浚霖 F.2C 楊子樂 F.3C 石瑋霖  體育體育體育體育    F.1B 彭卓煒 F.1E 王昭霆 F.2B 陳漢文 F.2C 梁惠敏 F.3A 陳  品 F.3E 麥靖璍 F.4E 劉常威 F.4D 鄧靄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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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至至至至08年度年度年度年度中學校際體育比賽團體成績中學校際體育比賽團體成績中學校際體育比賽團體成績中學校際體育比賽團體成績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荃離區校際籃球賽  女子甲組冠軍、女子乙組冠軍、荃離區女子組團體總冠軍 荃離區校際羽毛球賽 女子甲組團體季軍、女子乙組團體季軍、女子丙組團體殿軍、男子乙組團體冠軍 男子丙組團體亞軍、荃離區女子組團體總冠軍、男子組團體總冠軍 荃離區校際手球賽  男子甲組冠軍、男子乙組季軍、男子丙組冠軍、荃離區男子組團體總冠軍 荃離區校際乒乓球賽 女子乙組冠軍、女子丙組冠軍、荃離區女子組團體總冠軍 灣及離島區全年總錦標  男子組季軍、女子組季軍 荃離區校際越野長跑賽  男子甲組亞軍 荃離區校際游泳賽  男子乙組殿軍、男子丙組殿軍 國慶盃三人籃球賽  女子組冠軍、女子組殿軍 
 

07 – 08 年度得獎同學名單年度得獎同學名單年度得獎同學名單年度得獎同學名單 
 領袖生感謝狀領袖生感謝狀領袖生感謝狀領袖生感謝狀 F.6B 朱鴻展、F.6B 葉慧雯 傑出領袖生傑出領袖生傑出領袖生傑出領袖生 F.3A 潘  君 F.3C 陳蕙瑜 F.3C 林芷晴 F.3C 黃婉婷 F.3C 鄭博文 F.3E 石毓靈
       F.3E 周港中 F.4B 陳曉婷 F.4B 溫芷欣 F.4D 羅昆碩 F.4E 吳思慧 F.4E 鄔卓婷 中一級小作家中文寫作獎勵計劃中一級小作家中文寫作獎勵計劃中一級小作家中文寫作獎勵計劃中一級小作家中文寫作獎勵計劃  中一小作家 – F.1D 林向平 優異獎 –  F.1A 陳倩蓮、F.1A 李文俊、F.1B 郭芷晴、F.1C 李維泰、F.1C 郭豫聲、F.1E 潘星冠 班際清潔比賽班際清潔比賽班際清潔比賽班際清潔比賽 冠軍 –  F.3C     亞軍 –  F.2E     季軍 –  F.1D 高級組辯論比賽高級組辯論比賽高級組辯論比賽高級組辯論比賽 冠軍 – F.6A       最佳辯論員 – F.6A 區穎思 中二級中史科戲劇比賽中二級中史科戲劇比賽中二級中史科戲劇比賽中二級中史科戲劇比賽  冠軍 – F.2E  亞軍 – F.2B      季軍 – F.2C 最受歡迎角色 –  F.2A 黃雍文 (武則天)        最佳服飾設計 –  F.2B 古典文學背誦及賞析活動古典文學背誦及賞析活動古典文學背誦及賞析活動古典文學背誦及賞析活動   中一組：冠軍 –  F.1B 李雅詩  亞軍 –  F.1D 潘  彤  季軍 –  F.1C 陳立恩 中二組：冠軍 –  F.2E 何輝輝  亞軍 –  F.2A 徐皓鱈  季軍 –  F.2E 方小明 糾正錯別字比賽糾正錯別字比賽糾正錯別字比賽糾正錯別字比賽 級際組：冠軍 –  中一級       亞軍 –  中二級       季軍 –  中三級 個人組：冠軍 –  F.1A 楊韋婷   亞軍 –  F.1E 繆俊熹  季軍 –  F.1D 潘彤 附加英文科班際歌唱比賽附加英文科班際歌唱比賽附加英文科班際歌唱比賽附加英文科班際歌唱比賽  冠軍 –  F.1C、F.1D    優異 –  F.1E 聖約翰救傷隊服務表現優異獎聖約翰救傷隊服務表現優異獎聖約翰救傷隊服務表現優異獎聖約翰救傷隊服務表現優異獎 F.6A 許穎欣、F.6B 鍾敏婷、F.4C 陳詩琦、陳漢桓、F.4D 羅昆碩、F.3D 林敬傲 中一級數理常識問答比賽中一級數理常識問答比賽中一級數理常識問答比賽中一級數理常識問答比賽 冠軍 – F.1A     亞軍 – F.1C     季軍 – F.1D 中二級科學科水火箭比賽中二級科學科水火箭比賽中二級科學科水火箭比賽中二級科學科水火箭比賽 冠軍 – F.2B 練啟樂、林青怡、黃瑞欣  亞軍 – F.2B 張琛盈、鄭曉君、黃麗欣、葉明詩 季軍 – F.2A 連苡婷、徐瑋呈、林碧穎  初賽最佳時間 – F.2B 周煒霖、池林偉、鍾德政、林敬杰 「卓越學生」獎勵計劃「卓越學生」獎勵計劃「卓越學生」獎勵計劃「卓越學生」獎勵計劃 中一級：1E 朱俊杰 中二級：2A 施富元、2D梁懿澄 中三級：3C 朱鴻城 中四級：4B 梁慧雲 (金獎) 4B 曾麗雯、4A 劉曉恩 (銀獎) 4D 張齡傑 (銅獎) 中六級：6A 黃詠霖   註：中四級共有十三位表現優秀的同學候選，為了表揚同學對學校的貢獻，中四級特設金、銀、銅三獎。 中一級德行表揚計劃表現優異獎中一級德行表揚計劃表現優異獎中一級德行表揚計劃表現優異獎中一級德行表揚計劃表現優異獎 

F.1A 鍾佳秀、謝鈞洛、楊芸、楊韋婷、F.1B 曾慶怡、F.1C 陳斯婷、姚焌偉、F.1D 林向平、冼成翰、黃穎妍 英語廣泛閱讀計劃英語廣泛閱讀計劃英語廣泛閱讀計劃英語廣泛閱讀計劃   全校最傑出表現獎：F.1C 郁美美 優良表現獎：F.1A 何祖銘、劉瑋霖、F.1B 孫曌玉、F.1C 梁紀童、蕭潔靈、黃潔雯、黃子浩、F.1D 林嘉兒、 林穎偲、彭倩瑩、F.1E 陳家汶、蔡莉偲、林靜佁、林春怡、王昭霆、繆俊熹、F.2B 謝浩天、F.2C 陳家雯、 鄭伊嵐、林麗欣、利諾怡、鄭兆霖、洪樂文、金文杰、彭恩宇、黃家賢、黃司豐、葉志輝、F.2D 陳美如、F.3A鄧雯裕、唐麗芬、F.3C 區樂生、陳文芳、陳蕙瑜、陳詠怡、陳昕兒、陳苑怡、蔡美婷、莊凱殷、周芷熲、 何麗珠、何森汝君、何裕欣、許雪敏、林芷晴、林穎芯、林穎然、盧莉燕、吳楚瑩、吳思雅、潘芍盈、謝昊殷、黃黃兒、黃婉婷、葉家欣、袁嘉彩、陳逸黃、鄭黃黃、張 黃、蔡泳黃、朱鴻城、許黃黃、葉黃黃、李銘揚、梁浩強、司徒健、石瑋霖、曾黎春    最佳最佳最佳最佳社盾社盾社盾社盾 敬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