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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話：校長話：校長話：校長話：一如所料一如所料一如所料一如所料  五班齊開五班齊開五班齊開五班齊開 

升中派位結果公佈了，我校又迎來了一批質素良好的中一同學，也迎來了可

喜的成績表。 

2008 和 2009 兩年的升中派位數據，有一項特別重要的意義，在於它決定一所

中學今後多年開辦英文教學班的數量。 

這機制最基本數字是「85% top 40% ─ 85% 屬全港首四成」，意思是學校所

收的中一新生，要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是屬於全港成績最佳四成的學生，才可以開

辦英文教學班。 

我校已接獲通知，這兩年的中一新生平均 90% 屬於全港最佳首四成學生，也

就是說，中一五班都可以以英語教學，沒有部份班可以、部份班不可以的麻煩。 

據孫明揚局長說，全港能「五班齊開」的中學，只有 100 間。我校經過十二

年的曲折摸索，終於又重獲自由了。我們當會珍惜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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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柏康、陳嘉隆雙雙於「奧林匹克比賽」梁柏康、陳嘉隆雙雙於「奧林匹克比賽」梁柏康、陳嘉隆雙雙於「奧林匹克比賽」梁柏康、陳嘉隆雙雙於「奧林匹克比賽」奪獎奪獎奪獎奪獎    

梁柏康「香港物理奧林匹克比賽」奪三等獎梁柏康「香港物理奧林匹克比賽」奪三等獎梁柏康「香港物理奧林匹克比賽」奪三等獎梁柏康「香港物理奧林匹克比賽」奪三等獎    5D 梁柏康同學在 5 月 24 日參加了由教育局、香港物理學會及香港科技大學合辦的「2009 香港物理奧林匹克比賽」，並在八百多名對手中脫穎而出，奪得三等獎，實在是可喜可賀！梁同學已於 6 月 28 日代表我校出席頒獎典禮，並接受物理增潤課程培訓。 
陳嘉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奪銅獎陳嘉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奪銅獎陳嘉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奪銅獎陳嘉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奪銅獎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2009 香港選拔賽」已於 5 月 31 日順利完成，全港共有六百多名學生參加，本校 6B 陳嘉隆同學表現出色，奪得銅獎，獲邀出席於 7 月 5 日舉行的頒獎典禮並將接受一連串的數學培訓，有機會代表香港參加 2010 年 7 月舉行的第五十一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我校同學能同時在全港性高水平的數理比賽中獲獎，各位老師實在是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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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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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0920092009 年高級程度會考成績年高級程度會考成績年高級程度會考成績年高級程度會考成績    ────    保持上升趨勢保持上升趨勢保持上升趨勢保持上升趨勢 
 
 

科 目  

本 校 考 生本 校 考 生本 校 考 生本 校 考 生  

合 格 率合 格 率合 格 率合 格 率  

全 港 日 校 考 生

合 格 率  

本 校 考 生本 校 考 生本 校 考 生本 校 考 生  

優 良 率優 良 率優 良 率優 良 率  (A-C) 

全 港 日 校 考 生

優 良 率  (A-C) 

英 語 運 用  96.7% 76.3% 16.4% 16.0% 

中 國 語 文 及 文 化  98.4% 94.6% 23% 24.3% 

中 國 文 學  75.0% 81.2% 41.7% 28.6% 

中 國 歷 史  88.2% 75.2% 41.2% 24.7% 

經    濟  76.9% 77.3% 7.7% 22.4% 

地    理  100% 76.7% 50% 22.8% 

世 界 歷 史  100% 86.1% 33.3% 35.1% 

會 計 學 原 理  100% 75.3% 28.6% 24.2% 

生    物  92.9% 74.4% 42.9% 19.7 

化    學  97% 75.3% 42.4% 23.1% 

物    理  100% 75.1% 34.4% 24.1% 

純    數  100% 75.6% 52.9% 25.2%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整體成績在去年良好水準的基礎上略有上升，文理皆有優異生。 

2. 本校 AL/AS 科目平均合格率為 95.5%，比去年上升 4%。 

3. 以合格率計，有 5 科 100%合格。 

4. 以優良率 ( A-C ) 計，有 9 科高於全港日校考生。其中純數、物理、化學、生物、地理、

中國歷史及中國文學均大幅超越全港優良率，最為可喜。 

5. 英語運用 ( Use of English ) 合格率為 96.7%，比去年升 3.5%，高出全港約 20%。中國語文

及文化合格率為 98.4%，高出全港約 4%。兩科語文均有一人考獲 A 級。 

6. 符合入讀大學資格比例為 90%，高於全港平均的 45% 一倍。 

7. 考獲較佳成績同學名單如下： 

 文科：李奧瑪李奧瑪李奧瑪李奧瑪    2222 優優優優    2222 良（英文良（英文良（英文良（英文 AAAA、世史、世史、世史、世史 AAAA））））    

                陳善怡陳善怡陳善怡陳善怡    2222 優（中化優（中化優（中化優（中化 AAAA、文學、文學、文學、文學 AAAA））））    

            林如君林如君林如君林如君    4444 良良良良    

伍家瑩伍家瑩伍家瑩伍家瑩    4444 良良良良        
 理科：鄧梓琪鄧梓琪鄧梓琪鄧梓琪    3333 優（數、理、化優（數、理、化優（數、理、化優（數、理、化 AAAA））））    

        鄧卓謙鄧卓謙鄧卓謙鄧卓謙    3333 優（會計、理、化優（會計、理、化優（會計、理、化優（會計、理、化 AAAA））））    

        李咏珊李咏珊李咏珊李咏珊    1111 優優優優    2222 良（化學良（化學良（化學良（化學 AAAA））））    

郭天健郭天健郭天健郭天健    1111 優優優優    2222 良（化學良（化學良（化學良（化學 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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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遠赴廣東、福建上文化課中六級遠赴廣東、福建上文化課中六級遠赴廣東、福建上文化課中六級遠赴廣東、福建上文化課    客家土樓見證東方血緣倫理關係和聚族而居傳統文化的歷史，是人類族群和諧共處聚族而居的典範。土樓具備防衛功能，其建築成就，世上獨一無二。2008 年，聯合國世界遺產委員會列客家土樓爲世界文化遺產。2009 年 4 月 26 至 29 日，本校五位老師帶領中六同學參加為期四日三夜的廣東梅縣及福建永定縣「世界文化遺產之旅」，回港後向全校匯報。這是同學們的簡報： 
希望一睹盧山真面目希望一睹盧山真面目希望一睹盧山真面目希望一睹盧山真面目    記得在一個旅遊節目中看到福建土樓的風貌，一幢幢圓柱形的建築，風格十分特別，令我深感有趣，加上土樓在 2008 年獲聯合國確認為世界文化遺產，我更希望一睹盧山真面目。 我很感激學校給予我們一個寶貴的考察機會，親身感受到文化遺產的宏偉。我們要坐 7 個小時車才能到達土樓群，但親自到現場考察，又是別有一番風味呢！令我最難忘的是，我們走上三百多級才能到達高處俯視土樓群，它們彷彿是一塊塊細小的積木在我們的腳下。 我們親身訪問當地的居民，加深了對土樓的認識之外，又可知道他們的生活模式。他們十分友善，還邀請我們到他們的家中參觀，他們為我們解釋土樓的建築風格，我們全都獲益良多，這正正體驗了「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句說話呢！ 
「硬頸精神」是客家文化的核心「硬頸精神」是客家文化的核心「硬頸精神」是客家文化的核心「硬頸精神」是客家文化的核心    福建永定一帶地方多山、少水、少田，不利耕作，這種環境造就了客家人的「硬頸精神」，就是刻苦耐勞。「硬頸精神」可以說是客家文化的核心。土樓的建造者以從魏晉時代開始因戰亂而逐步南遷的中原漢族人──「客家人」為主。漂泊的生活也促使了客家人團結自保，十分的節儉和固步自封。這亦促使客家人興建了土樓，形成獨有的族群生活型態。土樓是由黃土混合沙石而建，非常穩固。每一座土樓中只得一個祠堂。由於住在土樓的居民都是由同一個祖先繁衍出來的，他們有著共同的祖先，另外亦因為整個家族住在一起，他們聚族而居，家族觀念重，會和諧相處，而且十分團結。 
他們擁有的物質比我們少得多他們擁有的物質比我們少得多他們擁有的物質比我們少得多他們擁有的物質比我們少得多    我們到過不同的地方，例如中川古村落，虎豹別墅和客家民俗博物館等。客家鄉村的生活和香港急促的生活大有不同。我們不單止更認識到中國的文化遺產──土樓，更加體會由於永定多山，故客家人多以梯田方便耕作。交通不方便，要到最近的超級市場都要坐最少半小時的車，而且山路十分崎嶇。因此，他們都要以自己種植的蔬果和飼養的禽畜作為食物，而且相對住在都市的我們，他們擁有的物質比我們少得多，所以他們的生活便不如我們般多姿多采。 
賺錢比保護文化遺產更為重要嗎？賺錢比保護文化遺產更為重要嗎？賺錢比保護文化遺產更為重要嗎？賺錢比保護文化遺產更為重要嗎？    自土樓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後，旅遊業迅速發展。土樓居民為旅客提供住宿、飲食等服務，並於土樓內銷售紀念品，收入增加不少。居民生活亦得以改善，開始於家中増設電腦電視等科技產品，一些基建，如道路建設亦有所增加。現在土樓當地正在興建大型渡假村，為增加旅遊業收入，令一個充滿著文化特色的地方變得商業化，失去了本身的特色，賺錢比保護文化遺產更為重要嗎？土樓內的農村文化受到某程度的破壞，當地樸素、忙於農耕的景象恐怕再也看不見！這令原本的保育理念變得商業化，扭曲了原意。 從前，他們的生活以耕田為主；但現在，他們除了耕田外，還會以向遊客兜售農作物或手信謀生。他們生活簡樸但十分勤勞。保護文化遺產並不只是政府的責任，所有遊客及當地居民也要負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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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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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完成了七千字或以上的初中同學約有八十人，其中 1D 張雪晴同學就撰寫了一萬三千多字，3C 楊凱喬同學更撰寫了約一萬五千字，成績優異，值得嘉許！其他「榜」上有名的同學為：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7000700070007000 字以上：字以上：字以上：字以上：        1A 方旭晶 郭芳蓁 梁乃文 麥熙彤 陳子康 陳輯星 鄭樺 翁聖業 1C 李芍葶 劉錦泉 1D 李宛陶 顏程懿 1E 林慧婷 吳品儀 翁小藍 2A 陳尚智 2B 陳景晞 2E 歐陽瑱豫 馮緯彤 何梓欣 林向平 吳洛彤 薛嘉盈蕭潔靈 黃顥欣 郁美美 張頌軒 彭卓煒 黃子浩 3A 徐慧瑜 俞坤寧 魯小凡 3C 蘇偉盛 3D 黃麗欣 何旻傑 3E 陳家雯 張潁詩 林向怡 利諾怡 王蘊賢 鄭俊豪 黃司豐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8000800080008000 字以上：字以上：字以上：字以上：        1A 林倩冰 1E 黎曉鈱 2E 梁柏惠 冼穎彤 姚沛鈃 郭豫聲 姚焌偉 3A 區嘉儀 陳穎芝 潘嘉渝 蔡瀚霖 李浩銘 麥富權 3C 賴結欣 梁穎琪 馬潔雯 林敬杰 林澤宇 寧曉明 3D 陳祉君 陳俞融 范穎琛 林青怡 李碧琪 呂杏馨 胡秀豪 3E 林麗欣 梁可茵 石浚霖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9000900090009000 字以上：字以上：字以上：字以上：        2E 郭芷晴 阮泳瑜 繆俊熹 施珮麟 3A 劉曉彤 梁頌恩 鄧旃文 徐悅雯 勞茬蘢 3C 陳美如 鍾潔鈺 林靄頤 梁懿澄 葉珍妮 3E 蔡嘉璇 何輝輝 胡珮慧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10000100001000010000 字以上：字以上：字以上：字以上：        1D 張雪晴 2E 陳可怡 林嘉兒 朱俊杰 何祖銘 何嘉浚 3A 陳嘉敏 曹永熙 黃家賢 3C 麥俊瑩 楊凱喬 3E 鄭伊嵐  
「古典文學背誦及賞析活動」各班最高紀錄者「古典文學背誦及賞析活動」各班最高紀錄者「古典文學背誦及賞析活動」各班最高紀錄者「古典文學背誦及賞析活動」各班最高紀錄者    

中一級  1A1A1A1A    1B1B1B1B    1C1C1C1C    1D1D1D1D    1E1E1E1E    最高紀錄者 翁聖業 鄭思嘉  梁家豪 鄒彩玉 袁家樂  陳維豪 朱鴻財 完成篇數 28篇 33篇 44篇 29篇 70篇 
 

中二級  2A2A2A2A    2B2B2B2B    2C2C2C2C    2D2D2D2D    2E2E2E2E    最高紀錄者 潘彤 李雅詩 毛雪瑩 孫曌玉 陳立恩 完成篇數 92篇 64篇 53篇 60篇 91篇 
    

有關數學科暑期作業的安排有關數學科暑期作業的安排有關數學科暑期作業的安排有關數學科暑期作業的安排        升中二、升中三級的同學：  數學科暑期作業將隨書附送，毋須另行購買。 升中一、升中四級的同學：  數學科暑期作業已經派發。 請家長督促貴子弟依時完成作業，並於九月二日交予數學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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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全年全年全年成績成績成績成績首首首首 20202020 名精英榜名精英榜名精英榜名精英榜    

Grand Average Top Twenty ListGrand Average Top Twenty ListGrand Average Top Twenty ListG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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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  青 楊日寧 張潁詩 朱鴻城 潘  昱 2222    盧逸晴 林嘉兒 林麗欣 袁嘉彩 顏兆軒 3333    林倩冰 黃子浩 何輝輝 鄭博文 謝潤宜 4444    朱鴻財 陳燕萍 蔡嘉璇 梁浩強 陳偉洛 5555    秦琬婷 姚賴嫦 陳家雯 潘  君 周祖兒 6666    鄭嘉杰 繆俊熹 梁懿澄 何麗珠 趙朗鏗 7777    吳品儀 何梓欣 陳浩銘 李銘揚 李晉逸 8888    林慧婷 郁美美 胡秀豪 陳蕙瑜 梁世傑 9999    張齡茜 郭豫聲 任梓諾 倫穎彤 楊康澄 10101010    翁小藍 楊  芸 蘇蘇 張 張  朱麗華 11111111    林冬怡 柯培偉 林向怡 司徒健 ☺ 12121212    鄭浩天 朱俊杰 管  彬 李建鴻 ☺ 13131313    陳俊亨 洪穎琪 吳凱琪 陳逸恆 ☺ 14141414    黎曉鈱 何嘉浚 王嘉韻 蔡美婷 ☺ 15151515    葉安妮 李文俊 楊凌舒 周智弘 ☺ 16161616    林思敏 李維泰 葉志輝 吳思雅 ☺ 17171717    何兆煒 鄭菲菲 劉博雅 林穎然 ☺ 18181818    張楚君 林向平 鄒安貽 石瑋霖 ☺ 19191919    翁聖業 蔡燿聰 梁可茵 黃婉婷 ☺ 20202020    阮健瑜 姚焌偉 鄭兆霖 文詠賢 ☺     
2008200820082008----20092009200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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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文 1A 林倩冰 2B 黃麗欣、2C 楊日寧 3E 何輝輝 4A 潘  君 英文 1E 陳誦升 2E 郭豫聲 3E 張潁詩 4B 陳蕙瑜 數學 1E 朱鴻財 2A 陳尚智 3B 黃智傑 4E 鄭博文 附加數學    4E 鄭博文 附加英文 1E 林慧婷 2D 李維泰 3E 張潁詩  中史 1E 朱鴻財 2D 陳燕萍 3E 何輝輝 4A 潘  君、4A司徒健 中國文學    4A 潘  君 電腦與資訊科技 1E 鄭嘉杰 2D 陳燕萍 3A 關澔賢 4E 黎忠賢 經濟    4B 陳逸恆 地理 1E 盧逸晴 2D 陳燕萍 3C 梁懿澄 4B 陳蕙瑜 世界歷史   3E 張潁詩 4A 潘  君 附加英文 2  2D 陳燕萍   會計    4B 陳蕙瑜 綜合科學 1E 朱鴻財 2E 鄒咏霖   生物   3E 蘇卓堃 4E 梁浩強 化學   3E 張潁詩 4E 朱鴻城 物理   3E 張潁詩 4E 朱鴻城 通識教育 1E 歐芷澄 

1E 葉  青 

2D 顏智蓮 

2E 朱俊杰 

3E 陳達蓮  普通話 1E 吳品儀 2B 楊韋婷   視覺藝術 1E 葉  青 2C 林春怡 3A 盧敏珺 

3D 梁楚琪 

 設計與科技 1E 葉安妮 2A 柯培偉 3B 楊  華  家政 1E 盧逸晴 2D 蕭曉晴 3A 區嘉儀、3E 林向怡  音樂 1C 李芍葶 2C 楊日寧、2E 姚沛鈃 3E 石浚霖  體育 1B 楊嘉豪 

1A 林健莹 

2E 朱俊杰 

2E 彭卓煒 

2B 徐詠琪 

3C 陳漢文 

3E 梁惠敏 

4B 麥靖璍 

4C 陳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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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820082008----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度得獎同學名單度得獎同學名單度得獎同學名單度得獎同學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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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家俊  F.6B   關曉彤 傑出領袖生傑出領袖生傑出領袖生傑出領袖生 

F.3A 魯小凡 F.3E 楊子樂    F.4A 倫穎彤       F.4B 區樂生  F.4C 陳昕兒 

F.4D 陳文芳         F.4D 林宏達        F.4E 盧啟軒       F.6B 陳主威    F.6B 洪思聰 校長閱讀獎勵計劃校長閱讀獎勵計劃校長閱讀獎勵計劃校長閱讀獎勵計劃 金獎  F.1E 朱鴻財   F.1C 梁凱盈   銀獎  F.1E 葉  青   F.1E 林敬朗   F.1C 李芍葶  F.1A 梁乃文 F.1E 李蘊琪  F.1A 翁聖業  F.1E 鄭嘉杰 銅獎  F.1E 吳品儀   F.1A 林倩冰   F.1E 葉安妮  F.2D 陳燕萍 F.1A 張梓軒  F.1A 林健莹  F.1A 鄭  樺
F.1A 袁映彤 F.1C 趙晉豪   F.1E 翁小藍 F.2E 陳立恩   F.1E 盧逸晴  F.1E 鄧國豪  F.1A 張麗婷  

F.2C 林春怡 F.1C 葉子晴 F.1C 林思敏 班際守時比賽班際守時比賽班際守時比賽班際守時比賽   初級組：冠軍– F.1E   亞軍– F.2E  季軍– F.2D 高級組：冠軍– F.4B   亞軍– F.4E  季軍– F.4C 高級組班際辯論比賽高級組班際辯論比賽高級組班際辯論比賽高級組班際辯論比賽  冠軍 – F.6B       最佳辯論員 – F.6B 關曉彤 班際籃球比賽班際籃球比賽班際籃球比賽班際籃球比賽 初級組：冠軍 – F.3B     亞軍 – F.2C      季軍 – F.2D  高級組：冠軍 – F.4E    亞軍 – F.5E   班際足球比賽班際足球比賽班際足球比賽班際足球比賽 初級組：冠軍 – F.3C   亞軍 – F.2B  季軍 – F.3D  高級組：冠軍 – 老師隊   亞軍 – F.4D   季軍 – F.4C  ““““Reading Aloud Competition”””” 

F.1C 陳易希   F.2D 李梓菁   F.2E 姚俊偉   F.3E 曾海琪 常識問答比賽常識問答比賽常識問答比賽常識問答比賽  中一級：   冠軍 – F.1D     亞軍 – F.1C     季軍 – F.1E 中二級：   冠軍 – F.2E     亞軍 – F.2A     季軍 – F.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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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鍾琸羚、蔡莉偲、潘彤、葉詠雯 亞軍 – F.2C 馬曉妍、陳穎心、劉家熒、雷穎欣 季軍 – F.2A 陳尚智、林澤恩、潘星冠、楊子樂 初賽最佳時間 – F.2C 劉家豪、陳智權、郭昭言、練二明 科學科剪報比賽科學科剪報比賽科學科剪報比賽科學科剪報比賽 中一級：冠軍 – F.1E 張齡茜   亞軍 – F.1B 歐歐    季軍 – F.1C 張智恩 中二級：冠軍 – F.2C 范凱淘  亞軍 – F.2E 林向平    季軍 – F.2A 陸皓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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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E 葉  青     F.2C 楊日寧     F.3E 張潁詩     F.4B 陳蕙瑜     F.6A 周祖兒 中一級「德行表揚計劃」傑出表現獎中一級「德行表揚計劃」傑出表現獎中一級「德行表揚計劃」傑出表現獎中一級「德行表揚計劃」傑出表現獎  

F.1A 黎梓健 F.1B 鄭紫若 F.1C 林思敏 F.1C 許名溱  F.1D 黎穎兒 F.1D 伍淑媛 F.1E 翁小藍
F.1E 黎曉鈱 三十周年校慶網上問答遊戲三十周年校慶網上問答遊戲三十周年校慶網上問答遊戲三十周年校慶網上問答遊戲 冠軍  –  F.2C 梅芊芊  亞軍  –  F.2A 韓家恩  季軍  –  F.2A 王昭霆  優異  –  F.2A 楊子樂、F.3A 劉華靖 荃灣區「網絡荃灣區「網絡荃灣區「網絡荃灣區「網絡 SUNSUNSUNSUN 人類」中學生辯論比賽人類」中學生辯論比賽人類」中學生辯論比賽人類」中學生辯論比賽殿軍殿軍殿軍殿軍    
F.3A 盧舜賢、F.3A 魯小凡、F.3B唐皓軒、F.3C 林玉婷、F.3D 陳婷婷、徐皓鱈、湯紀婷、F.3E施富元、王蘊賢 「英語廣泛閱讀計劃」優良表現獎「英語廣泛閱讀計劃」優良表現獎「英語廣泛閱讀計劃」優良表現獎「英語廣泛閱讀計劃」優良表現獎   

F.1A 黎梓健、F.1B 區樂晴、諸慧珊、F.1C 鍾天穎、F.1D古姍、關雨仲、黃靖雯、F.1E 秦琬婷、關曉茵、李蘊琪、盧逸晴、葉青、葉安妮、翁小藍、朱鴻財、林敬朗、F.2D許沛婷、關苑樺、凌尊怡、F.2E 陳可怡、陳立恩、郭芷晴、林嘉兒、蕭潔靈、阮泳瑜、郁美美、蔡燿聰、何祖銘、繆俊熹、黃子浩、姚焌偉、F.3A 梁惠瑩、鄧旃文、徐悅雯、林紹坤、勞茬蘢、F.3B 楊華、F.3C 陳美如、張琛盈、梁懿澄、林玉婷、F.3E 陳家雯、鄭伊嵐、張潁詩、吳凱琪、施富元 中一小作家中一小作家中一小作家中一小作家  

F.1A 林倩冰 F.1B 盧瑋瑜 F.1C 黃逸意  F.1D 袁家樂 F.1E 翁小藍 醫療室當值服務獎醫療室當值服務獎醫療室當值服務獎醫療室當值服務獎 

F.2E 姚沛鈃  F.4A 梁景承  F.4D 蔡子俊  F.4C 齊懷恩  F.4D 周芷熲  F.4D 何麗珠 數學大激賞數學大激賞數學大激賞數學大激賞 一等獎︰F.2A 劉瑋霖 二等獎︰F.3E 楊子樂、F.4D 鄭博文 三等獎︰F.1B 鄧仲恩、F.2A 陳尚智、F.2E 郁美美、F.3A曹永熙、F.3C 張琛盈、F.3C 張穎琪、F.3D 陳舒婷、F.3E陳家雯 最佳社盾最佳社盾最佳社盾最佳社盾 敬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