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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扶輪少年服務團本校扶輪少年服務團本校扶輪少年服務團本校扶輪少年服務團

本校扶輪少年服務團 (Rotary Interact Club) (

輪社的支持下於本年一月成立

合作，培養領導才能，服務

以協助少數族裔為年度主題

共融活動。新學年伊始，

式，6B杜智邦同學將正式卸任

事會亦告成立，青年國際合作

及英文老師一同出席該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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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扶輪少年服務團本校扶輪少年服務團本校扶輪少年服務團本校扶輪少年服務團    (Rotary Interact Club)(Rotary Interact Club)(Rotary Interact Club)(Rotary Interact Club)

(Rotary Interact Club) (下稱扶少團)在灣仔扶

輪社的支持下於本年一月成立，其宗旨在於讓青少年有機會一起

服務社會，了解世界。而本校首屆扶少團

以協助少數族裔為年度主題，舉辦了與南亞裔人士寫中國書法的

，扶少團於 10 月 31 日舉辦了換屆交接儀

杜智邦同學將正式卸任，由 4D唐梓晴同學接任，新一屆幹

青年國際合作、服務社群的使命薪火相傳。

及英文老師一同出席該儀式，見證這歷史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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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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通告通告通告，，，，2002200220022002 年創刊年創刊年創刊年創刊，，，，逢每月逢每月逢每月逢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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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ry Interact Club)(Rotary Interact Club)(Rotary Interact Club)(Rotary Interact Club)舉行換屆儀式舉行換屆儀式舉行換屆儀式舉行換屆儀式

 

在灣仔扶

青少年有機會一起

而本校首屆扶少團

人士寫中國書法的

日舉辦了換屆交接儀

新一屆幹

。當天灣仔扶輪社代表、本校鍾佛成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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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換屆儀式舉行換屆儀式舉行換屆儀式舉行換屆儀式    

本校鍾佛成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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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慶祝慶祝慶祝本校與江門市第八中學締結為姐妹學校本校與江門市第八中學締結為姐妹學校本校與江門市第八中學締結為姐妹學校本校與江門市第八中學締結為姐妹學校    

2016 年 11 月 11 日，本校鍾佛成校長、程兆麒副校長及林達成主任到廣東省江門市第八中學進行

締結儀式，正式成為姐妹學校，加強兩校各方面交流，為提升兩校的教學質素及為兩地學生了解彼

此文化、增進中港情誼開拓了新領域。 

當天本校校長等人除了參觀該校校園外，又出席了該校舉辦的座談會，雙方就教育理念、特色教育、

教學設計、教育研究和教師專業培訓等進行交流，並簽訂友好協定。雙方學校計畫在明年的 1月至

3月組織安排師生、家長到對方學校進行交流，分享兩地的教育模式和教學理念，以擴闊兩地師生

和家長的視野，豐富教學經歷，並增進彼此的關係，進一步深化粵港兩地教育合作。 上文改寫自《江門八中與香港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締結為姐妹學校》的網上報道 http://mp.weixin.qq.com/ 

 

 上文相片摘自《江門八中與香港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締結為姐妹學校》的網上報道 http://mp.weixin.qq.com/ 

中一級數學比賽頒獎中一級數學比賽頒獎中一級數學比賽頒獎中一級數學比賽頒獎 

2016-17年度中一級數學比賽已於 10月 14日

順利舉行。舉辦是次比賽的目的是希望藉此提

高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並從中挑選優秀的同

學代表學校參與校際數學比賽。當中 1A班陳

卓鏗、1B班何澤鋒及 1D班黃泳華表現出眾，

同時得到最高分，每人均得到一套數學文具套

裝作為獎勵。 鍾佛成校長、1D 黃泳華、1B 何澤鋒、1A 陳卓鏗 (由左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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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藝術館進入本校流動藝術館進入本校流動藝術館進入本校流動藝術館進入本校    

一輛「流動藝術館」於 10月 27日進入本校，

推廣文字藝術，同學都在車中透過多媒體體會

中國文字的美態，體驗文字藝術創作的樂趣。

是次活動是「藝術館出動！」教育外展計劃的

一部份，由賽馬會舉辦。該專車由香港藝術館

精心製作，駛入不同校園與社區進行藝術教育。該活動主題為「字遊都市．寫出香港」，將隱藏於

社區中的名家書跡、有趣的文字藝術，和當代藝術家別具風格的作品向市民呈現。同學當天都體會

了文字藝術與香港文化，並且增加對本地年青藝術家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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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及中二學生與學長有個中一及中二學生與學長有個中一及中二學生與學長有個中一及中二學生與學長有個「「「「約會約會約會約會」」」」    

中一學生與學長面談中一學生與學長面談中一學生與學長面談中一學生與學長面談    

為了照顧同學在學業以外的成長需要，本校輔導組安排了中四及中五學生，組成了一隊成長導

師，於 21/11/2016至 30/11/2016，分別與中一及中二學生舉行聚會，希望可以在輕鬆的環境交談下，

多了解中一同學的日常生活，幫助他們建立明確的目標。學長們期待與你們的「約會」，記得準時

出席啦！面談時間如下： 

班別 日期 時間 地點 

1A 21-11-2016 (星期一) 下午 1時 10分至 1時 40分 501 

1B 22-11-2016 (星期二) 下午 1時 10分至 1時 40分 501 

1C 23-11-2016 (星期三) 下午 1時 10分至 1時 40分 501 

1D 24-11-2016 (星期四) 下午 1時 10分至 1時 40分 501 

2A 25-11-2016 (星期五) 下午 1時 10分至 1時 40分 501 

2B 28-11-2016 (星期一) 下午 1時 10分至 1時 40分 501 

2C 29-11-2016 (星期二) 下午 1時 10分至 1時 40分 501 

2D 30-11-2016 (星期三) 下午 1時 10分至 1時 40分 501 *如對上述安排有疑問，請向趙善明老師查詢。 
「「「「樂得耆所樂得耆所樂得耆所樂得耆所」」」」計劃計劃計劃計劃————愛鄰里中學生義工探訪服務愛鄰里中學生義工探訪服務愛鄰里中學生義工探訪服務愛鄰里中學生義工探訪服務    

為配合本校本年度的價值教育主題︰「關愛與服務」，的本校全級中四同學將於 2016年 11月至 2017

年 2月其間到祈德尊新邨及滿樂大廈擔任頤家大使及電腦新遊戲大使。是次活動目的透過與長者真

正的接觸，來提升青少年對長者的認識 ; 並善用青少年在電腦知識，提昇長者與時並進學習新科

技的信心。 

4B班同學已於早前進行了探訪，其餘各班的同學請按分組名單在探訪日期當日放學後 3:55pm 到學

校大門口集合。 

11月 11日(五) 11月 16日(三) 11月 18日(五) 11月 29日(二) 11月 30日(三) 

4B (day 3) 4B (day 6) 4E (day 2) 4A (day 3) 4A (day 4) 

 

2月 6日(一) 2月 7日(二) 2月 8日(三) 2月 9日(四) 2月 15日(二) 

4E (day 5) 4D (day 6) 4C (day 1) 4C (day 2) 4D (da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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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陸運會我們的陸運會我們的陸運會我們的陸運會(201(201(201(2016666----11117777))))」」」」攝影比賽攝影比賽攝影比賽攝影比賽    

   

本校於 11月 8日及 11月 9日舉行一年一度的陸運會，同學定必四處拍攝，捕捉運動健兒的英姿及

場內氣氛；為促進同學攝影技巧的交流，MM Club 現舉行名為「我們的陸運會(2016-17)」攝影比賽，

希望同學把佳作與全校師生分享。得獎作品更有機會被刊登於學校刊物。比賽的詳情如下： 

參賽辦法參賽辦法參賽辦法參賽辦法 

1. 參賽作品以電郵方式呈交, 並於 

11月月月月 25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或之或之或之或之前電郵至前電郵至前電郵至前電郵至 wscphotosoc@gmail.com 

2. 所有參賽作品必須以數碼格式遞交 

3. 比賽結果將於 2017年 1月份公佈 

參賽規則參賽規則參賽規則參賽規則 

1. 每位參賽者提交作品以兩張為兩張為兩張為兩張為上上上上限限限限, 並須於每張相片的檔案名稱加上每張相片的檔案名稱加上每張相片的檔案名稱加上每張相片的檔案名稱加上標題標題標題標題以及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班別班別班別班別, 學號學號學號學號) 

2. 作品可作簡單後期加工，如裁剪、調色等。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獎項獎項獎項獎項 評審標準評審標準評審標準評審標準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冠軍一名–書劵 $150 

亞軍一名–書劵 $100 

季軍一名–書劵 $50 

1. 主題清晰;  

2. 創意;  

3. 構圖;  

4. 技巧運用 

1. 是次攝影比賽由校長及資深攝影老師作評審 

2. 如有任何疑問, 可向 5C班麥梓漾同學查詢 

(本頁相片攝自本校校長鍾佛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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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榜英雄榜英雄榜英雄榜    ((((上學期測驗成績全級首二十名的同學上學期測驗成績全級首二十名的同學上學期測驗成績全級首二十名的同學上學期測驗成績全級首二十名的同學))))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馮嘉進馮嘉進馮嘉進馮嘉進    歐陽逸康歐陽逸康歐陽逸康歐陽逸康    王俊然王俊然王俊然王俊然    陸泉良陸泉良陸泉良陸泉良    陳澤富陳澤富陳澤富陳澤富    

張學斌張學斌張學斌張學斌    陳希陳希陳希陳希    梁錦茵梁錦茵梁錦茵梁錦茵    何知穎何知穎何知穎何知穎    黃子恩黃子恩黃子恩黃子恩    

陳翔豐陳翔豐陳翔豐陳翔豐    林上智林上智林上智林上智    林欣怡林欣怡林欣怡林欣怡    郭靄琳郭靄琳郭靄琳郭靄琳    徐民諾徐民諾徐民諾徐民諾    

劉逸峰劉逸峰劉逸峰劉逸峰    戴穎烯戴穎烯戴穎烯戴穎烯    戴樂熹戴樂熹戴樂熹戴樂熹    張家源張家源張家源張家源    吳鎮鋒吳鎮鋒吳鎮鋒吳鎮鋒    

張耀輝張耀輝張耀輝張耀輝    江倩瑤江倩瑤江倩瑤江倩瑤    程程程程鈞鈞鈞鈞    何思瑩何思瑩何思瑩何思瑩    莫允縈莫允縈莫允縈莫允縈    

陳雋言陳雋言陳雋言陳雋言    梁嘉浚梁嘉浚梁嘉浚梁嘉浚    鄭卓瑩鄭卓瑩鄭卓瑩鄭卓瑩    陳映霖陳映霖陳映霖陳映霖    楊凌鈞楊凌鈞楊凌鈞楊凌鈞    

吳心如吳心如吳心如吳心如    任嘉彬任嘉彬任嘉彬任嘉彬    吳蔚欣吳蔚欣吳蔚欣吳蔚欣    張國龍張國龍張國龍張國龍    吳蕙姍吳蕙姍吳蕙姍吳蕙姍    

陳諾文陳諾文陳諾文陳諾文    陳映彤陳映彤陳映彤陳映彤    賴諾言賴諾言賴諾言賴諾言    梁琬琳梁琬琳梁琬琳梁琬琳    翟惠琳翟惠琳翟惠琳翟惠琳    

陳文鈺陳文鈺陳文鈺陳文鈺    梁穎鈞梁穎鈞梁穎鈞梁穎鈞    黎欣庭黎欣庭黎欣庭黎欣庭    陳昊榮陳昊榮陳昊榮陳昊榮    馮穎俊馮穎俊馮穎俊馮穎俊    

鄭媛予鄭媛予鄭媛予鄭媛予    林子晴林子晴林子晴林子晴    郭芷瑩郭芷瑩郭芷瑩郭芷瑩    王凱瑩王凱瑩王凱瑩王凱瑩    黎賡憲黎賡憲黎賡憲黎賡憲    

俞晨旭俞晨旭俞晨旭俞晨旭    劉恩儀劉恩儀劉恩儀劉恩儀    李翠山李翠山李翠山李翠山    蘇博軒蘇博軒蘇博軒蘇博軒    林巧瑜林巧瑜林巧瑜林巧瑜    

黃苡穎黃苡穎黃苡穎黃苡穎    李皓昕李皓昕李皓昕李皓昕    王鎮鏘王鎮鏘王鎮鏘王鎮鏘    唐梓晴唐梓晴唐梓晴唐梓晴    鄭雯馨鄭雯馨鄭雯馨鄭雯馨    

劉姵岐劉姵岐劉姵岐劉姵岐    胡希文胡希文胡希文胡希文    李浚銘李浚銘李浚銘李浚銘    馮靖曦馮靖曦馮靖曦馮靖曦    丘詩穎丘詩穎丘詩穎丘詩穎    

蘇夏穗蘇夏穗蘇夏穗蘇夏穗    鄭梓軒鄭梓軒鄭梓軒鄭梓軒    廖煒榮廖煒榮廖煒榮廖煒榮    郁鈴鈴郁鈴鈴郁鈴鈴郁鈴鈴    陳浩裕陳浩裕陳浩裕陳浩裕    

陳卓鏗陳卓鏗陳卓鏗陳卓鏗    關家熙關家熙關家熙關家熙    周梓康周梓康周梓康周梓康    區綽忻區綽忻區綽忻區綽忻    陳樂謙陳樂謙陳樂謙陳樂謙    

駱雋晞駱雋晞駱雋晞駱雋晞    張悅趣張悅趣張悅趣張悅趣    謝子亢謝子亢謝子亢謝子亢    張家輝張家輝張家輝張家輝    左曉瑩左曉瑩左曉瑩左曉瑩    

陳湛桁陳湛桁陳湛桁陳湛桁    洪濼媛洪濼媛洪濼媛洪濼媛    林柏均林柏均林柏均林柏均    高曉琳高曉琳高曉琳高曉琳    蔡穎彤蔡穎彤蔡穎彤蔡穎彤    

何彥林何彥林何彥林何彥林    李泓錤李泓錤李泓錤李泓錤    毛凱鵬毛凱鵬毛凱鵬毛凱鵬    林子靖林子靖林子靖林子靖    鄧芷晴鄧芷晴鄧芷晴鄧芷晴    

蔡晴言蔡晴言蔡晴言蔡晴言    胡栩晴胡栩晴胡栩晴胡栩晴    陳文陳文陳文陳文    呂穎珊呂穎珊呂穎珊呂穎珊    李芷翹李芷翹李芷翹李芷翹    

錡炯錡炯錡炯錡炯    林承志林承志林承志林承志    顏嘉樂顏嘉樂顏嘉樂顏嘉樂    賴汶聰賴汶聰賴汶聰賴汶聰    吳逸勤吳逸勤吳逸勤吳逸勤     
好詩共賞好詩共賞好詩共賞好詩共賞————《《《《給父親的頌歌給父親的頌歌給父親的頌歌給父親的頌歌》》》》1D 周巧玲周巧玲周巧玲周巧玲    

時光時光時光時光，，，，漸漸消逝漸漸消逝漸漸消逝漸漸消逝    

如今我已十多歲如今我已十多歲如今我已十多歲如今我已十多歲    

十幾個年頭以來十幾個年頭以來十幾個年頭以來十幾個年頭以來    

您您您您────────    

都待我如寶都待我如寶都待我如寶都待我如寶    

捧我在手上捧我在手上捧我在手上捧我在手上    

記得那幾天記得那幾天記得那幾天記得那幾天    

您您您您────────    

一直忙碌着一直忙碌着一直忙碌着一直忙碌着    

還記得那幾天還記得那幾天還記得那幾天還記得那幾天    

您您您您────────    

什麼都不說什麼都不說什麼都不說什麼都不說    

直到我看見直到我看見直到我看見直到我看見    

那張簇新的橙色書桌那張簇新的橙色書桌那張簇新的橙色書桌那張簇新的橙色書桌    

我的雀躍我的雀躍我的雀躍我的雀躍    

您的欣悅您的欣悅您的欣悅您的欣悅    

新的書桌新的書桌新的書桌新的書桌    

構成一幅最美的圖畫構成一幅最美的圖畫構成一幅最美的圖畫構成一幅最美的圖畫    

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您辛苦了您辛苦了您辛苦了您辛苦了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您真的辛苦了啊您真的辛苦了啊您真的辛苦了啊您真的辛苦了啊    原文摘錄於《大公網‧闖闖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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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藝趣嘉年華渣打藝趣嘉年華渣打藝趣嘉年華渣打藝趣嘉年華    

香港青年藝術協會每年都會在

維園舉辦渣打藝趣嘉年華，本

校中四級今年傾巢而出，全級

125 名同學分別於 11月 12日

及 13 日於嘉年華擔任義工，

設立攤位推廣藝術，讓大眾感

受藝術的樂趣，參與同學亦從

中獲得服務社區、貢獻社會的

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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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 to the Editor6C KoYiuWa    

Scenario 

It has recently reported that some parents in Asian countries are installing apps on their children’s 

mobile phones that monitor their activities to ensure they use these devices responsibly. Write a letter 

to the Young Post stating whether you agree with these parents’ actions or not. Justify your position 

with three reasons. 

Dear Editor, 

With a decreasing number of children in each family, many parents try to provide the best to their kids and want to 

safeguard them all the time. As technology advances, not only children get access to unsuitable materials online, but 

they may also encounter dangers, like frauds which are omnipresentin this day and age. With a view to protecting 

their sons and daughters, some parents install applications on their children’s phones which enable them to monitor 

the activities on the kids’ mobiles. Although some people argue vehemently against this action, I am convinced that 

installing surveillance appsis beneficial to the younglings. The reasons are clarified as follows: 

First and foremost, keeping an eye on children’s usage of phones can ensure their safety. Some people might think 

this would create a tense atmosphere between parents and kids, and thus a poor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for the 

children might feel not being respected. However, installing the app is not a problem; instead parents’ unwise actions 

are based on worrying about their kids. Some of them keep an eye on every single move of their children and always 

question them. In fact, these are inappropriate usage of the apps. 

Therefore, monitoring apps is not a problem, but the “monster parents” are. It is crucial for parents to utilize these 

apps in a suitable way. What they should do is to monitor their children’s usage of phones without interference unless 

there are imminent dangers. In other words, when your children argued with their friends, let them tackle it 

themselves. Yet, when an obvious danger appeared, a scammer approaching for example, parents should offer help 

immediately. As illustrated, if used properly, the apps can provide a channel for parents to protect their children. 

Hence, I am of the opinion that this kind of surveillance apps is a boon rather than a bane and it is advisable for 

parents to install them in case of dangers. 

Also worth noticing is that using these apps can help parents understand the youngsters’ emotions and help them to 

deal with it at early stage. Some opponents might deem education to be more important than monitoring them. 

However,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youngsters’ emotions, how can we teach them to grapple with emotional 

problems? Being in a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kids and adults, teenagers might be beset with emotional problems 

stemming from pressure from various aspects, ranging from academy to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Yet, in order to 

look mature, they tend to conceal their frustration and depression. If they could not tackle these problems, they might 

experience emotional breakdown and ultimately opt for foolish methods to solve it, such as suicide. Through 

monitoring their children’s conversation with others and posts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parents will be able to give 

a hand to the kids and help them relieve their depression at a timely manner. Therefore, without a shadow of a doubt, 

monitoring apps can ensure that the youngsters’ emotions are checked and dealt with in no time. 

Added to the above, these applications can deter inappropriate usage of phones. Teensafe, a popular apps used by 

parents in western countries, can track children’s positions and show who they are messaging and what they are 

browsing online. Given that parents in this day and age are so busy that they might not be able to notice their kids’ 

wrongdoings, such as drug taking and compensated dating, and rectify them in no time. In this way, not only will the 

problem perpetuate, but this will also deal a crushing blow to children’s personal growth. To avoid this, it is desirable 

for parents to supervise their kids’ usage of phones, which can act as a deterrent to wrongdoings. Were any 

problems discovered, parents would be able to mend their ways. As we can see, some software can ensure that 

children will not go astray; even if so, they can be led back to the correct one immediately. 

Taking into account of all these factors, I firmly believe that installing supervision apps on children’s phones can 

ensure their safety and well-being. Instead the method of using these apps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In view of 

this, the onus is on the parents to use the software appropriately and avoid too much interference on children’s 

personal issues. 

Yours sincerely 

Chris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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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運會獎牌榜陸運會獎牌榜陸運會獎牌榜陸運會獎牌榜 

(一) 社際項目：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女 甲 ４ｘ１００米 接 力 敏 敬 時 女 甲 ４ｘ４００米 接 力 敬 敏 遜 女 乙 ４ｘ１００米 接 力 敏 敬 遜 女 乙 ４ｘ４００米 接 力 敏 時  遜 女 丙 ４ｘ１００米 接 力 時 遜 敏 男 甲 ４ｘ１００米 接 力 時 遜 敬 男 甲 ４ｘ４００米 接 力 時 敬 遜 男 乙 ４ｘ１００米 接 力 敬 時 敏 男 乙 ４ｘ４００米 接 力 時 敬 遜 男 丙 ４ｘ１００米 接 力 敬 時 敏 
 

(二) 班際項目(4x100 米接力)： 

 級別級別級別級別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中  一  級  1D 1B 1C 中  二  級  2D 2A 2C 中  三  級  3D 3A 3B 中  四  級  4E 4A 4D 中  五  級  5C 5D 5B 中  六  級  6B 6A 6D 
(三) 個人項目：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亞軍亞軍亞軍亞軍 季軍季軍季軍季軍 女 甲 跳 高 李芷翹 (敏) 孫苡珈 (敏) 楊凌鈞 (敏) 女 甲 跳 遠 謝穎怡 (敬) 顏心妍 (遜) 孫苡珈 (敏) 女 甲 鉛 球 陳詠愉 (時) 左曉瑩 (敬) 黃潁芝 (時) 女 甲 標 槍 陳詠愉 (時) 馮沛珊 (時) 楊凌鈞 (敏) 女 甲 １００米 謝穎怡 (敬) 孫苡珈 (敏) 陳巧怡 (遜) 女 甲 ２００米 謝穎怡 (敬) 吳逸珊 (敏) 陳巧怡 (遜) 女 甲 ４００米 李珈儀 (敏) 譚寶儀 (時) 何思敏 (敬) 女 甲 ８００米 顏心妍 (遜) 賴明思 (敬) 朱燕嫺 (敬) 女 甲 １５００米 吳綺桐 (敬) 張詠婷 (遜) 李珈儀 (敏) 女 甲 １００米跨欄 李芷翹 (敏) 顏心妍 (遜) 朱茵婷 (遜) 女 乙 跳 高 陳珈瑤 (敏) 梁可瑩 (敏) 羅子悅 (遜) 女 乙 跳 遠 童惠楠 (時) 李詠恩 (敏) 李沛堯 (遜) 女 乙 鉛 球 黃子芳 (敏) 蘇卓林 (敬) 馬美葆 (時) 女 乙 標 槍 黃子芳 (敏) 黃斯蔓 (時) 余旖洋 (遜) 女 乙 １００米 陳珈瑤 (敏) 劉蔚妍 (時) 麥珈瑜 (遜) 女 乙 ２００米 劉蔚妍 (時) 童惠楠 (時) 麥珈瑜 (遜) 女 乙 ４００米 童惠楠 (時) 何知穎 (敏) 盧依嵐 (遜) 女 乙 ８００米 何知穎 (敏) 盧依嵐 (遜) 劉天欣 (敏) 女 乙 １５００米 黃子芳 (敏) 黃斯蔓 (時) 丁梓澄 (時) 女 乙 １００米跨欄 陳珈瑤 (敏) 梁可瑩 (敏) 符曉文 (敬) 女 丙 跳 高 黃嘉莉 (遜) 關韻呈 (敬) 顏希雅 (遜) 女 丙 跳 遠 劉沁彤 (時) 謝貝怡 (時) 黃嘉莉 (遜) 女 丙 壘 球 關欣桐 (時) 陳穎琳 (敬) 伍可翹 (遜) 女 丙 ６０米 劉沁彤 (時) 何彥林 (時) 謝貝怡 (時) 女 丙 １００米 劉沁彤 (時) 何彥林 (時) 謝貝怡 (時) 女 丙 ２００米 羅曉彤 (時) 李焯琳 (敏) 黃楚茵 (遜) 女 丙 ４００米 梁雍琦 (時) 關欣桐 (時) 胡希文 (遜) 女 丙 ８００米 李穎軒 (時) 羅曉彤 (時) 黃楚茵 (遜) 女 丙 １５００米 李穎軒 (時) 黃詠妍 (遜) 黃詩祺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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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甲 跳 高 李偉略 (時) 曾穎豪 (遜) 林軒瑋 (遜) 男 甲 跳 遠 林恩澤 (遜) 許澤崴 (敬) 黎賡憲 (時) 男 甲 三 級 跳 許澤崴 (敬) 黎賡憲 (時) 關植藍 (時) 男 甲 鉛 球 張海賢 (時) 薛愷 (遜) 周毅峰 (敏) 男 甲 標 槍 張海賢 (時) 楊栢輝 (敏) 梁凱敦 (敬) 男 甲 １００米 林恩澤 (遜) 周毅峰 (敏) 關植藍 (時) 男 甲 ２００米 林恩澤 (遜) 周毅峰 (敏) 許竣然 (時) 男 甲 ４００米 李偉略 (時) 朱銘彥 (遜) 關植藍 (時) 男 甲 ８００米 李偉略 (時) 溫浩宇 (敬) 梁銘泰 (時) 男 甲 １５００米 陳澤富 (時) 翁昊林 (時) 吳鎮峰 (時) 男 甲 １００米跨欄 許澤崴 (敬) 黎賡憲 (時) 曾灝宏 (敏) 男 甲 ５０００米 溫浩宇 (敬) 陳澤富 (時) 李筠煒 (時) 男 乙 跳 高 王鎮鏘 (時) 陸泉良 (敏) 陸泉廷 (敏) 男 乙 跳 遠 陸泉廷 (敏) 俞晨旭 (敏) 陸泉良 (敏) 男 乙 三 級 跳 戴昊翹 (敬) 黃安然 (遜) 王鎮鏘 (時) 男 乙 鉛 球 毛凱鵬 (時) 李鴻昇 (敬) 譚震寧 (敬) 男 乙 標 槍 李鴻昇 (敬) 何能俊 (遜) 羅思顯 (遜) 男 乙 １００米 蘇博軒 (敬) 朱家琪 (敬) 莫祉諾 (時) 男 乙 ２００米 潘振峰 (敏) 戴昊翹 (敬) 黃民舜 (遜) 男 乙 ４００米 吳亦翔 (時) 蘇博軒 (敬) 傅展芃 (遜) 男 乙 ８００米 羅思顯 (遜) 唐悰康 (遜) 黃民舜 (遜) 男 乙 １５００米 謝景麟 (敏) 朱民迪 (敬) 施智 (遜) 男 乙 ３０００米 謝景麟 (敏) 吳亦翔 (時) 潘振峰 (敏) 男 乙 １００米跨欄 戴昊翹 (敬) 陳俊溢 (敬) 譚震寧 (敬) 男 丙 跳 高 黃東林 (敬) 何宇凡 (敏) 羅心宇 (敬) 男 丙 跳 遠 葉峻琛 (敬) 黃東林 (敬) 張綽希 (敬) 男 丙 壘 球 林昭然 (敬) 曹焯然 (時) 陳保樺 (時) 男 丙 ６０米 曹焯然 (時) 羅心宇 (敬) 林羽晉 (敏) 男 丙 １００米 曹焯然 (時) 陳保樺 (時) 曾柏豪 (敏) 男 丙 ２００米 葉峻琛 (敬) 林羽晉 (敏) 黃東林 (敬) 男 丙 ４００米 王宇軒 (敏) 馮嘉進 (遜) 蔡耀霆 (敬) 男 丙 ８００米 王宇軒 (敏) 馮嘉進 (遜) 雷智傑 (敬) 男 丙 １５００米 葉峻琛 (敬) 雷智傑 (敬) 王焯賢 (時) 

**破紀錄 

 

男子甲組男子甲組男子甲組男子甲組個人全場冠軍   李偉略 (時), 林恩澤 (遜) 27分 

男子乙組男子乙組男子乙組男子乙組個人全場冠軍   戴昊翹 (敬) 25分 

男子丙組男子丙組男子丙組男子丙組個人全場冠軍  葉峻琛 (敬) 27分 

女子甲組女子甲組女子甲組女子甲組個人全場冠軍   謝穎怡 (敬) 27分 

女子乙組女子乙組女子乙組女子乙組個人全場冠軍  黃子芳 (敏), 陳珈瑤 (敏) 27分 

女子丙組女子丙組女子丙組女子丙組個人全場冠軍  劉沁彤 (時) 27分 
 

中一組中一組中一組中一組班際總冠軍 1C      180分 

中中中中二組二組二組二組班際總冠軍    2D      181分 

中三組中三組中三組中三組班際總冠軍    3D      232分 

中四組中四組中四組中四組班際總冠軍    4E      199分 

中五組中五組中五組中五組班際總冠軍    5D      217分 

中六組中六組中六組中六組班際總冠軍    6E      200分 

全校班際總冠軍全校班際總冠軍全校班際總冠軍全校班際總冠軍    3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