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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從小到老，學業、工作、結婚、生兒育女、退休，都在計劃內，我本來

以為一切皆如此……

 女兒與我道別後，便走近丈夫，然後輕輕推一下意如――我的寶貝孫女

，示意她跟我話別。孫女意如含淚跑近，緊緊地抱着我，淚水已奪眶而出，抽

泣道：「我捨不得離開……我很不開心……」

 

 望着十歲的小人兒，我心中百感交集。因女兒與女婿工作忙碌，意如自

出娘胎便與我同住，星期六日才與父母一起。自退休後，孫女成為我生活的主

軸，教她說話、陪她玩耍、教她閱讀等等。直至孫女入讀小一，才搬回與父母

同住，週末才到我家。我本以為會一直陪伴她成長……

 左肩已全濕，我輕輕撫摸意如的頭，柔聲道：「嫲嫲也傷心呢，但今次

你爸爸調派至國外工作，也是一個讓你擴闊視野，學習新事物的好機會。」

「我不依，我怕……」意如說。「還記得『飄風不終朝』的下一句嗎？」意如

不假思索地回答：「『驟雨不終日。』」我大感欣慰，讚道：「很好，這兩句

是甚麼意思？」「是指風雨不管如何大，但總會有平息的日子。」「乖孩子，

對啊，你的傷悲，嫲嫲感同身受，但這是不會永久的。我相信我的孫女很快便

能適應國外生活，也會在新學校交到朋友。」意如聽後，似乎寬心了，慢慢抹

乾眼淚，道：「嫲嫲，我還是害怕，害怕在外國生活。」我心疼着，鼓勵她說

：「還記得嫲嫲教你，擔憂、害怕等情緒可以控制嗎？」「不能，情緒是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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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來。」「那我們怎做？」「情緒的出現，不可控，可是表達、發洩情緒的辦

法是由自己選擇。」「對，你感到憂心是正常的，嫲嫲也擔心你們，讓我們像

從前一樣，想想有何辦法解決。」「告訴爸媽，我不想離開。」「傻孩子，這

是逃避，問題還是未解決。」「與爸媽商量，尋找方法。」「真聰明，你當然

也可以找嫲嫲協助，兩嫲孫共同想法子。」意如點點頭，綻開了笑容，但瞬間

又一副欲哭的模樣：「但……但嫲嫲，你不在我身邊！」「嫲嫲永遠在你身邊

。爺爺、嫲嫲已熟練運用ZOOM，我們仍可保持每星期的『約會』呢。」意如破

涕為笑，喜道：「太好了！嫲嫲，你會忘記我嗎？」「嫲嫲怎會忘記可愛的孫

女呢？待疫情緩和，我和你爺爺馬上飛到你身邊。」「真的嗎？嫲嫲你不能食

言啊。我們勾個手指約定吧。」「當然，當然。」我們勾着尾指，異口同聲說

：「『淑女』一言，駟馬難追。」兩嫲孫笑作一團。「好了，意如，你答應嫲

嫲會堅強面對一切，好嗎？」「嫲嫲，我答應你。」「那我放心了，媽媽等你

很久了，快回去吧。」「嫲嫲，好好保重！」意如轉身走向爸媽身旁，不時依

戀回望。

 

 陽光穿過天窗灑進來，我望着意如的背影，人生路上縱然會有很多障礙

，但只要保持樂觀、好學的態度，定能一一跨過，我相信意如定能做到。

溫 馨 提 示

 時間過得真快，同學度過了一個短暫的暑假，轉眼間又回到學校上

實體課兩個月了。這兩個月大家一定過得既充實又愉快。

  現在疫情雖然放緩，大家仍然不要鬆懈，要注意飲食均衡、作息定

時、勤洗手和保持個人衛生。

  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二年級至五年級舉行第一學段考試，六

年級舉行第二次呈分試。同學努力溫習之餘，也要有足夠的休息，才能

應付考試的挑戰呢。

 希望每一位同學能夠積極進取、自我完善、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預祝大家考試成績優異。



恭喜同學在校
內外比賽中取

得卓越的

成績，已獲獎
而未在本期公

布的，

將在第116
期的《北官檔

》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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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績公布

班別 姓名 獎項

 3C  魯之晨 KOSB香港數獨王爭霸戰2022銀獎

4A 伍柏謙 第二十九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銀獎 

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問答比賽小學組優異獎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學術常問答比賽(衡怡在線)金獎

王俊瑜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學術常問答比賽(衡怡在線)銀獎

施書泳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學術常問答比賽(衡怡在線)銀獎

吳俊宥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學術常問答比賽(衡怡在線)銅獎

張真頤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學術常問答比賽(衡怡在線)銅獎

蔡智銘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學術常問答比賽(衡怡在線)優異獎

陳鈞傑 第二十九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銅獎

曾昱文
香港學界「學界盃」學術才藝大賽(普、粵、英)

小學高小組冠軍

李承燁 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問答比賽小學組優異獎

陳尊珀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學術常問答比賽(衡怡在線)優異獎

魯之 晗 KOSB香港數獨王爭霸戰2022銅獎

5D 徐梓軒 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問答比賽小學組優異獎

5E 洪靖皓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學術常問答比賽(衡怡在線)銀獎

馬睿悅

學科獎項

5A

5B

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問答比賽小學組滿分特別獎

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問答比賽小學組優異獎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學術常問答比賽(衡怡在線)金獎

余溢謙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學術常問答比賽(衡怡在線)銀獎

高千尋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學術常問答比賽(衡怡在線)銀獎

楊子欣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學術常問答比賽(衡怡在線)銅獎

易靖茵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學術常問答比賽(衡怡在線)銅獎

吳佩樺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學術常問答比賽(衡怡在線)優異獎

洪嘉熙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學術常問答比賽(衡怡在線)優異獎

朱子軒 第二十四屆「常識百搭」小學STEM 探究展覽優異獎

杜耀清 第二十四屆「常識百搭」小學STEM 探究展覽優異獎

林靖洛 第二十四屆「常識百搭」小學STEM 探究展覽優異獎

林筱蓁 第二十四屆「常識百搭」小學STEM 探究展覽優異獎

李鋆妍 第二十四屆「常識百搭」小學STEM 探究展覽優異獎

朱子軒 智能機械由我創2022三星獎

杜耀清 智能機械由我創2022三星獎

蔡鑫權 智能機械由我創2022三星獎

林世鎧 智能機械由我創2022三星獎

王鳳鈴 智能機械由我創2022三星獎

吳佩樺
香港語文盃 - 幼稚園及小學邀請賽

(兒童夏季中國語文大挑戰)2022銅獎

蔡沛言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學術常問答比賽(衡怡在線)銀獎

鍾呈羲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學術常問答比賽(衡怡在線)銀獎

楊子晴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學術常問答比賽(衡怡在線)銅獎

何美圻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學術常問答比賽(衡怡在線)銅獎

許洛翡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學術常問答比賽(衡怡在線)銅獎

林曉銘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學術常問答比賽(衡怡在線)銅獎

劉家駿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學術常問答比賽(衡怡在線)優異獎

洪鴻明 智能機械由我創2022三星獎

陳塱彥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學術常問答比賽(衡怡在線)銅獎

林灝賢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學術常問答比賽(衡怡在線)優異獎

梁彥朗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學術常問答比賽(衡怡在線)優異獎

林凱茵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學術常問答比賽(衡怡在線)優異獎

何俊亨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學術常問答比賽(衡怡在線)銀獎

李柏豪 第十七屆全港小學學術常問答比賽(衡怡在線)優異獎

何依彤 第二十四屆「常識百搭」小學STEM 探究展覽優異獎

6B

6C

6D

6E

6A

馬睿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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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姓名 獎項

2A  沈家逸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魚兒戲水(漢族)甲等獎

2B  陳希兒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魚兒戲水(漢族)甲等獎

翁喆妤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魚兒戲水(漢族)甲等獎

洪凌薇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魚兒戲水(漢族)甲等獎

洪慧萍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魚兒戲水(漢族)甲等獎

蔡珈悅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魚兒戲水(漢族)甲等獎

葉慧玲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魚兒戲水(漢族)甲等獎

曹星妍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魚兒戲水(漢族)甲等獎

曾婉儀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魚兒戲水(漢族)甲等獎

雷佳茵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魚兒戲水(漢族)甲等獎

吳語彤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魚兒戲水(漢族)甲等獎

吳夏璇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魚兒戲水(漢族)甲等獎

3B  謝思萍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魚兒戲水(漢族)甲等獎

3C  簡詠芯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魚兒戲水(漢族)甲等獎

伍若詩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魚兒戲水(漢族)甲等獎

陳芷琪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魚兒戲水(漢族)甲等獎

謝韻頤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魚兒戲水(漢族)甲等獎

王希瑜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魚兒戲水(漢族)甲等獎

羊怡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魚兒戲水(漢族)甲等獎

袁永晴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魚兒戲水(漢族)甲等獎

林幸賢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魚兒戲水(漢族)甲等獎

梁嘉恩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魚兒戲水(漢族)甲等獎

梁卓妍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魚兒戲水(漢族)甲等獎

石芳瑜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魚兒戲水(漢族)甲等獎

冼穎芯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魚兒戲水(漢族)甲等獎

4E 蔡鈴珊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魚兒戲水(漢族)甲等獎

體育科獎項

2C  

2D  

2E  

3A  

3E  

 4A  

 4B  

 4C  

佳績公布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 桑巴舞（獨舞）乙級獎

2022(環球盃)舞蹈表演賽 青少年拉丁舞單人獨舞五項冠軍

2022(環球盃)舞蹈表演賽 青少年拉丁舞單人獨舞雙項 (C+R)亞軍

2022(環球盃)舞蹈表演賽 青少年拉丁舞單人獨舞雙項 (C+J)季軍

2022(環球盃)舞蹈表演賽 青少年拉丁舞單人獨舞三項 (C+R+J)冠軍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Juvenile&Youth Solo RumbaFirst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Juvenile&Youth Solo SambaSecond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Juvenile&Youth Solo Cha Cha ChaFirst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Juvenile&Youth Solo JiveThird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Juvenile&Youth Solo Paso DobleFirst

青少年拉丁舞公開賽單人獨舞Rumba冠軍

青少年拉丁舞公開賽單人獨舞Cha Cha Cha冠軍

青少年拉丁舞公開賽單人獨舞Jive冠軍

青少年拉丁舞公開賽單人獨舞Samba冠軍

青少年拉丁舞公開賽單人獨舞Paso Doble冠軍

青少年拉丁舞公開賽單人獨舞雙項(C+R)冠軍

青少年拉丁舞公開賽單人獨舞雙項(C+J)冠軍

青少年拉丁舞公開賽單人獨舞雙項(C+S)冠軍

青少年拉丁舞公開賽單人獨舞三項(C+R+J)冠軍

青少年拉丁舞公開賽單人獨舞三項(C+R+S)冠軍

青少年拉丁舞公開賽單人獨舞四項(C+R+S+J)冠軍

青少年拉丁舞公開賽單人獨舞五項(C+R+S+P+J)冠軍

陳嘉怡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歡樂地跳吧(新疆)甲等獎

葉柏瑤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歡樂地跳吧(新疆)甲等獎

林子珺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歡樂地跳吧(新疆)甲等獎

吳靜旻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歡樂地跳吧(新疆)甲等獎

5A

曾昱文

5B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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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績公布

P.4

班別 姓名 獎項

第十八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10歲牛仔決賽冠軍

第十八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10歲查查決賽季軍

第十八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10歲倫巴決賽冠軍

第十八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10歲森巴決賽第四名

第十八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10歲鬥牛決賽亞軍

第十八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10歲牛仔決賽亞軍

第十八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10歲倫巴決賽亞軍

第十八屆校際體育舞蹈錦標賽10歲鬥牛決賽季軍

青少年拉丁舞公開賽單人獨舞Cha Cha Cha冠軍

青少年拉丁舞公開賽單人獨舞Rumba冠軍

青少年拉丁舞公開賽單人獨舞Jive冠軍

青少年拉丁舞公開賽單人獨舞Samba冠軍

青少年拉丁舞公開賽單人獨舞Paso Doble冠軍

青少年拉丁舞公開賽單人獨舞雙項(C+R)冠軍

青少年拉丁舞公開賽單人獨舞雙項(C+J)冠軍

青少年拉丁舞公開賽單人獨舞雙項(C+S)冠軍

青少年拉丁舞公開賽單人獨舞三項(C+R+J)冠軍

青少年拉丁舞公開賽單人獨舞三項(C+R+S)冠軍

青少年拉丁舞公開賽單人獨舞四項(C+R+S+J)冠軍

青少年拉丁舞公開賽單人獨舞五項(C+R+S+P+J)冠軍

2022 Hong Kong Open Latin Dance Championships

&19th President Cup Age 10 Solo CCC  First  
2022 Hong Kong Open Latin Dance Championships

&19th President Cup Age 10 Solo Rumba  First  
2022 Hong Kong Open Latin Dance Championships

&19th President Cup Age 10 Solo JiveFirst  
2022 Hong Kong Open Latin Dance Championships

&19th President Cup Age 10 Solo SambaThird

2022 香港體育舞蹈單人組公開賽 10歲單人組森巴舞

及鬥牛舞分組賽B組第三名

2022 香港體育舞蹈單人組公開賽 10歲單人組倫巴舞

分組賽B組第三名

2022 香港體育舞蹈單人組公開賽 10歲單人組查查查

分組賽B組第五名

2022 香港體育舞蹈單人組公開賽 10歲單人組牛仔舞

分組賽B組第四名

2022 香港體育舞蹈單人組公開賽 10歲單人組查查查

、倫巴舞及牛仔舞分組賽B組第四名

9th The World Dancer Championship U10

Solo C/S/R/P/JFifth

陳梓晴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歡樂地跳吧(新疆)甲等獎
楊舒敏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歡樂地跳吧(新疆)甲等獎
周冠言 品勢錦標賽青少年初級組A亞軍
陳小璐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歡樂地跳吧(新疆)甲等獎
吳沛晴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歡樂地跳吧(新疆)甲等獎

5E 黃彥霏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歡樂地跳吧(新疆)甲等獎

5D

5C

體育科獎項

鄧子晴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桑巴舞(獨舞)甲級獎

第十八屆校際賽分區小學11歲倫巴決賽亞軍

第十八屆校際賽分區11歲牛仔決賽亞軍

第十八屆校際賽分區11歲鬥牛決賽冠軍

第十八屆校際賽分區11歲森巴決賽亞軍

第十八屆校際賽分區11歲查查決賽亞軍

第十八屆校際賽全港小學11歲牛仔決賽第五名

第十八屆校際賽全港小學分區11歲查查決賽季軍

第十八屆校際賽全港小學分區11歲倫巴決賽亞軍

第十八屆校際賽全港小學分區11歲鬥牛決賽第五名

第十八屆校際賽全港小學分區11歲森巴決賽第四名

香港體育舞蹈單人公開賽11歲牛仔舞冠軍

香港體育舞蹈單人公開賽11歲牛仔A組第一名

香港體育舞蹈單人公開賽11歲或以下倫巴亞軍

香港體育舞蹈單人公開賽11歲查、倫、牛季軍

香港體育舞蹈單人公開賽11歲或以下牛仔亞軍

香港體育舞蹈單人公開賽11歲或以下查、倫、牛季軍

香港體育舞蹈單人公開賽11歲或以下倫巴季軍

香港體育舞蹈單人公開賽11歲查、倫、牛A組第二名

香港體育舞蹈單人公開賽11歲或以下查A組第二名

香港體育舞蹈單人公開賽11歲或以下森、鬥亞軍

香港體育舞蹈單人公開賽11歲森、鬥A組第二名

香港體育舞蹈單人公開賽11歲或以下倫巴A組第二名

香港體育舞蹈單人公開賽11歲或以下牛仔A組第二名

香港體育舞蹈單人公開賽11歲查查A組第一名

香港體育舞蹈單人公開賽11歲倫巴A組第二名

香港體育舞蹈單人公開賽11歲或以下查查季軍

香港體育舞蹈單人公開賽11歲查查第四名

香港體育舞蹈單人公開賽11歲森巴及鬥牛季軍

6B  許洛翡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歡樂地跳吧(新疆)甲等獎

 龐芷瀅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歡樂地跳吧(新疆)甲等獎

 潘樂晴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歡樂地跳吧(新疆)甲等獎

 陳嘉晴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歡樂地跳吧(新疆)甲等獎

 史佩雯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歡樂地跳吧(新疆)甲等獎

 陳朗穎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歡樂地跳吧(新疆)甲等獎

 陳美蓉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歡樂地跳吧(新疆)甲等獎

 施惠珊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歡樂地跳吧(新疆)甲等獎

6C 

6D 

6E 

6A 吳佩樺



學校近日接獲《HMTCSMO 港澳台兩岸奧數盃》2022委員會來函，讚揚本校5A學生陳鈞傑
在小四(2021-22年度) 《HMTCSMO 港澳台兩岸奧數盃》地區選拔賽中表現優異，
並將代表香港地區出戰總決賽，與澳門、台灣及其他海外選手爭逐冠軍殊榮。

    此外，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亦來函表揚本校幾位畢業生:
1. 莊樂兒(2016年畢業)入讀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院高級文憑課程
2. 何佩欣(2021年畢業)榮獲陳燕妍老師紀念獎學金及胡國星全人教育獎學金
3. 黃嘉琪(2021年畢業)榮獲2021-2022年度林美玲最佳進步紀念獎學金
4. 朱酉軒(2021年畢業)榮獲Sport ACT獎勵計劃金獎

   在此恭賀以上同學，亦希望各位同學以他們為榜樣，努力學習，在各項潛能上創出佳績
P.5

光榮榜

班別 姓名 獎項

2B 陳顥宜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3周年暨香港回歸25周年

兒童填色及繪畫創作比賽亞軍

王希瑜 錶面設計比賽2021中童組銅獎

袁永晴 全港青幼童大賞繪畫比賽2022J8 西洋畫組銅獎

全港青幼童大賞繪畫比賽2022J9  中國畫組銀獎

第十四屆國際公開繪畫大賽9歲組亞軍

第十一屆《新聲盃》全港中樂獨奏比賽2022 彈撥C中級組優異表現獎

第六屆國際古箏比賽非專業少年1組銅獎

第五屆華人藝術鈦龍盃古箏少兒A組金盃

全國航天科普與藝術展演實踐活動器樂類(古箏)兒童A組銀獎

李承燁
The 3rd Bangkok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 2022

鋼琴自由選曲組少年A組金獎

高梓軒 香港青少年兒童繪畫大獎賽2022 少兒組 亞軍 

莊心玥 2022 HKUA盃校際小結他音樂節小學P4-6合奏組冠軍

王梓朗 2022 HKUA盃校際小結他音樂節小學P4-6合奏組冠軍

全港青幼童大賞繪畫比賽2022J10 中國畫組金獎

第十四屆國際公開繪畫大賽10歲組金獎

6B 黃淳熙 2022 HKUA盃校際小結他音樂節小學P4-6合奏組冠軍

 6C  鄭錦文 古箏高小組9-11歲優異獎

4A

5A

5B

6A

視藝及音樂科獎項

馬睿悅

曾昱文

馬睿愉

班別 姓名 獎項

5A 陳鈞傑 2022傳基盃 香港圍棋分齡賽 高小組11-12歲第六名

2022傳基盃 香港圍棋分齡賽 中小組9-10歲第六名

2022傳基盃 香港圍棋分齡賽 高小國際組10-11歲季軍
高梓軒 

其他獎項

5B

佳績公布

P.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