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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官檔

你財‧理財你財‧理財
       學生求學時要學習中英數化等知識，為未來作準備，若需要增設一門科目，同學們會選哪一
門學問呢？
       筆者認為應該增加一科「理財」課，試想想我們的生活離不開金錢，可是從幼稚園至大學卻
鮮有教授有關理財的知識，導致不少青少年長大後，陷入財困，影響一生(四個香港年輕人，便有
一人是「月光族」，即每個月也會將錢花光。星期日檔案2019年1月20日)。

       或許有人會認為，學校「講錢」是教壞兒童，錢是低俗之物，錢是萬惡之源，不少罪行全因
金錢而起，教授理財是不當。

       刀是切菜的工具，也可是殺人的利器。刀只是工具，邪惡與否，在於使用的人；家長會教導
子女要小心用鋒利的刀，為何與生活密不可分的金錢，卻避而不談，這豈非矛盾？

       現今社會，人是以物易物嗎？人的一切能自給自足嗎？不能。金錢是人們換購生活所需的工
具，我們每天都與金錢「打交道」，故應正視和學習。

       首先培養孩童不要胡亂花費的習慣，分清楚甚麼是「需要」和「想要」。今天想要一條裙子，
明天要一塊錶，後天想要一部新智能電話，大後天又要一個新書包，想要的物品何其多，不限制
的「想要」，往往是造成債台高築的原因。

       其次家長要讓孩子明白金錢是累積而來，從積聚的過程中培養孩童的耐性和延遲購物的慾望。
子女小時，對金錢觀念尚未清楚，父母可代為管理。當小孩漸長，有零用錢或新年利是錢的要求，
父母便應適時教導如何管理金錢。例如把新年的利是錢分成若干份，把七八成儲起來；兩三成留
待自己有需要時使用，如購買文具、衣服等等； 餘下的可教導兒女幫助有需要的人，如買旗、捐 
助慈善機構、捐款賑災等，藉此明白「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

       父母把子女的錢儲存在銀行，要清楚說明這款項會一直存於銀行用作升學或待長大後之用，
所以最少五年至十年或更長的時間不會取出。把每年的利是錢儲蓄起來，讓孩子明白積少成多、
聚沙成塔的道理。積聚財富是需要耐性，若要達到某一目標，必須持之以恆，這亦是訓練把慾望
延後的良機。
       大部分「月光族」其中一個特點，是看見想要的商品，便立即買下來，其實自己往往已擁有
相似的物品或買來的東西根本不合用；延後購買，正正可讓自己想清楚是否真的有此需要。讓孩
子明白聚積財富是要時間的，長大後便可避免各種「搵快錢」的陷阱；反之找到合適的工具，時
間便是財富增值最好的幫手(投資是找到一條長長的斜道，雪球(本金)從上滾下，經過一段長時間
，雪球就會愈滾愈大。巴菲特 雪球)。

       看着天真、傻乎乎的小一學生，何忍他們長大後成為貧窮族，沒有儲蓄，沒有餘錢應付任何
意外或醫療的支出，晚年經濟匱乏。這情形是可改變的，如果我們從教育開始。

﹏﹏﹏

﹏––

–

王志文老師



溫馨提示
本年度一至六年級第二次家長日將於四月四日舉行，藉此機會讓家長
能瞭解同學平日在校的行為和學業表現，老師也能知悉學生在家中的
學習及生活的情況，讓家長和老師共同合作，幫助學生健康成長。

家長日
溫馨提示

小六升中家長座談會
四月九日是小六升中家長座談會的日子，屆時老師會與家長共同商議
如何幫助同學揀選適合的中學，在此預祝各位六年級同學能入讀自己
心儀的中學。

65周年校慶
同學們知道本年度是北官六十五周年校慶嗎?學校將於五月十五及十六
日，假座柴灣青年廣場舉行一連兩天的六十五周年校慶大匯演；另外，
六月二十二日是小六畢業禮暨校慶晚宴的大日子。兩項活動詳情，將於
稍後公布，請家長及同學密切留意。

佳績公佈 恭喜以下同學在比賽中獲取佳績，獲得其他

獎項的同學將在第106期《北官檔》表揚。

班別 姓名 所獲奬項

學科奬項

班別 姓名 所獲奬項

1A 邱奕謙 英文串字比賽級際季軍

陳鈞傑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2018(香港賽區)銅獎

洪梓芊 「普藝盃」朗誦才藝大賽季軍

 劉恩廷 香港奧林匹克教育協會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 銀奬

高梓軒 香港奧林匹克教育協會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 銅獎

 袁汶謙 香港奧林匹克教育協會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 銅獎

孫瑞澤 第二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2018初小普通話組優異

王鳳行 英文串字比賽級際冠軍

英文串字比賽級際亞軍

香港兒童數學學會第六屆全港奧林匹克數學邀請賽一等獎

1E 李啟彥 李啟彥香港奧林匹克教育協會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 銀奬

李幸淳 第二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2018初小粵語組優異

高千尋 第二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2018初小普通話組優異

2B 楊子晴 英文串字比賽級際季軍

英文串字比賽級際冠軍

香港奧林匹克教育協會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 銅獎

英文串字比賽級際亞軍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泓志盃小學數學邀請賽銀奬

陳焯然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粵語 季軍

學科奬項

鄭家謙

1C

莊子祺

林浩峰

1B

2A

2D

洪鴻明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泓志盃小學數學邀請賽銀奬

洪浩霖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泓志盃小學數學邀請賽銀奬

英文串字比賽級際亞軍

香港奧林匹克教育協會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 銀奬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泓志盃小學數學邀請賽金奬

香港奧林匹克教育協會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 金奬

第二節全港校際精英朗誦比賽中小組—普通話詩歌朗誦亞軍

2nd HONG KONG SCHOOLS ELITE SPEECH FESTIVAL 2018

英詩獨誦亞軍

第二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2018 中小普通話組亞軍

第二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2018 中小英文組亞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英語 季軍

梁淳鏗 英文串字比賽級際季軍

鄭真熙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普通話 冠軍

高南翔 英文串字比賽級際冠軍

吳嘉上 第二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2018 中小英文組優異

3B 余浩鉦

葉柏圖3A

3D

吳鈞濠3C

2E



班別 姓名 所獲奬項

學科奬項

高南翔 英文串字比賽級際冠軍

吳嘉上 第二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2018 中小英文組優異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泓志盃小學數學邀請賽銀奬

香港奧林匹克教育協會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 銀奬

王稚鑫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泓志盃小學數學邀請賽銀奬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泓志盃小學數學邀請賽金奬

2018台灣亞太菁英數學交流營(「Maths Explorer」數學遊戲

挑戰賽)小一至小二組別亞軍

2018台灣亞太菁英數學交流營(亞太盃)銀獎

2018台灣亞太菁英數學交流營(華夏盃)一等獎

香港奧林匹克教育協會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 金奬 

賴衍澄 第二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2018 中小英文組優異

洪宇彤 2018世界城市杯三算全能競賽總冠軍

李樂謙 英文串字比賽級際亞軍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泓志盃小學數學邀請賽金奬

2018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銀獎

2018 COMO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決賽二等奬

周星言 香港奧林匹克教育協會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 金奬 

黃子航 英文串字比賽級際季軍

第二節全港校際精英朗誦比賽中小組—普通話詩歌朗誦優異獎

第二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2018 中小普通話組優異

蔡知衡 STEM夢工場系列活動泓志盃小學數學邀請賽金奬

2018優數盃國際數學邀請賽一等獎

2019優數盃國際數學邀請賽二等獎

董耀勤 香港奧林匹克教育協會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 銅獎

 柯焯深 香港奧林匹克教育協會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 銅獎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2018(香港賽區)優異獎

第二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2018中小英文組冠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英語亞軍

周敔瑤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粵語 冠軍

陳澤希 英文串字比賽級際冠軍

楊喜善 第二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2018中小普通話組冠軍

2nd HONG KONG SCHOOLS ELITE SPEECH FESTIVAL 2018

英詩獨誦冠軍

香港奧林匹克教育協會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 銅獎

第二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2018高小英文組冠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英語亞軍

何臻樂 第二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2018 高小英文組優異

第二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2018 高小英文組優異

2nd HONG KONG SCHOOLS ELITE SPEECH FESTIVAL 2018

英詩獨誦優異

英文串字比賽級際季軍

香港奧林匹克教育協會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 銅獎

龔逸彤 JSIT FormulaR 2019 機械人方程式賽車錦標賽 死亡平台遙控

GoGo 賽  一等獎

羊伊群 英文串字比賽級際亞軍

亞洲菁英自然科學競賽初賽---銀獎

亞洲菁英自然科學競賽決賽---金獎

2018 COMO兩岸菁英數學邀請賽二等奬

2018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優異獎

2018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總決賽)優異獎

第二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2018 高小英文組優異

香港奧林匹克教育協會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 銅獎

李啟哲

陳栢興

4E

3D

吳家有

洪宇彤

呂鴻銘

3E

單知淑

黃愷威

4A

4B

孫海朗

李彥熹

5A

林烯桐

5B

班別 姓名 所獲奬項

學科奬項

李承俊 香港奧林匹克教育協會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 銀奬

周頌謙 香港奧林匹克教育協會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 銀奬

第二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2018 高小普通話組優異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普通話 亞軍

第二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2018 高小普通話組優異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普通話 季軍

第二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2018高小普通話組季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普通話 季軍

黃柏豪 第二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2018 高小英文組優異

李凱賢 JSIT FormulaR 2019 機械人方程式賽車錦標賽 死亡平台遙控

GoGo 賽  一等獎

第二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2018 高小英文組季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英語季軍

張龍君 英文串字比賽級際冠軍

邢皓文 第二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2018高小普通話組冠軍

英文串字比賽級際亞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英語冠軍

2nd HONG KONG SCHOOLS ELITE SPEECH FESTIVAL 2018

英詩獨誦優異

第二屆全港校際精英朗誦節2018 高小英文組優異

郭婉鑫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2018(香港賽區)銅獎

聖貞德中學 STEAM 小學校際邀請賽2018mBot 機械人自動車

大賽 冠軍

香港奧林匹克教育協會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 銅獎

萬智程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英語 季軍

馮俊謙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英語 亞軍

英文串字比賽級際冠軍

聖貞德中學 STEAM 小學校際邀請賽2018mBot 機械人自動車

大賽 冠軍

JSIT FormulaR 2019 機械人方程式賽車錦標賽 循線速遞分流

賽 一等獎

李兆旻 英文串字比賽級際季軍

郭瑞希 香港奧林匹克教育協會全港小學數學滿貫盃 銀奬

聖貞德中學 STEAM 小學校際邀請賽2018mBot 機械人自動車

大賽 冠軍

JSIT FormulaR 2019 機械人方程式賽車錦標賽 循線速遞分流

賽 一等獎

劉俊謙 JSIT FormulaR 2019 機械人方程式賽車錦標賽 循線速遞分流

賽 一等獎

陳焯林

6B

5C

呂瑞愷6A

5D

戴子朗

趙濬楊

胡凱晴

陳曉高

施兆倫

梁蓉斯

沈子淇

5B

班別 姓名 所獲奬項

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2018中樂彈撥B幼苗組良好

第九屆「善行盃」全港才藝大賽(初小組中樂古箏

獨奏)銅獎

第十二屆聯校象棋圍棋賽亞軍

第16屆香港兒童棋院盃圍棋公開賽幼兒新苗甲組

殿軍

全港圍棋冬季錦標賽亞軍

3E 賴衍澄 2018年全港兒童布袋設計比賽季軍

4B 楊采茵 屯門區中西器樂比賽2018中樂彈撥B兒童組冠軍

藝術奬項

楊采軒1B

高梓軒



班別 姓名 所獲奬項

藝術奬項

5A 林裕茵 IYACC The 9th International Open Viusal Arts

Competition 季軍

5B  李凱賢 第十二屆聯校象棋圍棋賽第五名

5D 佘佩珊 第八屆巡迴賽(日本站)少年組繪畫比賽冠軍

童畫世界繪畫比賽優異

第十二屆聯校圍棋賽中級組季軍

第八屆國際巡迴賽(日本站)少年組繪畫亞軍

亞洲藝粹童畫世界比賽優異

潘智雨6A

班別 姓名 所獲奬項

陳俊言 第十屆恩格斯兒童田徑超新星大賽2018男子60米季軍

吳靜旻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黃彥霏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陳煜璦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吳沛晴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楊舒敏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勞婥淇 第十九屆舞動香江大賽(幼童組)團體項目爵士舞亞軍

葉柏瑤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王芷晴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陳嘉怡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陳小璐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26屆IDTA盃國際舞蹈公開賽單人CRJ冠軍

26屆IDTA盃國際舞蹈公開賽單人SCRPJ冠軍

體舞達人體育舞蹈公開賽冠軍

7歲或以下雙人組拉丁舞單項(倫)(7PR)冠軍

體舞達人體育舞蹈公開賽冠軍

7歲或以下雙人組拉丁舞單項(查)(7PC)冠軍

體舞達人體育舞蹈公開賽冠軍

7歲或以下雙人組拉丁舞單項(牛)(7PJ)冠軍

體舞達人體育舞蹈公開賽亞軍

7歲或以下雙人組拉丁舞雙項(森鬥)(7SL2)"亞軍

體舞達人體育舞蹈公開賽亞軍

森巴舞、鬥牛舞-7歲或以下(單人組)亞軍

聯合體育舞蹈公開賽冠軍

陳嘉晴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陳朗穎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陳美蓉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何依彤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黃淳熙 香港胡士跆拳道會品勢比賽暨精英邀請賽2018亞軍

莫翹聰 第十屆高級夏季青少年冰球聯賽, U8組亞軍

施惠珊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杜蓁蓁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體育奬項

 吳佩樺

1A 

1C

1D 

1E

2B

2C

2D 

3A KAMONPH

AN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曾詩琪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黃巧恩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柯紀欣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莊鎰潼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陳海婧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吳浠言 實用盃跆拳道錦標賽2018品勢組(A3組)優異

許樂堯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3D 

3C

3B

劉詠欣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賴衍澄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洪宇彤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陳穎晴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陳彦蓉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王睿晴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許慧妍 毛妹芭蕾舞學校2019獎學金比賽優異生

李倬毅 實用盃跆拳道錦標賽2018品勢組(A5組)季軍

 張芮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姚沁彤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蔡鋆曦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陳綽嵐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李樂晴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4C  林卓楠 實用盃跆拳道錦標賽2018品勢組(A5組)亞軍

4E 王可柔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5A  何瑋燁 東區分齡乒乓球比賽2018 男子青少年組9歲或以下雙打冠軍

5C 鍾曉琳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5D 佘佩珊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陳鍶凌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梁曉琦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范雅君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陳垣良 實用盃跆拳道錦標賽2018男子兒童組ME季軍

2018/19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4 X 100米亞軍

2018/19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團體殿軍

黃煜喬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林澍均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方智恩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吳希桐 第55屆學校舞蹈節甲級獎

實用盃跆拳道錦標賽2018男子青少年組ML亞軍

2018/19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4 X 100米亞軍

2018/19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團體殿軍

郭瑞希 2018/19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團體殿軍

香港女童軍總會榮譽小棕仙

個人全能跳繩錦標賽201912歲女子組個人總冠軍

12歲女子組30秒後交叉跳速度跳冠軍

45秒個人花式賽冠軍

30秒前交叉轉換速度跳冠軍

2018/20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團體殿軍

2018/19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4 X 100米亞軍

梁昭潤 實用盃跆拳道錦標賽2018男子青少年組ML季軍

2018/20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團體殿軍

2018/19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4 X 100米亞軍

2018/19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100米季軍

2018/21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團體殿軍

2018/19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4 X 100米亞軍

2018/19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200米冠軍

「Hong Kong Junior Basketball League Under 12 Boys

Division 1」冠軍

85+1賀會慶迎新年全港三人籃球比賽男子高小組亞軍

高子衡 2018/22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團體殿軍

張至傑 2018/23港島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男子甲組團體殿軍

「第九屆學界跆拳道暨亞洲邀請賽」正拳項目：季軍

「第九屆學界跆拳道暨亞洲邀請賽」搏擊項目：冠軍

「第九屆學界跆拳道暨亞洲邀請賽」後旋踢項目：冠軍

「第九屆學界跆拳道暨亞洲邀請賽」側踢項目：冠軍

6B

6A 

6D 李旻樂

梁晟瑋

洪胤傑

6C 羅致衡

蕭愷燊

施兆倫

葉翠兒

4A

4B

3E

5E

班別 姓名 所獲奬項

體育奬項

班別 姓名 所獲奬項

1B 楊采軒 2018新春聯歡晚會港澳優秀節目甄選銅獎

其他奬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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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榜

       本校接獲區內多間中學校長來函，喜悉本校多位畢業
生在應屆文憑試中取得理想成績，順利升讀大學；亦有畢
業生在中學取得驕人的學業成績，在此願與大家分享這份
喜悅︰

張祝珊英文中學：
本校畢業生王旖旎同學升讀香港中文大學；
林世豪同學升讀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真光中學：
孫翊晴同學升讀香港中文大學；
郭旭琳同學升讀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本校畢業生鄧卓熙同學及鄧浚彤同學於香港理工大學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
舉辦的Paper Structure Challenge取得最具美學及創新獎。

另外，港島民生書院校長來函，讚揚本校畢業生徐誌徽同學及洪華龍同學
在上學期期考表現優異，分別考獲中史全級第三名及全班第三名。

在此恭賀各同學在學業上有出色的表現，亦希望
各位同學以學兄學姐們為榜樣，努力學習，

在學業上創出佳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