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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宗

　　韶光荏苒，蟬鳴荔熟之期，正是畢業生驪歌惜別、各奔前程的感懷時刻。感謝 
神！在培正大家庭裏，我們蒙恩領受良師之教化薰陶，彼此琢礪，奠立了追求卓博、
以愛相持的價值觀；紅藍兒女遍天下，多年來大家秉承校訓，以「至善至正」的精神
追求理想貢獻，用「信望愛」為根基影響社會文化，每天發光發熱，成就有目共睹，
情誼終生不渝。深信耶和華是大能的牧者，衪的恩惠必與每位培正人同行，使我們福
杯滿溢！

　　隨着社會改革、思想開放、資訊流通和科技發達，現代人在享受物質進步之餘，
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和衝擊。在多姿多釆的「地球村」中生活，我們除了要掌握精
深的智慧和技能去謀生，還必須有高尚的品德和堅毅的勇氣去把持方向，應對每天的
急遽變化。如何裝備年青人有效管理知識、判斷取捨、合縱連橫，積極地回應新時代
的需求，正是當前教育界最艱辛的任務。隨着近年在校園設施上的多番建設修繕、教
職員在學科內容上的整合創新，港澳培正已大致完成部署，朝氣蓬勃地站在起跑線
上，準備迎接新學制和課程轉變的來臨。配合校方種種作育英才的大計，還望校友和
家長們力上加力，在精神和物質上不斷支持，在社會上更多督促和鼓勵。

　　好消息傳來: 培正品牌產權之爭經已水落石出，香港和內地法庭及商標局的各項
判決，裁定了培正的名號不容隨意侵佔、擅用，我們爭回了應有權益，捍衛了「培正」
商標的合法和合理使用，令人鼓舞。在事情告一段落之後，深盼培正人歸納經驗，明
辨是非，堅持誠信，團結互勵，以高尚和包容的情操合力弘揚紅藍精神！

　　在中、小學「一條龍」問題上，香港教育局明顯地接收到包括培正在內多所學校
的強烈訴求，因此在上月公佈了把「接龍」決定期限延緩三年，以方便政府聘請顧問
作更多研究之決定。校董會將一如既往，把我們堅持的中、小學「一體化」理念向政
府所委聘的顧問和督導委員會如實反映，積極爭取一個不能差於現存模式的升學和辦
學體制，讓日後報讀的家長和眾培正校友放心，讓培正向來提倡的全人教育理想得以
貫徹。教育局頒佈延緩實施期限，更確切地肯定了我在上期校刊中的重申：現今已在
校內就讀的學生必會依循既有的升中學制，絕不會受到日後頒佈的新制度影響！

　　視野決定成就，熱誠創造契機！邁向專上教育是培正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喜見培
正專業書院在各界支持下穩步成長，並且在開辦專上等級的課程和進行「職業及資歷
架構評估」中取得了進展。「培正教育樓」的建築工程亦如火如荼，期盼日後大展拳
腳！校友和各界朋友如欲支持培正在中、小學、幼稚園和大專教育上的拓展，給學校
更多捐獻，歡迎登入「培正教育發展基金」的網頁: http://fund.puiching.edu.hk/aims。 

　　擔任香港培正中、小校監不覺已屆六年，而肩承澳門培正中學管理委員會的主席
職務更達十年之久。蒙上帝的施恩眷顧，並全體教職員之同心協力，港澳培正聲譽日
隆，如日方中，令我在誠惶誠恐的事奉中深得喜樂滿足，為此常存感謝之心！所謂栽
種有時、收割有時，在完成了培正120周年盛典、各校園主要設施構建計劃、團隊流
順交替、完善管理體系和培正商標註冊權回歸等重要任務後，倍覺交班接棒、薪火相
傳、與時並進之關鍵殷切，乃毅然決定退下前線，當回一名熱愛關心、經常為培正代
禱的「普通校友」，禪讓賢能之士領導培正再闖高峯、更上層樓。揮筆道別，恭誠寄語
各教職員、校友、家長和社會友好篤行聖經訓誨，「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
上帝同行。」(彌迦書六：8)，我們只需全心信靠上帝，秉持理念，謙誠盡忠，以愛相
扶，必不負上帝、創校先賢和社會對培正的深厚期望。共勉之，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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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天父上帝的恩典，香港培正中學的生命教育在二零零六年展開，至今已踏入第四年了。在這四

年間，校長、生命教育委員會及不少老師用了很多心力推展生命教育，期望以探討生命的課題，培養

學生們對生命的尊重及熱愛，以健康的基督教價值觀處事待人，貢獻社羣。究竟培正中學的「生命教

育」是甚麼？為甚麼成為持續重點推展項目？在四年推展中有何成效？未來發展有甚麼計劃？

其實生命教育早已存在，只是散落在不同的學科及活動之中。生命教育也不是在傳統的課程中增

加一個額外的學科，或將現有科目改換名稱就當作是生命教育。培正中學的生命教育目的是要將生命

的理念融入現有的課程中，引領學生探索在基督裏的積極及有意義的人生。

前   言

香港培正中學的生命教育

培正中學以基督教全人教育為理想，立志培育學生在六育上的成長，就是在德、智、體、羣、美、

靈的成熟發展。經過多年的培養，學生們在不同方面都有所發揮，然而社會價值觀不斷衝擊、教育制

度常常改變、家庭關係的考驗、加上朋輩相互影響等種種因素下，學生在成長路上常碰到不少困惑與

疑難，甚至迷失方向，而且生活目標模糊，人格修養被忽略，人際關係漸疏離。一些學生更追求物質

享受、速效文化，生活中沒有更高的意義、價值和理想。另一方面，追求卓越所產生的壓力，也衍生

了種種危機，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及自我形象等問題一一浮現，負面的影響席捲高中學生，連初中學

生也不能倖免。

其實在人生的歷程中，經營自己，追求不斷的自我開展與成長，是人生的價值和意義。生命教育

即在引領學生了解人生的意義和價值；進而珍愛生命，尊重自己和他人；並且與環境、社會和國家建

立和諧的關係。希望學生們在成長的歷程中，充分發展潛能，孕育責任感，培養愛己愛人的品德，並

且跟從主耶穌基督的教導，活出豐盛人生。

源   起

目   標

學習勇於面對挑戰

連繫於主耶穌基督，有愛的關係，活出良善
的品格，顯現生命的意義、價值與理想。這就是
我們期望同學們生命成長的方向，依此訂下了五
項目標：

1 .	輔導學生認識自己，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

2 .	培養學生養成修己立人及與人相處的態度，以發
展完整人格。

3 .	鼓勵學生接觸大自然，體驗多元生命型態。

4 .	培養學生愛己愛人，承擔社會、國家的責任，勇
於服務的精神。

5 .	協助學生探索生命的意義，提昇對生命的尊重與
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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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相關課程及配合活動

生命教育培養學生對生命深層建立，讓學生深刻體悟：人與人、人與自然環境及人與國家社會的

教育、人與上帝的各種關係。認識自己，了解別人，體悟物我關係，孕育生命的智慧。因此，生命教

育範疇有三，分別是「人與人的教育」、「人與自然環境及國家社會的教育」、「人與上帝的教育」。

「人與人的教育」是教導學生不僅要認識自已，也要發展潛能，活出豐盛生命，重視人與人之間的

倫理關係，活出有品格的生命。「人與自然環境及國家社會的教育」是教導學生明白羣己關係及公共道

德的重要；引導學生珍惜生存的環境，實踐環境保護，關懷社會及熱愛國家；尊重生命的多樣及大自

然生命的節奏和規律，活出具責任感的生命。「人與上帝的教育」是引導學生思考信仰與人生的問題，

釐清自己的人生方向，訂定自己的關懷目標、存在意義和價值，建立關懷國家社會的觀念，活出關愛

的生命。

以上三種向度的生命教育內涵，匯集成全人形象，是一種全人教育的培養，一種生活教育、倫理

教育及宗教教育的實踐。實際整合大概如下：

各 部 各 科 實 際 整 合 內 容 範 圍

德育及公民教育 學生個人品格的成長、與人相處的技巧及態度、社會責任及公民意識等。

輔導委員會及 
班主任課

學生的自我成長（ 包括認識自己、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自我實現等）， 
扶助他們面對交友、戀愛、家庭、學業及就業等問題。

訓導委員會 擔當提醒及扶持的任務，在生命教育中協助學生在紀律上的培養。

基督教事工委員會 以基督教內容貫通三大範疇。認識自己至認識上帝；個人培育至與人相處； 
個人責任至社會及家國關懷。

其他各科各部 全面的整合，作整體性推展生命教育，使學生們更全面的在不同方位學習。通
過體藝教育，建立協作學習及團隊精神。

緊扣以上三個生命教育範疇，生命教育就以「關愛、負責任、認識上帝」為主題，並以此作為生命

教育相關課程及配合活動的主旨。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八年度，生命教育的

重點在於整合課程、降低師生比例、班主任

課、共同備課及分享會。在三年的努力下，成

果漸見。到二零零九年度，生命教育已踏入第

四年，並由中一推展至中四，課程設計初具規

模，剪裁內容豐富，而且活動設計也有較清晰

的方向。今年，生命教育重點推展以下三大項

目：課程的更新、擴闊生命教育團隊及全校性

參與。

課堂中演出處境劇

範   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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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同學在課堂進行小組討論

課堂以小組活動了解尼希米建城牆的困難 中四學生探訪區內老人院

班主任分享生命教育的真諦

在二零零六年度成立的「生

命教育委員會」負責統籌有關生

命教育的活動及策劃未來的課程

發展。委員會每週召開「生命教

育會議」，一方面了解中一至中

三各班的進度，另一方面了解各

老師的需要，以便提供支援。委

員會每週也會主持共同備課節，

由全級任教生命教育課的老師計

劃及討論各課題的教案，以及檢

討上週的教案及教材的應用等，

並讓各任教老師分享教學心得和

困難，彼此關顧及代禱。通過分

享及備課會，老師們對教學的檢

討及提議，有助改良現有的教學

流程及教材。

一、課程的更新

任何有關「生命」的教育都不可以與「生活」脫離，

所以生命教育的課程內容和課堂習作等都與生活息息

相關。例如剪報內容、時事新聞或人物見證等都需要每

年更新。此外，「生命教育」更整合聖經課、公民教育

和德育內容，全新設計初中課程及編排教學流程，讓各

課題緊扣聖經真理，並可以應用於生活當中。未來生命

教育的重點將集中於生命交流、關顧及引導。在課堂安

排方面，不再分為「生命教育課」或「德育課」，而是全

面統整課題及教材，並推展至高中（中四至中六）。下

年度計劃將高中「聖經課」按階段更新為「生命教育」，

配合初中內容，重新編寫課程，讓主題更清晰和統一，

學生更易掌握成長的方向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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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擴闊生命教育團隊

為擴闊生命教育團隊，加強師生交流，讓老師有充足

的時間關顧及引導學生，我校自二零零六年起在中一及中

二兩級推行「雙班主任制」及「小班教學」，每級共十二位

基督徒老師組成小團隊，每班安排兩位班主任同時任教生

命教育課，若個別學生需要更多照顧或輔導，其中一位班

主任便可跟進，另一位班主任則繼續課堂活動；他們亦可

以分班授課，讓師生比例降至一對二十。

本年度的擴展計劃，主要是邀請基督教機構和沒有

宗教信仰的老師加入團隊。這樣不但可以擴闊生命教育團

隊，而且可以進一步降低師生比例，增加課堂的分享、交

流和互動的機會。本年度已在中一級試行，並將於下學年

推展至中二級。

在雙班主任制下，過往三年及本學年中一至中三學

生都是同班升級，讓學生在同一羣體中學習，在熟悉的同

學中訓練團隊精神。班主任也會跟隨同一班學生升級，在

三年相處中與學生建立良好的關係，清楚學生的性格及喜

好，了解他們成長的需要，比每年轉換班主任更有效關顧

學生。

學生與班主任在班會活動開心合照

班主任老師帶領學生參與清晨靈修

三、全校性參與

全校性參與是指將生命教育的主題學習推展至全校，藉各部各科的課堂及活動中協助推行生命教

育。例如中文科以品德情意為其中一項教學內容，再配合初中普教中課程重整，加強品德教育。藉着不

同學術比賽和語文活動，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並提高班內的歸屬感及團結精神。

英文科修訂課程，鼓勵學生閱書及閱報，加強

學生對時事的觸覺，關心社會。此外，英文科更推

展各類課外活動，如音樂劇、辯論、音樂比賽等，

以活動形式體驗生命。

學生在課堂裏互動學習

中四同學分享愛情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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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合活動

1 . 成長營

在推行生命教育課程以前，

中一及中二的營會設計以「訓練

學生紀律」為主題，名為「訓練

營」，由訓導處統籌，主要是培養

學生的守紀精神，期望教導他們

守規的重要性。由二零零六年度

開始改為以「生命教育」為主題，

易名為「成長營」，由生命教育委

員會統籌。這改變並非降低遵守

紀律的重要性，其實生命教育委

員會認為培育學生們的外在行為

（如守規），要從內在價值觀的培

養開始，故此成長營的焦點集中

在「生命的反思」及「心靈培育」。

為配合這些主題，營會內容環繞

「關愛、負責任、認識上帝」。透過歷奇活動、分組分享、晚會等反思主題內容，讓師生們一起經歷成長

的喜悅。自二零零六年首辦成長營，每年都檢討其內容及評估方法，生命教育委員會認為「關愛、負責

任、認識上帝」仍是合適的營會主題，以「歷奇體驗的福音營」也是可取的定位，並將繼續在中一及中二

兩級推行。

生命教育日營歷奇活動勝出班別

通識科培養學生對自身、社會、國家，以及全世界的了解、

關心和愛護，除學習科目知識，學生更藉此建立健康正確的人生

觀、價值觀，例如自尊、衝突處理、法治精神、國民身份、貧富

懸殊、環保、健康生活等。通識科又鼓勵學生關心社會時事，擴

闊視野，讓思想變得更成熟，見解更有內涵。

科學科培養學生責任感，鼓勵學生善用資源、尊重生命，並

透過接觸、欣賞及愛護大自然，認識大自然的奧秘。

人文科透過中史課程培養學生良好品德，加強公民、民族及

德育教育；透過地理課程擴闊學生欣賞本地及全球自然環境的眼

界，體會人、地

和環境三者相互

依存的關係，培養成為一個積極和負責任的公民；透過

經濟課程及歷史課程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建立學生

正確價值觀及人生觀。

體藝科透過「一人一體藝」及樂隊、球隊的訓練，

培養學生團隊合作及體育精神，建立學生勇於承擔、樂

於分享和願意服務的文化。

科技科培育學生有智慧地使用資訊及發放資訊，做

負責任的資訊世代公民。

學生從遊戲中學習

生命教育課師生感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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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主題外，成長

營的另一特色是安排在

上課的日子舉行。這是

一項非常重要的定位，

讓師生及家長都清楚明

白成長營在生命教育中

的重要性，它是正式的課堂活動，使推展營會內容時，各人都在輕鬆

的營會氣氛下，也有一份警醒學習的態度。

由於內容都是透過歷奇活動，性質屬經驗學習，通過不斷的實踐

與反省，學習在經驗中成長。活動探究及解說（debriefing）近年以3F	

(Facts	 /	Feeling	 /	Future)進行，意思是「說出所見事實（Facts）」，

「抒發內心感受（Feeling）」，並將所得啟發「用於將來（Future）」。

成長營中學習羣體精神

從歷奇活動學習彼此守望相助

從保護雞蛋活動學習愛惜生命

成長營也有紀律訓練

多樣化的歷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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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家長參與

學生的健康及全面成長必須有家庭的參與，所以生命教育的設計上都考慮加強家長與班主任的溝

通。每年的中一新生輔導日，都邀請家長出席，分享生命教育的主題和介紹各中一班主任，家長首次與

班主任會面時，已有時間交流對談。此外還有家長晚會，初中年級首次的晚會都以生命教育為主題，中

一級的家長晚會安排在成長營後舉行，以便跟進學生們在成長營的學習。

此外，部份學生習作也刻意設計有家長的參與，例如本年度的中二成長營的營刊設計為「成長檔

案」，學生們把營會中的所見所聞、學習、反思及應用都寫在營刊中，並訂定兩個月的實踐目標，並在

兩個月後評估進展。營刊中設有家長鼓勵及家長觀察進展兩項，一方面讓家長明白子女在營會中的體會

和學習，另一方面提供客觀機會讓家長與子女分享成長心得。

3 . 校園環境的氛圍

「生命教育」其實並不只是「生命教育科」。

雖然「生命教育」有科目內容及課程設計，但是

在課堂以外也是「生命教育」的學習環境。校

園其實有不少可運用的潛在課程：例如課室壁

報、校園環境的佈置、園圃等，都潛在教育功

能，積極運用將有助於校園生命環境的營造。

故此，第一學期的課室壁報設計都以「生命教

育」為主題，讓學生在開學初段重新思考「生命」

這個課題。

另外還有「生命園圃」的設立，就是在校園

開墾了六幅大小相若的種植區域，給學生們耕

種植物。六幅種植區域分別由中一級六個班管理，管理時間是由中一下學期至中二上學期，之後再交給

下一屆中一同學管理，管理期間各班按其喜好種植各類植物。「生命園圃」設立目的是希望透過種植讓學

生體會生命的成長，藉種植喚起學生對大自然的關注，也以學習種植來培養責任感及團隊精神。

由於培正校園本身已有很多林木，近年更

注重校園的綠化工程，使校園環境更具生氣，

充滿生命氣息。很多校園活動，如公民教育推

行的「環保旅行」、「廢紙膠樽回收」、「義工服

務」；輔導委員會的「朋輩輔導計劃」；訓導委員

會的「學生長團隊」；綠組的「培正園圃」；地理

科的「地理考察」等等，不勝枚舉，都有助營造

生命教育的學習氛圍。

午間詩歌敬拜也增加生命教育氛圍

生命園圃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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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其他福音性活動

除上述活動外，其他有關福音性的活動，還有崇拜體驗、聖經問答比賽、福音週、初信栽培等。

「崇拜體驗」是在生命教育課堂中進行，幫助學生們學習「認識上帝」的主題，在中一至中三上下學期

各舉行一次，由培正道浸信會主領。「聖經問答比賽」也屬課堂活動，目的是以較輕鬆的方法重溫整個

學年所學習的內容，比賽安排在學年終結前舉行。「福音週」

是一年一度的大型福音性活動，教師學生們積極參與，中

一及中二設有專題探討以配合「福音週」主題。「初信栽培」

是福音週跟進項目，鼓勵決志跟從耶穌的學生繼續認識上

帝、參加教會活動，學生更可參加栽培小組，進一步學習

跟從耶穌。

聖經問答比賽以舉氣球搶答

園圃裏成長中的紅番茄

中一同學種植的小棠菜

聖經問答比賽中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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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體驗

每個學生都有成功的可能和機會，他們的品性、能力、自尊和生活習慣可透過教育而

改變、發展和成長，我們相信以聖經真理為根本，以愛心作動力，以生命影響生命，老師

的價值就是培養更有價值的生命。信仰是生命教育的基礎，培正中學作為一所基督教中

學，生命教育的基礎就以基督教為基礎，讓學生認識及應用基督教的原則。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22 :6 )

同學在福音週獻唱詩歌

清晨獻詩

崇拜體驗時全級一起研讀聖經

我　們　的　信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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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in Pui Ching - A Road to Success

 Coping with students’ lack of motivation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raising the English 
standards of the school are challenges for many 
teachers, especially those teaching in CMI 
schools such as Pui Ching. “Excellence” in 
teaching in this context means that teachers 
understand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ir 
students and succeed in creating a motivating 
environment which enables students to “discover 
knowledge”, “manage knowledge” and “create 
knowledge”. Drama Night 2009 - Any Dream Will Do

 “Excellence” in its fullest sense will manifest itself when leaderships are 
developed in students to employ their acquired English skills and ability to 
assist their fellow students in their learning and, their teachers in their 
teaching.  It is also supported by the foundation of a strong sharing culture, 
consistently sincere rapport among colleagues and regular on-campus 
professional teaching development.

 The implementation is meant to 
be an inter-related and comprehensive 
one,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four 
elements which are meant to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cannot be 
separated as an individual programme.

Teaching StrategiesTeaching Strategies

 In Pui Ching, we are lucky to have an English Campus 
which is an asse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nglish 
curriculum.  We have an English staff room, Communication 
Centre, English Café, Black box Theatre and campus kiosks with 
pre-installed questions for action learning.  Our newly installed 
IT classrooms link us up with classroom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our e-Community offers a platform for collaborative learning.

Our English CampusOur English Campus

 Our curriculum includes three 
elements which are inter-related and 
cannot be separated. They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coverage of the 
learning targets.

Drama Night 2008 – Love isA smart kid with a smartboard

Thank you, teachers.

Our CurriculumOur Curriculum

Geocaching Drama Night 2010 - Mem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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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Curriculum enables students not only to 
discover knowledge but also to manage and create 
knowledge.  Activities include: 

 Mobile learning - using mobile phones to learn, which 
enhances interactivity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enables instant polling and testing; 

 World Explorer – morning news broadcasting with 
related questions for students to answer;

 Geocaching –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leave their 
classrooms and learn English using the touch-screen 
kiosks;

 Student Forum – an e-community where teachers, 
students, parents and alumni can participate in 
discussions and share their knowledge with one 
another. 

 Our regular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modular design, tailor-made 
materials and IT activities.  English Literature modules 
are added to further train students’ literary appreciation 
skills, and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ies.  Together with 
school-based reader modules, we have laid a firm 
foundation for the new English curriculum.

 Our elite curriculum is interdisciplinary, combining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with Integrated 
Humanities, Liberal Studies and Drama Education.  It aims to enhance students’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higher order thinking skills.

e-Curriculume-Curriculum

Miss Ma is presenting Geocaching

Unicef Week - brought to you by English Society

The Regular curriculum and
the Elite curriculum
The Regular curriculum and
the Elite curriculum

Drama Night 2008 – Lov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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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eries of activities outside lessons have been launched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maximum 
exposure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There are time slots in the assembly for student presentations, daily 
reading periods and an English Café for weekly performances which encourage originality and participation 
and nurture talent for the Annual Drama Night.  We have also held 
Reading Week, English Literature Week, inter-class scrabble 
competitions, drama competitions, debates etc.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examples is the publication of Oas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from the whole school. Senior form students’ talents are exemplified 
in the publication and serve as models for junior form student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students find studying English more interesting and challenging.  The 
more interesting content, frequent discussions and plentiful 
performing opportunities have enhance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Given the constraints of a CMI school, the remarkable improvements 
in our HKCEE and HKALE performances, especially in the credit rates 
and passing rates, serve as very convincing indicators of the success 
of our curriculum.

An extended curriculumAn extended curriculum

EffectivenessEffectiveness

 Teamwork is the foundation for success.  We are so fortunate to have a strong committed team to 
make the implementation of our school-based curriculum possible. With their professional support, sharing 
and creativity, a vibrant and sustainable English culture has been uniquely established in a CMI school, to 
be passed on in the years to come. 

ConclusionConclusion
The Adam crew

What a superb team!

What a superb team!

12



13

學 校 動 態

丘成桐學長獲沃爾夫數學獎

沃爾夫獎 (Wolf Prize) 於二零一零年
二月一日宣佈丘成桐學長 (1966 年級皓社 )
榮獲數學獎項，表揚他於幾何學及物理學的

貢獻。丘學長繼早年獲頒菲爾茲數學獎後，

今年獲頒沃爾夫數學獎 (Wolf Prize)，成為
首位兼得兩項數學界最高榮譽的華人。

沃 爾 夫 獎 由 沃 爾 夫 基 金 會 (Wolf 
Foundation) 頒發，分六個領域：農業、化
學、數學、醫學、物理及藝術。沃爾夫數學

獎與阿貝爾獎 (Abel Prize) 皆被喻為數學
界的諾貝爾獎。頒獎典禮於二零一零年五月

十三日在耶路撒冷舉行，由以色列總統親授

獎項。與丘成桐一同獲得本年度數學獎的還

有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沙利文教授。

丘教授接受以色列總統佩雷斯頒授獎項

丘教授與紐約州立大學石溪
分校沙利文教授合照

新 加 坡 新 科 技 中 學 Schoo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率先啟用一人一 iMac 進行全方
位電腦化學習

中港台老師難得聚頭，互相交流電腦教育心得

猜想等一系列重大課題和猜想，以丘成桐和

卡拉比兩人名字命名的「卡拉比─丘流形」

更成為數學和理論物理常用的基本概念。

第十四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
教師論壇

鍾偉東主任及梁文傑老師於六月一日至

五日代表學校前往新加坡出席第十四屆全

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教師論壇，並發

表論文「如何在中學階段提供優質的電腦教

育」。除舉辦研討會外，大會還安排與會的

海外老師一同參觀兩所新加坡一人一數碼

先導中學，交流學習。在三天的會期內，中

港台老師彼此交流教學心得，互相觀摩和學

習。

國 際 數

學大師唐納

森（ S i m o n 
Donaldson）
稱讚丘成桐

為「近 四 分

之一世紀裏

最有影響力

的數學家」，

他解決了卡

拉 比 猜 想、

正 質 量 猜

想、 鏡 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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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義安中學是微軟全球三十所領航學校
之一，全方位以創意使用資訊科技協助發展
學生多方面才能

葉賜添校長、岑錦康校長和三位副校長與新
加坡教育部參觀團於校史室合照

葉賜添校長、鍾偉東主任和馬凱雄主任
與參訪團合照

台灣參訪團嘉賓參觀了解高中同學於化學課
堂的上課情況

本校接待人員與新加坡參觀團於學校餐廳共
晉午餐及交流

新加坡教育局來校參觀

三月廿二日上午新加坡教育局譚玉珍副

司長及許進源副司長率領十位官員來校參觀

交流，討論如何培養新時代優秀學生、評核

方法等教育發展議題。參觀團由葉賜添校

長、梁家榮副校長、李家俊副校長、李景倫

副校長、鍾偉東主任、馬凱雄主任、梁迺文

老師、李家傑老師、馬漪楠老師、黃志偉老

師及梁文傑老師接待。同時，培正專業書院

岑錦康校長亦有陪同參與交流。

台灣「 2010 高瞻計劃」參訪團

五月四日上午台灣「 2010 高瞻計劃」
參訪團來校參觀交流訪問，由葉賜添校長、

李景倫副校長、鍾偉東主任、馬凱雄主任、

梁迺文老師、黃子榮老師及黃志偉老師負責

接待。是次交流的主題是科學教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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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賜添校長向來賓介紹本校「明日校園」計劃

黃子榮博士向來賓介紹本校與香港天文台及
理工大學合作的 HKCoWin 計劃

葉賜添校長、李景倫副校長、鍾偉東主任和
馬凱雄主任與參加論壇的校長合照

「 2010 內地─香港中小學校長高層論壇」

五月十三日上午，四十八位參加了

「 2010 內地─香港中小學校長高層論壇」

的校長來校參觀交流訪問，由葉賜添校長、

李家俊副校長、李景倫副校長、鍾偉東主

任、馬凱雄主任、呂艷蘭主任、黃子榮老

師、黃志偉老師、梁文傑老師、馬漪楠老

師及林向秀老師負責接待。同時，鍾偉東

主任代表學校參加五月十四日晚上舉行的

「 2010 內地─香港中小學校長高層論壇

晚宴」。

交流與訪問一覽表

10 /7 /09 由教育局安排美國教育部 Mr. 
Marshall S. Smith來校參觀。

1 /9 /09 深圳衞視台來校訪問及拍攝有關
三三四新學制開學的第一天。

9 /9 /09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安 排 新 加 坡
National Inst i tute of Education 
二十人來校參觀，訪問主題如何
運用資訊科技支援中國語文教學
並分享當地教育制度。

25 /9 -28 /11 /09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
周年暨培正創校一二○周年紀
念，學校舉辦了《騰飛中國》珍藏
郵票及歷史文物展覽 ( 香港收藏
家周耀祺先生藏品 )，並由學生擔
任導賞員。

19 /10 /09 由中聯辦安排中央電教辦公室韓
駿主任一行五人來訪本校，了解
香港資訊科技教育開展情況。

6 /11 /09 培道中學五位來賓蒞校參觀校史
室。

18 /11 /09 美國 Bayler Univerisity Mr. Edward 
到訪。

19 /11 /09 由香港浸信會聯會安排接待外蒙
古教育部十六位官員，成員包括
外蒙古中學及小學教育局主管及
其它省份優秀老師，參觀郵票展
及資訊科技。

25 /11 /09 在本校舉行「從歷史文物看中國
的發展」研討會，以配合新高中通
識教育課程，接待約五十位本港
老師，由葉賜添校長及何力高老
師擔任主講嘉賓。

28 /11 /09 寧波公學鄧校長及五位老師參觀
本校地理室及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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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及就業輔導部門

舉行各級家長會  解答升學及就業問題

預科班家長會於九月十八日舉行，主題

為大學聯招的運作、選科須知及畢業生的出

路，由升學及就業輔導主任呂艷蘭老師主

講。會上邀請了十位校友蒞臨分享大學生

活，並介紹各院校的教學模式及各課程的內

容及收生情況。

中五畢業班家長會於十月十六日舉行，

會上呂艷蘭主任介紹中五畢業生的升學途徑

及其他出路。另外社工梁頴嵐姑娘邀請了四

位預科同學分享應付會考心得及兩位家長分

享如何協助子女應付會考。

中三級家長會於十一月六日舉行，會上

梁柏鍵主任介紹中文閱讀寫作計劃；呂艷蘭

主任介紹「三三四」學制最新進展、大學收

生要求及選科策略；鍾偉東主任講解升中四

選科及編班安排。

本年度舉行了兩次中四級家長會。十二

月十一日家長會上，梁柏鍵主任介鉊新高中

中文科校本評核及選修單元，馬凱雄主任跟

進中四級移動學習計劃狀況，鍾偉東主任講

解學生對中學文憑試應作出的部署和計劃。

至於五月七日舉行的家長會上，葉賜添校長

向家長講解新學制的發展和實踐，並分享如

何協助子女適應新學制的要求及擴闊知識領

域。鍾偉東主任則跟進中四升中五的選科狀

況。

升學及就業講座

九月廿二日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收生代

表 Ms. Annie Chan 及講師到校為中七信及
中五望同學介紹該校的學位及文憑課程。

十月十九日舉行美國大學講座，邀請

了 美 國 Wesleyan Univers i ty 的 入 學 主
任 Ms. Therese Overton 及 該 校 畢 業 生
Mr. Wallace Chan 到校為中六同學講解課
程及收生情況，會上講者介紹 Wesleyan 
Freeman Asian Scholarship，供本地同學
申請。

4 -5 /12 /09 本校共有教職員九十六人前赴廣
州參加世界培正同學日及參觀廣
州培正中學和東山培正小學。

21 /12 /09 協恩中學老師來校參觀。

24 /2 /10 孫穗芳博士來校與學生分享三民
主義及講述其祖父國父孫中山先
生之生平事蹟。

2 -3 /3 /10 深圳市寶安區六名骨幹教師到校
訪問交流兩天。

15 -17 /3 /10 葉賜添校長應邀前赴澳洲出席

“Adobe Educa t i on Leade r sh ip 
Forum 2010”。

22 /3 /10 新加坡教育局共十位官員到校訪
問交流。

25 /3 /10 英國一所著名音樂學校 Wells 
C a t h e d r a l S c h o o l M r . N i g e l 
Walkey來訪交流。

31 /3 /10 本校全體教師參加浸信會聯會在
培道中學舉行聯校教師培訓日。

30 /3 -8 /4 /10 本校五位老師及四十位優秀學生
組成北京育才交流團前往北京作
十天訪問學習。

19 /4 /10 浸會大學電腦系訪問學人 Prof. 
Wal t e r Gander ( 瑞 士 Federa l 
Ins t i tu te of Technology Zur ich 
榮休電腦系系主任 ) 來校主持
“ Scientific Computing - Primary 
Purpose of Computers”的科普講
座。

21 -25 /4 /10 葉賜添校長與三位老師參加香港
浸信會聯會新加坡教育探訪團，
主要參觀資優教育學校。

24 -28 /4 /10 陸雁璇老師帶領兩位學生前赴
中 國 成 都 參 加 第 八 屆「 21 世
紀 ‧CASIO 杯」全國中小學生英
語演講比賽。

4 /5 /10 台灣 2010 高瞻計劃參訪團有十位
校長來校參觀及交流訪問，是次
交流的主題是科學教育發展。

13 /5 /10 由香港教育局安排內地四十八位
中小學校長來訪本校，並進行參
觀考察。

21 -24 /5 /10 葉賜添校長參加由九龍地域校長
聯會舉辦「上海世博、杭州、烏
鎮教育交流考察團」。

27 /5 /10 美國Baylor Univerisity Dr. Benjamin 
S. Kelley來訪。

4 /6 /10 上海教育雜誌徐晶先生來校訪問
葉賜添校長。

17 /6 /10 台灣國際網絡學會有四位研究員
來校參觀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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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中舉行了兩場中七升學講座。十月

十五日邀請了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升學輔導

主任楊詠嫺小姐及兩位學生代表到校講解商

學院課程及大學聯招計分方法。十月廿二日

講座的演講嘉賓是香港中文大學入學主任文

若詩小姐、社會科學院講師王淑英小姐及工

商管理學院導師何詠茵小姐。講座目的是為

中七同學介紹中大的校園生活、收生要求及

兩所大學所提供的課程及就業情況。

十一月三日舉行大學升學講座及輔導

活動，邀請了香港大學商學院講師 Dr. Ada 
Wong 為預科班同學講解 BBA(IS) 課程
的要求。另外，商學院收生主任 Ms. Lora 
Lam 聯同十多位港大學生為預科班同學進
行小組輔導、解答同學升學問題、分享大學

聯招的選科經驗及港大的學習生活。

十一月十二日舉行美國升學講座，會上

國際教育協會高級教育顧問麥綉雯小姐介紹

美國的學制、各種升學途徑及如何準備入學

考試。

十一月十九日香港理工大學應用數學系

助理教授任尚智博士及市場推廣主任胡頌婷

小姐到校為中七數學組同學介紹投資科學課

程。

三月四日高部集會進行由職金局主辦的

宣傳活動「幸福將來」互動劇場，為學生介

紹強職金的目的和選擇。

三月廿五日劉紀美博士 (1972 年級賢
社 )，現任香港科技大學電子及計算機工程
學系講座教授，到校為中六同學講解電子工

程學的範疇及該學系的收生要求。

四月十五日高部集會邀請了香港警務處

人事部招募組曾思敏小姐介紹警員的入職要

求、工作範疇及晉升途徑。

五月七日美國 Baylor University 的工
程及電算機科學學院院長 Dean Benjamin 
Kelley 到校參觀，並為中六級理組學生講解
生物工程學的範疇及該校的學習環境及狀況。

學生升學消息

本年度有三位中六同學申請「大學優先

取錄計劃」( 即拔尖計劃 )，並獲本地大學
取錄。

班 別 姓 名 入 讀 院 校 課 程

中六信 勞保儀 香港大學 文學士

中六望 吳珊珊 香港大學 法學士

中六望 黃楚君 香港中文大學 專業會計學

此外，本年度大學聯招之「校長推薦計

劃」獲選同學為中七愛鄧柏駿、黃卓妍及中

七望胡景裕。

基督教事工部

向家人傳福音運動

「向家人傳福音運動」在本學年十月已

開始推展，名為「家新任務」，目的是鼓勵

基督徒學生關心家人的需要，並且為家人得

救着想，孝敬父母，在家也活出好見證，努

力傳揚福音。承接上學期的行動，基督教事

工委員會於五月三日及四日推出「再家新任

務」廣播劇，以提醒各位立志向家人傳福音

的基督徒學生繼續努力。五月六日舉行本年

度第四次培靈會，也以「再家新任務」為主

題。其實培靈會已舉辦了五年，都是由學生

分享見證，並且由團契領詩。這次「再家新

任務培靈會」首度由中一團契負責領詩，讓

他們也有學習事奉主耶穌的機會。培靈會就

由他們領唱的「上帝聽禱告」揭開序幕。之

中一團契在培靈會中領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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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威廷同學分享與家人傳福音的經歷

李沐恩同學分享與家人傳福音的經歷

兩位福音劇見證人預備出場分享

後由兩位基督徒學生 ( 中四林威廷同學及中
七李沐恩同學 ) 分享他們參與上學期「家新
任務」的經歷及向家人傳福音的感受，然後

由陳恩明牧師分享培靈會信息。

福音劇

福音劇是本校一年一度的福音話劇表

演，至今已經十年了，近五年的內容都以學

生們的真實見證改編，目的是藉着學生們的

得救見證，向同儕傳揚福音，也藉此鼓勵基

督徒學生勇於為主作見證。本年度以兩位中

四學生的見證改編，並安排由他們於劇中親

自分享他們的生命故事。福音劇正式籌備在

一月開始，由學生基督徒團契總團 ( 簡稱總
團 ) 統籌，包括撰寫劇本、招募演員及工作
人員、選角、道具製作、排練等。其實踏入

本年度的下學期，學校的活動仍有很多，特

別是話劇類的活動，所以招募福音劇演員及

工作人員遇上不少困難，但基督徒學生們仍

堅持要努力為主作見證，為主籌備福音劇，

可見他們的事奉態度非常認真。

演出前彼此鼓勵及打氣

福音劇工作人員及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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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翻新工程後，圖書館有更寬敞及舒適的
閱讀空間

圖書館添置了全新的圖書書架 圖書館服務組大軍

同學們同心協力完成搬遷圖書的任務

圖書館環境改善工程

為迎接創校一百二十周年紀念，圖書館

進行了小規模的翻新工程，包括把開放書庫

移往舊有聯網閣的位置，並購置了新書架。

原有書庫的空間騰出後，變成學生的閱覽大

堂，並重新鋪置地板，令環境更明亮舒適。

　　而在翻新圖書館期間，感謝圖書館服務

組的同學，在假期特意回校幫忙搬遷大量圖

書，大夥兒同心協力，只花了一天的時間便

完成整個圖書搬遷工作。

參賽當日，圖書館服務組的同學攝於友校門前

聯校圖書館比賽

每年圖書館服務組的同學均積極參加由

聯校圖書館舉辦的圖書館比賽，比賽內容包括

圖書索書號編目、圖書上架、圖書包裝以及常

識問答環節等。在比賽前，圖書館服務組的同

學商討了比賽策略及分工預備，在事前準備及

比賽過程中，組員間建立了良好的默契和合作

精神。透過是次比賽，同學認識多了學校圖書

館的運作，以及有機會參觀友校的圖書館，結

識其他學校的同學。因此，縱然比賽最後無功

而還，大家仍覺得滿載而歸。



20

培正的同學細心聆聽九龍真光同學的介紹

兩校的師生同學在分享交流後一起合照

兩校同學各自分享閱讀心得

九龍真光中學交流參觀

五月十四日，本校圖書館主任馬凱雄老

師與圖書館助理陳婉婷小姐，帶領圖書館服

務組同學一行十七人，到九龍真光中學交流

及參觀。兩校同學彼此分享了學校的歷史和

閱讀心得，然後一同參觀真光的校舍設施。

家教會金筆獎徵文比賽

由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舉辦每年一度的

金筆獎徵文比賽，本年度的評選工作已告完

成，獲獎同學如下：

金 筆 獎 優 異 獎

中一級 徐沛楹 (中一正 )
蕭凱茵 (中一光 )、 
林沛欣 (中一正 )

中二級 麥子俊 (中二信 )
連穎琛 (中二正 )、 
李奕熙 (中二正 )

中三級 吳錦熙 (中三愛 )
劉曉彤 (中三愛 )、 
李樂怡 (中三正 )

金筆獎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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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着一點一點的顏色，為原本熟悉的街道增

添一份神秘色彩。車走了一會見，要上何文

田山了。車在努力地向上爬，雨水飛快地向

下俯衝，好像要拉小巴回山下似的。 

下車後，再次撐起已經濕透的雨傘，驚

險的步回學校。由於坡度陡峭，不少人滑倒

在地上，頭落在小池塘的渾水中，起來時，

臉也黑了。我本想伸出援手，但一想起穿着

平底鞋，還背着書包。為免自身難保，只能

冷眼旁觀。走着走着，坡度變得更阧斜，雨

水變成了一條急流，洶湧而下，碰撞到路邊

的樹後，更激起水花，濺到我己經半濕的長

褲上。到了橋上，我俯視公主道的車輛，在

兩旁濺起兩行水花，與快艇在海上航行無異。

多走五分鐘，終於結束了我驚險的上學

旅程了。在課室裏，雨繼續拍

打課室的窗戶，陪伴着我們上

課。回頭望望同學，看看他們

的衣服，我想他們的經歷也跟

我一樣驚險吧！

大雨上學的所見所聞	 麥子俊  中二信

俗語有云：「打風唔成三日雨。」這也許

由一個傳言變成一個定理了。大前天還雀躍

地看着颱風的級別一級一級地上升，突然颱

風卻拐了一個彎，轉身走了。尾隨的雲飄浮

在香港上空，不識趣地下起雨來。

這天應該是第三日了。雨點取代了我的

鬧鐘，滴滴答答地在玻璃窗上拍打，喚醒了

沉睡中的我。無可奈何的是，它並不能被按

停。我翻過身來，更換校服後，銜着白方包

上學去了。 

剛才在家中只看到一線線的銀絲。到了

地面後，才知雨下得有多麼大。我撐起雨

傘，慢慢的下樓梯。雨隨着樓梯的形狀，

形成→條小溪。可是最後卻逃不出陷阱，落

到污水渠，流到大海。轉了幾個彎，到了一

條大內街，也是附近居民最主要的通道。行

人都有秩序走到街道兩旁，享受着簷篷帶來

的好處。旁邊的一幢大廈的棚架，猶如為大

廈穿起雨衣，但安全網卻戴着雨水，岌岌可

危，隨時為網下的途人「洗澡」。 

上了小巴，卻有另一番韻味。從車窗外

看出去，有身處孫悟空中水簾洞的感覺。雨

水落到從窗子上，景色變得迷濛一片，只顯

手機短訊	 吳錦熙  中三愛

這天，志輝在家中正準備上班。「嗶！」

手機忽然震動，志輝一看，原來是母親發來

的短訊，「今天天氣不是很好，不要忘記帶

傘，母親。」

志輝三十而立，事業有成的他工作忙

碌，獨自住在單身公寓中，家務、洗衣、做

飯等有傭人負責。當初他搬出來不久，經常

收到母親的來電。還記得那次它正主持一次

重要會議，母親不厭其煩地催他回家吃飯。

一怒之下，他向母親哮道：「我工作這麼

忙，不要經常打來煩我好不好？」自此以後

母親似改成以手機短訊通知志輝，雖然他經

常忘了回覆。

這一天的天氣的確不是太好，天下起了

一陣大雨，幸好由母親的提醒，志輝才能一

身乾爽地回到公司。經過大半天的忙碌工作

後，正當志輝想閉眼小休之時，手機有突然

震動了，這次仍是母親的訊息：「今天是秋

分，家裡做節，回來吃晚飯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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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與 教

中文科

中文演辯隊（粵語）以辯會友

演辯（Oratory），是科學與藝術的結
合，既講求科學推論、實證、演繹及歸納等

方法去辨析事理，揉合表演藝術，以贏得台

下欣賞，是一項鬥智鬥力的活動。

本校中文演辯隊（粵語）成立於二零零

三年十月。多年來，粵辯隊參加各種校際演

講和辯論公開比賽，透過競爭，增進辯藝，

豐富經驗。與友校合辦友誼賽，結交志同

道合的辯界朋友。在台上互相較量，刺激思

考，鍛鍊口才；在台下互相鼓勵，惺惺相

惜，共同發展興趣。

二零零七年開始，每年暑假，粵辯隊都

與友校合辦粵語辯論暑期聯賽。過去三屆，與

我校合作的學校包括：香港培道中學、東華三

院黃笏南中學、聖約瑟書院、皇仁書院等。

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度，粵辯隊隊員

在教練葉家進先生的鼓勵和指導下，參加多

項校際演講和辯論的賽事，包括：第三十五

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演講比賽、第六屆全港

校際即席演講、「持續發展創明天」全港學

生演講比賽、星島第二十五屆全港校際辯

論比賽、第四十二屆聯校中文辯論賽、國際

議題辯論邀請賽、第六屆全港校際經濟辯論

比賽、扶輪禁毒盃中學校際辯論比賽等。其

中，中七愛黃卓妍同學、中六信區穎璋同

學、中六望陳榕翠同學、中三信周珮婷同

學、中三光張家榕同學、中二信羅善瑜同學

等，分別在演講及辯論的賽事中獲取殊榮。

中六望趙文婷同學，更於扶輪禁毒盃中學校

際辯論比賽的第一、二、四回合初賽及準決

賽中獲得最佳辯論員，深受評判及主辦單位

的欣賞。

經過多輪比賽，本校粵辯隊在「扶輪禁

毒盃中學校際辯論比賽」及「第六屆全港校

際經濟辯論比賽」中分獲亞軍及季軍，成績

理想。此外，粵辯隊聯同本校通識科，合

辦「時事專題即席演講比賽」，一則鼓勵同

學關心時事，二則為同學提供訓練口才的機

會。決賽邀得教統局通識課程主任姚鳴德先

生及鍾澤博士擔任評判，初中組及高中組冠

軍為中二望黃皓俊及中六愛鄧穎康。

粵辯隊隊員於第六屆全港校際經濟辯論比賽
後與葉教練合照

「對啊！已經很久沒有回過父母家了。」

志輝心裡有點內疚是該回去一趟了。於是就

回父母親：「好！」

其實，從開始用短訊代替通電話的時

候，母親已經很期待收到志輝的回覆，母親

就一次又一次擔心他是否出了甚麼事，但又

礙於害怕煩 ? 志輝工作，所以都只能祈盼志
輝平安無事。不過，慢慢母親就習慣了他的

忽略，仍然不斷地發短訊來關心志輝。

這次很快的，母親就收到回覆，以歌大

大地笑容就呈現在母親的面上。

晚上，他回到父母家，心情特別愉快，

經過廚房，停到父母的對話。父說：「看

你，發訊息那麼費精力，又老眼昏花，不累

嗎？打電話不就成了？」母反駁：「那會吵 ?
他的。反正我有空，發訊息對他來說比較

好。」

那一瞬間，志輝的眼眶紅了。原來老人

家發短訊是多麼難的一件事。志輝立刻衝上

前擁抱 ? 母親。那晚，他們享受
了一個很溫馨、很和諧的晚餐時

間。難道世界上還有其他東西比

母愛更珍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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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由香港教育學

院理性溝通研究及發展中心舉辦，是一項供全港中、小學

生參加的說話能力比賽。本年度比賽已是第四屆，我校同

學踴躍參賽，總計達四百零四人次，其中應屆會考同學為

大軍主力。中六級亦有十多位同學參賽，爭取即席演講經

驗，為高考口試作好準備。中五及中六級中文老師，包括

梁文慧老師、李敏儀老師、黃佩儀老師、虞美曄老師、熊

潔婷老師和梁柏鍵老師，都大力鼓勵同學將課堂所學應用

出來。

李蔚瑤 中六望 預科粵語備稿演講總冠軍

馮詩雅 中五正
會考及中學文憑 
粵語備稿演講總冠軍

黃卓妍 中七愛 預科小組討論卓越表現獎

鄭治煒 中六望
預科普通話備稿演講 
卓越表現獎

馮詩雅榮獲會考及中學文憑
粵語備稿演講總冠軍

李蔚瑤榮獲預科粵語備稿演
講總冠軍

鄭治煒榮獲預科普通話備稿
演講卓越表現獎

得獎同學與比賽主辦人馮樹勳博士
合照

中學組初賽於

十 一 月 上 旬 和 中

旬 舉 行。 我 校 共

三十八人獲得初賽

優 勝 獎， 晉 身 決

賽。決賽於十一月

廿八日假香港教育

學 院 大 埔 校 園 舉

行，我校同學成績

優異。現將決賽得

獎名單詳列如下：

文學之星─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文學之星─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是教育界一大

盛事。比賽獲全國各地響應，先舉行地區初賽，再選拔各

個賽區最頂尖的學生參加總決賽。香港今年首次成為總決

賽賽區。本屆比賽以「為了美好的明天」為主題，旨在鼓

勵中學生展望未來，培養更廣博的視野，以規劃自己的將

來、回應社會的需要。

本校在十一月期間，在校內進行了初步選拔，由各班

中文老師提名班內六位同學參賽，共收回稿件二百多份。

之後，本校選出初中及高中優勝作品各三篇，參加香港賽

區複賽，競逐「香港中學生文學之星」。

香港賽區專家評審團在複賽作品中，評選一百篇優秀

作品進入全國決賽。經過重重選拔，我校有六位同學脫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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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 香港賽區 ) 比賽蕭韻
蓉同學勇奪金獎

高中組李熙恩同學奪得銀獎

梁家榮副校長和梁柏鍵老師到場祝賀得獎同學

而出，獲得香港賽區多個獎項。中四善劉嘉淇

同學、中三望羅庭鋒同學和中二愛彭馨婷同學

榮獲優異獎，中六愛李熙恩同學和中一光余迪

舜同學榮獲銀獎，中四善蕭韻蓉同學更勇奪金

獎，成績叫人鼓舞！我校學生的寫作表現，與

全港學界精英相比，實在毫不遜色。

余光中教授文學講座

為配合上述活動，香港賽區的承辦機構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特別舉行不同類型的

文學活動，其中「余光中教授文學講座」可

謂最矚目的一項。

是次講座於四月十日假香港中文大學邵

逸夫堂舉行，題目是「靈感從何而來？─

美感經驗的轉化」。我校段麗珊老師、熊潔

婷老師與中六文學組同學一起出席。

當天，會場座無虛設，大家都期待着一

睹余光中教授的風采，向他學習捕捉靈感的

妙法。余教授瘦削精悍，徐徐步入會場，全

場立即響起熱烈的掌聲。余教授引用多首自

己創作的詩歌解說靈感的由來。講座到了

發問時間，來自內地的「文學之星」、語文

老師紛紛舉手發問，十分踴躍。當中有同學

覺得靈感枯竭，希望知道中學生應該如何使

自己的創作更上一層樓。余教授鼓勵同學在

中學時期要多閱讀，不論是課外書還是教科

書的課文，遇到好的作品可以把它們背誦下

來，成為腦海裡的知識，從而成為靈感的來

源。另外，靈感離不開我們的生活和孕育我

們的大自然，我們總要留心日常大小事，細

心觀察，加以發揮，那才能寫出一篇感動人

心的作品。

大家聽得點頭稱是，興致仍高，無奈兩

小時的講座轉眼到了尾聲，只能帶着滿滿的

收獲，懷着不捨的心情，沿着中大的山徑回

家。

香港賽區頒獎禮已於五月十五日在裘錦

秋中學 ( 葵涌 ) 隆重舉行。梁家榮副校長和
中文科主任梁柏鍵老師更抽空出席，衷心祝

賀得獎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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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學生作文比賽 ( 香港賽區 ) 金獎

  為了美好的人生─夢想沒有限期 蕭韻蓉  中四善

不是風在吹，是我在自由地飛；不是雪在飛，是我在不停地追；不是腳下的路無

窮無盡，是我在不斷地前進，向着我的夢想，向着我美好的人生……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

有形的物品是有限期的：食物有限期；食肆優惠券有限期；旅遊簽證有限期；機

器的使用有限期……

無形的物品也有限期的：快樂有限期；悲傷有限期；親情有限期；人生有限

期……

在這一切中，時間就是那個盡責的劊子手，毫不留情地為每件物品執行死刑。

然而，夢想卻是例外的，只有它能逃出那無情的刀下。

夢想，是沒有限期的。

你可以在任何時間實現你的夢想。

但，實現夢想是需要勇氣的。

「當時是這樣一個夢想，覺得自己沒有這個機會……但我覺得只要敢想，並且腳

踏實地去作，你還是可以成功的。」

本不被看好的苗子，最終成為咤叱乒壇的世界冠軍；本來連二十六個英文都要花

半個小時才能寫完整的她，如今為清華大學學士、英國諾丁漢大學碩士、英國劍橋大

學博士。她，鄧亞萍，創造了非凡的奇跡。鄧亞萍並不是一位天才的乒乓球選手，甚

至可以說她的身材過於矮小，根本不是打乒乓球的料！雖然一些教練對她一屑不顧，

但她堅持實現夢想的勇氣、執着，使她穩拿十多年冠軍的寶座。

1816 年，家人被趕出了居住的地方，他必須工作以撫養他們。1818 年，他的母
親去世。1831，經商失敗。1832年，競選美國州議員─但落選了。1832，工作丟了，
想在法學院就讀，但進不去。1833 年，向朋友借錢經商，但年底就破產了，接下來他
花了 16 年才把債還清。1834 年，再次競選州議員─贏了。1835 年，訂婚後即將
結婚，但未婚妻卻死了，他的心也碎了。1836 年，精神完全崩潰，臥病在床六個月。
1838 年，爭取成為州議員的發言人─沒有成功。1840 年，爭取成為選舉人─落

選了。1843 年，參加國會大選─落選了。1846 年，再次參加國會大選─這次當

選了！前往華盛頓特區，表現可圈可點。1848 年，尋求國會議員連任─失敗了。

1849 年，想在自己的州內擔任土地局長的工作─被拒絕了。1854 年，競選美國參
議員─落選了。1856 年，在共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爭取副總統提名─得票不到

一百。1858 年，再度競選美國參議員─再度落敗。1860 年，當選美國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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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這個生下來就一無所有、終其一生都在面對挫折、八次競選八次落敗、兩次

營商失敗、甚至精神崩潰過一次的人，就是美國總統林肯。有好多次，命運令他絕望

至極，但他沒有放棄與苦難的比賽，沒有放棄自己的夢想，終於，他成為了美國歷史

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在實現他自己夢想的同時，他亦竭力實現他人的夢想。

夢想，是沒有限期的。

年齡，從來都不是一個阻礙。

2009 年 5 月 16 日，全國會計專業技術資格考試在青島市四方實驗小學內進行，
一位白髮蒼蒼的老翁走進了第 18 考場，不慌不忙地坐到了第一排座位上。下午 5 時，
考試終於結束，老人因年紀大行走較慢，所以最後一個走出考場。雖然他的頭髮已經

全白了，但是精神矍鑠、非常健談，身板也很硬朗。

這位老人叫萬年才，今年 75 歲，這是他第二次參加全國會計專業技術資格考試。
他曾經是吉林通化的一名礦工，在井下挖了 30 多年的煤，但他卻一直有個夢想─做

一名專業會計師。這夢想源於他到吉林工作之前的一段經歷：在 1954 年至 1957 年，
萬年才偶然得到一個學習會計知識並接近會計工作的機會。由於要前往吉林工作，這

段學習的經歷只持續了 3 年。「我在吉林挖煤的那 30 多年，也一直在學習，我自己買
了個小算盤，一下班就練習珠算 。」1985 年，萬年才退休後回到了青島，在一家財校
學習了兩年會計專業，每天都到學校上課，而晚上回家後繼續自習。這種學習生活堅

持了近 25 年，最近他還被一家企業聘用呢。

當天，萬年才成了整個考場的焦點。考試結束後，大家都對老人感到欽佩，四方

實驗小學的林校長也非常佩服這種「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而萬年才卻道自己只是

在做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我回家後還得繼續學習，我喜歡數字，更喜歡會計這個行

業，為了夢想付出，我覺得挺快樂的，讓我的老年生活更加充實了。這樣，我感覺自

己永遠都很年輕。」

年小時，我們總有自己的夢想，總相信我們能有一天實現夢想。但，隨着歲月的

流逝，夢想與我們的間隔愈來愈大。當夢想漸漸飄遠，遠得像遙不可及時，我們會否

放棄 ? 還是仍然冀盼，仍然深信，夢想始終有實現的一天 ? 

不是風在吹，是我在自由地飛；不是雪在飛，是我在不停地追；不是腳下的路無

窮無盡，是我在不斷地前進。

無論多久，夢想永遠在等待着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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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一步，又一步 李熙恩  中六愛

「陳醫生，你的復原進度良好。繼續努力吧！」助行支架撞擊地面，發出嘎嚓、嘎

嚓的聲音。舉步維艱的我拚命向前踏着。一步，一步，又一步。

二零零三年，是香港噩耗頻傳的一年。沙士肆虐，香港被一片愁雲慘霧籠罩着。

威爾斯親王醫院 8 A 病房淪陷了，短短幾日內，病人、訪客甚至醫護人員都在 8 A 病
房受到感染。突如其來，不知名的疾病，攻佔了一間又一間的醫院，瞬間俘虜了一大

班病患者。連淘大花園的住客，都被強制隔離。眼看着院內病人相繼染病、同事們紛

紛倒下，我們萬分焦急，卻束手無策。有誰可以告訴我們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嗎？真是

天曉得。

儘管前路茫茫，路，卻總是要走下去。我們只好摸着石頭過河，見一步，忐忑不

安地往前再走一步。

三月十二日，威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的醫護人員成立了「Dirty Team」─專

門照顧沙士病患者的前線隊伍。8 A 病房是禁地，重門深鎖。這高度危險的工作，最
初提案是以抽籤形式來選出醫護人員。「如果抽中你，我代你去。」和其他隊員一樣，

我是自動請纓加入的。雖然我們難免徬徨，也難免痛苦，但卻從沒畏懼，從沒退縮。「養

兵千日，用在一時」。我們都知道，現在是時候了─窮盡一生所學來貢獻社會，現在

就是時候了。

惺惺相惜的我們凝聚出希望，我們的步伐變得更堅定。一步，一步，又一步地回

應病毒的挑戰。

感染數字每日攀升、形勢日益嚴峻，我們卻不曾為此氣餒，大家都日以繼夜地忘

我地工作。只是，有時人比病毒來得冷酷。我們的醫療團隊受到公眾猛烈抨擊。「院

方後知後覺，未能及時抗疫」、「醫護人員的防感染程序做得不足」、「處理封院問題未

能當機立斷」……面對着不明來歷的疾病，這些批評是何等的嚴苛！外界的批評是利

箭，猛然刺進我們心扉，時刻在扼殺我們的鬥志。眼前彷彿矗立着一道高牆─今回

是人所築的，比病毒還要厲害，阻礙我們前進的高牆。還好，這道高牆擋不了我們的

路。

我們沒有迷失，因為我們心中的目標一致。我們心連心，勇敢地、團結地、無懼

高牆，一步，一步，又一步，大步向前。

抗戰是漫長的，疲憊的身軀不斷向我提出抗議，但我總無法抽身去休息一會兒。

終於，我倒下了；終於，沙士病毒選中了我。我心頭充斥着莫

名的矛盾，既感一切來得突然，但這又似乎是意料中事。「心

有餘而力不足」，躺在病榻上的我有了深刻的體會。但我不甘向

命運低頭，我告訴自己：要趕快回去幫忙，一定要回到工作崗

位去！

中國中學生作文比賽 ( 香港賽區 )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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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幾天治療中，我的情況頗為穩定。可是到了第七

天，情況開始惡化，我的高燒不退，咳個不停，氣喘愈來愈

嚴重，使用的氧氣量也不斷增加。肉體受的折磨我撐得住，

只是，躺在床上動彈不得，不但幫不上忙，還要同事們花心

力照顧我，箇中滋味實在令人難以忍受。

此時此刻，我的雙腿似被藤蔓纏住了，腳步停滯不前。

有好一段日子，我不能進食，食物一進口便咳得要命。我很怕病毒傳給別人，

我情願不吃東西。有次，護士走過來問我：「你吃不下早餐嗎？可是早餐不可不

吃，我來餵你吧。知道嗎？我們都急着要把你治好，都等着你再次跟我們一起工

作呢！」簡單而平常的一句，對我來說是當頭棒喝。原來，我根本不曾離開他們。

即使在同僚們忙碌奔走時，我走不動，但我並沒有退出離場，因為有他們揹着我

走。

伏在同僚的肩膀上，我又重新向前踏步。

眾志成城，最後得到蒼天的憐憫。利巴韋林及類固醇混合療法使用得效，康

復率再創新高。終於雨後放晴了，曙光就近在咫尺。我好轉了；我可以下床了；

我可以撐着支架，一步，一步，又一步向前走了。

我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泥濘、荊棘，都經已跨過了。原來，人要經

歷過失去，才會學懂感恩；就是要嘗試過悲痛，才能發現生命的美好。這就是我

美好的人生─一個充滿着信念、互愛、團結和希望的人生。

嘎嚓、嘎嚓、嘎嚓……我堅信捱過這最後的幾步，就可以再度跟生死與共的

同僚並肩作戰。眼前的路不再崎嶇，我的腳步從未如此輕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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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    願  余迪舜    中一光

人生有許多願望，星羅棋布。有否想過，一生中可以實現幾個？它們是否重

要？年少的我，心中懷着數個祈盼；無論它們是否偉大，一生中若能實現其中幾

個，也就真是死而無憾了！

我最希望的是，我能成為一個有品德的人─尊敬長輩，孝順父母，有責任

心，不說粗言穢語，積極上進，朝氣蓬勃……這全都是良好的修養。現今社會，許

多人卻為了成功或取得高位，只注重學業、業績，往往忽略了德育的培養，但我覺

得這個才是最重要的。無論你成績多好，若對長輩無禮、遺棄父母，言而無信，最

後只會遭人鄙視、遺害社會。

我期望，我的家人能和洽相處。家庭，是每個人精神上的支持。家人的關懷，

帶給我們無比的信心和安慰。可以說，家庭是我們的「大後方」，是我們的「避風

港」，更是我們的「必需品」。我期望，我和家人能互相包容，互相體諒，不會因小

事而齟齬，不會因小事而翻臉，不會因此而有裂痕，破壞彼此的感情，反而更能互

相支持，互相關心，能給予大家無比的愛。

我冀望，香港能安定繁榮。香港是我的家，是我的驕傲。香港被譽為「東方之

珠」，是外國人和內地人的旅遊熱點：維多利亞港的美景，郊外的寜靜，中環的美

食區，旺角的購物區……令人樂而忘返。香港是一個自由的地方，我們能自由發

言、自由出入境……這些事都是香港市民的榮耀，香港市民的驕傲！

但是，近年香港的空氣污染超出國際標準，我冀望政府能盡快改善環

境污染的問題，使這顆東方之珠能繼續發出耀目的光芒！

我願，我的祖國─中國能繼續進步。這十年間，中國進步神速，

在國際間起着舉足輕重的地位。火箭升空、成功舉辦奧運、軍事裝備

強大等都迎來各方面的讚賞。想起祖國多年來努力不懈把形象提昇，

作為中國人的我，每當五星旗徐徐升起、激昂的國歌奏起時，我的心

弦都會立刻震動。祖國仍有很大進步空間，我願中國更文明開放，讓

人民擁有更多自由！祖國，加油吧！轉眼，國家成立已六十年了，我

祝賀祖國六十歲大壽，國泰民安，國勢不斷騰飛！

我的祈願，不知家人知不知道？我的祈願，不知香港人知不知道？

我的祈願，不知中華民族知不知道？我不知道一生中可以實現多少

個，但我只希望我能盡努力，實現及享受美好的人生！  這些就是我的
祈願，而你的又是甚麼？

中國中學生作文比賽 ( 香港賽區 )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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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誦比賽及表演

每年的十至十二月，全港大部份學校的

師生都積極為校際朗誦節備戰。今年校際朗

誦節已是第六十一屆，本校參加粵語及普通

話組比賽的同學共六十一人，參加集誦比賽

的組別共十二組。踏入十一月，每當午膳、

小息或放學後，在課室、田家炳花園、宗教

館等地方，都可見老師們悉心指導同學、

同學用心演繹的情景，又或聽到師生討論誦

材、同學投入朗誦的聲音。

經過老師們辛勞指導及各同學刻苦練習

後，本校今年共獲十七個獎項，包括六項冠

軍，七項亞軍，四項季軍。近年來，同學喜

歡參加二人對話比賽。顧名思義，這項比賽

是通過二人對話，談論中國文化、文學等話

題，誦材篇幅甚長、對話雅正，且講求二人

的交流、配合，因此極具挑戰性。此外，獨

誦重視個人發揮，集誦講求整齊、和諧。每

一個項目都各具特色，然都有共通點，就是

可增強朗誦者的信心，提昇其文學修養。因

此，愈來愈多同學喜歡參加朗誦比賽。

今年一月，張家榕同學代表學校參加

「全港青少年學藝比賽」中國古典詩詞朗誦

粵語初級組比賽，榮獲亞軍。是次比賽的每

個項目，每所學校只能派出四位同學參賽，

因此參賽者都是各校精英，張同學能突圍而

出，殊不簡單。

除了努力練習外，觀摩同儕演出也是

一個提昇朗誦水平的方法。適逢我校創校

朗誦節獲獎隊伍於校慶中表演

一百二十周年，中文科特於十一月二十七日

及二十八日，分別在丘耀西露天劇場、宗教

館舉行朗誦及演講表演，由過往參賽獲獎及

表現出色的同學演出。由於中二級同學參加

了本年度的集誦比賽，因此本科特安排中二

級同學觀賞是次表演，以收觀摩學習之效。

文學組同學於「 蔣紹愚教授公開講座」後與
講者及嘉賓留影

參加中大蔣紹愚教授公開講座

二月廿六日，本校中四級文學組同學，

由李敏儀老師、熊潔婷老師及段麗珊老師帶

領，乘坐由中文大學「丘鎮英基金」安排的

專車，出席「蔣紹愚教授公開講座」。「丘

鎮英基金」由中大數學科學研究所所長丘成

桐教授慷慨捐資，每年均會邀請世界知名學

者蒞臨中大，舉行學術講座，以弘揚國學精

粹。今年應邀演講之學者為國際知名語言學

家蔣紹愚教授，題目為「李白、杜甫詩中的

『月』和『風』」。是次公開講座，能讓同學更

了解盛唐傑出詩人李杜的作品，十分有意義。

聯校文學創作活動

中文科向來着重提昇同學的寫作能

力，因此在本年度參加了「聯校文學創作活

動」。本活動由協恩中學、民生書院、英華

書院、喇沙書院、聖芳濟書院、瑪利諾修院

學校及我校合辦，為同學開闢寬敞的創作空

間。同學既可開拓眼界，也可以結識友校同

學，以文會友，互相切磋、彼此激勵。

「聯校文學創作活動」共有五個元素，

分別是創作班、創作比賽、作家座談會、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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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典禮及出版文集，活動非常多元化。

創作班在十至十一月舉行，共開設 (1 )
故事創作；(2 ) 劇本欣賞與創作；(3 ) 散文
創作；(4 ) 新詩創作及 (5 ) 文學欣賞與評
鑑。五組共七班的創作班，由著名作家或大

學教授，例如君比、可洛、關夢南、陳智德

等任教，讓對創作有興趣的同學多學技巧，

提昇創作水平。

創作班完結後，大會隨即籌辦聯校徵文

比賽，分微型小說、散文、新詩三組，各設

高級組及初級組。除參加創作班的同學外，

也鼓勵其他同學參加。結果，中七信李恩頌

同學及中四愛蔡依彤同學分別以〈下一秒〉

及〈愐〉，獲得高級組微型小說亞軍及散文

亞軍。

比賽頒獎典禮於四月廿六日假瑪利諾修

院學校舉行，當天更兼有作家座談會，邀請

了中英劇團藝術總監古天農先生以及香港浸

會大學電影學院副教授盧偉力博士主講，主

題為「香港的話劇」。中文科特別安排明年

擬修讀新高中中國語文戲劇工作坊選修單元

的同學參加，冀加深同學對戲劇的了解。

同學在創作班的習作，以及比賽中的得

獎作品，最後由聯校編輯委員會結集成書。

編輯委員會早於聖誕節期間展開工作，希望

將同學的心血結晶一一保存下來，讓更多人

能欣賞到同學努力耕耘後的果實。

聯校文學創作班文集

紅藍兒女愛閱讀  田家炳園滿書香

為促進閱讀風氣，與同學分享閱讀樂

趣，中文學會每年均舉辦書展。本屆書展已

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三日至五日，假田家炳花

園舉行，吸引各級同學前來選購圖書。

本屆書展移師田家炳園，原因是該處景

色怡人，生意盎然，書香、花香雙得益彰。

展出圖書，數量及種類眾多，繁簡體兼備，

吸引師生駐足觀看。在那恬靜休閒的環境

下，師生盡享閱讀意趣。頓時，書卷味滿溢

田家炳園，以至整個校園。

所謂「學海無涯」，中文學會希望同學

能多看不同類型的書籍，以養成良好的閱讀

習慣，汲取豐富的知識，擴闊視野。書展得

以順利舉行，實有賴圖書館及事務處之協

助，中文學會幹事無不衷心感激。

書展吸引許多同學前來參觀

總學生長梁家俊也愛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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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寫作啟創意  語文水平上層樓

「現代社會資訊爆炸，世事變動不

定，因此，益發令人感到過往重視

『背誦』和『記憶』的教學方式，愈

來愈不足夠。世界各國的教育工作

者愈來愈重視創意教育。」

這是腦力激盪法 (Brainstorming) 創
始人亞歷克斯 ‧ 奥斯本 (Alex Faickney 
Osborn，1888 -1966 ) 於上世紀四十年代
時，對教學問題所提出的意見。早於二十世

紀六十年代，歐美國家已着力發展「創意」

教學。毋庸置疑，「創意教育」極其重要，

有助學生重整思維及加強表達技巧。可惜，

香港發展「創意教育」，效果仍不甚理想。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學年開始，本校中

文科以啟迪創意，提昇寫作能力為宗旨，推

行網上寫作計劃。計劃貫徹本校資訊科技教

育優勢，鼓勵學生善用電腦網絡之互動功

能，提昇語文學習效益。同時，網上寫作計

劃與生命教育課程緊密配合，希望同學提高

自信，並養成互相評賞的態度。

中文科先在培正電子社區 ( ht tp: / /
student.puiching.edu.hk) 開設「網上寫作
區」 ，其操作方法與一般新聞組或討論區大
同小異。網上寫作導師在網上寫作區公佈

作文題目，同學必須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作

文，以「回應」方式張貼在「網上寫作區」。

每次寫作，字數限制為三百字至一千字。之

後，網上寫作導師會評改同學作品，指導同

學改進寫作技巧，並選出每班之星。中文老

師也十分關心同學的網上作文，會定期與

同學一起欣賞「每班之星」佳作，又鼓勵同

學登入「網上寫作區」，秉持「以文會友」原

則，謙虛有禮地評鑑同學作品。「網上寫作

區」也吸引家長來閱讀子女作品。網上寫作

平台二十四小時運作，學生、老師、家長、

校友甚至網友可隨時參與，作品可獲得不同

層面，不同角度的評鑑，故寫作變得活潑生

動，並有效激發創意。

本學年的網上寫作導師是黃敏華老師。

黃老師畢業於香港嶺南大學，主修翻譯。二

零零九年，黃老師更修畢香港中文大學文學

碩士課程，主修文化研究。黃老師熱愛文

學，擅長寫作散文和小說，著作有《給我一

道裂縫》、《情感不良》( 與袁兆昌合著 )、
《見字請回家》等。她又曾於《文匯報》副刊

主持「同題對寫」專欄，作品散見於《文匯

報》副刊文藝天地。黃老師創作經驗豐富，

致力推動寫作教學。評述文章時，每能當頭

棒喝，卻叫學生如沐春風。

黃老師特別欣賞中二光蘇潔瑩同學和中

一善秦穎彤同學。兩位同學用心創作，努力

不懈，認真地改善缺點，糾正錯處，都叫黃

老師欣慰不已。以下選輯蘇潔瑩同學和秦穎

彤同學的文章，並附上黃老師的評語，讓大

家見證她們如何走上創作路。

中二級第二次網上寫作  

題目：《十字路口》	 蘇潔瑩	中二光

童年時的我一向都對新事物很感興趣，

只要一遇到我不明白的事，我便會尋根究底

地發問。此外，我還特別喜歡玩具車，喜歡

的是車輛馳在跑道上的那種氣勢，而玩具車

則是它的代替品。這深深影響着我對車的熱

愛，還常與媽媽分享我的喜悦。  

五歲那年，我和家人走到熱鬧的市區，

我一直居住在遠離市區的地方，所以對這地

方很不熟識。我一隻手牽着媽媽，一隻手拿

我最愛的玩具車。在等待着過馬路時，一樣

東西吸引着我。那是甚麼？就是一架架車輛

在十字形狀的馬路上馳來馳去。我的心中正

在幻想着自己與父母在車上駕馳，一時忘記

了究竟身處何方。  

中文學會主席黃映嫚 ( 右一 ) 鼓勵同學參觀
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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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嘟…嘟…嘟…」這一陣的聲響，使我

不情願地走回現實，隨着聲音過馬路。這時

候，一大羣人從後跑來，我被推撞到一旁，

手上的玩具車被弄到遠處，媽媽被推倒了。

車子在綠燈轉為紅燈時馳去，玩具車被車輪

弄碎，媽媽被車撞到了。我親眼看着這事

情的發生，呆立當場，心中的那幻想也破滅

了。 

從此我把所有的玩具車丟破，連同那段

可怕的回憶一起掉了。但這件事已經發生，

我的媽媽在這十字路口上離開了我。長大後

我才明白：一件玩具始終比不上我最親愛的

媽媽。

黃敏華老師的評語：

蘇潔瑩同學： 

首段用了一百字去說明「我」喜歡玩甚麼

車，對故事發展有幫助嗎？ 

「就是一架架車輛在十字形狀的馬路上馳

來馳去。」應是「就是一架架在十字形狀馬路

上馳來馳去的車輛」。 

「長大後我才明白：一件玩具始終比不上

我最親愛的媽媽。」這反思跟「十字路口」沒有

關係啊！ 

結構比上次做得更好了，但當然仍有大

力改善的空間。如第一段文字，建議可全部刪

去，第二段內容變作首段。寫成：「童年時我

一直居住在遠離市區的地方，五歲那年，我和

家人走到熱鬧的市區，所有地方對我來說，都

十分新奇。

還記得那時我一隻手牽着媽媽，一隻手拿

我最愛的玩具車，在繁忙的十字路口等待過馬

路時。忽然有些東西吸引着我。那是甚麼？就

是一架架在十字形狀馬路上馳來馳去的車輛！

心中正在幻想着自己與父母在車上駕馳，一時

忘記了究竟身處何方……」 

那便能更開門見山地引入正題。 

也要留意錯別字呢。 

中二級第六次網上寫作  

題目：《電影院前》	 蘇潔瑩		中二光

白髮蒼蒼的我，手持一張殘破不全、文

字暗黃的電影票，走到一間電影院前，回想

起一件童年的往事…… 

我生活在一個貧窮的家庭，父母要出外

工作賺錢。身為家中的長女，我被逼輟學照

顧弟妹，負責家裏一切大小事務。當我每天

到菜市場時，沿途都會經過一間電影院。還

記得電影院前那紅紅綠綠的招牌、一盞盞耀

眼的燈和擠滿人群的入口。家中沒錢，莫說

要看電影。所以那時的我就偷偷地站在門

前一個黑暗的角落，看着人們像魚群似的在

門口往來，而我只是一隻人們不屑一顧的螞

蟻。 

有一次，一名電影院的售票員看到躲在

一角的我，臉上帶着不悅的神情對我説：

「這裏不是你們窮人來的地方，快滾！」當

時我默不作聲，一直垂下頭，任由售票員對

我譏諷一番。但我的淚水就在紅紅的眼眶湧

出來，一滴滴的流到地上。「可憐的孩子，

不要哭。」那聲音在我耳邊傳來，我連忙擦

去臉頰上的淚珠。抬頭一看，一位姐姐用溫

柔的雙眼望着我，並拿出一張電影票說：

「我帶你去看電影，好嗎？」她握着我的手，

帶我到那擠滿人羣的入口，我在她背上看到

一雙潔白的翅膀，好像天使一般，為我帶來

希望。 

此後，姐姐經常到我家探望我，還送我

到學校讀書，我的一生就由因此改變。現

在，即使那電影票上的文字已褪色，但我永

遠也不會忘記電影院前發生的一切。 

黃敏華老師的評語：

蘇潔瑩同學： 

一開始已有人物形象，有故事背景交代，

亦有「起」的效果，不錯！ 

「賺錢」應是「掙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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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人們像魚羣似的在門口往來，而

我只是一隻人們不屑一顧的螞蟻」將人羣說成

「魚羣」， 將「我」說成「螞蟻」，雖然兩樣東西
並無瓜葛，但也算是十分適宜的比喻。 

「這裏不是你們窮人來的地方，快滾！」

這句說話簡單而有力啊。 

「我在她背上看到一雙潔白的翅膀，好像

天使一般，為我帶來希望。」這裏甚至放棄譬

喻，變成直接的投射，更精采了！「我在她

背上看到一雙潔白的翅膀」寫成「我看到她背

上有一雙潔白的翅膀」，文法會更妥當。 

這次的作品情節上比上次更妥善，第二段

已馬上進入正題，將「我」在電影院前的身影

動作都描寫得很細緻。 

售票員的尖酸刻薄，跟姐姐「天使」的姿

態，形成了極強烈的對比，人物塑造方面很是

突出，令人留下印象。 

基本上扣題是成功的，建議在「我帶你

去看電影，好嗎？」之後，繼續加強「電影院

前」的份量，如姐姐帶「我」到那擠滿人羣的

入口，原來堂而皇之拿着一張戲票站在電影院

前的感覺，是如此神奇的，跟在門外偷看是天

壤之別等等之類。再描寫觀眾入場的情況，便

能將「電影院前」的感覺再添份量，令扣題更

紮實了！ 

無論如何，這已是一篇切題達標的佳作，

見到你每次的進步，真令人鼓舞！ 

下次也要保持啊。

中一級第二次網上寫作   

題目：《紅的、綠的》	 秦穎彤	中一善

有紅色，也有綠色的東西多得很。可以

吃的和不可以吃的都有；生物和死物都有；

更有一些東西會由綠的變成紅的。世上既有

紅色，也有綠色的東西，真是不勝枚舉！ 

紅紅綠綠的食物有蘋果、草莓、蕃茄、

西椒等等。大部份的植物都是紅花綠葉，相

互映襯的，正所謂「牡丹雖好，還仗綠葉扶

持」。在公路上奔馳，到處接送客人的，有

「紅的」、也有「綠的」。指揮交通的燈號都

有紅燈和綠燈。草莓和蕃茄成熟了；一品紅

和楓葉遇上寒冷天氣，更會由綠的變成紅的。 

我們再嘗試從另一個角度看「紅的、綠

的」。它們是一種對比色，一種看似完全不

配合的顏色。然而，這兩種對比色搭配起

來，卻營造出熱鬧的氣氛，給人歡樂的感

覺。紅色的聖誕老人加上綠色的聖誕樹，就

讓所有的小孩子立刻聯想到歡樂的聖誕節和

令人雀躍的聖誕禮物；馬戲團裏惹笑的小丑

的服飾也是紅紅綠綠的。  

紅色和綠色也代表危險和安全，試看看

世上所有的標誌，不是一致地用紅色代表危

險，綠色代表安全嗎？紅色的交通燈，警告

我們馬路如虎口；綠色的燈號亮起，我們就

會安心地橫過馬路。 

紅色也使人聯想起戰爭，綠色象徵和

平。因為紅色令人熱血沸騰，綠色予人平和

親切的感覺。 

顏色千變萬化，皆緣於陽光在不同角度

的反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空，用不同

的角度看「紅的、綠的」，就會有不同的感受。 

黃敏華老師的評語：

秦穎彤同學： 

「有紅色，也有綠色的東西多得很」有文

法問題。 

「可以吃的和不可以吃的都有；生物和死

物都有」有口語感覺。 

第二段解釋有甚麼是紅的綠的，有沒有想

過文章的中心思想是甚麼？作者想表達甚麼？ 

「我們再嘗試從另一個角度看紅的、綠的」

像是會議討論的語氣。 

整篇文章都在列數出各種「紅的綠的」東

西，主旨不算清晰。 

結尾說「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空，用

不同的角度看「紅的、綠的」，就會有不同的

感受」，雖然言之有理，但文章的內容過於散

亂、過於零碎，而作者也未有提及當中的「感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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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你要先想好這篇文章要表達甚麼，想

傳遞的訊息是甚麼，借甚麼題材才發揮，構想

好架構，才好下筆。 

這樣想到甚麼有關便寫進去，絕對不是理

想的內容。 

中一級第五次網上寫作

題目：《世界停頓了》	 秦穎彤	中一善

某一天中午，我打開餐盒準備吃午飯。

午餐盒裏有我最愛的雞翅膀、馬鈴薯和荷蘭

豆。當我正要把雞翅膀送進口裏的時候，突

然間，世界停頓了。我的手停在半空中，我

只能眼睜睜地看着那塊雞翅膀，但又不能

吃，肚子咕嚕咕嚕地響…… 

操場上本來正在打籃球的男孩子們，此

時動也不動。他們有的高舉雙手在投籃，

有的曲着手肘在拍球，有的張開雙手在防

守……排球場那邊的女孩子一樣動也不動，

有的仰首望着半空中的排球準備殺球，有的

彎着腰準備發球…… 

歌唱比賽快要舉行了，各班同學都密鑼

緊鼓地練歌。一個又一個的課室裏堆塞着嘴

巴張得圓圓的的同學，負責指揮的同學拿着

指揮棒的手停在半空中……  

二善班同學沒有練歌，正在進行「飯後

活動」。課室裏三五成羣的女生把嘴巴張開

了，應該是在聊天吧！兩三個男同學堵着課

室的門，一兩個女生把手貼在前門上，她們

應該正在敲門，要求堵門的男同學放她們進

課室…… 

我的肚子仍在咕嚕咕嚕地響，看着停在

半空中的那塊雞翅膀，怎麼辦？ 

黃敏華老師的評語：

秦穎彤同學： 

「我只能眼睜睜地看着那塊雞翅膀，但又

不能吃，肚子咕嚕咕嚕地響…… 」情況頗滑稽！ 

第二段寫出校內各種「停頓」的情況，描

寫細膩，同學各式各樣的姿態也甚為有趣！ 

「二善班同學沒有練歌，正在進行『飯後

活動』」，想特別指明甚麼？不是二善班的同學

便不能理解，而失去意義了。 

這是一篇非常特別的描寫文！首段將「停

頓」的鏡頭凝住在「我」跟雞翅膀之間，之後

鏡頭拉遠，脫離「我」的角度，抽離地寫出校

園的各個畫面；雖然活動再平常不過，但在

「凝視」之下，卻變得奇怪或令人發笑！有陌

生化的效果！ 

最後一段回到「我的肚子仍在咕嚕咕嚕地

響，看着停在半空中的那塊雞翅膀」，既有呼

應首段的效果，亦順利扣題；更為故事留下餘

音，似是無助又似是幽默的問：「怎麼辦？」

雖讀者也無解決方案，但也不禁會心微笑。 

構思獨特，最重要是表達力大增，令人刮

目相看！開首及結尾的筆力都比以往加強了很

多，成績有目共睹，要繼續努力啊！

Inter-class Scrabble Competition

Phyllissa Chan 6B

In mid April, the English Department held the 
3rd Inter-class Scrabble Competition for our Junior 
Form students. After rounds of competition, results 
were finally out.

Individual events

Form 1
Champion Simson Hui (1DEF)

1st runner-up Lipmann Wong (1B)
2nd runner-up Issac Tsui (1ABC)

Form 2
Champion Calvin Au (2ABC)

1st runner-up Zebedee Ng (2DEF)
2nd runner-up Richard Loo (2ABC)

Form 3

Champion Margaret Chan (3DEF)
1st runner-up Weber Lo (3D)
2nd runner-up Hailey Liu (3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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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ers of each form then took part in the 
Inter-form Scrabble Competition, results are 
as follow:

Champion Calvin Au (2ABC)
1st runner-up Issac Tsui (1ABC)
2nd runner-up Richard Loo (2ABC)

Class Awards
Grade Class Members

Form 1 1DEF Simson Hui, Vivian Siu,  
Brendan Lee

Form 2 2ABC Calvin Au, Richard Loo,  
Minnie Yim

Form 3 3C Henry Ng, Ringo Lo, Anna Li

The promotion of Scrabble aims to help students 
discover that English is fun. English learning should 
not be confined to classrooms or textbooks. Instead, 
students should pick up a habit of learning English 
anytime and anywhere – from lessons to leisure, 
from campus to home. Throughout the competition, 
students have shown their ability to use a wider 
variety of vocabulary rather than just a game bound 
by rules. The competition indeed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arous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demonstrating an intriguing way of broadening one’s 
vocabulary bank. 

Different from other vigorous competitions, 
participants of the Inter-class Scrabble Competition 
created laughter during the games. They also made 
challenges in a bid to correct their opponents’ 

Do we have enough time?

Scrabble players

misspellings. It seems that the participants have 
already had a taste of the two most indispensable 
elements in the road of language learning: interest 
and critical friends. It is hoped that they can make 
good use of the two elements not only in playing 
Scrabble, but also in other domains of English 
learning.

The “21st Century Cup” National High 
School and Primary School English 
Speaking Competition (2010)

Phyllissa Chan 6B

In late April, I was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21st Century CASIO Cup National High School 
and Primary School English Speaking Competition 
held in Chengdu, Sichuan. It was a very memorable 
experience to compete with over 30 elite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The competition was in fact far 
more than a mere speaking contest. It was a challenge 
of confidence,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insight into 
international issues. Among all these qualities, the 
latter one is usually ignored by English learners. 
However, the participants of that competition were 
exceptions. All contestants demonstrated high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most amazingly, they showed 
distinct worldwide vision which is to be learnt from. 

The most valuable lesson I have learnt from 
the trip is the real purpose of learning English.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should be a tool for 
us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global issues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herefore, there 
is no point to learn English if we do not intend to 
know the happenings of the globe.

Unfortunately, the awareness of current 
issues cannot be acquired through lectures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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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Ada Luk, Phyllissa Chan 6B, Alexandra Sezto 
3C  (from left to right)

Competitors from different provinces

exposure. In a conversation with my counterparts 
after the competition, I was told that their teachers 
did not spoon-feed them – they learnt everything 
autonomously. This is exactly the ability we should 
yearn for. With the help of our English teachers, 
we can write error-free essays; with the help of our 
English teachers, we can have accurate pronunciation; 
with the help of our English teachers, we can learn a 
lot of vocabulary items. But even with the help of our 
English teachers, we cannot know the details about 
the seriousness of poverty, the imminence of global 
warming or the crisis of energy exhaustion because 
our teachers are not omniscient. 

Our counterparts from mainland China have 
already realized the worth of English proficiency 
earlier than we do. Yet, it is never too late for us to 
realize it now. The competition was not simply a 
stage for the participants to make comparisons in 
terms of English ability; it was a platform for us 
to exchange views on different matters. Similarly, 
English is not simply a subject; it is a stepping stone 
for us to explore the world outside our city.

Drama Night 2010
Garrick Chou 4F

The school held its Drama Night 2010, on both 
April 16 and 17. The admirable English performance 
last year was undoubtedly a huge success: A Painter 
Who Paints 2/3, and Any Dream Will Do. The two 
masterpieces have no wonder brought us a full house 
and finished under the enthusiastic applause of the 
audience.

This year, the theme of the Drama Night was 
“Memory”. As usual, we have a drama and a musical 
this year. They are “Adam” and “Reminiscence- A 
Road Together We Trod”. The script of “Adam” was 
originally written by our English teacher, Mr. Edgar 
Cheung, who has received the Award for Outstanding 
Script at th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this 
year and the musical was written by four Secondary 
4 students. As the two plays were not adapted 
from any existing classical dramas or musicals, the 
performance was totally original and unique, and 
definitely brought you surprises. 

“Adam” is an excellent drama production, 
which received many awards at th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 Adjudicators’ Award 
 ●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 Award for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 Award for Outstanding Director
 ● Award for Outstanding Actor
 ● Award for Outstanding Actress
 ● Award for Outstanding Script

The whole story began with forgetful Adam 
losing all his memories when he woke up in a 
strange place one day. Awaken from a long sleep, 
the forgetful Adam realized that he no longer 
remembered everything. In fact, he remembered 
nothing, not even his name. He had forgotten 
everything. Anxious and helpless, he set on his 
eventful journey in a surreal world to recollect his 
memory.  During his journey, he encountered and 
conversed with three magicians, a scholar and his 
wife, a clown and a wiseman and learnt a few lessons 
on memory. No longer did he remember things with 
paper. It is with his heart that he now remembered. 
Eventually, as he played the song he had written 
for the star with his harmonica, he realized that he, 
though having forgotten everything, would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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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forgotten for he remembered the star when the 
star was almost forgotten. Most of all, he found out 
his own identity as a man; as a man with a name 
and with history; as a man who would always be 
remembered.

In the drama, we learnt the importance of 
memory to people. Without memory, we may feel 
insecure or anxious. We should never forget that 
we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as we have friends and 
families who will remember us even when we are 
gone. We must treasure our ability to remember 
things, to remember people who come across in our 
daily life by chance, and to remember both happy 
moments and discouraging moments. All these 
memories are valuable as it is a proof of our existence 
in the world and it gives meaning to our existence.

Drama Night 2010

The fruitful and meaningful drama was then 
followed by the fantastic and engrossing musical.

The musical “Reminiscence- A Road Together 
We Trod” aimed to bring the audience to experience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It 
was a time of reminiscing and sharing of memories.

The musical was about the daily life of a warm 
family. From their daily life, various historic events 
were recalled. With the melody floating in the air 
and the intriguing conversation in the family, we 
vividly witnessed the bittersweet moments together. 
Moreover, as we traced back on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we knew that these memories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and will remain etched in our heart forever.

“Circle of Life”, the theme song of this year’s 
musical, was written in 1994 for a Disney’s movie 
“The Lion King”. The passionate music notes of 
“Circle of Life” can always make one feel emotional, 
and the lyrics are so meaningful as well. “Through 

despair and hope, through faith and love” and “more 
to do than can ever be done, more to find than can 
ever be found” has told us despite all the tears and 
sorrow, we should be fearless to try and experience. 
The songs chosen for the musical have a wide variety. 
From the old classic, Summer Nights and Yesterday 
Once More, to the modern and lighthearted music, 
Online. The combination of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allows the audience to taste different emotions and 
experience the change in music trend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Students who took part in either the drama or 
musical have done their best to practise singing, 
dancing as well as acting. They all strived to excel in 
their performance in a bid to present an impressive 
night for audience to savour and a happy moment to 
remember. With the aid of our English teachers and 
choreographer, we have improved in acting, singing 
and dancing. Learning different steps of dancing, 
trying to immerse our emotion into the dance together 
with singing, we might have found it difficult but we 
managed to overcome such difficulty.

In the world of hustle and bustle, people 
often put too much emphasis on materials, such as 
money and luxurious items, and forget about those 
invaluable moments that we are with our friends 
and families. The drama night this year aimed to 
remind the audience the importance of memory and 
to evoke us in search of our Hong Kong identity. 
Without memory, we will not be able to feel our own 
existence in the world as we are just “nobodies”. As 
the old saying goes, “experience is the best teacher”.  
We should trace back our memory and learn from 
our experience. Besides, it is essential for all of us to 
cherish our memory. It is also the reason why we set 
the theme of the annual drama night as Memory as 
all of us would like to give the audience a chance for 
recollection.

ADAM (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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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iniscence – A Road Together We Trod 
(Musical)

I t  i s  t rue  that  s tudents  deserve a  more 
enlightening and interactive environment for English 
learning. At PCMS, students are fortunate enough 
to be provided with such kind of environment. The 
chance of performing in the Drama Night is definitely 
beneficial to Pui Ching students. From singing 
different English songs, students can learn a wider 
variety of English vocabulary. Not only can this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but also 
improve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Through acting out 
different lines from the script, students become more 
motivated to speak English as it makes good sense 
to them. Apart from that, the scriptwriters can utilize 
what they have learnt in reading and writing in the 
scriptwriting process. In addition, by dancing with 
other students and encouraging one another, students 
learn how to cooperate with others. 

During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school’s Drama 
Night 2010, students were exposed to various skills. 
They learn self-discipline, and their confidence is 
boosted while acting in front of hundreds of audience. 
I am sure that the students must have benefited a 
lot from this experience. It is certain that the Drama 
Night woul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unforgettable 
moments in their life. The Drama Night may have 
passed but the memory never fades and it always 
remains deep in their heart.

associated with the English Society, has carried out 
the UNICEF Week from 8th March to 15th March.

Several programmes were held during the week, 
involving clip watching in the Mobile Learning 
session, English sharing in the assembly, forum on 
the topic of child labour and trafficking, cookies sale 
and charity concert.

From 8th March to 12th March, UNICEF official 
clips about children facing different tribula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ere played. Exposed to the 
news, students generally realised the life of those 
children whose rights are being violated. Despite 
living with no risks and worries, through this activity, 
students concern more about global issues, and 
more precisely, the issues of children’s rights. Such 
is encouraging to see that students become more 
thoughtful and would like to offer a helping hand to 
other people.

It is our pleasure to invite the chairman of 
English Society to conduct an English sharing on 
child labour and trafficking in the assembly. Students 
have an overview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and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children. Their 
response is inspiring and students are passionate to 
participate in other events later on.

A forum on the topic of child labour and 
trafficking was organised on 11th March by a group 
of form six students. In this twenty-minute forum, 
they fully demonstrated the views of different parties 
towards the topic. It gave a plain and complete idea 
of the problem to the audience, who enjoyed the 

Epilogue: UNICEF Week – Make an 
effort, make a difference

Sally Siu 4E

As to raise students’ awareness towards the 
issues of children suffering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well as to bring students’ English talent 
into full play, the UNICEF Young Envoys group, 

A Forum (Should child trafficking be ban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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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um thoroughly with benefits, and widened their 
horizons.

As to put the benevolence into work, a cookies 
sale was arranged from 9th March to 12th March. 
Students were enthusiastic about taking part in 
charity and the selling of the home-made cookies 
was extraordinary. The sale was a great success and it 
showed that our students are philanthropic.

A charity concert was held on the 15th March 
in our school hall, with marvellous and charitable 
teachers and students’ performance on stage, 
including singing, instrument playing, drama and 
dancing. Such diverse shows were appealing. 
Audience were ardent all over the concert and the 
response was remarkable. The whole atmosphere was 
exciting and students manifested their care towards 
the issue of children suffering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UNICEF Week was a smash hit. Thanks to 
our school principal and all the teacher and students 
who have given out their precious time and effort to 
organise the events.

Audience with full attention

數學之光

2009 第八屆女子數學奧林匹克

中五正班馬紫珊同學代表香港參加

「 2009 第八屆女子數學奧林匹克」，表現優
異。是項活動由中國數學會奧林匹克委員會

主辦，籌辦目的是為提高女生學習數學的興

趣及積極性，以及開闢她們的學習與交流空

間。賽事於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一日至八月

十六日在福建省廈門雙十中學舉行。

右一和右五分別是我校羅家豪導師和 
馬紫珊同學

澳洲數學比賽

「澳洲數學比賽」是澳洲數學基金會

（Australian Mathematics Trust）所統籌的
一項大型數學比賽，此活動除每年於澳洲當

地舉行外，亦接受世界各地中學生參與。本

校過去八年亦有參加此項比賽，並獲取良好

成績，二零零九年度共有二百四十位學生參

加此項比賽，他們來自中一至中七級，其中

一百六十位同學獲得獎項。澳洲數學基金會

主席 Professor Peter Taylor 一如以往，再
次親臨香港頒發 Medal 獎章及 Prize 獎項
予各得獎同學，本校上下感到十分榮幸。

本校同學所獲獎項如下：

PRIZE（ 該地區同一年級成績最佳之首
0 .3 % 參賽者）：

區家麒（中三愛）

卓越 HIGH DISTINCTION（ 該地區同
一年級成績最佳之首 2 % 參賽者）：

易維濱（中一正）、潘嘉永（中二信）、 
任志立（中二善）、張竣祺（中二正）、 
吳彥琪（中四正）、勞翰楹（中四正）、 
梁偉權（中五正）、馬紫珊（中五正）、 
韓文軒（中七愛）

優異 DISTINCTION（ 該地區同一年級
成績最佳之首 15 % 參賽者）：
本校有六十二位同學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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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數學） 
李柏良先生與區家麒同學合照

左起：吳彥琪同學、勞翰楹同學、馬紫珊同
學、韓文軒同學、梁偉權同學及梁振忠主任
合照

良好 CREDIT（ 該地區同一年級成績最
佳之首 50 % 參賽者 ）：
本校有八十八位同學獲獎

左起：易維濱同學、潘嘉永同學、任志立 
同學、張竣祺同學及梁家榮副校長合照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2009 香港選拔賽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是一年一度國際

性中學生數學比賽。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

選拔賽由教育局及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

委員會合辦，於二零零九年五月三十一日舉

行，中五正陳柏熙同學獲銀獎。

第九屆培正數學邀請賽

「第九屆培正數學邀請賽」初賽及決賽

分別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三日及三月二十

日在本校舉行。這次比賽目的在聯絡友校感

情，交流學習心得和切磋數學知識。參賽學

校共有二百二十四間，參賽者約二千五百人。

本校於決賽中得獎的同學名單如下：

中一組

優異獎：余文瀚（中一愛）

銅　獎：陳達臻（中一信）、易維濱（中一正）

中二組

優異獎：樊昕霖（中二光）、張竣祺（中二正）

銅　獎：潘嘉永（中二信）

中三組

優異獎：區家麒（中三愛）、賴曉霖（中三正）

中四組

優異獎：吳彥琪（中四正）、張朗生（中四正）

高中組

團體成績：優異獎

第二十七屆香港數學競賽 （HKMO）

「香港數學競賽」由教育局及香港教育學院

合辦，每間中學可派出四至六名中四或以下學

生參賽。本校參賽同學名單及所獲獎項如下：

參賽同學 吳彥琪（中四正）、關韻婷（中四正）、
張朗生（中四正）、鄭嘉銘（中四正）、 
李伯健（中四正）、勞翰楹（中四正）

初賽個人獎項 三等獎：勞翰楹（中四正）、
張朗生（中四正）

初賽團體獎項 九龍二區亞軍 

決賽團體獎項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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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吳彥琪同學、關韻婷同學、張朗生 
同學、鄭嘉銘同學、李伯健同學、勞翰楹 
同學、李家俊副校長

2009 -2010 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全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由保良

局及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合辦，每間中學可派

出五名中三或以下學生參賽。本校參賽同學

及所獲獎項如下：

個人獎項

一等獎	 潘嘉永（中二信）、黎乙生（中三愛）

二等獎	 蕭駿軒（中三信）、區家麒（中三愛）、

 賴曉霖（中三正）

左二起：區焯賢老師、潘嘉永同學、區家麒 
同學、賴曉霖同學、黎乙生同學、蕭駿軒同學

左起：梁家榮副校長、陳達臻同學、 
朱立賢同學、易維濱同學、司徒加珩同學

左起：梁家榮副校長、趙尹韜同學、樊昕霖
同學

2009 世界數學測試精英邀請賽

世界數學測試精英邀請賽由香港科技大

學世界數學測試 (World Class Arena) 亞洲
中心舉辦。測試題目由英美著名大學教授設

第二屆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由教育局課

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及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聯合舉辦，目的是讓學校發掘更多數學資優

學生，並給他們發揮數學創意潛能、解決問

題和互相合作的機會。本校參賽同學及所獲

獎項為：

參賽同學	 陳達臻（一信）、司徒加珩（一愛）、

 朱立賢（一愛）、易維濱（一正）

獎　　項	 初賽金獎及準決賽優異獎。

計，旨在激發學生的數理潛能，發掘有天份

的資優生。本校同學獲得獎項如下：

優異獎			樊昕霖（中二光）、趙尹韜（中二愛）

金獎並獲獎學金			樊昕霖（中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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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史丹福大學 EPGY 資優生選拔大賽
2010

EPGY 資優生選拔大賽由美國史丹福
大學 Education Program for Gifted Youth 
設計，由資訊小博士資優兒教育培訓香港行

政及教育中心舉辦。今年已是第八屆在港舉

行比賽了，過往已有超過六千五百位數學資

優生參與，他們來自八十多間中、小學校。

目的是發掘具數學天賦的香港學生，並推薦

他們修讀美國史丹福大學 EPGY 在港授課
的資優課程。資優同學可在課餘按個人程度

加速學習，充分發揮天賦潛能，並能循序漸

進地在高中年代修讀美國史丹福大學的大學

程度課程，以便取得認可學分，有更好機會

進入世界頂級大學，並可於更短時間修畢大

學學位。

優異獎	 陳達臻（中一信）、楊皓晴（中一善）、

 易維濱（中一正）、樊昕霖（中二光）、

 任志立（中二善）、李宗浩（中三正）

梁家榮副校長（左一）、陳達臻同學（左三）、
楊皓晴同學（左四）、易維濱同學（右五）、
樊昕霖同學（右三）、任志立同學（右二）、
李宗浩同學（右一）

2010 年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and Assessments for Schools, 
ICAS)是一項每年舉辦的診斷性測試，
由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教育評估中心

(Educat ional Assessment Aust ra l ia ,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主辦。在過
去二十多年以來，ICAS 每年均在澳洲、印
尼、馬來西亞、紐西蘭和新加坡等地舉行。

自一九九七年始在香港舉行，二零一零年

香港約有九千八百名學生參與。本校共有

二百三十九位同學參與數學科評估，成績如

下：

獎章 Medal :  
獲得最高分數的各年級香港學生
任志立 ( 中二善 )、區家麒 ( 中三愛 )

卓越 HIGH DISTINCTION 
（成績位列前 1 % 的考生）

王沅翊（中一愛）、余文瀚（中一愛）、 
易德生（中一光）、楊皓晴（中一善）、

鍾凱妍（中一正）、黃昱林（中一正）、 
易維濱（中一正）、潘嘉永（中二信）、

吳俊羲（中二光）、陳昕寧（中二善）、 
任志立（中二善）、陳沛熹（中二正）、

張竣祺（中二正）、林顯恩（中二正）、 
潘力行（中二正）、蕭駿軒（中三信）、

區家麒（中三愛）、馮以諾（中三愛）、 
黎乙生（中三愛）、林浩宏（中三愛）、

賴曉霖（中三正）、梁嘉俊（中四愛）、 
王佑中（中四善）、張朗生（中四正）、

吳彥琪（中四正）、黃梓維（中四正）

優異 DISTINCTION（其後 10 % 的考生）
本校有六十位同學獲獎

良好 CREDIT（再其後 25 % 的考生）
本校有六十五位同學獲獎

《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 2010（香港賽區）

一等獎	 陳達臻（中一信）

特等獎	 潘嘉永（中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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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

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香港選拔比賽

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是一項每年舉

辦，讓十六歲以下的中學生在自然科學方面

的比賽。其舉辦目的如下：

 ● 宣揚及鼓勵在科學的範疇裏追求卓越成就

 ● 挑戰及刺激科學資優學生，讓他們發展才能

 ● 在每年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中甄選科學

優秀的年輕學生

 ● 鼓勵學生持續參與研習自然科學

 ● 促進世界各地學生的友誼

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香港選拔

(2009 -10 ) 是由教育局資優教育組、香港
數理教育學會及行政長官卓越教學奬教師協

會聯合主辦的比賽。選拔賽旨在識別有科學

天賦的初中學生，參加進階科學知識培訓課

程，期望學生可以透過培訓課程，促進協

作、批判性思維、創意與溝通技巧方面的發

展。

本校派出三位中一及三位中二同學參加

選拔賽。中二級李雋義同學、周子朗同學、

中一級梁卓智同學、楊皓晴同學及易維濱同

學均獲二等獎，而中二級李皓婷同學更獲一

等獎。由於同學表現優異，我校獲團體奬殿

軍。全部同學都獲邀參加國際初中科學奧林

匹克第一階段培訓。

獲獎同學左起：楊皓晴、李皓婷、梁卓智、
李雋義、易維濱、周子朗

獲一等獎的蕭駿軒同學

2009 -2010 香港科學青苗獎

「 2009 -2010 香港科學青苗獎」是由教
育局、香港數理教育學會、香港教育工作者

聯會、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學院校友會與行政長官卓越教學奬教師

協會聯合主辦的比賽。比賽目的，是爲培育

初中及高小資優學生在科學方面的才能，並

提供科學解難技巧、協作、批判性思維、創

意與溝通能力方面的訓練。

參賽學生先進行「科學基礎知識」筆

試，獲得優異成績的隊伍會進入半準決賽進

行文獻整理和研究，發揮他們的創意，為一

個「未來世界 / 現實難題」提供不同的解決
方案。另外學生透過面對面的訪談，了解成

功科學家的奮鬥過程，學習他們那種百折不

撓的態度和精神。

本校派

出三位中二

及兩位中三

同學參賽。

中二級李奕

熙同學及陳

沛熹同學獲

科學基礎知

識三等獎，

而 中 三 級

蕭駿軒同學

更獲科學知

識測驗一等

獎。

S3 -4 科學英才精進計劃

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推出「 S3 -4 科學
英才精進計劃」，為在數學或科學方面具有

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的中三學生提供資優培

訓及支援。是項計劃為期十八個月，分三階

段進行。

中四善蕭韻蓉同學及中四正勞翰楹同學

去年入選這計劃，經過一系列的學習及培訓

活動，由於表現優異，獲選進入第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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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計劃」，於二零一零年二月至五

月期間，以五人小組形式，在香港中文大學

的教授指導下，使用大學實驗室先進的儀器

進行深入探究，親身體驗科學家進行科學研

究的過程。

勞翰楹同學主要研究化學範疇中的

題目 ：「 利用頂空單滴微萃取及氣相色

譜學分析草本植物中易揮發性的化合物 」

(Analysis of Volatile Compounds in Herbs 
using Headspace Single-Drop Microextraction 
and Gas Chromatography)。目的是找出微萃
的最理想環境，然後對貴枝中丁香的含量進

行研究。

蕭 韻 蓉 同 學 主 要 研 究 化 學 範 疇 中

的題目 ：「 維蒂希反應中的立體化學 」

(Stereochemistry of the Wittig Reaction)。目的

勞翰楹同學 ( 右二 ) 與同組同學及 
陳永發博士 ( 左一 ) 合照

是找出鹼基及其濃度對形成順反異構體比例

的影響。

她們在真實的科研環境下，透過不斷創

新及反覆嘗試，從實踐的過程中學習獨立思

考及建構個人的學習模式的重要性。這計劃

幫助她們發展分析性思考能力、溝通能力和

協作能力，她們均感獲益良多！

蕭韻蓉同學 ( 右二 ) 與同組同學及 
麥建華博士 ( 右一 ) 合照

2010 年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由保良局和澳

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合辦。本校共一百三十位

同學參與科學科評估，成績如下：

卓越 High	Distinction : 本校有十四位同學獲獎
(成績位列前 1%的考生 )，名單如下：

梁卓智(一望)、楊皓晴(一善)、許英洋(一正)、
麥子俊(二信)、符菀芯(二愛)、余君霖(二愛)、
張竣祺(二正)、李奕熙(二正)、莫景誠(三信)、
蕭駿軒(三信)、梁嘉俊(四愛)、房嘉謙(四正)、
譚以諾(四正)、余子羊(四正)

優異 Distinction	: 本校有三十六位同學獲獎
(其後 10%的考生 )

良 好 Credit	: 本校有二十七位同學獲獎
(再其後 25%的考生 )

地理科

初中人文 ( 地理 )：由 GIS 和 GPS 發展
至利用人造衛星圖像教學

本學年伍孟姿老師參與香港中文大學

「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及「教育學院

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合辦的「透過衛

星遙感圖像地球信息科學支援新高中課程獨

立專題探究研習」計劃。中三學生在多媒體

室，將網上的衛星遙感 (RS) 圖像以 KML
檔案格式展示在 Google Earth 某雨林範
圍，讓學生辨認雨林的地貌和被開發的空間

形態，再分析不同經濟活動對雨林的破壞。

能力較高的學生更可運用 LeoWorks2 .0 軟
件，分析不同年份的植被指數 (NDVI)，計
算出雨林破壞的百分比。學生透過活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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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一個交流數據和發掘知識的空間，真實地體驗發展與保育

之間的代價，從而更關注現今雨林的可持續發展。

初中人文 ( 地理 ) 伍孟姿老師
講解 NDVI 的內容

學生利用 LeoWorks 軟件計
算雨林消失的面積

學生在 Google Earth 中分析遙感
圖像

新高中地理科考察活動

實地考察在新高中課程佔了很重要位置，本學年中四級地

理組分別編定了四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進行野外考察活動，主

題是荃灣川龍河道研習。黃麗賢老師就考察前課堂講解基本

的考察注意事項，再將學生分成小組進行討論。當日抵達學園

後，學生預備好所需的工具，需要在一小時內，利用各種考察

儀器，在河道的考察點蒐集數據，以便下午處理和分析數據，

並完成指定的課堂繪圖習作。最後，學生為探討當地能否發展

為一個環保屋苑的議題上，需呈交一份三千字的報告。

學生利用卷尺量度河流闊度

學生利用手水準儀量度河流坡度

分工蒐集數據學生量度斤卵石的直徑和圓度

抽取土壤樣本和量度植被覆蓋的百分比

高級程度地理科考察活動

中六學生於五月十九至二十日到長洲明

愛郊野學園，進行樹林生態系統研習。學生

需在樹林的指定樣條位置，利用儀器量度氣

候特徵、植物高度和分布情況、收集枯枝落

葉、土壤和昆蟲樣本。學生亦需要在下午兩

個小時內完成實驗工作，例如計算土壤內有

機物的含量，期望在整個研習過程中，令同

學對生物系統的內容認識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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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有關土壤分析的實驗 抽取不同類型的枯枝
落葉樣本

中六同學利用手水準儀量度
樹高和光度計量度樹林光度

地理學會考察活動—東平洲

中四及中六同學於四月二十四日到香港

東北部大鵬灣的東平洲海岸公園考察，主題

是岩石和海岸研習。學生可實地觀察晚白堊

世到第三紀早期形成的沉積岩結構，例如約

二至六公分的棕色層疊薄紋理，又可感受到

上白堊紀時代地殼變動，沉積岩層因褶曲作

用，由海裏被抬升而形成的地質特徵。另外，

學生在難過水和斬頸洲等考察點可分析海岸

浸蝕作用而造成的海蝕崖和海蝕柱等獨特地

貌。當中，除了希望增加學生對課題知識的

理解外，最重要是學懂欣賞大自然的美態。 師生到此一遊

學生研究岩石的結構 中六學生在更樓石上合照黃麗賢老師講解島上的人文活動

電腦科

堅持教授程式編寫　為資訊科技界培育幼苗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程式編寫在電

腦科課程中佔着很重要的位置。近年，電

腦科不斷改革，課程內容更多元化，程式

編寫不再是電腦科的必修部份，現在有些中

學甚至不再在電腦科教授程式編寫。然而，

現今資訊科技能成為社會不可或缺的部份，

創意無限的程式推陳出新是最主要原因之

一；我校電腦科老師們深信程式編寫是電腦

科學（Computer Science）十分重要的學問，
因此堅持繼續教授程式編寫，並派高手參

加校際程式編寫比賽，其中包括「電腦輔助

學習單元設計比賽」（簡稱  CAL）、「香港
電腦奧林匹克競賽」（Hong Kong Olympiad 
in Informatics， 簡 稱 HKOI）、「Cana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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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在 CAL 1997 獲得學校大獎第一名

PCOI ︰由高峰跌至低谷 

近年，我校積極為 HKOI 備戰。HKOI
是現時學界最重要的程式編寫比賽，HKOI 
的獲獎者會接受進一步培訓，經選拔後代

表香港參加「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競

賽」（簡稱 NOI）及「國際電腦奧林匹克競
賽」（簡稱 IOI）。每年五月左右，我們邀請
在電腦科中程式編寫習作優異或在數學有

卓越表現的同學接受基礎 Pascal 程式編寫
培訓，並在十月左右舉辦「培正電腦奧林匹

克競賽」（簡稱 PCOI），從中挑選同學組成 
PCOI 校隊參加 HKOI。我校自一九九七年
起參加 HKOI，首三年均有同學獲得金獎，
而在一九九八年及一九九九年更獲得學校大

獎冠軍，啟社何梓恒及譚建輝更在一九九九

年代表香港參加 IOI 並獲獎。然而，我校並
不是在這個比賽中一帆風順。往後數年，雖

然我校同學獲得不少個人獎項，但總體成績

不敵香港的頂尖對手，我們始終與金獎及學

校大獎冠軍無緣。

2006 年︰ PCOI 的轉捩點 

二零零六年，我校獲得三金、二銀、三

銅有史以來最佳成績，並獲學校大獎亞軍。

這一役激發起 PCOI 眾隊員的鬥心，他們揚

我校在 HKOI 2006 獲得三金、二銀、三銅
的佳績。得獎同學、電腦科老師、葉校長及
訓練 PCOI 隊員的校友與著名數學家皓社學
長丘成桐教授（後排左五）合照。

別小看 On-Line Judge 的用戶介面簡簡單
單，它培育了不少 PCOI 程式編寫高手呢！

言要重奪學校大獎冠軍！啟社校友何梓恒以

及信社校友吳宇恆、何浩綱有着參加  HKOI
的經驗，亦在大學期間修讀電腦相關學科

以及曾參加大學程度的程式編寫比賽，他們

參考互聯網上多個訓練程式編寫的網站，建

立了首個專為訓練  PCOI 隊員而設的「On-
Line Judge」─線上程式評核伺服器，並

輸入了多項電腦奧林匹克習題，PCOI 隊員
們登入後就可以把程式源碼（ source code）
上載到對應的習題，On-Line Judge 就可以
即時批改及傳回結果，隊員們就可以立刻知

道自己是否已經完成該習題，以及還可以看

到有多少隊員能完成該習題；完成習題後，

Computing Competition - Hong Kong Contest」
（簡稱 CCC-HK）、「校際系統建模與優化
競賽」（簡稱 COSMO）等等。歷年來，我
校在這些比賽中皆獲獎無數；多位得獎同學

升讀大學時修讀與電腦科學相關學系，現在

於資訊科技界為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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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OI 隊員努力不懈　
今年我校重奪學校大獎冠軍 

On-Line Judge 為 PCOI 隊員提供了
一個很好的訓練工具，不過它不是靈丹妙

藥，我校在 HKOI 的成績並不是立刻有大
躍進，這是因為不是每位 PCOI 隊員們都積
極練習。經過多年來教練們不斷鞭策，隊員

們加緊練習，其中羅維漢（驁社）、韓文軒、

沈亦軒、蘇栢揚（希社）及陳栢熙（迪社）突

飛猛進，他們除了在 HKOI 屢獲奬項，還
加入 HKOI 集訓隊積極參與培訓。他們的
付出並沒有白費，在 二零零八及二零零九
年，他們先後在選拔賽中脫穎而出，代表香

港參加 NOI 及 IOI。 

歷年 PCOI 隊員參加 NOI 及 IOI 得獎名單

隊員們亦可以檢視其他隊員的源碼，從以互

相觀摩。由於  On-Line Judge 能提供即時
回饋，隊員們更有動力去練習，有些隊員說

「在 On-Line Judge 看到自己完成了的習題
數目與日俱增，興奮的感覺尤勝『打機』」。 

建立 On-Line Judge 的校友連同曾在 
HKOI 獲獎的周子揚（雄社）及吳宇曦（禧
社）一起去管理 On-Line Judge，還擔當網
上教練，在學校的討論區為隊員們解答疑問。

比賽 比賽地點 我校代表 獎項

IOI 1999
土耳其

安塔利亞 
(Antalya)

何梓恒（啟社）

譚建輝（啟社）

銀獎

銅奬

NOI 2008 浙江 紹興
韓文軒（希社）

羅維漢（驁社）

陳栢熙（迪社）

銅獎

銅獎

銅獎

IOI 2008
埃及 開羅 

(Cairo)
韓文軒（希社）銅獎

NOI 2009 北京

陳栢熙（迪社）

沈亦軒（希社）

蘇栢揚（希社）

-
-
-

IOI 2009
保加利亞

普羅夫迪夫 
(Plovdiv)

韓文軒（希社）

陳栢熙（迪社）

羅維漢（驁社）

銀獎

銅獎

銅獎

香港隊在 NOI 2008 奪三銅（左起︰韓文
軒、領隊梁文傑老師、陳栢熙、羅維漢）

鍾偉東老師（ 左一）連同教育局官員帶領韓
文軒（ 左二）及其他三位香港代表赴埃及參
加 IOI 2008。是次比賽韓同學獲得銅獎（ 香
港隊共獲一銀、二銅）

鍾偉東老師（ 右一）帶領沈亦軒（ 右二）、陳
栢熙（ 右三）、蘇栢揚（ 右四）及另外一位香
港代表赴北京參加 NOI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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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文軒（左一）、陳栢熙（左二）及羅維漢（左
三）在 IOI 2009 為香港隊奪得一銀、二銅

HKOI 2010，我校共得四金、五銀（其中用
來計算學校大獎的共有四金、四銀），重奪
學校大獎冠軍！

他們參加過國際比賽後，發現「天外有

天」，因為他們見識到國內及海外的選手比

他們更強，從此他們練習更加積極。受到他

們激勵，更多有能之士加入 PCOI 隊伍，而
大部份隊員亦更加積極練習。二零一零年，

HKOI 學校大獎的寶座，終於回到我們香港
培正中學手中！

除了 HKOI 外，PCOI 隊員們運用
他們在程式編寫的知識，在 CCC-HK、
COSMO 等獲得多個獎項，成績斐然。

卓 社 黃 梓 維（ 左 三）、 房 嘉 謙（ 左 四）在 
COSMO 2010 獲得冠軍

勝利的關鍵︰致力提高個人最佳成績 

過去三年，我校在多個資訊科技類比

賽獲得獎項，尤其有幾位 PCOI 隊員連續
多年在 HKOI 及 IOI 獲獎，導致有些同
學以為這些比賽很容易獲獎。PCOI 隊員
在一般同學面前表現得輕鬆自若，其實他

們用了不少課餘時間練習程式編寫。他們

在課餘時間登入多個大學級數的 On-Line 
Judge 去練習，以及參與著名程式編寫比
賽（例如 Google Code Jam、Asia-Pacific 
Informatics Olympiad、TopCoder 等等）
作為練習賽。

PCOI 部份舊隊友升讀大學後仍有參加
大專的國際程式編寫比賽，他們在應付繁重

功課之餘，仍不忘練習程式編寫，因為他們

知道︰要有好成績才能夠代表大學參賽，勤

奮練習才會有好成績。

與此同時，有些  PCOI 隊員雖然未曾
得過任何獎項，但他們都會很熱衷於做多個

On-Line Judge內的習題。他們致力在每一
次比賽創造個人最佳成績（ personal best，
PCOI 隊員們和運動員習慣簡稱 PB），不
要讓自己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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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同學不屈不撓的態度，很值得大家

去學習。各位紅藍兒女，齊齊為自己的強項

去創造 PB 吧！

本校歷年參加 HKOI 得獎名單

年份 學校大獎 組別 獎項  得獎者 所屬級社
其他個人

獎項

1997 季軍

高級組 銅獎
譚建輝 啟社 -
徐柏狄 頤社 -

初級組

金獎 成耀華 鷹社
最佳首次
參賽選手
（初級組）

銀獎
陳子恆 鷹社 -
蘇尚烜 鷹社 -

銅獎 胡沛然 鷹社 -

1998 冠軍

高級組

金獎 譚建輝 啟社 -
銀獎 朱明燊 啟社 -
銅獎 何梓恒 啟社 -

初級組
金獎 陳子恆 鷹社 -
銀獎 蘇尚烜 鷹社 -

1999 冠軍
高級組

金獎 何梓恒 啟社 -

銀獎
譚建輝 啟社 -
成耀華 鷹社 -

銅獎 胡沛然 鷹社 -
初級組 金獎 黃志衡 展社 -

1999 冠軍 初級組

銀獎
黃浩煜 展社 -
陳智彬 展社 -

銅獎
馮典正 樂社 -
胡光裕 樂社 -

2000 -
高級組

銀獎
陳子恆 鷹社 -
黃志衡 展社 -

銅獎
黃浩煜 展社 -
許瑞祥 鷹社 -

初級組 銅獎 湯啟揚 展社 -

2001 -
高級組 銅獎

黃志衡 展社 -
湯啟揚 展社 -

初級組 銀獎
李彥安 亮社 -
岑曜衡 亮社 -

2002 季軍

高級組 銅獎
黃志衡 展社 -
李彥安 亮社 -

初級組

銀獎
黃成然 亮社

最佳年輕
選手

鄒肇徽 信社 -

銅獎
謝婷 信社 -
馬欣怡 信社 -

2003 - 高級組

銀獎
李彥安 亮社 -
劉樹良 亮社 -

銅獎
李震宇 慧社 -
岑曜衡 亮社 -

年份 學校大獎 組別 獎項  得獎者 所屬級社
其他個人

獎項

2003 - 初級組

銀獎 李振宏 廉社 -
銅獎 鄒肇徽 信社 -

何浩綱 信社 -

2004 -

高級組

銀獎 方效俊 雄社 -

銅獎
岑曜衡 亮社 -
盧晉昇 亮社 -

初級組 銀獎 陳菂 廉社 -

初級組 銀獎
鄒肇聲 禧社 -
吳宇曦 禧社 -

2005 季軍

高級組

銀獎 何浩綱 信社 -

銅獎
李振宏 廉社 -
方效俊 雄社 -

初級組

銀獎
鄒肇聲 禧社 -
陳菂 廉社 -

銅獎

黎家俊 禧社 -
李雨翔 禧社 -
吳宇曦 禧社 -
關浩誼 禧社 -

2006 亞軍

高級組 銅獎
李雨翔 禧社 -
周子揚 雄社 -

初級組
金獎

鄒肇聲 禧社 -
吳宇曦 禧社 -

陳子睿 軒社
最佳年輕
選手

銀獎 鄭淦昌 驁社 -

2006 亞軍 初級組
銀獎 沈亦軒 希社 -
銅獎 利俊豪 希社 -

2007 亞軍

高級組

銀獎
吳宇曦 禧社 -
羅維漢 驁社 -

銅獎

李雨翔 禧社 -
覃敬華 驁社 -
關浩誼 禧社 -

初級組

金獎
陳子睿 軒社 -
韓文軒 希社 -

銅獎 沈亦軒 希社 -
楊善鈞 希社 -

2008 亞軍

高級組

金獎
李雨翔 禧社 -
韓文軒 希社 -

銀獎
蘇栢揚 希社 -
羅維漢 驁社 -

初級組

金獎 楊善鈞 希社 -

銀獎

陳栢熙 迪社
最佳首次
參賽選手
（初級組）

陳子睿 軒社 -
郭卓恆 迪社 -
李啟業 軒社 -

銅獎
彭亨利 軒社 -
蘇栢行 軒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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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學校大獎 組別 獎項  得獎者 所屬級社
其他個人

獎項

2009 亞軍 高級組

金獎
韓文軒 希社 -
陳子睿 軒社 -

銀獎

沈亦軒 希社 -
蘇栢揚 希社 -
楊善鈞 希社 -

銅獎
彭亨利 軒社 -
羅維漢 驁社 -

2009 亞軍

高級組 銅獎 蘇栢行 軒社 -

初級組

金獎 吳彥琪 卓社 -

銀獎

李啟業 軒社 -
陳栢熙 迪社 -
郭卓恆 迪社 -
黃梓維 卓社 -

銅獎 梁浩然 迪社 -

2010 冠軍

高級組

金獎
韓文軒 希社 -
陳栢熙 迪社 -

銀獎

楊善鈞 希社 -
蘇栢行 軒社 -
梁浩然 迪社 -

初級組

金獎
陳逸鈞 迪社

最佳首次
參賽選手
（初級組）

黃梓維 卓社 -

銀獎
黎乙生 翹社 -
吳彥琪 卓社 -

音樂巡禮

《 不一樣的課程，不一樣的體驗》： 
培正中學的藝術教育

藝術教育一直是培正中學全人教育理念

中重要的一環。為配合新高中學制的改革，

本校於二零零六年起全面更新體藝課程，全

面更新學生上藝術課的學習模式。學生可

按自己的興趣和能力，從音樂（管樂 / 弦樂
/ 敲擊樂 / 木笛 / 電腦音樂與創作 / 合唱 / 中
樂）、視覺藝術、戲劇三個範疇中，選擇一

門藝術作專項訓練。配合分階段的綜合藝術

核心課程，培育學生藝術的知識和技能，提

昇他們對藝術的鑑賞能力和文化修養。

除學習基本藝術知識外，學生有機會學

習基本的音樂創作技巧，接觸不同的專業音

樂及藝術軟件，利用資訊科技去發揮藝術創

意。學校更聘請專業的音樂老師，就學生選

擇的專項，給予小組技巧指導。我們期望，

學生可以透過不一樣的藝術體驗，從中發掘

學校樂團活動

	● 	銀樂隊

團員人數 ： 47 人
隊長 ： 中三愛  梁逸鴻
導師 / 指揮 ： 李浩然老師、蔡國田老師
本年度銀樂隊參與校內校外慶典活動包括：

八月二日　
香港九龍各界賀盛世中華六十載情─共和

國之夜文藝晚會表演

培正銀樂隊與本港六間中學的樂隊組成二百
人合唱團聯手演出

《共和國之夜》文藝晚會於紅磡體育館舉行，
吸引逾千賓客前來欣賞

自己的特質與才華，提昇個人自信、訓練紀

律，培養團隊精神。

目前，我校全新的體藝課程已推展至中

四年級，成效顯著。學生參與音樂藝術活動

的人數，較三年前上升接近兩倍，而課堂也

較以前更添趣味。期望新一代培正學生之藝

術修養不斷提昇，讓藝術成為他們生命中的

一部份，真正享受到藝術帶給他們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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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演出的同學於門外大合照

九月廿五日
「騰飛中國」珍藏郵票及歷史文物展覽開幕

禮表演。

十一月九日及十三日
陸運會開幕禮及閉幕禮步操表演。

十一月廿二日
參與「培正創校 120 周年穗港澳音樂匯演」
之演出。

十一月廿七日
校慶開放日開幕典禮擔任現場伴奏。

十一月廿八日 ( 下午 )
參與培正同學日大會加冕儀式之表演。

十一月廿八日 ( 晚上 )
擔任培正創校 120周年校慶晚宴之現場伴奏。

已畢業的銀樂隊老隊員特意回到母校參與校
慶演出

銀樂隊隊員在校慶大公宴演出前大合照

此外，繼二零零七年銀樂隊奪得香港青

年管樂團比賽奪得（中學初級組）金獎後，

今年再接再勵，出戰香港青年管樂團比賽

（中學中級組），憑着隊員的努力，今年再

下一城，奪得該項比賽的銀獎。

比賽項目：

十二月廿七日
參與二零零九香港青年音樂匯演管樂團比

賽，在中學中級組勇奪銀獎。

銀樂隊在二零零九香港青年音樂匯演管樂團
比賽（中學中級組）勇奪銀獎

三月廿五日
參與第六十二屆香港校際音樂節中學中級組

銀樂隊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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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弦樂團士氣高昂，出戰香港青年音樂比賽

	● 弦樂團

團員人數 ： 40 人
隊長 ： 中三正陳詠欣
導師 / 指揮 ： 李浩然老師、吳浩東老師

本年度弦樂團參與校內校外慶典活動包括：

十二月五日
參與二零零九香港青年音樂匯演（中學組）

弦樂團比賽。

三月十一日
參與第六十二屆香港校際音樂節（中學中級

組）弦樂團比賽。

	● 中樂團

團員人數 ： 25 人
隊長 ： 中六信區穎璋
導師 / 指揮 ： 李浩然老師、羅澤霖老師

中樂團今年取錄了多位中一及中二的新

團員，為樂團加入不少朝氣。今年樂團參與

了第六十二屆香港校際音樂節比賽，獲得優

異的成績。同時，樂團獲邀於二零一零年三

月廿二日在香港工業安全協會廿五周年晚宴

上演出，精采的演出備受出席嘉賓讚賞。

中樂團於比賽前大合照

兩位古箏首席李蘊琛同學及梁亦瑜同學於香
港工業安全協會周年晚宴上演出

中樂團師生與香港工業安全協會理事合照

銀樂隊在步操隊長陸瑋琛同學的指導下，
進行步操的第一課

為了這些比賽和演出，銀樂隊隊員積極

準備。雖然過程辛苦，但隊員最後都能盡展

所長，同時亦觀摩了優秀學校樂隊的演出，

切磋音樂技巧，實在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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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笛隊首次於校慶活動中演出

木笛隊在香港校際音樂節中學木笛樂隊比賽
前師生大合照

	● 木笛隊

團員人數 ： 32 人
隊長 ： 中六愛莫灝暉
導師 / 指揮 ： 歐德貞老師、李浩然老師

本年度木笛隊經過重組，在歐德貞老

師的帶領下，在校慶開放日露天音樂會初

次表演，大獲好評。今年木笛隊參與的活

動包括：

三月一日

樂團首次參與香港校際音樂節中學木笛

樂團比賽，取得良好成績。五位中六同學組

成了木笛小組，參加木笛合奏小組比賽，取

得優良成績。團長莫灝暉同學及莫君怡同

學更在中音木笛二重奏項目勇奪亞軍，可喜

可賀。

流行樂隊定期於音樂室練習

流行樂隊參加校慶開放日表演

	● 合唱團

團員人數 ： 60 人
隊長 ： 中三愛蔡頌曦
導師 / 指揮 ： 鍾少雲老師

三月八日

本年度合唱團由鍾少雲老師帶領，參加

了香港校際音樂節─中學合唱隊（第二組

別 SATB 混聲）比賽。各團員用心備戰，在
比賽中表現優異，獲得評判高度讚揚。

	● 流行樂團

團員人數 ： 15 人
隊長 ： 中六愛譚熙俊及中四正吳奕南
導師 / 指揮 ： 李浩然老師

流行樂團是本校新成立的音樂課外活動

團體，旨在為喜歡流行音樂及「夾 BAND」
的同學提供安全的場地、設施和表演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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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流行樂隊表演，必定吸引大批同學到場觀賞

流行樂隊參與培正同學會新春聯歡表演

本年度我校兩隊流行樂團分別參加了校慶開

放日表演及香港培正同學會庚寅年新春聯歡

會。其輕鬆、富活力的演出深受同學歡迎，

亦獲家長、校友和老師的支持。

	● 管弦樂團

團員人數 ： 95 人
隊長 ： 中五正余皓逸
導師／指揮 ： 李浩然老師

本年度管弦樂團參加了「培正創校 120
周年穗港澳音樂匯演」及校內外各類型小組

合奏活動。近期更組織了多個室樂合奏小

組，重點提昇同學的管弦樂演奏水平。

管弦樂團的綵排情況

管弦樂團在培正校慶音樂匯演中演出的盛況

	● 器樂訓練計劃

為配合「一人一體藝」全人教育之發

展，以及為學校樂團培育人才，學校今年繼

續開辦樂器班，並加開多個中西樂課程。現

有課程包括聲樂、長笛、單簧管、色士風、

高音銅管、低音銅管、敲擊樂、中提琴、低

音大提琴、中阮、二胡及琵琶。各樂器班於

課餘時間舉行，由資深導師以小組形式授

課。

樂器班現有學員近一百三十名。經過一

年學習，同學均掌握了演奏樂器的基本技

巧。有部份表現出色的學員更獲導師推薦，

參加校際音樂比賽、加入學校樂團或報考國

際認可之音樂評核試。音樂科將繼續開設各

類課程，讓更多同學享受學習樂器之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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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際歌唱比賽（初中部）初賽舉行情況

校內音樂活動

	● 班際歌唱比賽

一年一度的班際歌唱比賽已於五月二十

日圓滿結束。今年班際歌唱比賽，欣逢國慶

六十周年，因此特別鼓勵同學以中國歌曲作

賽，同時亦鼓勵同學邀請老師參與。

跟往年一樣，班際歌唱比賽着重學生學

以致用，融入不同藝術元素，例如舞蹈、戲

劇、視覺藝術等，以多媒體藝術形式豐富演

出，展現各班的獨特和團結。各班同學於賽

前都把握午膳及放學時間排練、製作道具；

大家各出其謀，爭取佳績，畢竟這是一年一

度的班際盛事！比賽期間各班傾力演出，深

得校外評判和老師讚賞。

最後中六望班以優美和聲演繹，成功奪

得高部比賽冠軍。低部比賽冠軍中一善班亦
每年班際歌唱比賽決賽，各班別均施展其活
潑好動的一面，發揮出各班團隊的精神

今年班際歌唱比賽加入了一些音樂表演，令
節目更多元化

班際歌唱比賽（初中部）頒發典禮－得獎班
別與葉賜添校長合照

班際歌唱比賽（高中部）頒發典禮－得獎班
別與李家俊副校長合照

緊貼大會主題，充分發揮，表現了他們的合

作性，贏得全場掌聲。所謂友誼第一，是次

比賽實在是大家互相觀摩的好機會，希望透

過交流，來年大家都會有更精采的表現。

初中部 冠軍 1E    亞軍 1F    季軍 1A
高中部 冠軍 6B    亞軍 4F    季軍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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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三翹社音樂匯演

中三同學的「翹社音樂匯演」於五月廿

二日晚上舉行。整個活動由籌備、幕後支

援，以至台前演出都由同學負責，參與人數

超過二百五十人。「中三翹社音樂匯演」乃

一人一體藝，音樂科及視覺藝術科的演藝課

程，節目包括管弦樂、合唱、中樂、木笛合

奏及電腦音樂創作等。本年的中三音樂匯演

有五大特色：

1 . 首次把電腦音樂組學生的優秀音樂作
品，以真人演譯方式，作公開首演。

2 . 有志於編曲的學生，將首次展示他們改
編的小組合奏作品，由學生負責演譯。

3 . 所有海報、場刊、門票及橫額設計，由
視覺藝術組學生負責設計。（同場亦會展

出其他中三學生的藝術作品）

4 . 各班「班際歌唱比賽」表演融合了舞蹈、
戲劇和視藝元素，盡展藝術才華。

5 . 參與演出的台前幕後工作人員接近三百
人，由中三（翹社）級社音樂匯演籌備委

員會全力統籌和策劃。

當晚有近四百位來賓出席。所有體藝科

的音樂組別都傾力演出，而其他藝術組別及

工作人員亦緊守崗位，合作無間。此外，

中三各班亦於音樂會中再度演出「班際歌唱

比賽」的參賽歌曲，同學們各自施展渾身解

數，在台上載歌載舞，表現了各班的風格與

才華。最後，全體翹社同學在社長周曉昌同

學的帶領下，齊唱青年向上歌及校旗歌，而

現場的氣氛，亦隨着紅藍旗幟的揮動被推至

最高峯。在大家激昂的歌聲中，「翹社音樂

匯演」終圓滿結束。

班際歌唱比賽籌備委員會師生大合照

翹社社長的話─「 中三翹社音樂匯演」

周曉昌　中三善

「中三翹社音樂匯演」由籌備到演出當

日，我們中三級同學都非常努力，付出了很

多寶貴的時間、精神。當中，一眾演出者、

級社職員、後台工作人員等更為此音樂會，

每天放學留校開會、排練。在此，我亦向他

們致謝。

坦白說，大部份同學都不看好這場音樂

會，因為演出者並不是最優秀或擁有很高音

樂造詣的音樂家，而是我們這羣普通的中三

學生。故最初我們只能售出約一百六十張門

票，比全中三級的總人數還要少。當時，大

家絞盡腦汁，希望門票的銷情更理想，如負

責宣傳的同學，便設計了一系列宣傳短片於

早上班會時播放，讓更多人欣賞到我們翹社

同學的演出。

最後，音樂會共約有四百名觀眾出席，

這都是中三級同學努力的成果。表演同學亦

不負所託，締造了一場成功的音樂會。雖然

這並非最圓滿的演出，但通過參與這項活

動，同學變得更團結，這比演出的效果，甚

至比門票銷情都更重要、更珍貴。大家相處

了三年，即使是陸運會的啦啦隊活動，也比

不上今次來的積極。如今我們知道，只要團

結一致，就可以做出一個「Good Show」!

身為翹社社長，我十分感激一眾幕後工

作人員，他們每天放學便到音樂室或禮堂綵

排，很晚才離校回家；而我的工作只是編寫

司儀稿，與他們相比，實在微乎其微。經過

這場音樂會，我知道翹社的同學全都很能

幹，更願意為共同目標努力付出。真希望大

家未來仍然團結一致，共創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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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翹社音樂匯演的橫額、海報、場刊、 
門票設計全由視覺藝術組同學負責

音樂匯演同場展出視覺藝術組同學負責的橫額、海報、場刊、門票設計系列

音樂匯演負責接待的中三同學與負責老師合照

中三各班的歌唱表演充滿活力中三弦樂組―首次由學生
（中三善林嘉希同學）擔任指揮

音樂匯演司儀：周曉昌同學及
曾皓同學

學生原創樂曲表演，學生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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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木笛組 中三合唱組

梁文傑老師親身上台為中三愛
班同學打氣

中三管樂組中三望李湛亨同學全情投入於
表演中

中三木笛七重奏

琴藝精湛的中三愛梁逸鴻同學指揮中三 
管弦樂團演奏

梁家榮副校長讚賞中三翹社同學的表現

中三翹社音樂匯演籌備委員會―
級社職員與負責老師合照

翹社社長周曉昌同學引領全體師生、 
觀眾、工作人員唱《青年向上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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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音樂交流活動

	● 聯校樂團交流

為增加同學校外音樂交流的機會，音樂

科首次派出銀樂隊，在三月十六日與民生書

院、九龍華仁書院、香港華仁書院的管樂團

進行了一次聯校管樂團交流。是次活動於九

龍民生書院舉行，各校共派出接近三百名同

學參加。交流會設有不同學校樂團導師點評

環節，旨在讓各校管樂團得到友校樂團導師

的指導，同時亦讓同學了解友校管樂團的優

點，從中學習觀摩，取長補短。
各校代表交換紀念品合照

參與聯校管樂團交流會的師生大合照

培正中學銀樂隊在交流會場合照

	● 觀賞英國Wells	Cathedral	School 的表演

本校同學和老師獲英國 Wells Cathedral 
School的邀請，於三月廿九日出席該校
學生在香港的交流表演。Wells Cathedral 
School是英國著名私立學校，其音樂專項
訓練課程水平甚高，學生表現出色。其課

程設計與我們體藝課的藝術教育課相當類

似，實在是互相觀摩的好機會。

英國 Wells Cathedral School 學生技藝精湛

	● 赴培道中學交流

三月廿九日，本校音樂及藝術老師赴

培道中學，與該校藝術老師交流及參觀校

園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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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敲擊樂組師生與家長出席敲擊樂音樂會合照

	●「學院藝術家計劃」敲擊樂音樂會

在四月廿二日，本校敲擊樂組師生與家

長一起前往香港大學，出席了一個別開生面

的「學院藝術家計劃」敲擊樂音樂會。現場

展示了百多種專業的敲擊樂器，令學生大開

眼界。

梁逸鴻同學 ( 左二 ) 擔任第 62 屆香港校際音
樂節優勝者音樂會表演嘉賓

中三弦樂四重奏隊員合照

	● 校際音樂節

中三愛梁逸鴻同學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廿

四日獲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的邀請，擔

任第六十二屆香港校際音樂節優勝者音樂會

表演嘉賓。同時，由中三弦樂組組成的弦樂

四重奏，今年首次參加校際音樂節通利琴行

獎學金弦樂小組比賽。同學在這兩項音樂比

賽均獲得評審的嘉許，並獲得切磋和學習的

機會。

體育科

學界體育賽事獲九項團體大獎

過去一年，培正同學在體育領域繼續有

優良的表現，從今年校際比賽成績可見一

斑。今年學校在學界體育聯會的賽事中總共

獲得九項團體大獎，是歷年之冠。包括：男

子足球 ( 第三組 ) 團體季軍、女子游泳 ( 第

培道中學音樂室

培正與培道中學藝術教育同工交流會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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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 )團體亞軍、男子網球 (第二組 )團體亞軍、
男子越野 ( 第三組 ) 團體亞軍、女子越野 ( 第三
組 ) 團體冠軍、男子田徑 ( 第二組 ) 團體冠軍、
女子籃球 ( 第三組 ) 團體冠軍、男子籃球隊 ( 第
三組 )團體冠軍及女子排球 (第二組 )團體冠軍，
除男子足球及男子越野外，其餘七個團體大獎的

項目，明年將升一個組別作賽。

女子排球 ( 第二組 ) 三冠王丙組、乙組及 
團體冠軍

籃球隊成績突飛猛進男女子 ( 第三組 ) 
同獲團體冠軍

男子田徑 ( 第二組 ) 勇奪團體冠軍

女子游泳 ( 第二組 ) 勇奪團體亞軍

男子足球 ( 第三組 ) 丙組及團體獲季軍

女子羽毛球 ( 第二組 ) 勇奪甲組冠軍

女子乒乓球 ( 第三組 ) 丙組獲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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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野 ( 第三組 ) 分獲女子團體冠軍及男子團體
亞軍

伍婉然同學獲體操個人全能冠軍

李肇浚同學稱霸學界保齡球勇奪個人冠軍

鄧柏駿同學及魏子峰同學獲得沙灘排球 ( 第
一組 ) 季軍

學界個人競賽成就超卓

除了團體獎項外，同學在學界個人競賽

項目中亦有超卓的成就，例如：中三愛伍婉

然同學，在中學校際體操比賽 ( 中級組 ) 獲
得個人全能冠軍；中五善李肇浚同學在學界

「 中銀紫荊盃」位列男女校組的第五名

保齡球個人賽中勇奪冠軍，並奪得個人每局

最高分獎，而李肇浚同學更是香港青年保齡

球代表，曾多次代表香港參加國際性賽事。

另外，中一愛梁曉楓同學在國內舉行的第八

屆黃何盃攀岩速度賽獲得青年新秀組冠軍，

梁同學亦是香港少年攀石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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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全年的成績，培正今年在學界「中

銀紫荊盃」中獲得一百廿八分，位列男女校

組的第五名，成績理想。由於明年有多項比

賽將晉升組別作賽，為未來的中銀紫荊盃

得分奠下了良好的勢頭，只要培正同學能繼

續努力，相信培正的體育成績定能「百尺竿

頭，更進一步。」培正在不久的將來可望再

奪「中銀紫荊盃」男女校組冠軍。

最後，感謝所有體育隊伍的導師及教

練，付出的努力和辛勞。特別鳴謝張少偉學

長 (1973 年級勤社 )，過去兩年大力贊助本
校籃球隊，提昇訓練質素，令培正中小學籃

球隊成績突飛猛進。

水陸兩運健兒創佳績

本學年之水、陸運會，均以紀念創校

一百二十周年校慶為題，向體壇及學界介紹

我校全人教育的宗旨，展示我校之體育水平

及團結精神。

校慶水運會於九月十一日，假九龍仔游

泳池舉行。大會榮邀香港培正同學會永遠名

譽會長何志豪學長 (1982 年級駿社 ) 擔任主
禮嘉賓，令大會生色不少。同學踴躍參賽，

熱情不減，參賽者眾。紅藍健兒都有運動精

神，盡力比賽，不計勝負，叫人欣喜。釣勝

於魚，全力參賽，不問收穫，反能屢創佳

績，結果一共刷新了十三項大會紀錄。以下

是破紀錄同學及各項大獎的成績：

水 運 會 破 紀 錄 運 動 員 與 項 目

姓名 組別 泳式 時間

丁豪德 男子甲組 50 米捷泳 26”82
劉達浠 男子乙組 100 米捷泳 1’13”70

郭文曦

女子乙組 50 米蝶泳 32”01
女子乙組 50 米捷泳 29”89
女子乙組 100 米捷泳 1’06”56

衛穎珊

女子乙組 50 米胸泳 39”64
女子乙組 100 米胸泳 1’27”98
女子乙組 200 米胸泳 3’05”89

翟朗瑩
女子丙組 50 米胸泳 38”81
女子丙組 100 米胸泳 1’28”98

李蘊琛 公開組 200 米四式 2’48”00
侯諾憲 公開組 200 米四式 2’33”00
陳瑋珊 公開組 200 米捷泳 2’36”87

水 運 會 個 人 全 場 總 冠 軍

甲 乙 丙

男子組 劉袁鏗 劉達浠 趙尹韜

女子組 陳穎頤 郭文曦、衛穎珊 翟朗瑩

水 運 會 級 社 團 體 成 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男子全場總冠軍 中二雋社 中四卓社 中三翹社

女子全場總冠軍 中二雋社 中三翹社 中五迪社

男女子全場總冠軍 中二雋社 中三翹社 中四卓社

陸運會是另一個讓紅藍健兒一展身手，

發揮體育精神的活動。校慶陸運會於十一月

九日及十三日假灣仔運動場舉行。大會榮

邀鍾景輝學長 (1955 年級忠社 ) 擔任主禮嘉
賓。同學投入比賽，熱情絕不遜於水運會。

本屆比賽，同學共打破十項大會紀錄。各項

大獎得獎名單如下：

陸 運 會 破 紀 錄 運 動 員 與 項 目

姓名 組別 項目 紀錄

葉文熙 男子甲組 110 米欄 15”98

呂麗瑤

女子乙組 200 米 26”63

女子乙組 100 米欄 14”93

女子乙組 跳高 1.58米

黃芷銦
女子乙組 800 米 2’38”69

女子乙組 1500 米 5’33”43

吳彥琪
女子乙組 800 米 2’46”27

女子乙組 1500 米 5’44”17

胡子苗
女子丙組 400 米 1’10”05

女子丙組 800 米 2’53”18

陸 運 會 個 人 全 場 總 冠 軍

甲 乙 丙

男子組 葉文熙 林學文 湯浩賢

女子組 何沅婷 呂麗瑤 郭卓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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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與 輔

學生輔導組

在中學階段的青少年身心不斷發展，他

們在生理、心智和社交等各方面都在變化，

協助青少年邁向獨立自主，培養他們在不同

的環境中有良好的決策能力、讓他們發揮潛

能，接受老師們的挑戰和學習承擔。本年度

輔導組推行的輔導計劃包括以下各項。

1 . 中一朋輩輔導計劃
六十位中三至中六的「大哥哥大姐姐」朋

輩輔導員透過不同的活動，向中一同學提供

生活及學業輔導，協助他們適應中學生活，

計劃內容包括新生輔導日、不同活動主題的

分班或合班活動、小組飯聚及功課輔導等。

2 . 輔導計劃
輔導組及學校社工為中二同學舉辦「閱

讀悅 Friend」朋輩伴讀計劃，透過小組討
論、溝通訓練和體驗活動，幫助學生掌握基

本伴讀技巧和態度，提供朋輩伴讀服務予區

內小學學生；為中一同學舉行「網絡特攻」

工作坊，幫助同學健康使用網絡、建立自我

控制能力及培養電腦網絡以外的其他興趣；

為中一、中二女同學舉行「大女仔部落」社

交技巧小組，透過分享、小組討論和體驗活

動，幫助學生全人發展；為中一男同學舉辦

「特種部隊」計劃，提供一系列輔導及支援

服務，包括面談及輔導小組活動，加強同學

的專注力及處理情緒能力；亦舉辦「升呢」

家長工作坊，幫助提昇家長管教子女的能力

和技巧。

六十位朋輩輔導員暑假期間參加訓練營

中一朋輩輔導計劃合組進行活動

中二「 閱讀悅 Friend」朋輩伴讀計劃

除以上輔導計劃外，兩位香港基督教服

務處的駐校社工梁頴嵐姑娘及盧健德先生負

責學校的個案和輔導工作，為同學及家長提

供輔導服務。

綜觀水、陸兩運，健兒久經訓練，在比

賽場地施展渾身解數，成果豐碩。培正學

長、家長及體壇先進亦撥冗光臨，支持我校

體育活動，見證健兒努力成果，令大會生色

不少。

陸 運 會 級 社 團 體 成 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男子全場總冠軍 中四卓社 中三翹社 中二雋社

女子全場總冠軍 中四卓社 中二雋社 中五迪社

男女子全場總冠軍 中四卓社 / /
啦啦隊最佳表演獎 中七希社 中四卓社 中五迪社

啦啦隊看台 
最佳表現獎

中七希社 中五迪社 中四卓社

啦啦隊全場總冠軍 中七希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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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呢」家長工作坊

學生長在營前大合照

中一善得獎作品

中二愛得獎作品

中三善得獎作品

中四善得獎作品

長洲學生長訓練營令大家的友誼更跨進一步

學生長會

學生長會於本學年分別舉行了三次訓練

活動。首次訓練活動在二零零九年九月舉

行，旨在讓學生長認識新組員及了解學生

長職責。經過兩日一夜的活動，各組員間建

立了初步的友誼，為往後一年的合作打下良

好基礎。在聖誕節期間，學生長會在學校舉

行了第二次訓練活動。為促進各組員間的交

流，是次活動把學生長重新分組進行遊戲。

遊戲過後有分組討論時間，為上半年表現作

一反思。二零一零年四月的復活節假期，學

生長會在長洲舉辦了兩日一夜的訓練營，營

內以兩大活動為主。第一晚學生長分組煮

食，由選購食材、燒菜做飯到清洗碗碟均由

學生長一手包辦，大家樂也融融，友誼增進

不少。第二天早上有環島探索遊戲，由於範

圍極廣，遊戲並不容易，幸而大家同心協

力，互相幫助，終能成功完成探索遊戲。

公民教育活動

1 . 校慶活動
為配合創校一百二十周年校慶，增加同

學對學校的歸屬感，本年度班際壁報設計比

賽主題是「培正 120」。

中二望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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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信得獎作品

中六愛得獎作品

中七愛得獎作品

梁家傑先生與李景倫副校長合照

2 . 社會民族教育

面對新學制，學生需走進社會，了解

身邊的人和事，加深對香港政治的認識。

三月十一日，本校邀請了立法會議員梁家

傑先生蒞臨高中集會擔任主講嘉賓，講題

是「普選何時」，同學反應熱烈，梁家傑先

生更應同學邀請，於集會後繼續留步與同

學進行討論。

今年是六四事件廿一周年，本校特於五

月三十一日至六月四日期間在圖書館舉辦

六四書展，並在集會舉行分享會，讓同學對

事件加深認識。

中五信得獎作品

3 . 社會服務

天水圍總給人悲情城市的印象，本校社

會服務團發揚關愛精神，於四月三日假天水

圍天瑞邨舉行「互助關照，愛在天水圍」義

工服務，當日共有廿二位學生義工參與。

義工們與小朋友玩拋波波遊戲

義工們與小朋友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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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榮副校長與初中部銅獎得獎人合照

梁家榮副校長與高中部銅獎得獎人合照

梁家榮副校長與高中部銀獎得獎人李熙恩同
學合照

為豐富同學們的生活經驗，本校全力推展

義工服務活動，鼓勵同學積極參與社會服務。

團體方面，本校在二零零九年總義工服務時數

達一萬一千八百廿五小時，榮獲義工服務工作

嘉許金獎；個人方面，本校五位同學獲社會福

利署義工運動委員會頒發銀獎；十八位同學

獲銅獎；九十六位同學獲優異獎，名單如下 :   

銀獎 ( 服務時數為 100 -199 小時 )：
鄧俊謙(中二正)、李殷綝(中三愛)、林欣欣(中三善)、
陳詠欣(中三正)、李熙恩(中六愛)

銅獎 ( 服務時數為 50 -99 小時 )：
丁盈文(中一愛)、林顯恩(中二正)、馮詩詠(中三望)、
伍銳熹(中三望)、呂文熙(中三愛)、黃敏靈(中三愛)、
葉杏文(中三愛)、張嘉琳(中三善)、周易旻(中三正)、
何慕靈(中三正)、陳恩緯(中四信)、劉梓安(中四信)、
鄺敬謙(中四愛)、陳亮庭(中四光)、陳耑婷(中四善)、
鄧若蘅(中四善)、勞翰楹(中四正)、譚嘉裕(中四正)

優異獎 ( 服務時數為 30 -49 小時 )：
湯悅晴(中一信)、錢嘉晞(中一愛)、陳承匡(中一光)、
霍德仁(中一光)、秦穎彤(中一善)、雷穎彰(中一善)、
朱曉慧(中一正)、蔡庭皓(中二望)、曾允聰(中二望)、
陸駿霆(中二光)、戴君豫(中二光)、周啟堯(中二善)、
黎家晴(中二善)、溫鈺祺(中二善)、楊荔嫣(中二善)、
李倩彤(中二善)、陳展洋(中二正)、張昕皓(中二正)、
廖與嫣(中二正)、葉鎮寧(中二正)、陳俊熹(中三信)、
周珮婷(中三信)、周穎晶(中三信)、簡智樂(中三信)、
劉偲藝(中三信)、莫景誠(中三信)、王錦雯(中三信)、
關倩琦(中三望)、劉睿琦(中三望)、李營邦(中三望)、
李湛亨(中三望)、謝志朗(中三望)、謝顯淘(中三望)、
尹祉尤(中三望)、黃鳳川(中三望)、葉璦媛(中三望)、
黃愷翹(中三望)、陳瑋琦(中三愛)、李啟慧(中三愛)、
梁逸鴻(中三愛)、盧銘濠(中三愛)、湯逸翹(中三愛)、
陳榕珍(中三光)、溫俊穎(中三光)、王月瑩(中三光)、
王筠淇(中三光)、余卓朗(中三光)、羅淖譞(中三光)、
周俊熙(中三光)、李樂怡(中三正)、李天欣(中三正)、

林雲彩(中三正)、陳曉瑩(中三正)、鄧朗希(中三正)、
鄧寶怡(中三正)、周信希(中四信)、葉洭霆(中四信)、
梁浩賢(中四信)、梁芷晴(中四信)、鄭爾臨(中四望)、
張淦凝(中四望)、張洛韻(中四望)、錢進(中四望)、
林焯麟(中四望)、李學賢(中四望)、唐懿德(中四望)、
黃欣霖(中四望)、沈進謙(中四望)、劉雋樂(中四愛)、
劉凱俐(中四愛)、李仲民(中四愛)、梁家妍(中四愛)、
胡曉彤(中四愛)、羅樂珩(中四愛)、蔡依彤(中四愛)、
鄭聖諭(中四光)、何沅婷(中四光)、李卓熹(中四光)、
林　泓(中四光)、羅文樂(中四光)、黃穎妍(中四光)、
劉智行(中四善)、劉嘉淇(中四善)、李浩彰(中四善)、
盧子和(中四善)、呂柏穎(中四善)、吳炘培(中四善)、
潘星雅(中四善)、譚翊民(中四善)、周澔楊(中四正)、
吳彥琪(中四正)、潘樂琳(中四正)、黃以心(中四正)、
余子羊(中四正)、王卓欣(中六信)、王　灝(中六望)

是次服務對象是天水圍區的小朋友及其

家長，當日他們先進行拋波波、七手八腳、

大電視等遊戲，然後製作復活蛋、抽獎及造

型拍照，不論是小朋友，還是家長，均很投

入參與。是次服務極富意義，參加的家庭皆

滿足喜樂。義工們更學懂了「施比受更有福」

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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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積極參與社會服務，下學期的服務

活動計有：

1 . 黃埔區長者探訪活動 (27 /12 /2009 )
2 . 為救世軍竹園綜合服務竹園青少年中心
舉行攤位活動 (30 /12 /2009 )

3 . 為香港傷殘青年協會賣旗 (6 /3 /2010 )
4 . 為突破機構賣旗 (22 /5 /2010 )
5 . 為香港長者協會賣旗 (26 /6 /2010 )
6 . 為救世軍竹園綜合服務竹園青少年中心
的兒童進行功課輔導

課 外 活 動

音樂劇《 玻璃遊樂園》

不知大家仍否記得培正在過去十年公演過的

音樂劇嗎？

《超時空真愛》裡的邪惡村長？

《疾風高飛》裏的一眾孤兒，拉小提琴的男

主角？

《震動心弦》裡放任叛逆的女主角以及幕幕

地震的場面？

一眨眼，我們上次重演《震動心弦》已經是

四年前的事了，其實校內熱愛音樂劇的老師

和同學早想再演好戲，可惜一直申請不到合

適的場地。

幾經波折，我們現在懷着無比興奮的心情向

大家宣佈……

數年一度的大型音樂劇又來了﹗

演出詳情如下﹕

日期時間： 2010 年 7 月 15-17 日 (8pm)； 
 7月 18日 (3pm & 8pm)，共五場

地點：灣仔演藝學院戲劇院

票價：$149，$99 

故事內容：一個曾經風光一時，陪伴大家成

長的遊樂場，因為時間消逝而變得殘舊荒

涼，就在快被清拆之際，一眾有心人合力挽

救遊樂場，亦同時捍衛揮之不去的回憶，當

中甚至出現了一次超越生死的奇蹟……

一如以往，近十位合作多年的同工繼續竭盡

所能製作一台好戲給大家欣賞，班底還包括

專業舞台工作者，中一至中七的學生，對音

樂劇難離難捨的校友；而鍾景輝學長 (1955
年級忠社 ) 更擔任顧問，親臨指導。

音樂劇海報

同學在集會演出音樂劇選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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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劇演員合照

Drama 2010

I remember that the sun was beautiful as it rose 
from the back of the buildings at the far end of the 
road and I was on my way to school trying to meet 
my crew at the main entrance.

I remember walking up to the theatre as the 
elevator was out of order.

I remember the theatre was full of life the 
moment we entered and it was always a place where 
miracles happened and magic played and dreams 
conceived and imagination took place. 

I  remember the l ight and the smell  and 
the temperature and the people and the many 

conversations punctuated by laughter and shrieks and 
sighs and silence.

I remember our rehearsals and our first audience 
and every comment, compliment and criticism.

I remember lying on the ground breathing 
and hearing or hiding in the box with the tricks or 
dancing in the tent with light and shadow or sitting 
on the wall as if the stage was the whole world and it 
was flat. 

I remember the echoes of the stars and the star.

I remember the lines were hard and the colours 
were sharp and the heart was sometimes heavy as a 
fridge and sometimes light as sparks.

I remember the story was thin but was thickened 
by the layers of sweat and tears in the way the petals 
thickened the fragile flower so that the story became 
a story worthwhile to be told and retold.

I remember that the harmonica told us a name.

I remember the many nights leaving the theatre 
when the sky was dark and the breeze was sometimes 
freezing and my body felt exhausted but my spirit 
was always singing.

I remember the beautiful school days and the 
people I loved and the amazing moments that brushed 
through my life even though I might not remember 
the cards or the alphabet backwards.

I remember how good it felt to be remembered 
and the memory was true. 

Our amazing cast with the stunning 
set and costumes

Performers are warming up for the 
show

The serious yet relaxing evaluation

A professional dressing room for 
us in Sai Wan Ho Civic Centre

A memorable time at Sai Wan Ho 
Civic Centre

The Adjudicators' Award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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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Drama 2010 <ADAM> 
a personal reflection

Shivering and panting, I got to the room where 
the casting would be held. It was the very first time 
I acted in front of people and the feeling was quite 
weird, even though there were only 5 members in 
the audition panel. After two rounds of casting, I left 
school feeling calm, as if nothing had happened at 
all. I did not even know if I had done well or not.

Weeks passed. I gradually forgot about the 
casting until my friends started saying congratulations 
to me. Amazingly, I was chosen as a member of the 
cast. ‘I am in? You are kidding, aren’t you?’ that 
was my first response. But they were right – I had 
successfully become one member of the cast.

Following the announcement came the meetings 
and rehearsals. Within these months, I have made 
friends, learnt to act and had fun. I have really 
enjoyed those moments. During each rehearsal, I kept 
gazing at the backstage crew and wondering how I 
could disappear from the stage (N.B. my role needed 
to disappear from the stage in an instant). With the 
guidance from the teachers and directors, I made 
myself a semi-professional actor, hoping to play my 
part well and not wanting to be an amateur anymore. 
Here,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who have given me 
their wholehearted support, as well as teachers-in-
charge and directors, Ms. Angie Chan, Mr. Edgar 
Cheung, Tank Leung (alumnus), Jessica Chan (6C) 
and Hannah Chan (4C), who gave me the chance to 
have a taste of drama.

The feeling was inevitably strong when there 
was a burst of coast-to-coast applause. The feeling 
was fascinating when the audience praised us during 
the intermission. The feeling was intriguing when my 
classmates mocked at me saying ‘I am who I am.’(N.
B. this is a line by my role in the drama). Everyone 
who knows me knows that I have a high-pitched 
voice and so whenever I heard someone say that I 
did sound and look old, I just wished that I could 
shout at the directors ‘I did it!’ In <ADAM>, I have 
accomplished a mission impossible.

 I was so proud of myself to be able to take part 
in <ADAM>.

Edward Lau (4E), as Wiseman in <ADAM>

北京育才優秀學生交流活動

本年度的北京育才優秀學生交流活動已

經於三月三十日至四月八日順利舉行。五

位領隊老師包括鍾偉東、李國柱、李喜明、

陳雅君、姚絲雨聯同以下四十位獲史帶獎學

金的學生一起出席為期十天的交流活動。

廖睿曦(中六望) 梁曉欣(中三信) 司徒永彥(中二光)

汪嘉希(中四信) 周珮婷(中三信) 姚嘉榮(中二光)

梁家姸(中四愛) 關倩琦(中三望) 黃嬿瑜(中二善)

王佑中(中四善) 葉杏文(中三愛) 陳沛熹(中二正)

譚逸嵐(中四善) 麥子俊(中二信) 李奕熙(中二正)

鄧若蘅(中四善) 杜雋饒(中二信) 張竣祺(中二正)

劉智行(中四善) 張皓揚(中二望) 林顯恩(中二正)

呂柏穎(中四善) 彭欣穎(中二愛) 張筱瑜(中一信)

何　敏(中四善) 盧卓賢(中二愛) 何倩珩(中一信)

楊樂心(中四善) 趙尹韜(中二愛) 王沅翊(中一愛)

周趣瀅(中四善) 符菀芯(中二愛) 溫凱翹(中一愛)

勞翰楹(中四正) 李衍萱(中二愛) 范愷逸(中一善)

鄭嘉銘(中四正) 曾路得(中二愛)

黃以心(中四正) 樊昕霖(中二光)

交流團活動多姿多采，包括與北京育才

學校同學一起上課及家庭住宿；遊覽故宮、

長城、奧林匹克公園、天壇、先農壇、北京

自然博物館等；參觀北京體育學校、北京雜

技團等。

同學感想及活動照片見於以下網址 :

育才遊記 2010：
http://student.puiching.edu.hk/viewforum.
php?forum=75

交流團網上照片冊：
http://210 .176 .23 .172 /gallery/view_album.
php?set_albumName=beijing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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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睿曦  中六望

感觸，旅程在一片歡呼聲和道別聲中完結，但友誼卻永不磨
滅。 

由出發天開始，我在整個旅程都珍惜着每一分每一秒。交朋友，學習北京的文化或上課內容和與同學談
天玩耍的時間我都不想錯失。這是我在中學生涯，整個學習生涯，甚至一生中最後一次能到育才交流。重要
的是最後一次可以跟一班培正的同學一起去北京育才交流，亦是第一次以整團學生中年紀最大的身份 （唯一
的一個中六生）去外遊。看着一眾同學在這十天中享受旅程，面露笑顏，也令我感到歡欣。衷心地說，我真
的很愛培正。 

中國人，真是太厲害了！無論是古代傳統的建築，或是現代的摩天大廈，都能表現出中國人在建築方面
的鬼斧神工。紫禁城的王者氣派，萬里長城的氣象萬千，天壇四周的康莊大道，都令我從心底裏發出無聲的
讚歎。走長城，除了做個好漢外，很多人都慕名來親身感受一下它的雄偉，傲視一下中國關內外的大片黃土。
另外，培正同學歡樂的情緒加上我有感慨有開心的感覺，令我在長城上除了不得不讚嘆這條巨龍時，心情亦
特別亢奮。我已不大記得四年前與同學來的情景，但今次一定不會忘記。我在城牆上幫同學拍照，同學幫我
拍照，一起爬上堡壘的情景，永遠也不會消失。沿着北京的中軸線從紫禁城的端門走到神武門，走過大大小
小的宮殿。一路都見到包圍自己，看不見盡頭的黃色殿頂。殿頂的裝飾，屋頂的類型，宮殿的設計，都與現
代的大大不同。縱然不同，當中散發出的氣質卻不能同日而語。

沈睡的皇城，體驗了數百年的風風雨雨，至今仍立於北京中央。在我眼中看來，它代表着堅毅的精神，
作為千萬中國同胞的支柱。我走在它的懷抱中時亦不禁立志：有一天，我也會像它一樣大發異彩。天壇雖然
沒有長城和紫禁城般大放光彩和雄偉，但四圍的百年松柏卻突顯出它的幽美。未到天壇，兩旁的柏樹就像一
隊整齊的軍隊，歡迎着我一直走到天壇，令我感受到以前皇帝來時的嚴肅場境。天圓地方的天壇，設計與中
國傳統建築大同小異。令我回憶最深刻的不是大道兩旁的百年松柏，不是天圓地方的天壇，而是我和一班同
學在回音壁內一起試着那可以回音的石的一舉一動。我們十幾人站在天壇數起第三塊石上一起向天拍手，回
音聽到的是拍手聲和五級同學的笑聲。笑聲還在我心中迴盪着。古代的建築令我肅然起敬，現代的建築則使
我大開眼界。形狀奇怪的中央電視台的大樓，外圍滿是鋼筋的鳥巢，還有很多在香港從未見過的大廈設計，
都在這十天在北京的旅程中盡收眼簾。現代的建築沒有傳統的王者氣息，卻留下了中國快速發展成為世界大
國的痕跡。

在我腦中記住的不但有北京的建築，還有我們交流團的重點，北京育才中學和我們所住的「御耕苑」。
遠遠看見「御耕苑」的大門，已經泛起故友重逢的心情，始終在御耕苑的回憶還是最多。我每天細心的留意着
在御耕苑和育才的每一個角落，就連每天天空景色也不放過，怕錯失了就再也不能再擁有。至於育才中學，
我可以老實地說，我這次用心地上每一節課，我寫筆記寫足了每一個上課日。學到很多在培正還未學到的課
程內容，非常充實。再者，也交到了不少朋友。相信這就是交流團的目的，也是我享受的交流過程。他們在
冬天每天早上都要以整齊隊形沿運動場跑五個圈；其他季節則要步操，做的全是像軍訓的活動。看到他們這
樣，我要珍惜自己能在培正舒適上課的時間─時間已所剩無幾了。我們能在培正讀書真的比他們幸福多了。

最後一晚，我在御耕苑的大門前，在美麗的星空

下，站了很久。星空和御耕苑的夜景在我淚水中浮動，

我的淚水也爭先恐後的在地上留下痕跡，停也停不住。

手腳都凍僵了，我面上卻還流着兩行熱淚，不願離開。

真的很感慨，我還有機會再來嗎？當晚的星空，是最美

的星空，集合了回憶，快樂和感慨。我也不能永遠站在

那星空下，只能在心中默默用一句安慰自己：天下無不

散之筵席。回到那長廊，看見同學們都在做功課，玩

耍。看着他們，想起我還有不足一年便要離開培正，倍

增傷感。最後回房前說了句：別了，御耕苑，有緣再會。 

最後，我衷心感謝各位老師對我十天來的照顧，也

多謝三十九位同學帶給我很多美好的回憶。我不會忘記

你們任何一個，也不會忘記我最後一次來到北京育才交

流的每一個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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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信　汪嘉希

大不同，真的大不同。當我猶豫地把報名表投進只餘下
兩分鐘壽命的收集箱，我的假期已注定由「功課十日」或「休
閒十日」變成了「無限可能性的十日」。

一趟旅程回來，我常閉目回憶，那種人情和治學的體驗使我心中常樂滋滋的。

我並不是多言的人，尤其是家裏獨子，我大多時候都享受着自我的沈默。可是我愛結交朋友，能在
學校走廊中跟親切的面孔打招呼，回到教室後與深交的面孔打成一片使我深以為樂。這次，我跟北京的
朋友和培正的同學們結下了情緣。

在育才飯堂吃飯是每天例行生活，但在這平淡的環境中，便孕育了最珍貴的時光。沒有了上課天午
餐的焦慮，亦沒有旅行日那種時間的壓逼。就在這彷彿時間停頓了的虛幻空間中，我們互相張開懷抱，
真切地感受着友情的狂喜。

人情，亦包含着關懷。從長城而歸的那一天，我因為過度興奮地奔跑而着涼了，嗓子像流着熔岩般
不好受，我的聲音更為嚇人，就如一個氣若游絲的老鬼正垂死呼喊，恐怕我父母聽到這聲音也不能認出
我。老師和同學們面對不似人聲的我，並沒有一笑置之，卻立刻為我張羅，團長和喜明老師送我京都念
慈庵和喉糖，王佑中和楊樂心同學贈我蜜糖─人情盡見。 

唯一存活的中六學兄廖睿曦，未出發前在學校碰到他也未打過交道。在旅程中才發現他很活潑，他
的特點是那耀眼的笑容，其他中六同學告訴我他的笑臉很像鄭中基，我看或許有過之而無不及。後來得
悉我們在福音劇還有合作的時間，就倍增親切了。 

我發現北京同學在處理自己的外形真的相當馬虎，男生蘑菇頭和平頭者甚多，女生短頭髮亦不少，
沒有氣象萬千的髮型。相比個個英姿灑脫、嬌柔裝扮的培正同學，真是樸實很多。但他們的學習卻絕不
馬虎。他們的學習就是桌上永遠放着筆記本、腦筋隨時準備回應老師和高度的紀律性。有次語文科老師
節錄了四位同學的記敍文創作，然後要全班同學一起評鑑和打分。這種事情若在香港發生，很快便會出
現一片令人窒息的死寂，大家都尷尬地低下頭去。但在育才，叫人吃驚萬分就是一個接一個同學舉手發
言，後來更進展至發表議論的程度。有些同學只發現了些簡單的事實，也大無畏地發言，教我佩服得五
體投地。到現在我還覺不可思議，育才的同學激勵了我，讓我催迫自己─回到培正後也要學習他們勇
於發言的精神。 

另一個深刻體會，就是同學之間和師生之間的特殊關係。取笑文化在香港十分盛行的，咬音不正、
稀有失言……任何意外都會成為同學茶餘飯後的笑柄。為此，課堂上的敢言便變成了一種難堪的事情。
答對答錯答不出都容易被嘲弄一翻。在育才，同學的友愛並不是特別強，但出於純樸，都沒有甚麼居心。
待人以誠四字，我在這兒經歷到了。待人以誠帶出的學習效益，我也體驗到了。師生之間的關係也很奇
怪，老師無須刻意管制同學們的紀律，也不用濫施權威去恐嚇同學，同學就是有很高的自覺性。如此，
很多老師都能以長輩的身份跟大家交朋友，氣氛就如一家人在吃團年飯般，好不和諧。偌大的教室，就

像一個窩心的家。這種烏托邦，能在我的四
信班出現嗎？ 

就在這十天，我歡笑的時間比我呆在香
港十個月還要多。我十分感謝團長和團員伴
我度過的時間，我每天都帶着歡愉的心情度
過。這十天絕不枉費。我發現自己的胸襟真
的變得宏大了，現在的我會為有價值的事而
犧牲。回到香港後，我參加了東坪州的考察
活動，又看了 Drama Night，很多我從未考
慮過的都發生了。在抉擇上我變得更勇往直
前，也變得更成熟了。 

  未出發前我常納悶：「怎麼可能有同
學去了一次，還會去第二次呢？」現在我明
白了。美妙的樂章，總值得一再回味吧。嘉
希向全團五十位團友致敬。



75

中二光　樊昕霖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日，我們在忙碌中的香港，

飛住北京了！

到步後，我們呼吸着北京的空氣，先習慣一下他們的生活節奏，對比於香港，北京可

說是優閒哦！接着，我們參觀國家奧運場館—鳥巢。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開幕時，我根

本沒有想過自己能踏足這一項偉大建築呢！

翌日，我們立刻到學校上課，同學們都為我們拍掌。我心想：如果他們到香港交流，

我們香港的同學會這樣做嗎？而北京同學也主動跟我們談話，即使我們的普通話不是太

好，但他們也十分努力地翻譯我們的「外星文」，完全展現了他們的好客之道，令我有點

慚愧。 

四月二日，我們參加了先農壇的祭祀先農儀式，過程簡單而嚴肅。北京的天壇和地壇

十分宏偉，可是，先農壇卻十分小，只在古代建築博物館內，令我聯想到，中國以農立國，

但國家太着重於經濟和政治等大範圍 , 而忘掉在背後默默耕耘的農夫們，這一次的祭祀先
農儀式正正提醒我們不要忽略農業的重要性。  

而最令我難忘的一餐，就是到全聚

德烤鴨店進膳，那裏的烤鴨可說是無可

媲美，我自己在香港經常都批評國產

貨，可是，來過北京，我發現雖然真的

有些是中國人做得不足的，可是，很多

東西都做得十分好，我發現中國人是絕

對有水準做好每一件事的，只是可能不

夠細心，很多細微的地方都沒有留意，

以致被我們標籤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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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優秀同學獲傑出學生獎

中六信勞保儀同學獲九龍城區傑出學生

獎，她在校內多年擔任級社社長，又積極參

加各項課外活動，表現出色，多年來均代表

學校參加學界羽毛球賽，曾獲得團體冠軍，

為校增光；此外，勞同學的學科成績卓越，

在二零零九年度中學會考獲六優成績，獲大

學拔尖計劃取錄。

當日五位得到九龍城區之傑出學生與主禮人
合照

培正中、小學生與葉校長及主禮人合照

葉校長和勞保儀同學的家人到場恭賀。

中四正吳彥琪同學獲獅球教育基金主辦

之傑出學生殊榮，吳同學過去積極參與活

動，校內成績名列前茅，曾代表香港參加國

際電腦及數學比賽獲得獎項，頒獎典禮將於

六月二十六日舉行。另外，中四王佑中及潘

星雅在是次選舉中，亦進入最後四十名，成

績不俗。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獎章

本校舉辦「聯校全方位野外領袖訓

練」，此活動獲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資助，本

校有三十多位中二、三同學參加，本年考獲

銀章的同學有中六虞柏燊及中四潘星雅。

虞柏燊同學正準備登上黃山

我校同學進行野外鍛練時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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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分組認識

「 聯中饑饉」 活動帶出扶貧關愛訊息

一年一度「聯中饑饉」活動於三月十四

日假浸會園舉行，活動主題為「為孩子帶

來希望」，世界宣明會及籌委學校之學生義

工，安排全日之體驗活動及分享扶貧訊息，

本校參加同學共有三十多名。

港澳培正聯合舉辦海上歷奇活動

港澳培正中學於五月八至九日聯合舉辦

學生海上歷奇活動，主題包括「認識香港地

質公園」及「團隊精神訓練」，學生乘坐乘風

航「歡號」在香港沿岸進行活動，兩日愉快

的活動，讓港澳同學留下美好回憶。

乘風航「 歡號」 仿古帆船

海上歷奇活動

香港地質公園近距離接觸

虞柏燊、譚希晉及劉珏笙同學在安
徽黃山進行團體生活科活動時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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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紅藍傑出運動員頒獎典禮

由培正體育會主辦，紅藍傑出運動員頒

獎禮於五月八日順利舉行，由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助理秘書長鍾樹培先生擔任主禮嘉賓，

出席的頒獎嘉賓包括前中國女排運動員張萍

小姐（ 2004 雅典奧運冠軍）、同學會方潤江
副會長、家教會盧建菁主席及中學葉賜添校

長、小學李仕浣校長等。當日頒發全年男、

女子最佳運動員、最佳進步隊伍及最進步運

動隊伍等獎項。

傑出運動員得獎名單

中學組男子全年最佳運動員
劉達浠 ( 中三信 ) 
鄧柏駿 ( 中七愛 )

中學女全年最佳運動員 呂麗瑶 ( 中三信 )

中學組全年最進步運動隊伍 籃球隊、越野隊

中學全年最佳運動隊伍 女子游泳隊

男 女

中學組足球 陸子鏗(中四望) －

中學組排球 簡祺峯(中四善) 梁樂霖(中四光)

中學組游泳 柯銘浩(中五善) 郭文曦(中四善)

中學組籃球 馬駿傑(中六愛) 黃夢雨(中四望)

中學組田徑 葉文熙(中四善) 呂麗瑤(中三信)

中學組乒乓球 黄鈞堯(中四光) 蔡倩怡(中二光)

中學組羽毛球 林政逸(中三愛) 雷曉盈(中七望)

中學組舞蹈 － 胡曉彤(中四愛)

中學組沙灘排球 鄧柏駿(中七愛) 馬樂怡(中六信)

中學組野外定向 郭建均(中三光) 潘星雅(中四善)

中學組拯溺 劉達浠(中三信) 衛穎珊(中四善)

中學組網球 馮子琛(中三望) －

中學組越野 何晉熙(中二愛) 呂麗瑤(中三信)

中學組體操 － 伍婉然(中三愛)

中學組保齡球 李肇俊(中五善)

港 隊 精 英 榮 譽 獎

香港青少年韻律泳代表隊 彭芷睛 ( 中二光 )

香港青少年野外定向隊代表 潘星雅 ( 中四善 ) 
2010 亞洲野外定向錦標賽獲短途、中距離、長途及
接力四項金牌   

香港青少年野外定向隊代表 郭建均 ( 中三光 )
2010 亞洲野外定向錦標賽獲中距離金牌

香港學界埠際田徑比賽代表，獲一金一銀成績 呂麗瑤 ( 中三信 )  

香港學界埠際曲棍球比賽代表 俞志偉 ( 中三望 )

代表香港參加花式溜冰比賽 李厚然 ( 中三善 )

代表香港參加亞洲青少年體操錦標賽 伍婉然 ( 中三愛 )

學界體育聯會助理秘書長
鍾樹培先生致辭

培正體育會黃裕昌主席陪同前
中國女排運動員張萍小姐頒發
港隊榮譽獎予郭建均同學

家教會盧建菁主席頒發女排
優異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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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仕浣校長頒發女子游泳優異
運動員

鍾樹培先生頒發最進步隊伍 ( 籃球隊 ) 全體得獎同學大合照

鍾樹培先生頒發全年最佳隊伍 
( 游泳隊 )

葉賜添校長頒發男子田徑 
優異運動員

亞洲野外定向錦標賽獲五金成績

中四善潘星雅及中三光郭建均同學代表

香港參加在日本舉行之亞洲野外定向錦標賽

獲五金成績，潘同學在 W16 組長、中、短
途及接力賽中，擊敗中國及日本代表，勇奪

四面金牌，另外郭同學在 M16 組中距離比
賽同樣奪得冠軍。

潘星雅同學於日本比賽整裝待發

郭建均 ( 左一 ) 及潘星雅 ( 左四 ) 於中距離
賽中齊奪冠軍

參與比賽之香港隊成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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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培 正 中 學

二零零九年度第一學段中一至中四及中六優異生及勤學生名單
優異生：

中一信
中一望
中一愛
中一光
中一正

彭泳汶
梁卓智
陳思晴 王沅翊
蘇琬婷
許英洋

中二信
中二愛
中二光
中二善
中二正

麥子俊
符菀芯 盧卓賢 彭欣穎 嚴燕妤
招建霆 吳俊羲 
楊荔嫣 虞姬璽 
陳沛熹 許早恩 李奕熙

中三信
中三望
中三愛
中三光
中三善
中三正

蕭駿軒 曾　皓 
夏健祺 李俊儀 謝志朗
區健聰 馮以諾 林浩宏 伍穎柔
周俊熙 劉曉彤 王筠淇
周曉昌 許嘉汶 張嘉琳
賴曉霖 李樂怡 林雲彩

中四信
中四愛
中四善
中四正

汪嘉希
梁嘉俊
王佑中
吳彥琪

中六望 黃楚君

勤學生：

中一信
中一望
中一愛
中一光
中一善
中一正

陳　卓 陳銘灝 陳達臻 張筱瑜 何倩珩 江郁妍 李添樂 徐　曳
林曉茵 曾慶寧 曾加樂
張穎琦 錢嘉晞 朱立賢 何愷盈 溫凱翹 袁曉晴 
李曉洋 潘梓杰 蕭凱茵 戴麗盈 余迪舜
陳彥彰 范愷逸 梁碩軒 蘇　翠 譚芷欣 楊皓晴 
區曉琳 朱曉惠 鍾凱妍 林沛欣 梁璥璁 易維濱

中二信
中二望
中二愛
中二光
中二善
中二正

鄭晉宏 李雋義 杜雋饒 徐蔚庭 
區展豪 陳兆康 張皓揚 姚逸思 羅蕙寧 李皓婷 梁穎端 黃子豐
趙尹韜 夏樂兒 何晉熙 李衍萱 曾路得
蔡倩怡 朱朗然 樊昕霖 姜楚灝 賴映彤 蘇潔瑩 司徒永彥 黃進業 姚嘉榮 阮冠樂
陳昕寧 李倩彤 梁悅筠 吳文熙 黃嬿瑜 任志立
張竣祺 郭思宇 林顯恩 劉菁堯 連穎琛 麥君愉 潘力行 黃卓琪 王亮峰 葉頌弦

中三信
中三望
中三愛
中三光
中三善
中三正

陳俊熹 鄭喻升 周珮婷 劉偲藝 梁曉欣 梁亦瑜 莫景誠 吳皚純 吳倩儀
曹承謙 關倩琦 羅庭鋒 李營邦 葉璦媛 
區家麒 張鑑榮 黎乙生 梁逸鴻 呂文熙 黃敦為 葉杏文 許懐恩
陳榕珍 梁家善 梁敏灝 呂卓徽 王月瑩 黃偉樑 楊展鋒 易維汗
張嘉琳 梁凱琪 梁殷瑜 老兆熙 文凱晴 司徒紫瑩 
陳嬿淇 鄭鈞澤 周易旻 侯諾憲 李宗浩 李天欣 吳世鏘

中四望
中四愛
中四光
中四善

中四正

鄭爾臨 潘亦真 尹騏峯 
陳謙柔 梁家姸 胡曉彤 余頴彤
陳亮庭 鄭聖諭 何展聰 林駿堯 林恩庭 梁樂霖 梁瑋宜 黃穎妍 吳嘉怡
朱泳暉 何　敏 葉文熙 簡祺峯 賴淳暐 劉智行 劉嘉淇 盧子和 呂柏穎 蕭韻蓉
譚逸嵐 鄧若蘅 黃靖嵐 楊樂心 嚴樂媛 
鄭嘉銘 蔣康盈 周澔楊 祝澔廉 關韻婷 熊儆亮 勞翰楹 李伯健 羅梓泓 馬飛揚
莫灝明 譚嘉裕 譚以諾 鄧青琳 曾俊喬 黃梓維 黃以心 余子羊

中六信
中六望
中六愛

區穎璋 勞保儀 
陳榕翠 鄭靖家 馮承駿 李子健 李啟業 李蔚瑤 廖睿曦 吳珊珊 施凱雯 葉凱銘
馮子羚 關寶姿 李熙恩 馬梓峯 麥曉晴 黃樂欣 胡諾民 邱秉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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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2010 年度本校學生參加校際比賽得獎錄

學  術  類
活 動  /  項 目 組 別 獎 項 參 賽 者 主 辦 機 構
香港傑出學生選舉 中學組 全港傑出學生 吳彥琪 獅球教育基金

九龍城傑出中學生選舉 中學組 傑出獎 勞保儀 九龍城區校長會

第四屆「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中學組
優秀學校大獎
優異獎

香港培正中學
香港教育學院
理性溝通研究及 
發展計畫

第六屆 
全港校際經濟辯論比賽

- 季軍 香港培正中學 香港聯校經濟學會

扶輪禁毒盃
中學校際辯論比賽

- 亞軍 香港培正中學 扶輪社

第六十一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普通話詩詞集誦
冠軍 二望班同學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季軍 二善班同學

粵語散文集誦 亞軍 一善班同學

粵語二人朗誦

冠軍

陳詠欣、何愷寧

張家榕、陳穎妍

梁悅筠、馮琬愉

鄭聖諭、梁樂霖

亞軍

江珮儀、何慕靈

歐陽曉兒、梁瑋宜

歐陽嘉琪、謝明君

鄧瑋堯、陳浩暉

季軍
陳榕翠、花紫盈

陳映熹、虞姬璽

普通話散文獨誦

冠軍 張家榕、周珮婷

亞軍 吳皚純、楊惠琳

季軍 余心怡

粵語散文獨誦 亞軍 朱朗然

第四屆「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預科小組討論
卓越論手獎 黃卓妍

香港教育學院

理性溝通研究及 
發展計畫

優異獎 黃卓妍、李蔚瑤

預科備稿演講 
(普通話 )

卓越表現獎 鄭治煒

優異獎 鄭治煒

預科即席演講 
(普通話 ) 優異獎 鄭治煒

預科備稿演講 
(粵語 )

總冠軍 李蔚瑤

優異獎
李蔚瑤、陳榕翠、鄭治煒、
莫君怡、勞保儀、胡諾民、
區穎璋、廖睿曦、許家欣

預科經典朗讀 優異獎 廖睿曦

預科政策辯論 優異獎 區穎璋、陳榕翠

會考及
中學文憑
小組討論

優異獎

蘇朗希、鄧瑋堯、鄧明怡、
鮑意穎、梁曦彤、陳麒匡、
鄭栢軒、曹尚聰、馮詠德、
張天禮、馬紫珊、何愷霖、
趙文瀚、張愷晴、鄭浩賢、

鄭曉峯、歐陽天富
香港教育學院

理性溝通研究及 
發展計畫會考及中學文憑

備稿演講

總冠軍 馮詩雅

優異獎 馮詩雅、鄭  由

會考及中學
文憑經典朗讀

優異獎
謝達榮、唐英時
羅子謙、黃詩恩
梁家栩、胡子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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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初中備稿演講 
(普通話 ) 優異獎 吳皚純

香港教育學院
理性溝通研究及 
發展計畫初中備稿演講 (粵語 ) 優異獎 李天欣

第六屆當代作家
詩文朗誦比賽

詩歌獨誦 亞軍 張洛韻 蔡麗雙博士詩文朗
誦協會、香港朗誦
藝術語言中心和香
港當代文學研究會

詩文對誦 亞軍 康晴、譚安婷

香港語言及藝術學院 2010
中小學幼稚園 
普通話朗誦比賽 

中學組 金奬 張家榕
香港語言及 
藝術學院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全港
青年中國古詩詞朗誦比賽

粵語初中組 亞軍 張家榕 國際聯青社

第三十五屆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演講比賽

即席演講 (公開組 ) 優異獎 陳榕翠、葉凱銘
國際聯青社

初中組 (粵語 ) 優異獎 劉述欣

第八屆 
全港青少年演講比賽

冠軍 葉凱銘
北角街坊會達海書

院及加信書院
季軍 胡子禾

優異獎 陳榕翠、張洛韻

第十二屆
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九龍區初中組 優異獎 黃敏靈
新市鎮文化教育 

協會

「持續發展創明天」

全港學生演講比賽

中學甲組 (普通話 )
冠軍 張家榕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
社會服務中心

殿軍 王筠淇

中學甲組 (廣東話 )
亞軍 羅善瑜

殿軍 周珮婷

優異獎 張家榕

即時演講 (預科組 ) 亞軍 區穎璋

全港校際 
即席演講比賽

預科組 冠軍 區穎璋 聖若瑟書院

第二十五屆星島盃 
全港校際辯論比賽

第一回合初賽 最佳答問員 葉凱銘
星島報業

第二回合初賽 最佳辯論員 陳榕翠

扶輪禁毒盃

中學校際辯論比賽

第一回合初賽
最佳辯論員 趙文婷

扶輪社

最佳答問員 趙文婷

第二回合初賽
最佳辯論員 趙文婷

最佳答問員 趙文婷

第三回合初賽 最佳答問員 趙文婷

第四回合初賽 最佳辯論員 趙文婷

準決賽
最佳答問員 趙文婷

最佳辯論員 趙文婷

決賽 最佳辯論員 陳榕翠

第六屆全港校際
經濟辯論比賽

第一回合初賽 最佳辯論員 區穎璋
香港聯校經濟學會

第三回合初賽 最佳辯論員 趙文婷

辯論友誼賽─
培正 VS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最佳辯論員 陳榕翠

本校與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辯論友誼賽─
培正 VS九龍華仁書院 最佳辯論員 林蘭蕊

本校與 
九龍華仁書院

辯論友誼賽─
培正 VS.彩虹村天主教英文

中學
最佳辯論員 梁悅筠

本校與彩虹村天主
教英文中學

「健康原動力」無毒計劃
標語創作比賽

高中組 亞軍 余穎欣
路德會包美達中心
小組及社區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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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聯校文學創作比賽

高級組
散文

亞軍 蔡依彤
協恩中學、民生書
院、英華書院、培
正中學、喇沙書院、
聖芳濟書院、瑪利
諾修院學校

高級組
微型小說

亞軍 李恩頌

「文學之星」中國中學生

作文大賽 (香港賽區 ) 

初中組
銀獎 余迪舜

香港中華文化

促進中心

優異獎 彭韾婷、羅庭鋒

高中組

金獎 蕭韻蓉

銀獎 李熙恩

優異獎 劉嘉淇

百年中國校際

問答比賽
中學組

隊際全場冠軍
盧伏夷、區穎璋、 
許沛詮、歐陽嘉琪

香港歷史博物館
個人全場
最高分數獎

盧伏夷

聯校天文問答比賽 初級組 季軍
余子羊、王佑中

葉曉欣
香港聯校天文協會

2009-2010國際初中科學 
奧林匹克─香港選拔

團體殿軍 香港培正中學
教育局資優教育
組、香港數理教育
學會及行政長官卓
越教學奬教師協會

一等獎 李皓婷

二等獎
周子朗、李雋義
梁卓智、楊皓晴

易維濱

2009-10香港科學青苗獎 科學知識測驗

一等奬 蕭駿軒

教育局、香港數理
教育學會、香港教
育工作者聯會、香
港資助小學校長
會、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學院校友會與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
奬教師協會

三等奬
李奕熙
陳沛熹

科學通識年賽 2010 科學通識盃 嘉許狀
蕭韻蓉、王佑中
吳彥琪、熊儆亮

通識年賽有限公司

2009女子數學奧林匹克
(在福建廈門市舉行 ) 個人賽 銅獎 馬紫珊

中國數學會 
奧林匹克委員會

澳洲數學比賽

Austral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中級組 PRIZE 區家麒

澳洲數學基金會

高級組

HIGH 
DISTINCTION

韓文軒

中級組
勞翰楹、吳彥琪 
梁偉權、馬紫珊

初級組
易維濱、潘嘉永 
任志立、張竣祺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2009 
香港選拔賽

個人賽 銀獎 陳柏熙
教育局國際數學奧
林匹克香港委員會

2009-2010全港青少年 
數學精英選拔賽

個人賽
一等獎 潘嘉永 黎乙生

保良局香港數理教

育學會
二等獎 區家麒、蕭駿軒、賴曉霖

團體賽 優異獎
潘嘉永、黎乙生、區家麒

蕭駿軒、賴曉霖

第九屆培正數學邀請賽

個人賽中一組 優異獎 余文瀚

培正中學主辦

培正教育中心和

數學資料庫協辦

個人賽中二組 優異獎 張竣祺、樊昕霖

個人賽中三組 優異獎 區家麒、賴曉霖

個人賽中四組 優異獎 吳彥琪、張朗生

個人賽中一組 銅獎 陳達臻、易維濱

個人賽中二組 銅獎 潘嘉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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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培正數學邀請賽 團體賽 優異獎

余文瀚、張竣祺、樊昕霖
區家麒、賴曉霖、吳彥琪
張朗生、陳達臻、易維濱

潘嘉永

培正中學主辦
培正教育中心和
數學資料庫協辦

第二十七屆香港數學競賽

初賽個人賽 三等獎 勞翰楹 張朗生

教育局
香港教育學院

初賽團體賽 九龍二區亞軍
吳彥琪、關韻婷、張朗生
鄭嘉銘、李伯健、勞翰楹

決賽團體賽 優異獎
吳彥琪、關韻婷、張朗生
鄭嘉銘、李伯健、勞翰楹

第二屆香港中學數學 
創意解難比賽

準決賽團體賽 優異獎
司徒加珩、陳達臻
易維濱、朱立賢

香港教育 
工作者聯會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資優教育組

美國史丹福大學
EPGY 資優生選拔大賽

2010 
個人賽 優異獎

陳達臻、楊皓晴、易維濱
樊昕霖、任志立、李宗浩

資訊小博士資優兒
教育培訓 香港行政
及教育中心

2009世界數學測試

個人賽
優異獎 趙尹韜、樊昕霖

香港科技大學            
世界數學測試亞洲

中心

金獎獲獎學金 樊昕霖

個人賽 
（解難分析卷）

良好獎 趙尹韜

優異獎 樊昕霖

精英邀請賽 金獎 樊昕霖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0 
（香港賽區）

個人賽
一等獎 陳達臻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特等獎 潘嘉永

2010年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及比賽

2010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and 

Assessments for Schools

中二組數學科
MEDAL

任志立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中三組數學科 區家麒

中一組數學科

HIGH 
DISTINCTION

王沅翊、余文瀚、易德生
楊皓晴、鍾凱妍、黃昱林

易維濱

中二組數學科
潘嘉永、吳俊羲、陳昕寧
陳沛熹、張竣祺、林顯恩

潘力行

中三組數學科
蕭駿軒、馮以諾、黎乙生

林浩宏、賴曉霖

中四組數學科
梁嘉俊、王佑中、張朗生

吳彥琪、黃梓維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09 /2010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Adjudicators’ 
Award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Hong Kong Art 
School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Award for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Award for 
Outstanding 

Director

Chan Shui Ki, Jessica 
Chan Him Yau, Hannah

Award for 
Outstanding Actor Hui Ying Yeung, Simson 

Award for 
Outstanding 

Actress
Chan Him Yau, Hann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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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09 /2010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Award for 
Outstanding Script Cheung Ho Ka, Edgar Hong Kong Art 

School

The 61st Hong Kong School 

Speech Festival 2009

Solo Verse

1st Kwong Siu Ting Angie 

Hong Kong School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2nd

Fan Lucie Kaiyi 
Lam Hin Yan
Liu Tsz Wing

Wang John Yau Chung

3rd

Lam Tsz Kiu
Lee Kiu Wing

Cheung Si Long Sharon
Lam Jeannie 
Wong Yin Yu

Chan Him Yau Hanah 
Felice Chap

Dramatic Duologue

1st Lam Chun Yiu 
Lam Koon Ho 

2nd

Lam Hin Yan
Wang John Yau Chung 
Lam Edward Chi Hang 

Wong Ka Hei

3 rd Kan Ki Fung
Leung Ka Chun

Public Speaking

2nd

Phyllissa Chan 
Vanessa Sze
Julian Tam

Chan Shui Ki 
Wong Cho Kwan

Tam Hey Juan Julian

3rd

Szeto Jacqueline Elizabeth 
Chan Pak Hay
Fung Sze Nga
Ng Ho Fung

Au Wing Cheung 
Lo Po Yee 

Chan Yung Chui Phyllissa 
Cheng Ching Ka 
Fung Shing Chun 

Liu Yui Hei 
Sze Hoi Man

11th (2010-2011) 
NESTA-SCMP Debating 
Competition Round One

Open Best Debater 
Award John Wang NESTA-SCMP

11th (2010-2011) 
NESTA-SCMP Debating 
Competition Round Two

Open Best Debater 
Award Phyllissa Chan NESTA-SC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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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 
2009 中學組

出線亞太區賽  Asia 
Pacific ICT Awards 

(APICTA)
吳松然   莫灝暉 互聯網專業協會

學習如此多紛 2010
程式編寫及專題研習 

設計比賽 

高級組
類別一等獎
最具創意獎

馬梓峯   劉珏笙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高級組
最具創意獎
類別二等獎

馮子羚   麥曉晴 
黃樂欣

高級組 最佳資料處理獎
吳杰聰   陳  正 
馮恩誠 

校際系統建模與 
優化競賽 2010 - 冠軍 黃梓維   房嘉謙 中文大學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
競賽 2009 - 代表香港參賽

沈亦軒   蘇栢揚 
陳栢熙 中國計算機學會

國際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International Olympiad in 
Informatics) 2009

-
銀獎 韓文軒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IOI
銅獎 陳栢熙   羅維漢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2010

學校大獎 冠軍 香港培正中學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教育局

香港大學計算機科學系

高級組

金獎 韓文軒   陳栢熙 

銀獎
楊善鈞   蘇栢行
梁浩然 

初級組

金獎 陳逸鈞   黃梓維 
銀獎 黎乙生   吳彥琪

最佳首次參賽選手 陳逸鈞 

Canadian Computing 
Competition – Hong Kong 

Contest 2010

高級組
Winner’s Certificate 韓文軒

香港大學計算機科學系
Honorable Mention 陳栢熙

初級組
Certificate of Distinction 劉珏笙 

Honorable Mention 黎乙生 

藝   術   類
活 動  /  項 目 組 別 獎 項 參 賽 者 主 辦 機 構

香港學校戲劇節 廣東話

傑出男演員獎 梁仲恆

教育局

傑出女演員獎 蘇朗希

傑出舞台效果獎

何熹霖　蘇朗希

梁仲恆　張民樂

鄺敬謙　譚皓文

柳皓晞　林彥昌

梁浩賢　何卓穎

呂紈漫　吳頌元

傑出合作獎

何熹霖　蘇朗希

梁仲恆　張民樂

鄺敬謙　譚皓文

柳皓晞　林彥昌

梁浩賢　何卓穎

呂紈漫　吳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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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創意思維活動

第三組別

(19歲以下 ) 最佳創意獎

陳卓軒　虞柏燊
李雋曦　張鑑榮
梁殷瑜　何美善
陳卓嬈　莊蓓恩

香港青年協會

第二組別

(15歲以下 ) 第五名

岑穎詩　伍穎柔
陳瑋琦　陳卓豐
梁穎端　黃歡欣

陳灝頤

第四十六屆

學校舞蹈節
中學組 (現代舞 ) 乙級獎

周芷晴　陳子芊
冼康澄　鄭婷殷
林靜莉　聶莊誼
彭馨婷　謝婉盈
吳皚純　潘亦真
劉凱俐　胡曉彤
嚴樂靖　劉曉蓁

教育局及香港學

界舞蹈協會

第六十二屆

香港校際音樂節

鋼琴二重奏 
（高級組）

冠軍 梁逸鴻　曾頌霖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木片琴獨奏 
（中學組）

冠軍 王沅翊

鋼琴獨奏（七級組） 亞軍 陳天訢

鋼琴獨奏（六級組） 亞軍 張皓揚

木笛二重奏
（中學組 - 19歲或 

以下）
亞軍 莫君怡　莫灝暉

笙獨奏（深造組） 季軍 彭軍皓

小提琴獨奏 
（七級組）

季軍 盧位伯

鋼琴獨奏（六級組） 季軍 蘇翠

2009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管樂團 
（中學中級組比賽）

銀獎 銀樂隊

音樂事務處
弦樂團 

（中學組比賽）
銅獎 弦樂團

「活出精采、健康人
生」全港原子筆 
中文書法比賽

嘉許狀 林沛餘　林沛欣
香港仔街坊福利
會社會服務中心

第十屆芳草杯少兒
書畫大賽

書法中學組 銀獎 李雋義 香港紅荔書畫會

首屆「溢美童心」
全國青少年兒童 
書畫大賽

金獎 李雋義
長沙市教育局、
長沙市文學 
藝術界聯合會

第二屆校園藝術 
大使計劃

校園藝術大使 校園藝術大使 陳詠欣
香港藝術
發展局

「薪火相傳：中華文
化探索與承傳」 
國民教育交流計劃

學生勞作 
創作比賽

優異獎 陳熹埕 教育局

「信心存摺」2009-
2010繪畫比賽 - 二等獎 徐曉恩

艾斯爾國際文化
交流（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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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類
活 動  /  項 目 組 別 獎 項 參 賽 者 主 辦 機 構

學界籃球錦標賽

(第三組 )
(九龍二區 )

女子團體
冠軍

女子籃球隊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女甲

女乙 季軍

女丙 第五名

學界籃球錦標賽

(第三組 )
(九龍二區 )

男子團體 冠軍名

男子籃球隊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男乙 季軍

男丙 季軍

學界手球錦標賽

(第一組 ) 女甲乙 第五名 女子手球隊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學界羽毛球錦標賽

(第二組 ) 女甲 冠軍 女甲羽毛球隊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學界乒乓球錦標賽

(第三組 ) 女乙 殿軍 女乙羽毛球隊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學界網球錦標賽

(第二組 ) 男子組 亞軍 男子網球隊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學界沙灘排球 
錦標賽

男子組 季軍
倪梓峰　鄧柏駿
羅兆均　簡祺峯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學界排球錦標賽

(第二組 )

女乙 冠軍

女子排球隊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女丙 冠軍

女子團體 冠軍

學界男子足球 
錦標賽 (第三組 )

男子團體 季軍
男子足球隊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男丙 季軍

學界游泳錦標賽

(第二組 )

女甲 50米背泳 殿軍 陳穎頤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女乙 50米蛙泳
女乙 100米蛙泳

亞軍
季軍

衛穎珊

女乙 50米自由泳
女乙 50米蝶泳

冠軍
冠軍

郭文曦

女乙 50米背泳
女乙 50米自由泳

季軍
殿軍

陳瑋琪

女乙 50米蝶泳
女乙 200米個人四式

殿軍
亞軍

李蘊琛

女丙 50米蝶泳
季軍 蔡梓瑩

殿軍 翟朗炘

學界游泳錦標賽

(第二組 )

女乙 4 x 50米四式接力 亞軍
郭文曦　陳瑋琦
李蘊琛　衛穎珊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女丙 4 x 50米四式接力 季軍
翟朗瑩　蔡梓瑩
林天欣　翟朗炘

女乙 4 x 50米自由接力 季軍
李灝茵　黃宣瑜
黃芷銦　吳倩儀

女丙團體 季軍 女子丙組游泳隊

女乙團體 冠軍 女子乙組游泳隊

女子團體 亞軍 女子游泳隊

學界田徑錦標賽

(第一組 )

女乙 100米欄 冠軍
呂麗瑤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女乙 200米 冠軍

女丙 100米欄 季軍 郭卓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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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類
活 動  /  項 目 組 別 獎 項 參 賽 者 主 辦 機 構

  學界埠際田徑 
錦標賽

女乙 100米欄 冠軍
呂麗瑤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女乙 4x100米 亞軍  

學界田徑錦標賽

(第二組 )

男甲 400米欄 亞軍
鄧柏駿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男甲 110米欄 季軍

男甲 100米 季軍
葉文熙

男甲 110米欄 亞軍

男甲標槍 亞軍 羅兆均

男乙 100米 冠軍 林學文

男乙 100米 冠軍
陳奕熙

男乙 100米欄 冠軍

男乙跳高 冠軍 李厚賢

男乙鉛球 冠軍
譚翊民

男乙鐵餅 季軍

男乙鐵餅 殿軍 盧子和

男乙 400米 殿軍 何晉熙

男乙 4x100米 亞軍
陳易呈　林學文
錢澄　陳奕熙

男乙 4x400米 季軍
蔡君偉　曾皓文
梁逸鴻　何晉熙

男丙 100米 冠軍 蔡寶珩

男丙 100米欄 亞軍 劉睿正

男丙 1500米 殿軍 羅志昊

男丙鐵餅 亞軍 湯浩賢

男丙鉛球 季軍 戴君豫

學界越野錦標賽

(第三組 )

女子甲組 亞軍 黃夢雨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女子乙組 冠軍 呂麗瑤

女子乙組 亞軍 黃芷銦

女子乙組 殿軍 吳彥琪

女子丙組 冠軍 蔡梓瑩

女子丙組 亞軍 胡子苗

男子乙組 冠軍 何晉熙

男子丙組 亞軍 羅志昊

女子甲組 亞軍 黃夢雨

學界拯溺比賽
男乙 100米穿蛙鞋

運送假人
季軍 劉達浠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學界拯溺比賽 男甲 4x50米混合接力 殿軍
鄭晉彥　柯銘浩
倪詠信　李均悅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學界野外定向錦標賽

(九龍區 )

男乙 冠軍 郭建均

香港野外定向總會

女乙 冠軍 潘星雅

女丙 季軍 陳嘉瑩

男乙團體 季軍

培正男子定向隊男丙團體 季軍

男子全場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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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類
活 動  /  項 目 組 別 獎 項 參 賽 者 主 辦 機 構

學界野外定向錦標賽

(九龍區 )

女甲團體 亞軍

培正女子定向隊 香港野外定向總會
女乙團體 亞軍

女丙團體 亞軍

女子全場 亞軍

全港青少年野外定向
錦標賽

精英組男乙 亞軍 郭建均

香港野外定向總會

精英組女乙 冠軍 潘星雅

新秀組男丙 季軍 樊昕霖

精英組女乙團體 季軍
培正女子定向隊

精英組女子全場 季軍

精英組男乙團體 季軍 培正男子定向隊

2009年度兒童
定向錦標賽 (九龍區 ) 男丙 亞軍 曾憲聰 香港野外定向總會

2009-2010年度野外
定向錦標聯賽

女子 16歲組 冠軍 潘星雅
香港野外定向總會

男子 14歲組 冠軍 郭建均

亞洲野外定向
錦標賽

女子 16歲組長距離賽 冠軍

潘星雅 亞洲區野外定向 
聯盟 (日本 )

女子 16歲組中距離賽 冠軍

女子 16歲組短距離賽 冠軍

女子 16歲組接力賽 冠軍

男子 16歲組中距離賽 冠軍 郭建均

學界體操比賽

女子中級組自由體操 冠軍

伍婉然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女子中級組高低槓 冠軍

女子中級組平衡木 冠軍

女子中級組跳馬 冠軍

女子中級組全能 冠軍

學界保齡球比賽 個人賽 冠軍 李肇浚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服   務   類
活 動  /  項 目 組 別 獎 項 參 賽 者 主 辦 機 構

義工服務

團體 金獎 香港培正中學

社會福利署義務工作統籌課推

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

銀獎 鄧俊謙   李殷綝   林欣欣   陳詠欣   李熙恩

銅獎

丁盈文   林顯恩   馮詩詠   伍銳熹   呂文熙
黃敏靈   葉杏文   張嘉琳   周易旻   何慕靈
陳恩緯   劉梓安   鄺敬謙   陳亮庭   陳耑婷

鄧若蘅   勞翰楹   譚嘉裕

香港青年獎勵

計劃

金章 譚希晉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銀章 虞柏燊　潘星雅



　　六望劉俊希及三善劉政希同學代表香港於五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前往馬來西亞，參加「第二十一屆亞洲青
年發明家展覽」。劉俊希同學參賽作品共有兩件，分別是「防 手 刀」及「安全窗撐2010」；而劉政希則以「環
保唧唧樽」參賽。

　　在三天的展期中，兩人需要以英語、普通話或粵語，向評判、參觀者及其他參賽者介紹其作品。結果
三份作品均獲得金獎，而劉俊希同學的「防 手 刀」更擊敗百多位亞洲青年發明家，奪得全場唯一的世界
知識產權組織的「最佳青年發明家獎」。

星島日報報導星島日報報導
南華早報報導
南華早報報導

明報報導明報報導

劉俊希同學拿着「最佳年青發明家」大獎，

在攤位前與嘉賓合照劉俊希同學拿着「最佳年青發明家」大獎，

在攤位前與嘉賓合照

劉政希同學向評判介紹其作品

劉政希同學向評判介紹其作品
劉俊希在攤位展示其獲得之金獎及最佳青年發明家獎

劉俊希在攤位展示其獲得之金獎及最佳青年發明家獎

劉政希在攤位展示其獲得之金獎

劉政希在攤位展示其獲得之金獎

劉俊希同學向評判介紹其作品劉俊希同學向評判介紹其作品兄弟二人出發前在機場留影兄弟二人出發前在機場留影

91



　　面對土地「荒漠化」這個全球性環保議題，一羣小學生又可作出甚麼貢獻?針
對農民播種的效率及大型播種機器的不便，小五同學蔡一正、郭愷軒、何承諺共
同發明了PC種子特攻機。經實驗證明，以PC種子特攻機播種，比起傳統人手播
種方法有效十二倍，若配合另一發明―「種子球」，更有絕處逢生、久旱逢甘露
之效，威力相當驚人！此項發明讓他們在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小學發明品項目中奪
得一等獎。
 
　　在潮濕的天氣裏，用甚麼物品才能達到最佳的吸濕效果？小六李恩彤、彭曉晴、王
子希在她們奪取一等獎的科學論文裏，研究果皮、炭、貝殼等天然物品的吸濕效能，發
現果皮是最具吸濕效能的。她們的發現或許為防潮珠生產商帶來噩耗；但卻為一眾精明
慳家的主婦帶來喜訊。日後吃完橙後，可別小覷看似沒用的一塊果皮；一個小學生的小
發現也能為世界帶來石破天驚的改變呢！
 
　　不少人會為到三千煩惱絲頭痛，相信不少人也會有以下類似的經驗：「理髮師匠心獨
運，替你理髮，你仍然不滿意修剪後的髮型，巴不得回家後加以修剪額前的留海。奈何
自己學藝未精，弄巧反拙，把髮型弄得更糟後才發覺為時已晚。理髮後兩個星期內，面
如死灰的上班上課。頭髮一長，又啟動下一個噩夢的循環，塵世間最痛苦莫過於此！」小
六姚子晴為打破此宿命，在科學幻想畫中刻畫了一部腦電波操控的智能理髮機械人。人
們可隨心所欲，指示理髮機械人進行洗、剪、恤程序，效果理想之餘，又節
省了等候理髮師的時間。而她的作品亦成為科學幻想畫項目的一等獎。

　　總結本年參加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的成績甚為理想，有一百六十八
間小學參與，本校在超過三千件作品中包辦了發明品、科學論文以及科學幻
想畫的一等獎及二等獎。除此之外，還有一項三等獎及七項優異獎共十三項大
獎。因此本校亦同時取得優秀組織獎。而小五蔡一正同學更會進一步深入研製
超級PC種子特攻機，聯同小六劉俊希同學發明的安全窗架，代表香港小學生
出戰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與國家其他省市的小
學生較量切磋。

香港香港青少年青少年科技科技創新大賽創新大賽

幻想畫一等獎 - 小小髮型師幻想畫一等獎 - 小小髮型師

幻想畫二等獎 - 時空穿梭門幻想畫二等獎 - 時空穿梭門

幻想畫三等獎 - 綠色環保樹幻想畫三等獎 - 綠色環保樹

姚子晴獲幻
想畫一等獎
姚子晴獲幻
想畫一等獎 蔡一正、郭愷軒、何承諺

獲發明品一等獎
蔡一正、郭愷軒、何承諺
獲發明品一等獎

蔡一正、郭愷軒、何承諺接受無線電視台訪問蔡一正、郭愷軒、何承諺接受無線電視台訪問

本校囊括發明品、論文及幻想畫三個項目的一等獎本校囊括發明品、論文及幻想畫三個項目的一等獎

發明品一等獎 -PC 種子特攻機發明品一等獎 -PC 種子特攻機
發明品一等獎 ―
安全窗撐 2010
發明品一等獎 ―
安全窗撐 2010

論文一等獎 ―
天然吸濕器
論文一等獎 ―
天然吸濕器

論文二等獎 ―
天然染色
論文二等獎 ―
天然染色

李恩彤、彭曉晴、王子希在科大
校長陳教授手上接過論文一等獎
李恩彤、彭曉晴、王子希在科大
校長陳教授手上接過論文一等獎

92



　　六光姚芷晴及六真陳樂曦參加「小學中國語文菁英計畫

2009-2010」，獲得多項獎項，為歷年成績最佳。陳樂曦獲菁英金

獎（頭十名）及全場總冠軍（十名金獎當中第一名）、即席朗誦及短

講比賽冠軍、最佳創意大獎、創意演繹比賽季軍（聯同六真許穎

均、六誠邵詠菲及梁諾烜合演一分鐘話劇）；姚子晴獲菁英金獎（頭

十名）、創意寫作亞軍、創意演繹比賽亞軍（聯同六光湯東憲、房

穎儀、祝曉嵐、馮卓傑合演一分鐘話劇）。二人於四月七日至十二

日赴西安參加「中國語文菁英學習團」，由西安教育局安排重點學

校及特級教師為學生提供資優學習課程，並透過觀摩及交流，認

識當地教育狀況及加深對中國歷史、當地風土民情的了解。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比賽快要開始，二人在台上準備就緒，信心十足
比賽快要開始，二人在台上準備就緒，信心十足

兩人同時獲得菁英金獎，陳樂曦同學
更是「金獎中的金獎」，獲全場總冠軍

兩人同時獲得菁英金獎，陳樂曦同學
更是「金獎中的金獎」，獲全場總冠軍

創意演繹競賽季軍隊伍演出一分鐘話劇：笑談廣府話

創意演繹競賽季軍隊伍演出一分鐘話劇：笑談廣府話

創意演繹競賽亞軍隊伍演出一分鐘話劇：「偽」醫生應診
創意演繹競賽亞軍隊伍演出一分鐘話劇：「偽」醫生應診

大獲全勝，滿載而歸
大獲全勝，滿載而歸

姚子晴和陳樂曦與參加創意演繹競賽的同學

姚子晴和陳樂曦與參加創意演繹競賽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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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o is giving his speech in the competitionNiko is giving his speech in the competition

Niko Won the First Prize in Niko Won the First Prize in 
“21st Century CASIO Cup”“21st Century CASIO Cup”

Congratulations to Niko Tang Yiu-Kei, our primary 6 student! Niko won the first prize in the eighth “21st Century CASIO 
Cup” National High School and Primary English Speaking Competition Grand Final. 

Held from 25th to 27th April 2010 in Chengdu, the speaking contest was organized by 21st Century Teens and jointly 
sponsored by China Daily and CASIO Shanghai Co. Ltd. With more than 200,000 participants nationwide from nearly 30 
provinces (including Hong Kong and Macau), it is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events in Mainland China. For the 
primary session, the competition comprised two parts, prepared speech and Q&A. Each contestant had to give a 2-minute 
prepared speech on the topic “Hero in My Life” and then answered two questions raised from a panel of seven adjudicators. 

Among the 23 finalists, most of them regarded their family members such as mother, father and grandparents as the 
heroes. Some considered rescuers in the recent Qinghai earthquake as heroes. I was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wonderful 
performance of the contestants. They delivered their speeches fluently and confidently. This showe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speaking contest and the high English standard of the competitors.

As for Niko, he proudly presented his “Super mother” as his hero. With a calm but lively tone, his presentation was natural 
and vivid. All the adjudicators and audiences were attracted by his native accent and sincere voice. In the Q&A session, Niko 
manag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from the adjudicators with a sense of humor; and he conquered the challenge with the 
following lines: 

“If there is really a magic mirror, I don’t think I will really look in it 
because I don’t want to know my future now. I want to discover it myself.”

Everyone applauded loudly for his excellent performance. 

The English speaking competition provided a good 
opportunity for enhanc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standard 
and public speaking skills of teenagers. It was definitely 
an honor to b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reputable 
contest and got an award!

Miss Siu Hau-Yin

Niko won the first prize in the eighth “21st  Century CASIO Cup＂

Niko won the first prize in the eighth “21st  Century CASIO Cup＂

Niko and Miss Siu
Niko and Miss S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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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動 態

《 白蛇傳》活動報告

由三月下旬開始，白蛇傳已進入預演階

段，首先由「試裝日」開始，為使後台化妝工

作能順利進行，於三月二十七日舉辦了八小

時的訓練班，由粵劇組導師呂林志嫦女士舉

辦，全體演員家長齊集，學習基本化妝及著

裝，當日並進行試裝及拍攝造型照。學習成

熟後，於四月一日至九日上午九時至五時，

在北角新光戲院進行綵排日。為期九天集

訓式綵排，全體演員及中樂團同學均按時出

席。除進行音樂綵排及試裝綵排外，並聯同

「廣東粵劇院青年團」進行武術綵排。各同學

均落力參與，其嚴謹情況有別於日常排練。

在短短數日間，同學的舞台經驗增進不少。

四月十日是預演的重頭戲，眾演員聯同

中樂團同學、廣東粵劇院青年團及演員家長

合共百多人，於北區大會堂進行預演，按正

式表演程序進行綵排。由上午九時起，演員

開始化妝，而中樂團同學則與廣東粵劇院青

年團掌板樂師進行音樂排練。下午二時三十

分正式開演，各演員整裝演出，中樂團同學

於模擬樂池協助音樂綵排。各項舞台設備均

進行一次嚴謹試練，為七月正式表演作好準

備。活動完結後，眾演員更把握時間拍攝造

型照，以便作宣傳之用。

完成了預演後，宣傳攻勢接踵而來。

首先於四月二十日開始接受內銷門票認購，

由同學會代發八百份校友訂購表格，另發出

訂購表格予中、小學及幼稚園家長及同學。

上粉

上頭飾

畫眉

小生全妝

花旦妝雛型

粵劇組同學、中樂團同學及曾參加《白蛇

傳》問答遊戲的同學均獲優先訂票。正價門

票分三百元、一百五十元、一百元；當中

一百五十元及一百元門票更設學生及高齡人

士半價優惠。另設三千元、二千元及一千元

贊助；除此之外，亦發函各商號招收場刊廣

告，分A4 三千元及A5二千元兩種。緊接
五月六日《白蛇傳特輯三》於第九堂直播，

內容包括復活節綵排及預演，另播放活動照

片及預演片段。有關片段已上載學校網頁內

的《白蛇傳》專頁，歡迎各界人士瀏覽。校

內內銷門票訂購仍然繼續至售罄為止，而城

市電腦售票處亦會於六月十五日起公開向公

眾發售。經高山劇場核准海報及落實票價分

區後，已遞交訂票表格的人士，將首獲劃位

安排。

五月十五日級社成立表演中，中樂團

聯同粵劇組同學合演《白蛇傳組曲》，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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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樂團模擬樂池綵排

武打戲劇照

上半場完場劇照

大合照

中樂團演奏情況

羣體戲劇照

大結局劇照

文場戲劇照

特別造型照

謝幕

九段折子戲片段，以串連式演出濃縮版本，

由中樂團同學現場伴奏，粵劇組同學現場演

唱。配合預演花絮照片，讓在座嘉賓、小五

年級同學及到場家長更瞭解《白蛇傳》的故

事及我們的工作程序。在此多謝粵劇組及中

樂團參演預演的同學，你們在表演上的成

長，是你們辛勤努力所換來的；與此同時，

亦須多謝曾協助工作的家長，有你們的支

持和鼓勵，學生才能全情投入；感謝李淑

嫻老師、梁萃薇女士和曾於預演中協助工

作的老師及同事的付出，讓預演能順利完

成。最後要多謝校友呂林志嫦女士的細密

統籌，由訓練演員至表演細節都安排妥當，

讓眾演出者都能安心專注地在舞台上發光

發熱。期待演員的精采表演和台下觀眾的

大聲喝采，不要吝嗇你們的掌聲安坐欣賞，

觀眾的大聲讚揚，是演員的原動力，這就

是令舞台演出者如癡如醉的關鍵，七月中

在高山劇場再見。

小五成立級社

為秉承培正的傳統，每學年均在小五

年級成立級社，薪火相傳；讓培正紅藍兒女

能緊密聯繫，發揮互助互愛，團結一致的紅

藍精神。本年度小五年級定名為《愛社》，

於五月十五日舉行級社成立典禮。當天上午

由澳門培正馮主任、黃主任及老師帶領澳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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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社正式成立

幼稚園獻花

港澳一家

小五學生及家長一同見証愛社成立

請柬及社旗設計得獎學生

澳門培正小五代表致送賀金

港澳一家

王嘉筠社長致送社旗給同學會雷禮
和會長

嘉賓：李仕浣校長、郭敬文副校長
及黃漢堅會長

愛社級社職員

培正中學學生會代表致送賀金

典禮後茶聚

李強光副校長、梁璧姬主任帶領澳校師生遊
覽青馬大橋

小五級社代表來港祝賀《愛社》成立。在李

強光副校長、梁璧姬主任和劉婉玲老師引領

下，首先讓同學們到青馬大橋觀光台遊覽，

然後回培小參觀校園。

下午二時三十分在中學禮堂舉行成立

典禮，承蒙各嘉賓、家長及老師參與盛會，

使大會生色不少。典禮在嚴肅的氣氛中進

行，小五愛社同學就依據培正傳統正式成為

同學會新成員，由社長王嘉筠同學帶領發展

社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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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人，是次以

考察當地整體

教育情況、校

園設施、資優

教學及英語教

學為主，先後

訪問美以美女

子學校、南洋

理工大學之未

來學校、南洋

小學、德明政

府中學等，其

他遊覽包括市

內觀光、小印

度、牛車水、

乘船夜遊新加

坡河、夜間動

物園、環球影城等，而在主日那天還到了女

皇鎮浸信會參加崇拜。

是次訪問所得整體印象是新加坡政府

對教育有全盤計劃，投入度大，給予學校很

出席嘉賓包括有香港培正同學會雷禮和

會長、澳門培正同學會黃漢堅會長、澳校郭

敬文副校長、培中葉賜添校長、培小李仕浣

校長及澳門培正小學小五年級代表等。會後

有精采節目表演，包括有體操、朗誦、中樂

及粵劇演出等，使大會增添不少熱鬧氣氛。

澳門培小定於五月二十九日舉行成立

典禮。當天上午由梁璧姬主任、劉婉玲、李

中建、黃敬儒老師帶領港校級社職員及男女

子排球隊前赴澳門，祝賀澳校小五年級成立

級社及進行排球友誼賽。

愛社級社職員與嘉賓拍大合照

中小學成員攝於機場 老師進行圖書教學

張廣德副校長、龐芷坤主任、
何美珊老師攝於魚尾獅前

新加坡交流

四月二十一至二十五日張廣德副校長

與龐芷坤主任及何美珊老師 (英文科副科
長 )參加由香港浸信會聯會主辦新加坡教育
訪問團。訪問團由浸聯會總幹事徐彼得牧

師及執行幹事曾家石先生帶領，成員來自

浸聯會的中、小學屬校及專業書院共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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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幫助，但相對學校靈活性較低。在資優

教育方面，學童可參加政府舉行的評估，被

評為資優的學童被編到資優班，政府為任教

資優的老師提供培訓，老師可根據指示編排

課程；在英語教學方面，由於有良好的英語

環境，故學生對英語有一定掌握，在課堂中

老師使用圖書教學及小組學習，透過提問、

預測、兒歌等，加強學生對學習的興趣，提

昇學習果效，而學生亦表現出有自信、肯思

考、回答問題較詳細等優點。

在五日四夜的行程中，讓我們體會到對

資優生確實要有特別的栽培，但他們畢竟是

學生積極投入課堂 張副校長與南洋小學校長交換紀念品 學生作品用以美化校園

到訪澳校

三月三十日小學及幼稚園全體老師赴

澳門培正中學交流，當日在團長李樹輝校董

及副團長李仕浣校長率領下，乘坐早上八時

航班赴澳，約九時三十分到達澳校，澳校高

錦輝校長率領一眾行政人員熱情款待，先在

行政樓前大合照，繼而到新大樓顧斗昇體育

館與澳校老師分享交流，老師分成中文、英

文、數學、常識、音體視藝、行政及幼稚園

七組互相分享教學心得，隨後參觀澳校新大

樓各項設施，中午並邀得澳校行政人員一起

午膳交流，下午參觀澳門博物館及大三巴，

至下午六時乘坐航班回港，結束一天的訪問

交流，而各組之交流成果匯報安排在五月

十四日教職員聚會中進行。

少數，而對學習表現一般學生的幫助更加重

要，讓學生自小在學業上有好根底，盡早解

決學生的學習困難；另外老師亦可多給予學

生演講、辯論的機會，使學生能表現自我，

建立自信心；為了讓學生長大後成為一個思

考敏銳的人，我們需訓練學生愛思考，故老

師需加強思考訓練，懂得作有效的提問，引

導學生作深層次及具思考性的回答。在觀課

時看見老師們認真的教學，重視每一個學

生，實在擴闊視野及帶來不少反思，這使我

們覺得我們要着重學生創造力、判斷力、表

達能力等方面的培養，讓學生的潛能得以發

揮，教育的素質才能提高。

港澳培正一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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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樹輝校董 (中 )及港澳兩位校長
交換紀念品

分組交流情況 行政組彼此交流

參觀澳校新設施 大三巴前合照

最佳選題獎─喊出來的民生

全港亞軍─從「人多好辦事」到「一孩政策」

建國六十周年「吾土吾民」專題研習比賽

十月份本校參加由教育局主辦的建國

六十周年「吾土吾民」專題研習比賽中，學

生梁展悠、許朗瑤、王柏朗、劉卓敏及趙慧

呈以『從「人多好辦事」到「一孩政策」』為

題，奪得全港小學組亞軍。而學生司陽、謝

卓熙及梁思睿則以「喊出來的民生」為題，

奪最佳選題獎。

大會評審指出，「喊出來的民生」一題

能從不同時代的口號，反映國家的演變，

能從小處看大處，選材有心思。學生透過訪

問、上網及實地觀察等方法蒐集資料並作分

析，令報告內容充實具體；最後的建議部份

亦具有建設性。

而『從「人多好辦事」到「一孩政策」』的

專題報告中，評審們則認為報告研習主題具

意義，一孩政策是祖國建國六十年來的一大

轉變，學生能抓緊這個人口概念上的轉變並

加以探討，反映學生對國家人口政策及社會

問題的關注。學生能從政治、民生等不同角

度進行探究和反思，分析一孩政策對社會帶

來的影響之餘，亦能表達個人對政策的意見。

此外，報告內容充實，當中更有不少是第一

手資料，足見學生主動性強，研習能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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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天安門廣場參與升旗儀式

建國六十年北京學習團

北京交流學習團

在建國六十周年「吾土吾民」專題研習比賽中得獎的同

學，有幸於十二月獲教育局邀請到北京交流學習五天。一到

埗，他們便在北京市規劃展覽館中鳥瞰北京市整體規劃。翌

日早上五時許，便要趕緊在日出前到達天安門廣場參與升旗

儀式。在只有 0℃的氣温下參與升旗禮，別有一番感受。在
北京大學校園裏，同學在結冰的未名湖上聆聽北大學生在校

園內的學習情況；若然小學生暫時未能感受大學生的繁重的

壓力，也可和海淀區北京彩和坊小學的同學一同進行藝術學

習活動。同學們雖然來自不同地方，但仍能以普通話溝通，

分享學習的樂趣。

到國家大劇院沾染藝術氣息

與北京小學同學學習剪紙工藝

在故宮細聽皇帝的故事 在北京國子監學習尊師重道 以普通話與北京同學交流

九龍城區傑出小學生

本校參與由九龍城區校長聯絡委員會及九龍城民

政事務處主辦之「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此項選舉

之目的為獎勵和表揚在學業、品行、課外活動及服務

等方面有傑出表現之學生。六光劉詩穎同學獲校方提

名參與是次選舉。劉同學在初步評選中順利進入前十

名，取得面試資格。劉同學在面試中表現優異，最終

在選舉中勝出，獲得「九龍城區傑出小學生獎」，並於

二月二十七日出席大會主辦的頒獎典禮。 劉同學拿着獎座及獎狀，展露笑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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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隻復活兔

學生參加佈道會

佈道會

本校有十三名小五及小六學生於二月

二十六日到九龍城浸信會參加浸聯會舉辦的

青少年佈道會。

復活節

透過早禱的廣播，送贈毛巾復活兔及

單張（由「愛家園地」的家長負責製作及派

發），向學生傳達主耶穌為世人的罪而受死

和復活的信息，提醒他們要記念主耶穌犧牲

的大愛。

b. 為推動這次活動，除了使用橫額宣傳
外，更向全校學生派發印有主題和金句

的書簽。

c. 小一至小二年級在聖經課進行金句填色
活動，小三至小四年級在聖經課進行繪

畫有關耶穌幫助別人的情景，小五、六

年級學生在聖經課有福音性查經。

d. 中午節目包括有讚美詩歌唱不停（由學
生團契負責）、你我齊齊上方舟（鼓勵學

生將動物貼紙貼在大方舟上，表示自己

願意得着拯救），為小一至小四年級學生

而設的福音攤位遊戲，並為小五至小六

年級學生而設的「老師告訴你」福音茶敘

等，其中福音茶敘共有四十八名學生參

加。

e. 小一至小四的集會是播放布偶劇「耶穌
是真光」，而小五至小六的集會是由陳麗

羣姑娘主領。

你我齊齊上方舟

福音週攤位遊戲

福音週

a. 主題是「生命的光」，日期由三月八日
至十二日，金句選用約翰福音十二章

四十六節，主題曲選用小小世界系列 2
「不用驚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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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向學生傳福音

讚美詩歌唱不停

福音茶敘

f. 小五年級有三十八位學生決志信主，小
六年級有三十位學生決志信主。

g. 舉辦福音週決志者聚會兩次，向已決志
信主的學生講解清楚福音的內容，堅固

他們信主的決心，並鼓勵他們參加團契

活動，出席學生平均有二十八人。

學生於決志者聚會中拼砌金句

水務署職員為同學設計了兩天的水測量工作坊

環境教育小組

1. 環保雙周（四月十九至三十日）

＊ 水務署「校園用水考察」計畫

本校參與由水務署舉辦之「校園用水考

察」計畫，目的是讓學生對水資源有更深入

之認識，從而學懂珍惜食水。水務署人員於

環保雙周活動多蘿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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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水考察活動大合照同學完成水考察活動後分組進行匯報同學分成小組仔細進行水考察活動

四月二十二及二十三日到校為同學安排兩天的水資源工作坊，教導同學有關水資源的知識，

如何進行水測量工作，並在校園內進行了一次小型之水測量活動。期間學校需向水務署報告

各水錶讀數，並在工作坊後提交檢討報告及校園用水改良建議，以上資料已於五月中旬交予

水務署。

＊ 碳排放審計活動

本校正與香港減碳及能源管理專業學會合作，就本校於二零零八年六月至二零零九年七

月之「碳排放」情況作一研究報告。當中包括審計本校在此段期間的電力、煤氣、水和紙之

用量，另外亦審查本校之綠化及碳補償情況。為增加本項目之教育意義，特別招募了十二名

同學擔當「碳排放審計員」，協助統計全校 (包括幼稚園 )所有照明系統及電器用品之數量，
作為計算碳排放之數據。稍後香港減碳及能源管理專業學會將就本校之「碳排放」情況作詳

細研究報告，並提出相關的建議供校方參考，進一步在碳排放方面有更佳的改善。

＊ 認識水資源活動

於環保雙周期間分兩天在中午由李佩玉主任向各同學講解水資源之資料。當中向同學講

解了水的來源、用途、污水處理方法及減少用水的小提示，更設有獎問答遊戲，令同學在愉

快的氣氛下學習如何珍惜水資源。

李主任正指導碳排放審計員如何
統計學校的照明設施

李主任向同學講解為何要珍惜食水 同學們踴躍舉手回答問題

碳審計員連校長室也不放過 我們認真地數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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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攤位遊戲

四月二十九日中午於小操場舉行攤位遊戲供各級同學參加。攤位分別以「水資源」、「碳

排放」及「分類回收」為主題，讓同學在遊戲中學習保護環境的知識。

同學在進行水估量活動 環保不環保你知不知道 同學家長齊參與

＊ 環保小特首比賽

舉行環保小特首比賽，鼓勵同學就學

校的環保措施、活動及教育內容提出改善建

議，務求令學生可藉此更深入了解學校環境

教育項目之餘，能發揮他們的觀察和分析能

力，提出寶貴意見讓校方參考。全校參加是

次比賽之同學共有一百八十三人，最後選出

了九名環保小特首。

環保小特首得獎者

我要射中環保的項目

2 . 本校參加了由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主辦
之第八屆香港綠色學校獎比賽並進入第

二輪比賽，五月二十五日有關機構之評審

委員來校評審本校之環境教育情況。環

境教育小組同工分組進行預備工作，當日

由張廣德副校長及李佩玉主任作匯報，並

邀請了家長及學生參與匯報及向評審委

員介紹學校的環保項目及設施，更陳述了

他們對本校環境教育成效之感受。

3 . 「校園回收、持續不休」班際回收比賽  
班際回收比賽是按每班每月收集之回收

物 (鋁罐、膠樽、光碟、充電磁及炭粉盒 )
作統計，選出各級之環保模範班。由二

零一零年二月至二零一零年四月份之回

收數量如下：

日 期 全校回收物總數量

2010年 2月 9499
2010年 3月 10184
2010年 4月 9619

4 .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一及十二日小一至小
四集會堂，李佩玉主任特別邀請了六善

班陳梓朗及五真班蔡一正同學演出話劇

「篤篤笑劇團之環保篇」，利用風趣幽默

的手法演繹在日常中，同學的生活陋習

如何對環境做成破壞，提醒他們要珍惜

資源，愛護環境。所有同學均覺得話劇

內容都非常生動有趣，而且內容實用。

有關之片段亦已上載於學校網頁之紅藍

電視台中供家長及同學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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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實在太不環保啦 過多包裝做成環境污染 陳梓朗及蔡一正同學的篤篤笑劇團
環保篇表演實在精采

健康校園計劃─「健康小王國」

1 . 二零一零年四月舉辦「健康校園畫畫
畫」繪畫比賽，藉以提醒同學要培養健

康的生活習慣，注意均衡飲食及做適量

運動。全校共有近一百八十六名同學參

加是次設計比賽。最後選出了冠、亞及

季軍各一名及優異獎七名，均獲發獎狀

及小食部食物換領劵一張。有關得獎作

品已張貼於D座大堂健康小王國壁報板
作展出。得獎同學之作品將用畫框作裝

裱，並於稍後掛於小食部及膳堂作為裝

飾，向同學宣傳健康訊息。

冠軍 彭穎琳 二望

亞軍 劉卓敏 二真

季軍 何阡瑜 五愛

健康校園虹畫畫畫得獎者大合照

家長義工隊綠田園一天遊

中午燒烤好 '熱 '鬧！

2 . 二零一零年三月份之健康小王國壁報板
以「減壓」為題，向各同學介紹壓力的知

識及減壓的方法。

家長義工隊

天水圍綠田園一天遊

家長義工隊於五月十六日舉辦綠田園

一天遊，目的讓家長們可在子女期考前輕輕

鬆鬆玩一天。當天行程由隊長鄺何妙華女士

和祝林綺齡女士悉心安排，張廣德副校長、

李強光副校長、梁璧姬主任和龐芷坤主任隨

隊出發，與家長及學生一同遊玩，一同燒

烤，天氣雖然炎熱，但各人都自得其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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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長及主任齊參與活動

本年度最後一次例會

六月四日進行最後一次會議，家長們檢討整學年安排，包括：協助老師說話訓練，課室

管理，籌款工作，家長之間溝通等。在會議上都給予校方寶貴意見，加強了家校合作方向。

看誰走得快？

水上泛舟好輕鬆 吃多些，長大些！

黎澤崙牧師講述人生的使命和方向

教職員聚會

1 . 一月八日是教職員團契，主題是「心靈雞
湯」，內容是查閱聖經，老師們藉着神的

說話彼此勉勵。 

2 . 一月二十二日是由黎澤崙牧師負責主
講，題目是「人生的使命和方向」，黎牧

師講述人是神的精心傑作，祂早已安排

每個人的工作（使命）；神更賜予人恩

賜、熱情、才能、個性及經驗，好讓人

能夠認知自己的工作，並且努力去完成。

3 . 二月二十二日是中、小學及幼稚園教
職員新春團拜，何建宗校監祝願建新

大樓、高中新學制及一條龍能夠順利進

行，他又祝願大家主恩滿溢。及後透過

猜燈謎遊戲，增加教職員溝通的機會，

並且彼此交談分享，互相祝福。

4 . 二月二十六日是教職員團契，題目是「蒙
福的來源」，同事們彼此分享自己蒙神賜

福的經歷，從而彼此勉勵，互相感恩。

5 . 三月十九日是教職員聚會，由學生輔導
主任周金鳳姑娘負責主講，周姑娘講述

有學習障礙之學生的類別和行為特徵，

同時亦講解協助他們學習的方法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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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三月三十日是教職員復活節退修會，內
容是探訪澳門培正中學，一方面参觀新

建成的校舍，另一面與老師們交流教學

經驗，互相學習。

7 . 四月十六日是教職員團契，題目是「有客
到」，這次是家訪聚會，於朱加勤老師家

中進行，朱老師述說神賜予他一家莫大

的恩典，同事們亦為他向神獻上感恩的

禱告。

8 . 五月七日是教職員團契，題目是「滋味無
窮」（大食會），同事們分享食物以前，

先分享個人感恩的事情，並工作的感受

和體會。

9 . 五月十四日是教職員聚會，內容是由老
師分享交流及學習心得，包括到新加坡

作學術交流、探訪澳門培正中學及參與

浸聯會舉辦之專題講座，有關老師分享

自己所見、所聞、所學和所感，藉以彼

此學習，互相建立。

團契聚會在朱加勤老師家中舉行

學生齊起步，共襄為善舉。團契大食會

孫穗芳博士向學生講述孫中山先生的生平

集會

孫中山先生之孫女孫穗芳博士於二月

二十五日蒞臨本校，為小五、六年級學生主

講集會，題目是「孫中山先生思想與香港的

關係」。

步行籌款

本校有一百三十五名學生連同家長於

二月二十八日參與由浸會愛羣社會服務處舉

辦的「關愛鈴」步行籌款活動，共籌得四萬

八千一百六十六元。

周金鳳姑娘講解學障兒童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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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度公益金籌款

為繼續響應公益金籌款善舉，學校於二月下旬進行本年度的公益金籌款活動。雖正

值金融不穩定期，但仍未減家長及同學的一顆慈善心，一如往年般受大家支持。籌款活動

於三月初完成，共籌得十萬零四千二百零二元。當中十萬零七百五十七元撥捐慈善清潔；

三千四百四十五元撥捐慈善花卉義賣。

遠程視像學習活動多姿采

本學年本校參與不同類型的遠程視像學習活動，例如：聯校遠程視像辯論工作坊、聯校

遠程視像電腦專題研習工作坊及遠程視像國情研習班等。

聯校遠程視像辯論工作坊一共有四堂課節，本校學生能與不同學校的小學生一同透過遠

程視像系統，學習有關辯論的技巧及要點，彼此交流學習，觀摩示範，實在獲益良多。

學 與 教

聯校遠程視像辯論工作坊 參加「聯校遠程視像辯論工作坊」
的同學表現相當投入

參加「遠程視像辯論技巧」工作坊
的同學，均獲得證書

學生參與遠程視像電腦專題工作坊情況

遠程視像電腦專題工作坊大合照

聯校遠程視像電腦專題研習工作坊主

要是教授學生利用電腦製作專題要注意的

技巧，上網搜尋資料的態度及知識等。由

於參加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報考金章的

同學需要運用電腦製作專題，這次工作坊

對於他們掌握製作專題研習的技巧，實在

有很大裨益。

遠程視像國情班是由上海寧波小學老

師教授本校學生有關國情的知識，以下是五

信班陳茜彤的分享：

「我自從上了遠程視像國情班後，加深

了我對中國的歷史文化認識。我在國情班中

學習到很多書本以外的知識，例如：農曆新

年的傳統習俗、中國的少數民族及剪紙藝術

等，令我大開眼界，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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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小學老師透過視像教授本校學生剪個
「囍」字

透過視像廣播，同學們能懂得剪個「囍」字

由此可見，這次遠程視像國情班對學

生認識我國文化有很大幫助，亦給予學生有

很大的新鮮感及學習動機，能與中國內地北

方的學校老師溝通、學習及交流，實在是一

次難得的學習體驗，並且從中亦可提昇同學

們的普通話聽說能力呢！

教育劇場《 始皇帝的最後一夜》

本年四月期間，小五年級其中六班同

學參與了由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舉辦的「教育

劇場《始皇帝的最後一夜》─透過劇場認

識歷史及提高批判性思考能力」計劃。此計

劃由優質教育基金撥款，以秦始皇治國的功

與過作為探討的框架，透過戲劇活動及劇場

互動的模式，提昇學生對認識祖國歷史的興

趣及從中建立他們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此計劃以「教育劇場」Theat re- in-
Education (TIE)的實行方法為基本法則，
配合「教育戲劇  /  戲劇教學法」Drama-in-

Education (DIE) 的教學策略，設計教材
和戲劇活動，讓學生對所探討的問題建立

個人的看法及立場，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

考能力。全期計劃共分三個主要活動，細

節如下：

前置活動 

首先，本校三位老師（陳春玲、李永威

及黃麗芬）接受「戲劇教學法」訓練，以便在

藝團造訪前，能夠靈活運用劇團提供的前置

教材，與學生率先展開戲劇故事，建立戲劇

情境，對課題作初步探討。

秦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孟姜女你好！

藝團造訪

藝團造訪學校，舉行富高度互動性的教

育劇場。藝團派出演教員帶領學生入戲，成

為戲劇故事中的角色人物，置身戲劇中最關

鍵性的時刻，透過角色扮演的方法與形式來

達至「做中學」的理念。而老師亦會參與其

中，扮演故事中的輔助角色，協助學生入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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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置活動

於藝團造訪後，設有後置工作坊，目的是讓

學生透過一連串教育劇場活動，反思整個故事中

的歷史課題，發展他們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同學向魏皇獻計

同學及老師入戲成為墨子兵團

是次活動利用當時百家爭鳴，一

眾謀士、思想家以辯才建基立業的大時

代為背景，讓學生跟多位歷史人物如荊

軻、李斯、趙高以及秦始皇等辯論，於

劇場親歷荊軻刺秦王、孟姜女哭崩長城

等歷史上的經典場面，學生從中加入自

己的分析，將秦始皇的功過加以評論，

務求令他們代入情境中，積極地運用其

批判性思考。

你認識墨子的思想嗎？

秦始皇要坑殺所有儒生

李斯解釋他推行的新政策

你有膽量批評秦始皇嗎？

經濟日報刊登活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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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分享留給秦皇的最後一句話

葉穎晞︰我最深刻的印象是面見秦始皇

洪劭熹︰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各國大臣向
皇帝表達意見

鄧銚泩︰荊軻刺殺秦皇的情景，我一世也忘不了！

零九年度中文週活動

本年度的中文週於四月十二日至四月

二十三日期間舉行。在該兩周的中午時間及

集會堂，老師為同學設計了不同的表演節目

及攤位遊戲，讓學生寓學習於娛樂。

今年各級的攤位遊戲內容豐富，有小

三年級的「繞口令比賽」，小四年級的「歇

後語對對碰」、小五年級的「歷史人物逐個

捉」，小六年級的「趣味成語填填填」。小四

至小六年級的同學對歇後語及成語絕對不會

陌生，至於歷史人物，同學根據老師提供的

資料，亦能輕易地回答所有問題，並透過遊

戲加深了對李清照、秦始皇、毛澤東、冰心

等十多位中國古今名人的認識。三年級同學

在復活節假期間已在家中秘密練兵，將十篇

繞口令讀得滾瓜爛熟，所以都能在老師預期

的時限內完成，每位同學都讀得快而準，一

點也難不到他們。至於低年級方面，為配合

本校在小一年級推行「普教中」計劃，所以

一年級的中文科老師為學生設計了一項名為

「愛拼才會贏」的遊戲，讓學生根據普通話

的聲母、韻母、聲調，拼讀出字詞，或說出

生字的聲調。同學們雖小小年紀，但經過差

不多一年的學習，對普通話的聲、韻、調已

有初步掌握，玩起遊戲來駕輕就熟。

小二年級的同學表現甚具水準小一年級的同學們一邊表演詩歌朗誦，一邊
做動作，真可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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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年級的同學正進行問題搶答，努力呀 !

小五同學，你想到了沒有？ 小六年級的同學在台下也不甘
示弱呢 !

這位小四同學正在進行看詞
做表情的活動 ,你認為他表現
如何呢？

另外在集會堂上，小三至小六年級均有

不同形式的問答比賽，同學們運用平日在課

堂上學到的知識，不論是關於部首、讀音、

修辭或成語的題目，都能一一過關。至於小

一、小二年級同學，他們均進行兒歌表演，

小一年級以普通話演出，他們以悅耳動聽的

聲音，或唱或誦，以不同的方式演繹兒歌。

同學們的普通話發音準確，表情豐富，加上

活潑有趣的動作，令台下觀眾都看得投入。

小二年級同學則以粵語演出，有些班別以歌

唱形式，有些班別以朗誦形式，有些更以數

白欖形式進行，別開生面，令人耳目一新。

為期兩周的中文週活動匆匆便過去

了，同學們是否正期待着明年度的中文週的

來臨呢？

Through the drama classes, the main objectives 
through the year, have been to:

(i) provide instruction and a clear background to 
the ideals of drama and how it improves English 
expression;

(ii) introduce new vocabularies related to the script 
and to give a clear and concise meaning of the 
written content;

(iii) bring familiarity to stage production and stage 
direction, to look at backstage and the setting 
up of props to enhance the audience’s viewing 
experience;

(iv) enhance key drama skills.  Expression, voice 
control, actions, discipline, eye contact and how 
to keep the audience engaged;

(v) design costumes and giv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ir importance to the overall thematic effect.

My wonderful rapport with each and every 
student and the determination and hard work of all 
the students has resulted in the drama courses being a 
huge success.

In my opinion, the experience so far has been 
highly rewarding and hugely enjoyable, for both 
myself personally and for all the students involved.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students are thoroughly 
enjoying the lessons and the overwhelming response 
has been very positive. 

In to the future, I hope to further expand on 
the student’s previous knowledge by organizing 
more follow up activities and numerous interactive 
feedback sessions, centered around each play. In this 
way, students can have a bigger ‘voice’ to share their 
thoughts and opinions too. After all, this is all about 
them! 

Kind Regards,
Mr Paul

P.4-P.6 Drama Teaching  

Hi everyone,

I am delighted to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some of my experiences regarding the drama 
classes, which I teach, to primary four, five and 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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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ma lesson of P.6

Mr. Paul is teaching the students how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expression

英語戲劇尖子班

古語有云：「人生如戲，戲如人生。」戲

劇正是讓學生有機會運用智慧去學習觀察四

周人、事、物和發揮他們的潛能與耐力。為

培育英語能力突出之學生在戲劇教育有更出

色表現，本校舉辦「英語戲劇尖子班」，本

年已踏進第四年。

每年學期結束前，由英文科主任及各

級英文科老師提名英語能力突出及有演戲潛

質之學生，於九月初開始進行戲劇培訓。本

校聘請專業話劇外籍老師教授「英語戲劇尖

子班」，為期約三十多個小時。工作坊主要

教導學生掌握說話聲線、演說藝術技巧、演

員性格扮演、訓練團隊合作精神及懂得使用

簡單道具去創造舞台形象等。「英語戲劇尖

子班」的同學除了參加工作坊外，同時亦參

與每逢星期一中午舉行之「英語話劇組」課

外活動，由英文科主任文靜思老師和何美珊

老師帶領學生進行戲劇綵排活動事宜。

校方每年均安排尖子班之同學參加校

際戲劇節比賽或英語之夜之表演。同學們

演出過之戲劇包括有“The Wise Woman’s 
Foreboding”、“The Helpful Duendes”、“The 
Story of Ashputtel” 和 “Wisdom for Sale” ，其
中以“The Story of Ashputtel” 故事內容較為
大部份同學所熟悉，故事女主角Ashputtel
相當於玻璃鞋故事的女主角Cinderella。
Ashputtel母親因病去逝，跟隨後母及後母
兩個女兒一起生活，但卻受到後母兩個女兒

欺負。擔當女主角Ashputtel的葉可淇以及
後母兩個女兒王沅翊和鄧銚敏演技出眾，深

受評判們讚賞，她們三位同學都在比賽中獲

得傑出女演員獎。

戲劇除了講求演技之外，整體合作也

很重要，同學們透過不同的劇場遊戲學習自

我控制，提高專注力及團隊合作性。本校將

於七月初舉行英語之夜，屆時將會邀請「英

語戲劇尖子班」之同學演出“Wisdom for 
Sale” 。

學生心聲

房穎儀 ( 六光 )

英語戲劇尖子班除了增進了我的英語

會話能力外，還令我對戲劇的認識更深。戲

劇不僅僅是唸台詞，感情表達、角色演繹同

樣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希望學校能繼續舉辦

同學將會在本年度的English Night中演出
話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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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戲劇班，令更多學弟學妹能夠領略戲劇

的樂趣。

黃健鈞 ( 四誠 )

我在英語話劇組中不但認識了新朋

友，還學會了很多話劇表演技巧。在課堂

中，老師會跟我們玩很多遊戲，透過遊戲訓

練提昇我們的合作性、專注力和觀察力。多

謝Miss Man和Miss Ho推薦我參加英語話
劇組，讓我對英語戲劇產生濃厚興趣。

陳倩華 ( 四誠 )

英語戲劇尖子班令我增廣見聞。我不

但學會很多英文詞彙，還學到怎樣去和人一

起合作，以及利用面部表情、動作和聲線去

演繹角色。此外，我還結交了很多朋友。在

老師的悉心

指導下，我

們學會了豐

富的知識，

對英語戲劇

產生了很大

興趣。

你知道同學在兜售甚麼嗎？

同學們無論表情、動作，均代入角色的性格中

鄧耀基 ( 六愛 )

參加話劇組已有一段日子了。在話劇

組課堂中，我們透過不同的形式來訓練英

文、反應、團隊默契和各種演繹話劇技巧，

讓我獲益良多。話劇可以是一種學習英語的

工具，也是一種挑戰。日後我也會在這方面

加以發展。

生活化教學

本年度數學科的教學主題是生活化教

學，目的是針對與日常生活有關的課題，透

過課堂活動，讓數學融合在日常生活中，提

高學生對數學科的興趣，加強學生的數字感

及空間感。

在課堂活動方面，老師着學生多觀察及

搜集與課題有關的圖片，把圖片張貼在壁報

板上，使學生能在日常生活中接觸數學。例

小一年級迷宮設計比賽同學作品

小三年級棋盤設計比賽同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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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年級同學搜集立體圖形的紙樣和圖片

小六年級數學科專題報告─環保畢業聯歡會

如：小五年級學生搜集立體圖形的紙樣和圖

片。此外，為了讓小四年級學生明白一平方

米有多大，着學生用舊報紙自製一張一平方

米的紙，使他們對一平方米有空間感。老師

在課堂提供多些日常生活的情境例子與學生

討論，例如：寄信時，因應信件的重量而付

的郵費；購物時，第二件貨品半價等情況。

本年度小六年級專題報告的題目是環

保畢業聯歡會，有關的數學課題為百分率應

用。題目要求學生善用有限的金額來購買不

同種類的貨品，並且購買的貨品須與環保有

關，他們須前往超級市場搜集貨品價錢資料

才可完成報告，提高學生的數字感。

小一和小三年級學生分別參加迷宮設

計比賽及棋盤設計比賽，他們把數學概念融

入在作品之中，更能鞏固知識。

世界數學測試精英賽

每年數學科老師均會從小五、小六年級

挑選精英同學參加由科技大學世界數學測試

亞洲中心舉辦之「世界數學測試」，另主辦

機構於翌年舉行「世界數學測試精英賽」，

邀請於上年度「世界數學測試」中在數學及

解難分析科均取得優等的同學再次互相切

磋，嘉許及肯定同學的優秀表現。本年度六

誠鄭善衡及上年度六年級易維濱同學在上述

邀請賽中獲金獎（八至十四歲組別），他們

的表現卓越，實屬精英中的精英。

易維濱與鄭善衡獲得2010年世界數學測試精
英大賽金獎

薪火相傳、同根同心─廣州「食之源」
交流學習

十二月小五及小六同學參加由教育局

主辦、學友社承辦的「薪火相傳─同根同

心」國情遊學

團， 他 們 到

廣州以「食之

源」為主題探

討 粵 港 經 濟

關係。

其 中 小

六 鄭 浩 然 在

參 觀 過 科 研

農 場 後， 忽

發 奇 想： 假

如 自 己 是 一
比一個人還長的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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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四葉草 以國家食物安全為題作專題報告 經過一番努力後取得冠軍

在農莊吃新鮮水果，份外美味 師生家長一同舉盃慶祝

位生物科技專家，要替國家研究一種農產品

的話，他便會研製一種「飽肚果」，一個小

小的飽肚果相當於一碗飯的份量，藉此解決

糧食不足的問題。

而小六陳樂曦認識到，食品的生產實在

需要經過很多的過程和步驟：原料種植、食

品加工、運輸、檢測……要耗費的人力物力

非常之大。經過初步考察後，她發覺粵港食

品的供求實在有密切的關係。香港地方小，

可種植的食品原料有限；相反，中國大陸地

大物博，食品種類多。這樣，香港人口雖

多，本地生產食物不足夠，但有着中國內地

作為強大後盾，供應食物，那便方便得多。

及後陳樂曦及張詠琪參加專題研習比賽，亦

取得小學組冠軍。

學校科學創作比賽

每年同學都藉着校內一年一度的科學

創作比賽大顯身手，把心目中對未來理想生

活的憧憬，運用各種科學原理，實現出來。

本刊特意輯錄一些佳作，為同學介紹。

小一小二親子廢物創作比賽

小一

冠軍-一愛-麥鎂雪

作品-環保列車

簡介 -利用汽水罐、玻璃樽等廢物組裝成一
列火車，盛載着膠樽等物料往循環再造廠

小二

冠軍-二光-彭樂研

作品-環保家居拖鞋

簡介 -用棄置衣服布料編織成一雙愛心拖
鞋，美觀耐用

小一冠軍 -環保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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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

冠軍-五信-陳茜彤、馬啟月

作品-天然染紅

簡介 -以蕃茄、山竹、士多啤梨等作為天然
染色材料，看看哪種效果最佳

小六

冠軍-六信-姚子慰、區令言

作品-自動關窗機

簡介 -在窗戶安裝感應器，下雨時自動關窗，
防止撇雨入屋 ;又會間歇性自動開窗，保持
室內空氣流通

小二冠軍 -環保家居拖鞋 小四冠軍 -八爪魚衞星

小六冠軍 -自動關窗機

同學們細心解釋發明品的用途

在評審老師面前即席示範發明

小五冠軍 -天然染紅

小三冠軍 -太空資源站

小四至小六科學創作比賽

小四

冠軍-四善-王倩瑜

作品-八爪魚衞星

簡介 -把有用的太陽能吸收，再善用風暴的
力量轉移成可再生能源，美妙極了

小三科學幻想畫比賽

小三

冠軍-三信-有泉利香

作品-太空資源站

簡介 -地球資源有限，把資源範圍擴至太空，
會否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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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周宣傳海報齊來寫寫點唱紙！

又唱、又跳，真精采！

「強人是你！」

一起欣賞古箏美妙的音韻

你喜歡我們的表演嗎？

女聲獨唱贏盡全場掌聲

「一同和唱可以嗎？」

一年級同學演唱粵劇

「我願能一生永遠陪伴你！」

二零零九年度音樂週

由五月三日至七日為期五天的音樂週在一片鼓掌聲、

喝采聲中完成。本年度以「勵志樂韻伴我行」為主題，各級

學生一連三天輪流在操場演唱勵志歌曲，氣氛熱鬧。午間

點唱活動更是精采，各同學紛紛寫出點唱訊息，希望獲得

公開朗讀的機會。節目還包括午間音樂會，小一至六年級

香港校際音樂節冠軍學生表演，演出他們的優勝樂曲。各

項活動反應

熱烈，同學

亦有更多表

演的機會，

確實是一次

不可多得的

音樂活動。

直笛吹奏勵志歌，
你有冇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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嘩！好多觀眾呀！ 她們的合奏，真是繞樑三日

歌詞創作比賽季軍組合你認識小號這種銅管
樂嗎？

歌詞創作比賽冠軍人馬

二零零九年度歌詞創作比賽季軍作品

二零零九年度歌詞創作比賽冠軍作品

二零零九年度歌詞創作比賽亞軍作品

年紀輕輕已獲音樂節鋼琴獨奏第一名

歌詞創作比賽亞軍得主

原曲：要發光原曲：美麗光明物

原曲：美麗光明物

詞：(小五光 ) 廖子臻、張文軒、許家瑜、
 鄭志傑、鍾浩怡、黃天穎

詞：(小五真 ) 劉在心、林稚翰、李諾行、
 李家豪、李朗軒、王文軒

詞：(小五真 ) 陳瑋彥、張蕙、李淨潼、
 陸頌茵、潘淑穎、黃嘉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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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學琴心得─鄭可炘 ( 小六誠 )

曾於「二零零九第十五屆香港 - 亞洲鋼
琴公開比賽」、「第二屆全港學生公開音樂比

賽」、「第一屆香港傑出青少年鋼琴家公開

賽」及「二零一零青少年鋼琴大賽」榮獲獎項

的鄭同學，曾獲邀參加「二零零九金紫荊文

化交流音樂會  – 跨越新紀元巡迴音樂會」，
穿梭於香港、珠海、北京及杭州表演。現待

鄭同學道出她的學琴心得，與大家一齊分

享。

「彈指一揮間，習琴已經有四年了。在

這段時間裏，除了在鋼琴老師的悉心指導下

學習到彈琴技巧外，還在老師的安排下，走

訪國內，不但有幸獲得各種各樣的演出和比

賽機會，更得到中外多位鋼琴家和國內不同

大學的鋼琴老師的點評和教導，讓我知道這

個世界真的很大，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原

來我們要學習的東西真的有很多很多。

鋼琴老師鼓勵我要多些欣賞不同的音

樂會，從中

學習各音樂

家的舞台風

采和他們對

音樂的熱誠

與執着。現

在，我學會

了以鋼琴家

的成功作為

學習、學琴

的榜樣。我

不再是為學

琴而學琴，

而是為了理

想、為了興

趣而學琴。

鋼琴老師還道出了懂得讀譜的重要。

當要彈奏一首作品時，我們要了解作品的背

景、題材；要知道作曲家想表達的內容和感

情、要求的速度、風格和拍子；更要懂得分

段練習；還要有想像力，這樣才能把作品正

確地演繹出來。

同時，我也明白到想要學好鋼琴，並

不是一朝一

夕能做到的

事，而是要

經過很多不

斷的磨練。

所以，我毎

天都會安排

時間到琴行

練習兩至三

小時，過程

雖然很苦，

也很累，亦

要犧牲很多

娛樂時間，

但是對學琴

的那種堅毅信念時刻支撐着我。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鋼琴比賽上榮獲的獎項和台下觀

眾的掌聲讓我得到了喜悅，證明了付出努力

是不會白費的。今天，我也十分慶幸自己能

在琴行和一班琴友在良性中學習互補長短，

學有所長，亦感謝家人一路支持我的學琴之

路，也藉此機會感謝曾經幫助我的所有老

師、學友，謝謝您們！」

鄭可炘

評判與我

同學為身邊的人送上祝福

努力的成果

普通話週

本年度的普通話週希望以輕鬆的手

法，將普通話帶到學生的日常生活中。同學

可在早禱及中午聽到悅耳的普通話詩歌。透

過點唱活動，不但讓學生把普通話詩歌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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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琅上口，更可以表達他們對家長、老師、同學以至世界大事的關心。此外，普通話週期間

亦於中午播放同學喜愛的普通話動畫片，讓他們在看有趣的動畫片之餘，同時訓練普通話的

聆聽能力。

三位唱片騎師將普通話詩歌傳遍校園

冠軍二信馮奧朗作品

季軍二正張卓愉作品 優異獎二愛劉嘉譽作品 優異獎二善羅雪盈作品

亞軍二信余樂軒作品

小唱片騎師替同學讀出點唱

電腦科活動及比賽

1 . 為了使同學對校園更有歸屬感及讓同學
運用所學的電腦技能，並發揮其創意，

本年度小二小畫家比賽題目為「校園的

一角」。透過此比賽，家長與學生能增進

親子關係，而且在共同創作中，繪畫出

來的作品質素非常高！

得獎名單如下：

冠軍：二信馮奧朗

亞軍：二信余樂軒

季軍：二正張卓愉

優異獎：二愛劉嘉譽、二善羅雪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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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本年度我們繼續參與全港學界現代網上激答比賽，更在一月份成為全港激答王，獲得到
數碼港參觀的資格。三十八位小四至小六同學因在一月份的參賽中為學校得到較高的分

數，所以有機會參觀數碼港，在二零一零年三月三日的下午同學便懷着興奮的心情參觀

數碼媒體中心及全亞洲唯一一個的數碼

互動遊樂場。

 同學認識了數碼港內共有四座商業大

廈、住宅、商場及酒店，全部均舖設光

纖，隨處可使用無線上網，而且速度很

快。同學亦參觀了數碼媒體中心，它是

數碼港的心臟地帶，同學有機會參觀拍

攝特技、配音、剪片等場地，實在大開

眼界，認識到有別於校內紅藍電視台設

備的科技。同學更體驗了數碼互動遊樂

場中的遊戲，透過接駁到伺服器之電腦

及每人一張遊戲卡，可與同學及世界各

地的參與者作賽。

小三至小六同學也來一顯身手！ 老師教的指法同學們還記得啊！

一月份全港激答王的獎勵－參觀數碼港

2 . 一年一度的英文打字比賽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至十三日順利舉行，共有約三百位小三
至小六同學參加，競爭也十分之激烈。小五年級冠軍張文軒的分數更超過小六年級的冠

軍！而本年度亦繼續設有飛躍進步大獎，以鼓勵各同學能積極參與。各級成績如下：

小三年級
冠軍：三信林胤奭；亞軍：三正劉映廷；季軍：三善羅曉旻

優異獎：三愛鄭思雋、三正張惠嵐、梁智燊、江韻琪、郭澤丞

小四年級
冠軍：四望錢昕喬；亞軍：四善劉承暉；季軍：四善饒沛樂

優異獎：四誠黃健鈞、四望李恩立、林健朗、四信陳嘉敏、四愛葉頌晞

小五年級
冠軍：五光張文軒；亞軍：五愛李諾行；季軍：五誠周毓沛

優異獎：五光林子傑、五善區梓謙、五真潘淑穎、徐樂恆、五信楊彥恒

小六年級
冠軍：六望梁鈞傑；亞軍：六善陳籽呈；季軍：六正陸丹屏

優異獎：六正溫澄宜、六光房穎儀、關誌諾、馮卓傑、六誠劉弘毅

飛躍進步大獎 四愛葉頌晞、五愛李諾行、六信鄭浩然

最踴躍參與班別獎 三正、四望、五真、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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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本年度共有十一位小六同學通過校外評審，獲得由香港電腦教育學會主辦的資訊科技挑
戰獎勵計劃的金章，包括六愛羅希賢，六光陳銘聰、馮卓傑、關誌諾，六善陳浩明、麥

子健，六正李

躍 羲、 容 敏

婷，六真孫昊

賢，六誠蔡庭

進、黃鈞樂，

其中六光馮卓

傑更獲得本校

之 最 優 秀 金

章。

4 . 本年度小五年級同學使用 PhotoImpact
或MS Word製作級社成立之請柬，得獎
結果如下：

冠軍：五望甘卓生

亞軍：五愛何阡瑜

季軍：五善姜穎妍

優異獎：五信何鳴川、五愛趙慧呈、 
五光劉穎慧、五善池寶儀、劉卓爾

同學們在仔細察看用來拍攝特技的
立體衣服

冠軍五望甘卓生之作品 亞軍五愛何阡瑜之作品 季軍五善姜穎妍之作品

最後在數碼遊樂場拍攝大合照

同學在嘗試退地的效果，且是立體
的呢！

同學們在體驗數碼互動遊樂場的
活動

小六同學精神抖擻到聖言中學準備金章校
外評審

小六同學到數碼港參加金章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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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正在紅藍電視台拍攝短片，
攝影師多認真呢！

十四位小三至小六同學在上學期
完成初級證書課程

關愛校園獎牌

小三同學也能擔任攝影師及場記

同學正留心聽導師講解如何
使用控制室的各種設備

6 . 本校已第二年與智恒軟件有限公司合作推行校園小導演及演員訓練班證書課程，小三至
小六同學均可參加。同學透過此課程學懂拍攝前期的工作準備、各工作人員對影片的拍

攝的要點、創作及編製短篇故事、各種器材的使用方法、拍攝流程、各人手工作安排、

如何取景及打燈等。到了最後，同學均能掌握「會聲會影」剪片軟件的操作技巧。這班小

導演也會擔當學校大大小小活動的小記者，或許你們在一百二十周年的慶祝活動中也見

過他們呢！

本校獲頒「關愛校園」榮譽

本校參加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主辦、

教育局及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協辦之「二零零

九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校方於十二月

初提交報告書，闡述學校在二零零八至二零

零九年度推動及實踐關愛文化的工作。經大

會評選後，獲頒予「關愛校園」榮譽，頒獎

禮於四月十八日舉行。

本校以基督教真理配合訓育工作，讓

學生從小認識愛的源頭─上帝，並透過

各項訓育及宗教活動，讓學生學懂「關愛自

己」，從而推己及人，關愛同學、學校、社

會、國家及身處的環境。本校更提供機會讓

學生將「關愛」付諸行動，並透過家長的協

訓 與 輔
助，推廣關愛文化。此外，對於學生個別的

需要及學習差異，本校亦予以適切的照顧。

今次獲獎全憑各教職員、家長及同學

的努力，亦是外界對學校推動關愛工作的認

同及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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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T 攀峰計劃 2008

《突破自我  攀越高峰》

每學年均從小四年級挑選二十四名學生

參加 SBT小組，另選過往成員成為先鋒隊
員，帶領小四同學；在全學年中安排了十六

次不同形式活動，從活動親身體驗自已能

力，處事的方法及團隊精神。希望學生能：

突破自我界限，提昇自信自律，促進人際關

係，發揮團隊精神，增強抗逆能力，積極面

對挑戰。

在十六次活動中由梁璧姬主任、鍾佩

明老師、林保怡老師、廖秀汶老師和周金鳳

女士負責帶領，活動包括有集體遊戲、遠

足、四天軍訓營及義工服務等，讓學生接觸

不同事物，有信心面對困難，發揮團隊合作

精神。

先鋒隊心聲

今年能夠繼續參加攀峰計劃，成為先鋒

領袖，我們感到很自豪和光榮，因為我們能

將在訓練中學到的領導技巧和過去的經驗，

用來協助小四同學進行活動，幫助他們度過

難關。

在多次活動中，令我們最難忘的是野

外歷奇軍訓營。我們學到自律、如何照顧自

己，又學會如何與人溝通和合作等。我們都

覺得自己長大了，而且變得更堅強。

今天，我們仍記得莫 SIR的講過的一句
行軍格言，就是：「我見過你成功，我見過

你失敗，但未見過你放棄。」這句話成為我

們堅持到底的推動力。

日後，無論我們遇到任何困難，我們

都要記得在 SBT所學到的一切。憑着永不
放棄的精神，突破自我，繼續攀越高峰。

SBT 成員心聲

大家好！能夠參加攀峰計劃，我們感

到很興奮和光榮。我們欣賞自己在每次活動

中能敢於嘗試，又能盡力與組員合作。

在各項活動中，令我們最值得回憶的

是野外歷奇軍訓營，因為我們可以體驗軍人

的生活，學到許多求生技能；同時，步操訓

練和突擊集隊讓我們學到紀律的重要。

其次，在遠足旅行中，我們又嘗試超越

自己的限制，走過崎嶇的山路，堅持到底，

攀上最高峰，而最重要的是提昇了自信心。

另外，我們又在探訪活動中表演，跟

長者玩遊戲，跟他們聊天關心他們的需要，

深深感受到「助人為快樂之本」。

攀峰計劃結業禮 李仕浣校長頒發傑出學生獎

家長與攀峰成員一同出席結業禮

126



大家好，我們是禮貌大使！

笑臉迎人多有禮

張廣德副校長頒發攀峰里數獎 李強光副校長頒發傑出先鋒獎 會後茶聚與家長分享小組活動成效

經過一年，我們明白了自律和合作的

重要！無論遇到甚麼事情，我們都要冷靜地

處理，學習控制情緒。最後，我們立志要做

一個真正的毅行者，憑着永不放棄的精神，

積極面對挑戰。

培正有禮

人與人之間能否和諧相處，禮貌是很重

要的一環，給人一個笑容，點點頭、或者一

句回應，都能表現出你的禮貌。有禮的人，

無論在家庭或走進社會、甚至在國際上，都

會格外受到別人的尊重。

本校一直重視學生的品德培養，去年

開始學校推行「培正有禮」運動，讓學生明

白以禮待人是尊重自己和尊重他人的表現，

從而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樹立校園優良風

氣，促進社會有禮樂融融。

【禮貌大使】

 每班在上、下學期各選出一名禮貌

大使，協助推行禮貌活動，他們在校園內提

示同學要有禮貌，另外，他們早上會在學校

紅閘與同學和家長們打招呼、說聲早 /早晨。

【禮貌之星】

學校為獎勵有禮貌的學生，各班會選

出「禮貌之星」，以示嘉許；全年共有三次

禮貌之星選舉，獲選學生的相片會貼在壁報

板上；而獲選兩次以上的禮貌之星，更會獲

發嘉許狀。第一次共有二百一十五位、第二

次有二百一十六位學生當選為禮貌之星，其

中有六十八位學生是第二次當選。

紅藍義工

本年度安排紅藍義工服務不同對象，

建立學生的義工精神；讓學生學習與不同服

務對象相處的技巧；建立學生的團隊合作精

神；認識『同理心』、『真誠』與『尊重』。義

工隊於三月十八日到基督教新生會何文田堂

老人中心與長者一同歡聚；同學們與長者們

談天和分享，不但增加他們對長者的認識，

還體驗到快樂是來自關懷與愛心。在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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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日到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啟愛學校，與

學生們一起上音樂課，同時教他們製作樂

器，一同合奏，一同玩遊戲等，讓他們多些

了解小朋友的學習情況。

我教你劃畫

營友和導師大合照

我們教你唱歌 姐姐多謝妳！

紅藍義工與小朋友一同上音樂課

快快快！一齊學唱歌！

福音營

福音營於四月七日至九日舉行，主題

是「照亮生命  人生豐盛」，地點是粉嶺浸會
園，共有三十二位小五及小六年級學生參

加，透過分組查經、見證分享、詩歌敬拜、

暗黑兵團和光明帝國（由恩典浸信會的教牧

同工負責）等活動，讓學生明白耶穌是我們

生命的光，跟從他的就不會在黑暗裏生活，

並且得着豐盛的生命。

學 生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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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查經

學生立志信主

齊來讚美 從黑暗中體驗信靠

團結就是力量

學生團契

學生運用福音橋向同學講解福音信息。

創意小組 2009

創意小組今年繼續招攬創意無限的小

四至小六同學，部份同學上年已是組員，對

一切安排均很熟悉，想不到新加入的成員

亦很快投入於每次的活動中，這確實有賴舊

組員的帶領及照顧。每次我們均會邀請精於

不同科目、不同範疇的老師協助，今年繼續

有陳春玲、庾美之老師的戲劇教育活動，同

學透過肢體拼砌物件，發揮合作精神。鄭有

蓮老師帶領活動「體能爭霸戰」，讓同學透

過參與競技遊戲，鍛煉肢體協調。詹淑嫻老

師、潘珍儀老師預備了不少有趣的數學題，

讓同學進行腦力思考。林秀霞老師和鄭玉琪

老師帶來幾個英語遊戲，玩畢請同學分組討

論勝出遊戲的技巧，過程中全以英文對答，

同學以流利英語進行匯報，表現優秀。陳家

俊老師精於視覺藝術，他引導同學從不同角

度去欣賞藝術，並把創意元素加入當中，同

學對藝術的觸覺水平提昇了！

透過一連串的創意活動，同學們在當

中不但可以參與一些課程以外的學習活動，

發揮創意，更可學習與人協作，尊重別人

意見。若

你對創意

小組的活

動感到興

趣，不妨

在課堂上

多表達意

見，顯示

你的無限

創意，或

許下年班

主任會推

薦你參加

創意小組

呢！
人肉聖誕樹，創意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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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利用陳 sir給予的物料創作奇
妙的椅子

完成英語遊戲後，同學要透過討論
把學習到的合作技巧列出來

小一年級啦啦隊表演

要解構潘珍儀老師及詹淑嫻老師的
數學題，一點也不容易

完成一年的課程，大家來一張大合照

小二年級啦啦隊精神抖擻

用口吹紙飛機，原來很用氣力呢！

同學積極投入活動，獲發嘉許狀，
以示獎勵

小二年級冠軍二誠班

運動會

本年度運動會分兩天舉行，小一及小

二年級於三月三日在學校小操場舉行，小三

至小六年級於三月四日假九龍灣運動場舉

行，邀請了培正高爾夫球會會長關溢康學長

擔任主禮嘉賓。期間多位校友、老師及學生

參加友誼接力賽，本年度更有多名家長助理

參賽，場面熱鬧。

兩天的運動會賽程十分緊張，運動健

兒在同學的吶喊聲中全力以赴，共創佳績。

香港培正體育會更送出男、女子最佳運動員

獎八份以示鼓勵。小三及小六年級當天的壓

軸比賽─校友、家長義工及師生友誼接力

賽更是全場的焦點。本年度邀得多位校友、

家長義工、老師及同學參加。各健兒在熱

烈的掌聲和歡呼聲中上映了一場緊張剌激的

比賽。家長義工除參加接力賽外，更在本年

度協助運動會的工作，令運動會的過程更順

利，在此實要向有關的家長助理致謝。

本年度的運動會繼續舉行小一、二年級

啦啦隊表演，年紀小小的同學表現得相當投

入，充分展現了小朋友的活力。而小三至小

六年級仍繼續進行級際啦啦隊比賽，各同學

的表演不但精采，而且得分亦很接近。結果

小四年級以雄壯的口號和整齊的動作奪魁。

在此特別多謝各級老師的協助，致使同學的

啦啦隊表演能有如此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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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年級冠軍一善班

友誼接力賽得獎健兒

透過郵票展品，同學們認識中國歷史

嘉賓大合照

學生認識有機種植的過程

李校長致送紀念品予關溢康學長終點裁判非常專業

學科參觀

二零零九年十月至二零一零年五月期間舉行了多次學科參觀活動，簡列如下：

級別 科目 日期 參觀地點 參加學生人數

小二 視覺藝術 23 -10 -2009 培正中學『騰飛中國』郵票展 40
小四 常識 15 -1 -2010 益力多廠 40
小六 常識 15 -1 -2010 海下灣觀賞珊瑚活動 38
小四 常識 15 -1 -2010 香港醫學博物館 57
小五 常識 15 -1 -2010 孫中山紀念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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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科目 日期 參觀地點 參加學生人數

小三 常識 15 -1 -2010 蕉坑自然教育中心 100
小二 常識 15 -1 -2010 綠田園 72
小一 常識 15 -1 -2010 九龍公園 96

/ 電腦科 3 -3 -2010 數碼港 38
小六 常識 1 -4 -2010 海下灣觀賞珊瑚活動 38
小一 視覺藝術 15 -5 -2010 香港藝術館 40
小五 常識 20 -5 -2010 金管局資訊中心 30
小四 常識 20 -5 -2010 香港醫學博物館 40

從玻璃船向下望，看到海裏有很多漂亮的珊瑚

演藝學院我們來了！ 齊來畫畫畫！

在宏偉的佈景下，我們顯得多麼的渺小！

學生專心聆聽益力多的成分及製造過程

參觀香港演藝學院

「後台」從來都是一個神秘的地方，要

參觀大型場地的後台更是難得的機會。本年

三月期間，音樂劇組同學有幸參加由香港演

藝學院舉辦之《舞台及製作藝術活動：「後

台大揭秘」導賞團》活動。通過是次活動，

同學有機會親身體驗不同部門中的工作，讓

同學更了解戲劇的製作過程。作為即將踏上

「台板」的小演員，看到專業人員的講解，

更對劇場上的魔法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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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奇呀！

我們在等出場

吹奏笛子的同學

同學認真綵排，預備演出

彈奏琵琶的同學大合照

女同學也當上佈景師傅

中樂團應邀表演

繼出席多個校內及社區表演後，中樂團於一月下旬

應香港工程師學會邀請，於其在香港富豪酒店舉行之「香

港工程師學會晚宴」中擔任表演嘉賓。當晚樂團共奏出

三十多分鐘的樂曲，包括《白蛇傳》序曲及現場為大會伴

奏「男兒當自強」。各團員的家屬亦有到場欣賞，為各團

員打氣。由於表現出色，該主辦單位即時於二月初再邀請

中樂團出席其「工程界社促會十四周年晚宴」。此次宴會

於香港港麗酒店大宴會廳舉行，場地較上次為大，但團員

均能沉着應付、專注演出，其表現獲現場人士讚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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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區音樂精英欣賞大匯演

由九龍城區文娛促進會首次主辦的「九

龍城區音樂精英欣賞大匯演」，於一月下旬

在 高 山 劇 場 舉

行。此次聯校表

演活動有別於平

日的演出，各表

演學生均須曾獲

香港學校音樂節

比賽獎項或在音

樂表演上有優異

成績，方通過大

會的參演資格。

本校共有二女、

四男同學符合大

會要求。他們組
湯東憲同學的雙簧管獨奏

小小演奏家 同學們載歌載舞

我似超級巨星嗎？ 紅藍姊妹花 你看他們唱得多投入

培正第二屆高爾夫球練習場比賽

完場後合照

紅藍藝坊

學 生 參 與 積 極

每 次 座 無 虛 席

演 出 精 采 出色

來 年 繼 續 努 力

成「培正音樂精英隊」代表學校參演。節目

包括：鋼琴獨奏、鋼琴四手聯彈、雙簧管獨

奏、大提琴獨奏、笙獨奏及女聲獨唱。論表

現，各參演學生均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但

論節目類別，則本校較多元化。

高爾夫球

培正高爾夫球會於三月三十一日舉辦

第二屆高爾夫球練習場比賽，報名參加人數

有四十多人，親子隊有十六隊。假白石高爾

夫球俱樂部舉行比賽。

下午陽光普照，參賽者手持球桿乘坐

校車浩浩蕩蕩出發。到達俱樂部後，先拍一

張大合照，參賽隨即進行熱身；看見參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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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及緊張的神情，想必展開一場精采龍爭虎鬥；比賽過程中以高級組及親子組競爭尤為激烈。

當天培正高球會張惠鴻副會長、黎藉冠副會長、吳淑貞學長專程來到比賽場地，為同學及家長

打氣，同時球會亦送出獎品以示鼓勵。而戴卓堯家長更送贈水壺套給參賽者，以表支持及鼓勵。

最後由李強光副校長、梁璧姬主任、官玉麟教練、區瑞明教練和各副會長頒發各獎項，各

項成績見校內比賽成績表。

培正高球會副會長到場打氣：
黎藉冠、張惠鴻、吳淑貞

看準目標，一推入洞！

爸爸定D，慢慢來！

吳淑貞學長頒發中級組(冠)張澤軒、 
譚凱桓、(亞)黎庭顯、(季)周君珽、
(殿)戴焯堯

官玉麟教練頒發切擊球最佳成績獎

參賽認真，仔細思量！

黎藉冠副會長頒發初級組 
(冠 )譚莃迅、(亞 )陳心言、 
(殿 )劉嘉譽、(季 )鍾灝永

親子比賽，爸爸加油！

張惠鴻副會長頒發高級組 
(冠 )李詠妍、(亞 )談燿彰、 
(季 )李卓謙、(殿 )余梓丰

李強光副校長頒發推桿最佳成績獎 梁璧姬主任頒發切擊球入籃獎

135



高球場上顯本領

三月三日下午由官玉麟教練帶領十多名高球員到

NINE EAGLES練習，同行亦有家長協助。當天分組下
場練習打九個洞，讓學生將日常所學的球技運用在球場

上，使球員更能掌握高球比賽技巧，引發他們對這項運動

的興趣。

張惠鴻副會長頒發親子組獎項

看我打得多遠？

我們全副武裝，準備下場打球

我們等待發球 他們是高球明日之星 教練和家長一齊推廣高球運動

戴卓堯家長送贈水壺套給參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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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軍活動

我們七十九旅幼童軍，在二零一零年二

月五日到六日在小學校園內舉行了一次露營

活動。與對上一屆在校園內舉辦露營活動，

已差不多相隔八年了。當天共有三十六名幼

童軍參加。大家於晚上玩黑夜追蹤，也有講

鬼故事，各幼童軍都感覺非常興奮及刺激。

第二天我們在操場進行了很多競技遊戲，到

下午三時多解散時，大家都已筋疲力歇了，

不過仍覺得是次活動十分難忘，並熱切期待

下一次的露營。

童軍露營感想：

一、 想到今次露營活動，我實在很興奮。我
們先燒烤，然後玩了刺激的黑夜遊蹤，

每人要保護一隻雞蛋，連睡覺也要呢！

第二天午餐的費用，就是按我們能保護

多少隻雞蛋而計算的。另外還玩了很多

遊戲，例如大地震、擲水彈……這次露

營真是又好玩，又有意義。(李恩立─黃
隊 )

二、 今次的露營活動令我很難忘。首先，令
我感到驚奇的是，我竟然調到黑隊作黑

隊的隊長，並和我的弟弟同隊。另外，

我覺得今次的露營十分有趣，遊戲既刺

激，又能增加隊員間的默契，真希望可

以再參加一次露營呢！ (李恩彤─紅隊 )

三、 我覺得這次露營很好玩，因為可以和朋
友一起玩。這次露營也令我學懂怎樣起

營和訓練我的自理能力。也有一些刺激

的遊戲，所以我覺得這次露營很有趣又

好玩。(林晉良─紅隊 )

四、 我認為這次露營令我有深刻的體會，不
但令我學會照顧自己，還令我學會獨立。

雖然在過程中有一點兒爭執，但反而令

我們明白到團隊精神的重要性。除此之

外，這次露營還增進了我和其他童軍的

友誼，令我獲益良多。(胡安祈─藍隊 )

五、 我覺得這次露營真的很有趣，我最難忘
的還是旅長在玩遊戲前特別說了一個恐

佈的故事給我們聽，又在玩遊戲的時侯

安排人來嚇我們，那天真的既刺激又好

玩。(馮偉航─黃隊 )

六、 我覺得去露營很好玩，我最喜歡水球仗，
如果可以玩多一陣就好了；如果Miss Ho
可以一起玩就更好了。最後，希望燒烤

爐可以多幾個，那就不用爭。(謝顯澄─
白隊 )

學習起營

我們的營地

我們的集合點

等開飯了

自製晾衣架

腳踏豆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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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場上合照 男甲團體冠軍

水戰前夕 水蛋大戰

女甲團體冠軍

授旗禮

學界比賽成績

一、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度九龍東區小學

校際田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

賽事於一月八日順利完成，本校派出

二十八名運動員參加。在各運動員悉力以赴

下，最後共取得個人項目六冠、一亞、五

季，當中一項冠軍破大會紀錄。另接力獲二

亞、一季；團體獲二冠、一季。

班 別 組別 / 姓名 項 目 獎 項
小六正 顏 道 謙 男甲跳遠 冠軍

小六正 陳 樂 彥 男甲擲壘球 冠軍

小六光 姚 子 晴 女甲跳高
冠軍 

(破大會紀錄 )
小六正 李 詠 姸 女甲擲壘球 冠軍

小六真 陸 恩 琳 女甲推鉛球 冠軍

小五望 黃 沅 嵐 女乙跳高 冠軍

小六愛 梁 梓 謙 男甲跳高 亞軍

小六善 曾   進 男甲六十米 季軍

小六正 郭 偉 程 男甲一百米 季軍

小六愛 張 瑋 鈉 男甲二百米 季軍

小六正 容 敏 婷 女甲二百米 季軍

班 別 組別 / 姓名 項 目 獎 項

小五正

李 致 樂 女乙六十米 季軍

田 徑 隊 男甲四乘
一百米接力

亞軍

田 徑 隊 女甲四乘
一百米接力

亞軍

田 徑 隊 女乙四乘
一百米接力

季軍

田 徑 隊 男甲團體獎 冠軍

田 徑 隊 女甲團體獎 冠軍

田 徑 隊 女乙團體獎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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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區際田徑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

賽事於三月五日進行，共有二名運動員獲得個人項目二冠成績。

班 別 姓 名 項 目 獎 項

小六正 李 詠 姸 女甲擲壘球 冠軍

小六光 姚 子 晴 女甲跳高 冠軍

三、體操比賽

體操組分別於一至五月間，參加了多項體操賽事，個人項目合共獲二冠、四亞、六季、

另獲集體圈操冠軍及二項團體亞軍。

女甲擲壘球冠軍 女甲跳高冠軍

班 別 姓 名 活 動 名 稱 項 目 獎 項 主 辦 機 構

小五望 黃 沅 嵐
二零一零年全港競技體操

公開及新秀比賽

新秀A組全能 亞軍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小五望 黃 沅 嵐 新秀A組跳馬 冠軍

小五望 黃 沅 嵐 新秀A組平衡木 季軍

小四光 余 卓 毅

二零一零年度元朗體操公開

賽暨粵港邀請賽

男子 (新秀組 )跳箱 亞軍

元朗區體育會

小二信 馮 奧 朗 男子 (新秀組 )自由體操 冠軍

小三誠 方 正 元 男子 (新秀組 )自由體操 季軍

小五信 陳 旭 翹 女子 (新秀組 )跳箱 亞軍

小六信 吳 詠 恩 女子 (新秀組 )自由體操 季軍

小五信 陳 旭 翹 二零零九年度全港小學校際

體操比賽 (港九地域二區 ) 女子 (新秀組 )跳箱 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及

香港體操總會

小六誠 黃 駿 盈 全港十八區藝術體操分齡賽 集體高級組 -五人圈操 冠軍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體 操 組 二零零九年度全港小學校際

體操比賽 (港九地域 ) 男子團體 (新秀組 ) 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及

香港體操總會

小五信 陳 旭 翹 二零零九年度全港小學校際

體操比賽 (港九地域二區 )
女子 (新秀組 )跳箱 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及

香港體操總會體 操 組 女子團體 (新秀組 ) 亞軍

小五望 黃 沅 嵐
二零零九年度全港小學校際

體操比賽

女子 (高級組 )跳馬 亞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及

香港體操總會
小五望 黃 沅 嵐 平衡木 季軍

小五愛 關 穎 霖 女子 (初級組 )跳馬 季軍

139



元朗體操公開賽合照

全港小學校際體操比賽合照

1 . 第六十二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
班 別 姓 名 項 目 獎 項

小一愛 黃安珩 小學初級組粵曲對唱 冠軍

小二誠 陳晉傑 鋼琴一級獨奏組 冠軍

小一善 潘朗謙 鋼琴二級獨奏組 冠軍

小二愛 蘇詠然 鋼琴二級獨奏組 冠軍

小四望 黃以匡 鋼琴二級獨奏組 冠軍

小三愛 黎詠希 鋼琴三級獨奏組 冠軍

小五愛 鄭煥堯 鋼琴三級獨奏組 冠軍

小五望 温心予 鋼琴四級獨奏組 冠軍

小五正 黃琇湞 鋼琴四級獨奏組 冠軍

小五真 李淨潼 鋼琴四級獨奏組 冠軍

小五信 陳茜彤 鋼琴五級獨奏組 冠軍

小五信 陳茜彤 箏中級獨奏組 冠軍

小六光 姚子晴 小學小號高級獨奏組 冠軍

小六正 林宛慧 大提琴初級獨奏組 冠軍

小六真 彭子珈 十一歲或以下 
小學女子高音外文 
聲樂獨唱組

冠軍

小三真 劉子揚 柳琴初級獨奏組 亞軍

小六望 周詠茹 揚琴初級獨奏組 亞軍

小五愛 王文軒 鋼琴二級獨奏組 亞軍

小五真 姜欣澕 鋼琴二級獨奏組 亞軍

小四誠 翁廷彰 鋼琴三級獨奏組 亞軍

小五光 馮文彥 鋼琴三級獨奏組 亞軍

小四望 鍾卓禧 鋼琴四級獨奏組 亞軍

小四愛 黃逸 鋼琴四級獨奏組 亞軍

小五光 文卓謙 鋼琴四級獨奏組 亞軍

小五善 馮靖恩 鋼琴四級獨奏組 亞軍

班 別 姓 名 項 目 獎 項

小六光 尹浩謙 鋼琴四級獨奏組 亞軍

小五正 袁貝汶 雙簧管小學 
高級獨奏組

亞軍

小六愛 孫蔚琦 小學小號高級獨奏組 亞軍

小六光 祝曉嵐 小學長笛高級獨奏組 亞軍

小六愛 白凱琳 十三歲或以下直笛二
重奏組

亞軍

小六光 祝曉嵐 十三歲或以下直笛二
重奏組

亞軍

小一望 洪知衡 小提琴一級獨奏組 季軍

小三誠 袁欣言 小提琴二級獨奏組 季軍

小五正 鄧穎賢 小提琴三級獨奏組 季軍

小四愛 莊凱研 小提琴四級獨奏組 季軍

小三望 譚熹賢 大提琴初級獨奏組 季軍

小一善 林靜嵐 鋼琴一級獨奏組 季軍

小一正 梁綽恩 鋼琴一級獨奏組 季軍

小一正 余鎧琳 鋼琴一級獨奏組 季軍

小二真 郭倩瑜 鋼琴一級獨奏組 季軍

小三真 黃鈺芝 鋼琴一級獨奏組 季軍

小三誠 鄭梓彥 鋼琴一級獨奏組 季軍

高真 黃梓研 鋼琴一級獨奏組 季軍

小五望 薛莉珊 鋼琴二級獨奏組 季軍

小五光 彭穎琦 鋼琴二級獨奏組 季軍

小二誠 陳紀言 鋼琴三級獨奏組 季軍

小三善 劉詠芝 鋼琴三級獨奏組 季軍

小四善 戴文熙 鋼琴五級獨奏組 季軍

小五光 王嘉筠 鋼琴五級獨奏組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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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別 姓 名 項 目 獎 項

小五愛 李諾行 鋼琴六級獨奏組 季軍

小六正 陸丹屏 鋼琴六級獨奏組 季軍

小六愛 白凱琳 鋼琴七級獨奏組 季軍

小三善 黃可寧 鋼琴中級二重奏組 季軍

小五正 黃中睿 鋼琴中級二重奏組 季軍

小五望 蔡卓澔 口琴初級獨奏組 季軍

班 別 姓 名 項 目 獎 項

小六愛 楊樂遙 十一歲或以下小學直
笛二重奏組

季軍

小六善 梁靖忻 十一歲或以下小學直
笛二重奏組

季軍

榮譽獎狀 一名

優良獎狀 一百二十五名

良好獎狀 六十七名

二零一零年一月至今校外個人學藝比賽成績

日 期 班 別 組別 / 姓名 活 動 名 稱 成 績 主 辦 機 構

2010年1月 小三善 雷震豪
中華民國第十三屆全民總統盃 
全國心算暨數學計能比賽

三年級心算組第三
名

全民總統盃比賽 
委員會

2010年1月 小六愛 張進熙
第六屆《德藝雙馨》中國文藝展示大型

公益活動香港區選拔賽
國畫 季軍 中國藝術家協會

2010年1月 小二善 梁皓寧
華夏盃全國中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

賽2010(香港賽區 ) 小二級 二等獎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協會 

2010年2月 小一誠 朱千和
「少兒畫苑」第十三屆國際少兒書畫作

文大賽
銀獎 中國新一代藝術 

教育研究中心

2010年2月
小六愛
小六善
小六善

謝沛銓
李進偉
鍾慧怡

全港小學「華山盃」圍棋團體賽 季軍 香港圍棋協會

2010年2月 小二正 雷卓琳
「祖國您好」美術書法 

攝影作文大展
美術金獎

蒲公英 (香港 ) 
兒童文化中心

2010年3月 小一善 李天皓 第十四屆世界和平書畫展 銀獎
世界和平書畫展組委

會

2010年3月 小六誠 李恩彤
2010年度我愛香港少年網 

徵文比賽
亞軍 我愛香港協會

2010年3月 小六誠 李恩彤 聖誕英文徵文比賽 季軍
English Wise Learning 

Center

2010年3月 小六善 鍾慧怡
第一屆「小棋聖盃」全港學界 

棋藝挑戰賽
高小組 亞軍 中國香港棋院

2010年4月 小六誠 羅正睿
2010年「同心保育，學愛地球」 
學界攝影及海報設計比賽

小學組冠軍
富士施樂 (香港 ) 
有限公司

2010年4月 小六光 羅君睿
2010年「同心保育，學愛地球」 
學界攝影及海報設計比賽

小學組亞軍
富士施樂 (香港 ) 
有限公司

2010年4月
六善
六善 
六愛 

鍾慧怡
李進偉
謝沛銓

全港小學「華山盃」圍棋團體賽 季軍 香港圍棋協會

2010年5月 小一信 陳映琳
母親頌第十五屆國際少年兒童 

書畫大賽
銀獎

全國青少年書畫等級
評定委員會

2010年5月 小四光 何靖昕
全港青年標語及海報設計比賽 (2009-

10年度 ) 小學組亞軍
全港青年 
學藝比賽大會

2010年5月 小六光 姚子晴
「友出路」計劃 － 「錦繡前程」第一屆
全港小學校際禁毒徵文及創作比賽

十八區最佳網絡人
氣獎及最富創意 

文章
「錦繡前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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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班 別 組別 / 姓名 活 動 名 稱 成 績 主 辦 機 構

2010年5月 小六信 潘朗程 2010第十二屆「華夏杯」  
奧數之星創新思維決賽

六年級二等獎
華夏奧數之 
星教育研究學會

2010年5月 小六光 羅君睿
二零一零年「同心保育，學愛地球」學

界攝影及海報設計比賽
小學組冠軍

富士施樂 (香港 ) 
有限公司

2010年5月 小六誠 羅正睿
二零一零年「同心保育，學愛地球」學

界攝影及海報設計比賽
小學組亞軍

富士施樂 (香港 ) 
有限公司

2010年5月 小六愛 鄧耀基
「 21世紀‧CASIO杯」全國中小學生

英語演講比賽
小學組一等獎 中國日報社

2010年5月 小三愛 楊采霖
第二屆兩岸四地中國青少年 

兒童書畫大賽
西畫少年乙組二等

獎
國際青年 
文化交流中心

2010年5月 小三愛 楊采霖
第九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 

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美術二等獎

中國青少年研究 
中心

2010年5月 小三愛 楊采霖 2010年香港珠心算暨 
數學精英盃邀請賽

珠心算三級組三等
獎

正統心算協會

2010年5月 小三愛 楊采霖 2010年香港珠心算暨 
數學精英盃邀請賽

數學三級組四等獎 正統心算協會

2010年5月 小三愛 張萱彤 2010年香港珠心算暨 
數學精英盃邀請賽

數學三年級組總冠
軍

正統心算協會

2010年5月
小六愛
小六望
小六善

謝沛銓
史懷恩
鍾慧怡

第七屆香港校際圍棋大賽 高小組季軍 香港學界圍棋會

校外學科比賽成績

科 目 比 賽 項 目 舉 辦 機 構 成 績 組 別 / 姓 名

常識 香港教育局「薪火相傳」國民教育活
動系列

-2009-2010年「同根同心」內地交流
計劃─「橋之旅」或「食之源」高小學
生校際專題習作比賽

學友社 冠軍 六真 陳樂曦、五誠 何匯博
六誠 張永琪、五真 張文心
六信 鄭浩然、五正 黃琇湞
六信 郭正男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2009-2010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
會科學創新中心

科學幻想畫
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優異獎
優異獎
優異獎
優異獎
優異獎
優異獎

科學發明品
一等獎
二等獎

科學論文
一等獎
二等獎
優異獎

優秀組織獎

六光 姚子晴
五誠 杜至人
五愛 何阡瑜
三真 梁嘉穎
四正 林晉良
四善 王倩瑜
四望 陳柏熹
五愛 李朗軒
六信 姚子慰

五真 蔡一正、郭愷軒、何承諺
六望 劉俊希

六誠 李恩彤、彭曉晴、王子希
五信 馬啟月、陳茜彤
六望 余璟晉、黃翔駿、李朗軒

香港培正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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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比 賽 項 目 舉 辦 機 構 成 績 組 別 / 姓 名

數學 第十七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
學校

銀獎 六愛 羅兆聰、六誠 劉弘毅
六光 老綽禧

2010世界數學測試 香港科技大學 雙優獎 五信 林耀獻、五信 劉浩賢
五信 劉子充、五望 劉曉晉
五愛 鄭樂雋、五愛 鍾鎮陽
五光 梁思睿、五光 李翹光
五善 沈鎧霖、五正 洪劭熹
五正 吳梓俊、五真 郭愷軒
五真 梁曉桐、五誠 黃德顥
五誠 黃梓駿

2010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保良局 計算競賽二等獎

數學競賽一等獎

數學競賽二等獎

數學競賽三等獎

總成績一等獎

總成績二等獎

總成績三等獎

六愛 羅兆聰、六愛 黃宇笙
六光 老綽禧、六誠 劉弘毅

六愛 黃宇笙

六誠 劉弘毅、六愛 司陽

六愛 羅兆聰、六光 老綽禧
六光 關誌諾

六愛 黃宇笙、六誠 劉弘毅
六愛 羅兆聰

六光 老綽禧

六愛 司陽、六光 關誌諾
電腦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香港電腦教育 

學會
金章 六愛 羅希賢、六光 陳銘聰

六光 馮卓傑、六光 關誌諾
六善 陳浩明、六善 麥子健
六正 李躍羲、六正 容敏婷
六誠 蔡庭進、六誠 黃鈞樂
六真 孫昊賢

「現代傳說之旅網上激答」 
(2009-2010)

現代教育研究社 
有限公司

學校激答王 (一月 ) 香港培正小學
至尊學校激答王 香港培正小學

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金章 六愛 羅希賢、六光 陳銘聰
六光 馮卓傑、六光 關誌諾
六善 陳浩明、六善 麥子健
六正 李躍羲、六正 容敏婷
六誠 蔡庭進、六誠 黃鈞樂
六真 孫昊賢

校外比賽成績

班 別 姓 名 活 動 名 稱 項 目 獎 項 主 辦 機 構

小三真 劉 子 揚 保兒健康大競賽 挑戰組四百米 亞軍 美國雅培

小三真 劉 子 揚 健康活力勁跑賽二零一零 男子兒童組二千米 亞軍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田 徑 隊 聖三一中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 
四乘一百米接力

冠軍 聖三一堂中學

女子組 
四乘一百米接力

冠軍

小六光 姚 子 晴 東區分齡田徑比賽
二零零九 /一零

女子丁組 (十一至
十三歲 ) 跳高

冠軍 
(破大會紀錄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田 徑 隊 零九啟思友校接力賽 女子組 冠軍 啟思小學

男子組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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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別 姓 名 活 動 名 稱 項 目 獎 項 主 辦 機 構
小二光 何 昭 儀 第五回虎山行 -  

武術錦標賽暨武術邀請賽
楊式太極拳循環八式 銀獎 中國香港柔功門李勁德

武術訓練中心小五光 林 子 傑 自選棍術 金獎

小五光 林 子 傑 自選長拳 銀獎

小四真 張 天 頤 二零零九年度西貢區柔道邀請賽 男女童混合組 
（負三十五公斤）

冠軍 將軍澳柔道會主辦，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協辦

小三望 譚 熹 賢 第二屆全港學生公開音樂比賽 大提琴三級組 冠軍 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

小六誠 鄭 可 炘 第一屆香港傑出青少年鋼琴家 
公開賽

鋼琴六級組 冠軍 高材生文藝發展中心

小六誠 鄭 可 炘 二零一零青少年鋼琴大賽 中童組 金獎 -亞軍 元朗大會堂

小六愛 白 凱 琳 少年組 銀獎

小二誠 陳 紀 言 二零一零希望之聲藝術交流 
(朗誦 )比賽

普通話故事獨誦 
初小組

亞軍 香港普通話朗誦 
藝術中心

小三正 劉 映 廷 基督教週報盃 基督教經文朗誦 ----
普通話

冠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主辦

小三正 劉 映 廷 二零一零第十六屆聖經朗誦節 親子小組 ----普通話 亞軍 漢語聖經協會

小四正 劉 季 霖 親子小組 ----普通話 亞軍

小六愛 張 進 熙 第三屆香港青少年藝術節 小學C組 - 英詩獨誦 冠軍 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
書處、香港文代及藝術
協會聯合主辦

小六正 李 詠 姸 香港小學學界假日賽 高爾夫球女子組 季軍 香港高球總會

小二信 譚 凱 桓 中國銀行第五十三屆體育節 
香港學界高爾夫球練習場比賽

七至八歲男子組 冠軍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 
奧林匹克委員會

小二誠 譚 莃 迅 培正第二屆高爾夫球練習場比賽 初級組 冠軍 培正高爾夫球會

小二望 陳 心 言 亞軍

小四光 鍾 灝 永 季軍

小二信 譚 凱 桓 中級組 冠軍

小三光 張 澤 軒 冠軍

小四愛 黎 庭 顯 亞軍

小五愛 周 君 珽 季軍

小六正 李 詠 姸 高級組 冠軍

小五正 談 燿 彰 亞軍

小六信 李 卓 謙 季軍

小五正 談 燿 彰 親子組 冠軍

小三誠 鄭 梓 彥 冠軍

小二信 譚 凱 桓 亞軍

小五誠 胡 樂 怡 第二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 九至十歲五十米蛙泳 亞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小三誠 駱 凱 文 Girls 8 & Under 100 
SC Meter Backstroke

季軍

小六光 劉 詩 穎 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度 
香港短池分齡游泳錦標賽

女子十一至十二歲組
二百米背泳

亞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小六光 劉 詩 穎 女子十一至十二歲組
四百米自由泳

季軍

小六光 劉 詩 穎 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年度年第二
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三部﹚

女子十一至十二歲組
一百米混合泳

冠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小三誠 駱 凱 文 二零一零沙田盃 (第三屆 ) 
新秀游泳錦標賽

D組 (二零零一1年
出生 )五十米 自由泳

冠軍 沙田體育會

小三誠 駱 凱 文 D組 (二零零一年 
出生 ) 五十米 蝶泳

冠軍

小三誠 駱 凱 文 D組 (二零零一年 
出生 ) 五十米 背泳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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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別 姓 名 活 動 名 稱 項 目 獎 項 主 辦 機 構
小三誠 駱 凱 文 D組 (二零零一年 

出生 ) 五十米 蛙泳
冠軍 沙田體育會

小三誠 駱 凱 文 個人組別獎盃 冠軍 沙田體育會

小五誠 胡 樂 怡 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一第二組 
長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一節

九至十歲女子組 
五十米自由泳

亞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小五愛 劉 在 心 Edupower 2010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

英語演講比賽 亞軍 威教英語學會

小一正 李 熙 瑜 六歲新秀組花劍比賽 花劍比賽 季軍 Hong Kong Fencing 
School

小六光 劉 詩 穎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二零零九至二零一零」頒獎禮

無 香港學生運動
員獎

屈臣氏集團

劉映廷台上英姿 劉詩穎再奪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太極拳得主何昭儀

本年度中文書法比賽各級冠亞季軍

本年度英文書法比賽小六年級冠亞季軍

級別 英文書法比賽 中文書法比賽

小六

冠 : 劉樂兒 (信 ) 冠 : 姚子晴 (光 )
亞 : 姚子晴 (光 ) 亞 : 祝曉嵐 (光 )
季 : 黃采瑩 (真 ) 季 : 房穎儀 (光 )

小五

冠 : 李朗軒 (愛 ) 冠 : 李朗軒 (愛 )
亞 : 黃君宜 (愛 ) 亞 : 鄭導敏 (望 )
季 : 潘子言 (光 ) 季 : 賴慧琦 (真 )

小四

冠 : 錢昕喬 (望 ) 冠 : 何靖昕 (光 )
亞 : 張卓昕 (望 ) 亞 : 吳蔓暄 (信 )
季 : 李世聰 (善 ) 季 : 楊樂心 (四 )

小三

冠 : 鍾曉楠 (真 ) 冠 : 古　晧 (善 )
亞 : 顏仲翹 (望 ) 亞 : 林皚婷 (光 )
季 : 梁鏡璧 (正 ) 季 : 戴焯堯 (正 )

小二

冠 : 徐愛林 (善 ) 冠 : 徐愛林 (善 )
亞 : 黃以襄 (真 ) 亞 : 張卓愉 (正 )
季 : 劉裕珈 (信 ) 季 : 鍾卓言 (誠 )

小一

冠 : 區樂恩 (望 ) 冠 : 盧雅姿 (善 )
亞 : 李芷賢 (誠 ) 亞 : 陳霈欣 (真 )
季 : 莊旻穎 (愛 ) 季 : 馮甄陶 (正 )

二零零九年度校內學藝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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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全場冠軍決賽 球來了男子全場冠軍決賽 看我的進攻

校內比賽成績：

1 . 班際乒乓球賽於一月份舉行，分小五、六年級組，每班派男、女子運動員各二名，除代
表本班出賽外，亦代表個人出戰。勝出同學除有機會代表學校參加九東小學乒乓球賽外，

另設男、女子全場總冠軍。

活 動 名 稱 班 別 姓 名 項 目 成 績

二零零九年度班際乒乓球賽

小五信 岑 恩 彤
小五年級女子組

冠軍

小五望 關 知 行 亞軍

小五善 陳 錦 熙 季軍

小五真 黎 思 賢
小五年級男子組

冠軍

小五光 文 卓 謙 亞軍

小五光 鄭 志 傑 季軍

小六真 張 曉 澄
小六年級女子組

冠軍

小六愛 黃 宇 笙 亞軍

小六光 劉 詩 穎 季軍

小六善 李 進 偉
小六年級男子組

冠軍

小六光 陳 銘 聰 亞軍

小六善 蔡 暉 鴻 季軍

二零零九年度班際乒乓球賽全場冠軍
小五真 黎 思 賢 男子組 冠軍 
小六真 張 曉 澄 女子組 冠軍

2 . 三人籃球賽於五月份完成賽事，只設小五年級男、女子組，每班可派男、女子運動代表
六人應戰，每場只限三人作賽。

活 動 名 稱 班 別 項 目 成 績
二零零九年度小五年級班際三人籃球比賽 小五信

男子組

冠軍

小五愛 亞軍

小五正 季軍

小五望

女子組

冠軍

小五真 亞軍

小五信 季軍

男子冠軍合照 女子冠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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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零訊

復活節紀念會

本年度之復活節紀念會於三月二十九

日上午在培正中學禮堂舉行，各同學先在課

室集合，戴上自製的復活節頭飾後，在老師

及家長義工的照顧下，步向中學禮堂參加聚

會。是次邀請「萬國兒童佈道團」蒞臨主領

聚會，內容有祈禱、唱詩歌、短劇，講述耶

穌奇妙的雙手，之後，由李校長致送復活節

禮物，小朋友都顯得十分開心，聚會亦在快

樂的歌聲中完結。
萬國兒童佈道團同工透過短劇傳達信息

十分受歡迎的激輪滑梯

我們都是未來建築師

看我可以移動多少幢高樓﹖

親子遊戲日

本年度幼稚園的親子遊戲日已於三月

五日分上、下午完滿舉行。當日，天色清

朗，幼兒臉上皆露出燦爛的笑容，在家長的

陪伴下，開開心心、蹦蹦跳跳的返到校園，

然後，由老師帶領齊集小學D座雨操場參加
開幕典禮；當音樂奏起時，一羣啦啦隊隊員

邁出吳華英老師紀念球場，列隊歡迎各同學

魚貫入場，眾人同心向天父祈禱，求賜美好

的親子時刻。在輕快的集體操之後同唱校旗

歌，接着由李仕浣校長及特別嘉賓林繼賢先

生主持上午的剪綵儀式，而下午則由張廣德

副校長和梁錦嫦副校長主持；之後，便是遊

戲開始。是次邀請「智樂兒童遊樂協會」合

辦，該機構共提供十二個遊戲區，分別是：

七彩水管、人力搖籃、紙皮坦克、木屋設計

師、激輪滑梯、移動高樓、氣墊球大比拼、

弓箭神射手、吹氣樂園、平衡陣、七巧迷團

和立體棋盤 (下午改為骨牌樂 )等。當日亦
得到五十多位家長義工協助，以致各活動能

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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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大比拼

親子留影

好玩的骨牌 這架坦克很特別

親子用愛心抬轎

親子旅行

上、下午幼兒班之親子旅行於四月十六日及二十三日舉行，地點為香港動植物公園，

每日的參加人數約有三百多人。公園內百花盛放，樹木成蔭；其中飼養的鳥類，品種繁多，

體態各異，羽毛的顏色悅目，

有的更能唱出美妙歌聲。位處

另一端的動物園，亦有不同種

類的猿猴、猩猩，有的體形龐

大，看似笨重卻身手靈敏，有

的小巧可愛，動作迅速，有的

聲如洪鐘，有的安安靜靜，

小朋友在參觀時都顯得十分興

奮。參觀過後，便進食茶點和

休息，補充體力之後，是親子

遊戲時間，各人都盡情投入，

享受遊戲的樂趣。轉眼，又到

回程的時間了，大家懷着愉快

心情告別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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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都是我們的新年祝願

生日會助慶節目 –親子小提琴合奏

新年實在是充滿歡笑的節日

生日會

一月十五日舉行了二零零九年度第二

次生日會，各生日同學拍攝生日照後，返

回課室慶祝，他們一起祈禱、唱歌、享用

茶點。之後，是「大哥哥、大姐姐」活動，

老師安排不同級別的同學一起，進行混齡活

動，透過遊戲、閱讀圖書、故事分享或玩玩

年花真美麗

年宵市場

為配合教學活動，讓幼兒從小認識中

國傳統文化，感受節日的熱鬧氣氛，趁着農

曆新年快將來臨，特安排於二月九日分上、

下午假B座雨操場舉行「年宵巿場」活動。
為增添節日色彩，我們鼓勵出席的師生及協

助活動之家長義工們穿着華服參加。

開幕儀式在小學吳華英紀念操場舉

行，先由李校長與一位家長義工主持點睛儀

式，另本年的醒獅表演由低善班、高善班同

學擔任，同學們年紀雖小，但當舞動醒獅時

卻似模似樣，獲得在場各人報以熱烈掌聲。

之後，各同學按所編定的時間，在老師帶領

下逛遊花巿。幼兒班及低班同學因年紀尚小

需由老師帶領四處遊覽，而高班學生則可以

自由與學友結伴同行。

會場內共設有四個攤位，分別邀請家長

義工協助作介紹或帶領，各攤位的內容是：

「齊來寫揮春」─同學們可以書寫新年願

望；「樂聚慶新禧」─擺放着各式各樣的

小玩意供同學們把玩；「豐衣足食」─介

紹不同的賀年食品，亦可讓同學們品嚐；

「賞花園」─是年花的展覽，讓幼兒認識

各種年花的名稱及樣式。幼兒在是次活動中

感到十分快樂，藉着遊戲學習到不少中國傳

統節日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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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遵守交通規則

我會認真刷牙齒

她們正細心挑選水果

生日會助慶節目 –家長表演雜耍

其他活動

為使小朋友能從小養成遵守交通規則

的好品德，特安排高班同學於四月份前往秀

茂坪交通安全城參觀，除透過工作人員講解

道路安全常識外，同學們亦可以親身實踐，

學習以行人或駕駛者的身份使用四種過路設

施：包括行人天橋、行人隧道、斑馬線和人

像燈等。讓幼兒從遊戲中學習，幫助他們將

所學知識深化，作個守法的小公民。

本年度幼稚園各班除參加由衛生署口

腔健康教育組舉辦之「親子愛牙計劃」之

外，亦於四月安排低班同學參觀「陽光笑容

小樂園」，加強幼兒培養注重牙齒衛生及健

康之意識。小朋友透過參與不同區域的設施

和玩意，加上該處職員工的講解更明白護齒

方法。

為教導高班學生認識錢幣，特安排前

往何文田街「超級市場」參觀及學習購物常

識。同學們帶着家長給與的零錢，自備購

物袋，快樂地在超級市場內自由選購物品，

分別有糖果、餅乾、麵包、飲品、水果或蔬

菜。最後，大家都開開心心，滿載而歸。

具等，讓年長一點的同學去照顧年幼的學弟

學妹，亦豐富他們的生活經驗和學習。 

第 三 次 生 日 會 在 二 零 一 零 年 三 月

二十六日舉行，是次誠邀家長義工擔任助慶

活動，他們有的表演魔術、雜耍、有的扭氣

球、有的說故事、有的帶領幼兒做手工等

等，家長們都準備充足，認真、投入的參與

活動，不但給我們莫大的支持，更帶給幼兒

不少開心和歡笑，在此衷心向參與活動的家

長們致謝！



　　二零一零年一月九日，澳校首次在宗教室舉行浸禮，由大埔浸信會陳志強牧師為五位新葡：
區宗傑、葉少屏、張紹華、馬毅敏、劉天亮施浸，約一百五十人觀禮。會後舉行《堂校合作協議
書》簽署儀式，由羅永祥校監、余偉榮執事分別代表澳校及大埔浸信會簽署，正式開展澳校的教
會事工。

　　三月十三日晚上，澳門培正同學會舉行新春聚餐，羅校監首次公開宣佈大埔浸信會將在澳校
成立教會，並介紹未來教會負責人陳天生傳道及其家人。

破天
荒：

破天
荒：

首屆浸禮五位新葡：

(左起)劉天亮、馬毅敏、張紹華、葉少屏、區宗傑首屆浸禮五位新葡：

(左起)劉天亮、馬毅敏、張紹華、葉少屏、區宗傑

羅校監介紹陳天生傳道及其家人羅校監介紹陳天生傳道及其家人

師生家長齊賀受浸者師生家長齊賀受浸者

《堂校合作協議書》簽署儀式
《堂校合作協議書》簽署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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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週」開幕主禮嘉賓
「福音週」開幕主禮嘉賓

　　四月六日至九日，澳校舉行每年一度的「福音週」活動，今年主題為《愛‧讚美》，目的是
鼓勵學生讚美神，也讚賞人，共同建立彼此關愛的福音校園。主題金句為「口唱心和讚美主」
（《以 弗 所 書》5:19），主 題 曲 則 選 用《讓 讚 美 飛 揚》，並 構 建「基 督 教 教 育 事 工」網 頁
http://home.puiching.edu.mo/cem

　　「福音週」活動遍及全校中小學、幼稚園各級，包括：高中團契、初中團契、高小團契舉行
福音詩歌初賽；高小以上學生週會舉行決賽；初小學生填寫「讚美卡」，製作「讚美樹」；初小、
幼稚園學生則分別在操場及禮堂舉行「福音詩歌大賞」。

　　「福音週」期間，每天早操時段舉行初小學生「詩歌大賞」，首日更舉行簡單而隆重的開幕
禮，大型布條「讓讚美飛揚」隨氣球升空，高高懸掛於校園中央。每天中午時段，B座雨天操場
設有午間廣播，由高中學生擔任主播，播放聖詩及老師專訪；廣播站側同時設有浸信書局的福音
書展。中午時段，六樓宗教室學生團契每天舉行音樂佈道會，小學團契更邀請校外福音魔術師分
享信息，學生反應熱烈。

福音週活動宣傳單張福音週活動宣傳單張

讚美樹盛載初小學生的讚美話

讚美樹盛載初小學生的讚美話

高一愛班獲福音詩歌大賽高中組冠軍

高一愛班獲福音詩歌大賽高中組冠軍

初小學生早操時段詩歌大賞初小學生早操時段詩歌大賞

《愛‧讚美》主題橫額懸掛於校園中央

《愛‧讚美》主題橫額懸掛於校園中央152



　　四月八日下午五時，澳校在八樓禮堂舉行「師生音

樂會暨福音週詩歌比賽」頒獎禮，先由羅校監、高校

長、郭副校長主持「培正堂」命名儀式，然後由多達六

十人組成的師生歌詠隊在王穎瑩老師指揮下，手舞足蹈

地演繹《頌讚主Hallelujah》等詩歌。

　　四月九日下午，香港著名基督徒青

年歌手王菀之和母親首次來到澳校，為

初中、高中、教職員工舉行連續三場

「真情分享會」，合共逾千人參加；母女

二人的精采分享，為今年「福音週」活

動帶來高潮。

羅校監為師生音樂會致詞
羅校監為師生音樂會致詞

六十位師生組成詩班讓讚美飛揚六十位師生組成詩班讓讚美飛揚

王菀之和母親主領三場「真情分享會」王菀之和母親主領三場「真情分享會」

王菀之和母親對培正師生的鼓勵
王菀之和母親對培正師生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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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十二及十三日上午，香港

浸聯會前總幹事朱活平牧師為高小

以上的學生舉行四場福音魔術佈道

會，逾二千人參加，至少一百四十

七人決志。四月十二日中午，朱牧

師主領教師團契；下午為老師舉行

校本培訓，以魔術講解福音要道。

朱活平牧師藉魔術分享福音

朱活平牧師藉魔術分享福音

堂校合作委員會首次會議
堂校合作委員會首次會議

「培正堂」命名儀式「培正堂」命名儀式

　　為配合教會發展，四月八日由羅永祥校
監、高錦輝校長、郭敬文副校長主持H座六
樓「培正堂」命名儀式。四月十六日，羅校
監主持首次「堂校合作委員會」會議，商討
澳門培正與大埔浸信會合作推動福音事工計
劃，雙方代表有：高錦輝校長、郭敬文副校
長、王大為牧師；陳天生傳道、譚日旭執事、
曾家石執事。

154



155

學 校 動 態

參加 800米歡樂跑的老師

劉藝良名譽校董頒發全場總錦標

校運會頒獎禮，嘉賓與獲獎健兒合照。

老師們攜手過終點

校運會圓滿舉行

經過三天緊張而精采的賽事，澳校第

三十九屆田徑運動會閉幕式於三月廿六日下

午四時正假澳門運動場隆重舉行。

出席的嘉賓有：名譽校董劉藝良、澳

門培正同學會會長黃漢堅校董、紅藍體育會

理事長陳滌非校董、副理事長楊敏儀、澳門

培正同學會副會長黃國基、校運會技術顧問

伍華佳、黃泰來、趙燦文等。

校長高錦輝致閉幕辭。他表示在校運

會前夕，本澳空氣受到污染，師生無不為此

祈禱。感恩的是，開幕式當天空氣質量轉

好，其後天色亦轉晴，令本屆校運會得以順

利舉行，他感謝師生、家長、各界人士的支

持。競賽場上，運動員表現出色，成績理

想，共有四項四人次破歷屆記錄。他勉勵同

學們繼續練習，再接再厲，為下屆校運會作

好充分準備，爭取更佳的成績。

閉幕式上，嘉賓們分別向出色的運動員

及班級頒發獎品，計有：破歷屆紀錄獎：高

天恩（高二望）、徐穎彤（初二信）、黃偉熙

（高一望）、陳浩（小六善）；各組個人全場

冠軍：男甲：麥志中（高三善）；男乙：鄺

家駿（高一望）；男丙：蔡翯翀（初二愛）；

男丁：張展博（小六信）；女甲：高天恩（高

二望）；女乙：唐詠雅（初三信）；女丙：徐

穎彤（初二信）；女丁：張瑋晴（小六信）；

班際全場冠軍：小六信；亞軍：高一望；季

軍：初二信；個人全場成績最優獎：黃偉熙

（高一望）；全場總錦標：小六級。

其後，在洪亮的管樂聲中，校旗徐徐

降下，運動會圓滿結束。

師生家長慷慨解囊，三十多萬捐助海地

海地地震發生後，本校發起師生募捐活

動，得到各員工、學生及家長等支持，共為

海地災區籌得澳門幣三十三萬五千一百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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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四角九分，港幣一萬九千四百元。該善款

於二月五日由高錦輝校長、郭敬文副校長、

梁永棠主任轉交澳門紅十字會，該會負責人

麥柱流、吳川柱、王清軒、林琦玲等代表接

收。高校長表示，本校向來鼓勵學生們關心

社會，多作公益活動，幫助有需要的人士，

發揚「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基督精神。

善款交紅十字會轉送海地

助青海災民解燃眉之急

師生為西南旱災地區籌款

籌款助國內災民，體現關愛精神

我國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於四月十四

日發生七點一級大地震，造成嚴重的人命傷

亡及財物損失。本年西南地區亦遭受罕見

的嚴重旱災，受影響範圍遍及廣西、重慶、

四川、貴州及雲南，數以萬人陷入缺水的困

境。本校為此發起募捐活動，並在校園設

置捐款箱，得到各員工、學生及家長等支

持，共為西南旱災地區籌得澳門幣十二萬

二千三百二十元，為青海地震災區籌得澳門

幣十萬元。該兩筆善款於四月十九日由高錦

輝校長、郭敬文副校長、梁永棠主任送交澳

門紅十字會彙送災區，以解災民燃眉之急。

師生家長的慷慨解囊，充分體現紅藍兒女無

私奉獻的一顆善心。

高校長表示，本校鼓勵學生弘揚「施比

受更為有福」的基督精神，發揚互助互愛的

美德，援助災區人民，為他們盡早重過正常

生活出一分力。同時，全校亦加強節能節水

教育，呼籲同學們珍惜寶貴的地球資源。

繼是次捐款後，校園捐款箱至五月初

再收集善款共計澳門幣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五

元、港幣一百五十七元、人民幣三十元，已

存入中華教育會專戶，再彙交災區。

校園加強保安措施

為加強校園保安，本校已於五月二十

日起試行新措施，所有家長或來校接送學生

者進入校園之新安排如下：

1 . 凡陪同學生進入校園之家長，可直
接進校，無需出示任何證件；

2 . 凡自行進入校園之家長（如接放學）
則必須出示本校發出之「家長證」；

3 . 倘未能出示「家長證」，則須憑身份
證件辦理登記手續方可進入。

因應需求及貫徹學校環保理念，家長

證的派發數量為幼稚園、小五至初一級學生

每人均獲發家長證一張；小一至小四級學生

每人均獲發兩張；初二至高二級同學則按實

際需要向校方申請。

為使新措施順利進行，本校增聘工友

主要負責校門進出保安工作；校園小記者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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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有序地憑證進入校園

不少大學入學試在澳校舉行

製作了相關的短片介紹，向全校師生家長宣

傳。該措施推行至今，家長表示支持，整體

情況令人滿意。

上述校園保安安排乃初期措施，短期

內本校將推行進出校園門禁電子化系統。

總務工作

 ● 配合深化校內環保工作，於校內全面推行

垃圾分類回收，於課室、教員辦公室、操

場設立垃圾分類回收桶，同時鼓勵師生減

少飲用樽裝水。

 ● 配合加強校園安保工作，增聘四位全職工

友負責校門保安，同時在停車場及天台等

出入口加裝「澳門通」電子門禁系統。

 ● 本年度國內大學聯考、台灣大專入學試、

華大暨大聯考、中山大學入學試、國內研

究生入學試均在本校舉行，各員工極度支

持配合，除借出場地外，部份考試亦由本

校老師擔任監考人員。

多位培正人獲授勳

澳門特區政府二零零九年度勳章、獎

章及獎狀頒發儀式於二零一零年一月廿九日

在澳門文化中心舉行。其中澳校校董楊俊

文博士榮獲澳門特區政府頒授金蓮花榮譽勳

章；林金城名譽校董獲頒銀蓮花榮譽勳章；

澳校前體育科組長黃紹華老師獲頒體育功績

勳章；澳門演藝學院梁曉鳴院長 (澳校勁社
校友 )獲頒勞績獎章。

黃紹華老師 (左 )獲授體育功績勳章， 
教職員會鄭國康主席致送紀念品祝賀。

梁曉鳴院長 (勁社 )獲頒勞績獎章， 
同學會黃漢堅會長 (右 )致送紀念品祝賀。

培正展珠海歷史圖片

由珠海市委宣傳部及澳門基金會主辦

之「歷史的足跡─珠海歷史文化圖片展」

在培正中學展出，展覽內容豐富，引人駐足

細閱。

該展覽為一巡迴展，二月廿三日在澳

門大學開幕後，三月二日起轉往培正展出，

展期至三月九日止，連日來吸引了眾多師生

家長參觀。



158

五日上午，在外交部駐澳特派員公署

秘書孫仁安帶領下，一行九人到訪培正參觀

是次展覽，獲本校校長高錦輝熱情接待。

此外，他們還參觀了本校的行政樓及新教學

樓，對本校校史、校園文化、教學特色等均

感興趣。

是次展覽設五十個展架共一百塊展

板，展示了珠海早期海洋文明、中西文化的

交匯情況，以及珠海特區的經濟發展等，圖

文並茂，圖片珍貴，內容相當豐富。飄色、

水鄉民歌、嶺南才子、傑出名人等介紹都吸

引了不少同學觀看。珠海與澳門相鄰，兩地

居民往來頻繁，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等

各方面關係密切。培正重視學生各方面的學

習，透過是次展覽，能讓學生從不同角度對

珠海加深認識，探究其深厚和具特色的文化

底蘊；亦可從中比較澳珠兩地的異同，是一

節靈活的生活課、歷史課。此外，本校在校

內更舉辦了趣味填空遊戲，內容與展覽相

關，藉此強化所學知識。

外交部駐澳特派員公署人員參觀展覽

以展覽為課

校園節能文化活動

本校為配合能源業發展辦公室向學生

推廣能源知識及節約能源的構想，今年在

「校園節能文化活動」上作出新嘗試，在各

科教學內容上加入環保教育意識，引起學生

關注環保的重要性，全面體現節能的意義，

培養出節能的責任感。

學生參與校園環保節能活動非常踴

躍，因校方並不是把是次活動當成獨立的環

保科目來提昇學生的環保意識，而是把環保

節能理念全方位地引入各學術科目上，使節

能知識不斷深化和延伸的同時，最重要是可

真正地引起學生關注環保節能的重要性。校

方著重向學生推行環保節能意識，校內硬件

設備只是其次，營造校內環保節能氣氛才最

值得關注。以離室切電行動為例，要求師生

離開課室時關燈並不因為資金問題，只關乎

校內教師、學生之間對環保的看法，從而相

互感染，帶動各人參與校內各項環保節能活

動，形成良好的校園環保節能氛圍。

今年校方在校園節能文化活動作出大

膽嘗試，各科教師按學生的程度將節能的意

識、能力、知識、參與、探究及態度結合其

教育課程或活動中。簡言之，校方在各科目

內均加入環保教學元素，除地理、生物、美

術、物理、化學學科內容上可加入環保教育

意識外，國文、英文、數學、體育、音樂、

歷史等學科也能加入環保節能教學元素，如

音樂科要求學生融入節能概念製作樂器、歷

史科講述戰爭與能源等，旨在以綜合學習方

式，讓師生全面地體現節能的意義。

為培養師生對節能的責任感，校方更

利用校內的互聯網將最新的節能資訊傳遞給

各師生，師生將搜集調查所得的節能資訊以

電郵方式傳遞給負責的教師，其後經負責的

教師閱讀且修改後，放上校內的互聯網，供

其他師生閱讀。此外，校方還利用校園各大

電視的宣傳作用，將拯救地球的意識傳遞給

各師生。宣傳短片「上升攝氏六度，地球會

如何呢？」的製作，是讓學生把地球變暖的

起因、面臨的危機、改善的方法及節能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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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協助準備水果杯

小幼同學排隊享用水果

施繪畫於畫紙上，待繪畫作品彙交後，再由

教師及負責的同學挑選適合的作品作為短片

的背景，最後由負責的同學用 iMovie軟件
加入文字及音樂製成宣傳短片。

校方去年推行的環保節能小天使、離

室切電行動、張貼環保公約、環保講座等環

保活動仍繼續進行。本校已是第三年參與能

源辦所舉行的「校園節能文化活動」，認為

要學生從小養成良好的環保節能意識，校方

必須全力配合，故本校並非為參與是次活動

才舉行多項環保節能活動，而是為持續提昇

學生環保意識，於全年不間斷地推行環保節

能活動。與此同時，校方更希望學生把所學

到的環保節能知識帶到家中，持久地延續環

保風氣。

獲當局資助開展各項計劃

因應教學不斷轉變的態勢，本校在政府

教育發展基金支援下積極組織多層面、多形

式的培訓活動，學校推出的校本培訓有明確

的切入點，既配合學校的發展路向，亦能實

現提昇教師校本專業發展的效果。近年分別

進行英文語音工作坊及普通話師資培訓，聘

請校外資深導師對全體科組教師進行指導，

教師在教學實踐中深化所學，受益匪淺。

學生形容參加獲教育發展基金全額資

助的「認識祖國、愛我中華」交流學習之旅

得着不少。語言藝術學會會長黃建瑩同學承

認，此前由於未有機會踏足內地，受輿論的

影響對中國內地的觀感有失偏頗，但經過先

後到訪內地多個省份作參觀交流，對祖國的

了解越來越多，開闊了眼界的同時，與祖國

的距離不斷拉近，親切感油然而生。

本校的「創校一百二十周年紀念大樓」

順利落成，亦離不開教育發展基金的支持，

承擔三分之一的興建費用，學生才能享受設

備完善、環境優越的校園生活。此外，本校

同受惠於資訊科技發展計劃，隨着無線網絡

全面覆蓋，學校引入移動電腦教室方案，在

手提電腦、電子手帳的協助下，一座座「電

子城堡」得以在教室之間自由移動，成功地

將課室變成電腦室，利用電子設備進行戶外

學習的設想亦不再是神話。

健康校園─ 2010 水果日

為鼓勵同學們在均衡飲食中每日進食

一至兩份水果，以促進身體健康，同時亦

響應教青局推行「水果 FUN享日」，本校於
本年四月份舉行了一系列的活動，包括「我

與家人吃水果相片分享」、「齊吃水果寫感

受」及「水果 fun享日」。歡迎同學把自己或
與家人在家中一起進食水果的照片交回學

校，讓校方製作宣傳壁報，把健康飲食文化

從家庭帶入學校，又從學校帶進家中。為進

一步使吃水果變得更有樂趣，除了鼓勵同學

於四月十六日帶水果回校，在課室與老師一

起進食之外，在四月十五日更邀請十數位家

長義工幫忙，把多款不同種類的水果切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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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杯，在雨天操場供同學和家長免費進食。

當天校園一片熱鬧，同學們輕鬆愉快地與家

人、師長一起享用水果。隨後由同學把感受

寫出來，貼在操場壁報板上，藉以宣揚校園

健康飲食文化。

吃了水果，寫上感受。

高校長致送紀念品予區柏來伉儷

中學同學也來響應

師生、家長齊支持水果 Fun享日

高三同學體驗高爾夫球樂

為擴闊學生對各類運動的認識，鼓勵

同學多作運動鍛鍊，本校於四月九日舉行專

場講座，讓高三同學對高爾夫球有深入的認

識。同時，家長區柏來伉儷向本校致送高爾

夫球具十套。

講座主講嘉賓為澳門理工學院寧自衡

教授，他闡述高爾夫球的定義、起源與發

展、特點、服飾、裝備、出色球員，以至世

界各地各具特色的高爾夫球場等，一展學生

的視野。此外，他還糾正了同學們對高爾夫

球的誤解，以為高爾夫球純粹是貴族運動。

高爾夫球乃是一種文化、是一種生活，是與

自然結合的運動。學習高爾夫球，能從中培

養到個人的修養，誠信、禮儀、對自己與別

人的尊重等；此外，高爾夫球老少咸宜，能

在樂趣中達到鍛鍊身體的效果，這些都是高

爾夫球的特色。

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才能發揮理想的學

習效果，本校家長區柏來伉儷為讓學生能親

身體驗高爾夫球的樂趣，慷慨捐贈高爾夫

球球具共十套，供本校師生使用，以推動高

爾夫球運動。高錦輝校長感謝其對學生的關

愛，使學生有機會學習理論、繼而實踐，接

觸不同類型的運動，作多元發展，從中得到

寧自衡教授主持高爾夫球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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鍛鍊。校

方在四月

期間，安

排高三同

學分班到

位於澳門

路氹城之

高爾夫球

場親嘗打

球樂，冀

有助培養

高爾夫球

新星。

圖書館週活動吸引大批學生及家長參與

圖書館週舉辦「書．不輸」悅讀加油站親子
講座，反應熱烈。

本校圖書館向社區開放推動親子閱讀

本校H座四、五樓之圖書館環境優美，
硬體設施新穎完備；軟體館藏豐富多元化。

圖書館面積約一萬六千餘平方呎，座位約

三百二十個，館藏圖書超過四萬五千冊，主

要收藏各式中外文書籍、澳門資料、參考資

料及各種報刊約八十多種，現正規劃購入電

子書及電子期刊等，並將逐步增加館藏量，

是一間以推動「親子閱讀」為發展重點的圖

書館。 

良好的閱讀習慣對保障學習成功起着

重要作用，而據研究顯示，零至九歲為培養

兒童閱讀習慣的關鍵時期，而親子閱讀更

加被廣泛認同為對培養兒童閱讀習慣起重要

而正面的作用。同時，家長以身作則是令孩

子愛上閱讀的關鍵，親子閱讀讓閱讀變得有

趣，能鼓勵分享與發揮創意，除能提昇孩子

的閱讀興趣，亦同時發展他們的創意潛能。

有見及此，本校圖書館向家長積極推廣親子

閱讀，為學生及家長提供寬敞及舒適的全新

學習空間及完善的服務，讓父母選擇合適的

書籍，與孩子藉由親子閱讀的時間分享及建

立更緊密的關係。此舉不但可以加強親子互

動溝通，亦讓兒童從小培養閱讀的良好習

慣，啟迪孩子的思維。

本校為實踐社區資源共享的理念和承

諾，以培育社區文化、營造全民閱讀、充實

餘閒生活為目標。除供師生、家長使用外，

並於三月九日起正式向社區開放，促進家

庭、學校與社區密切結合、資源互惠，營造

家庭、學校以及社區和諧共享的氛圍，發揮

各自的優勢，推動終身學習。

圖書館週節目豐富精采

四月十九至三十日，本校舉辦為期兩

週的「圖書館週」。本校圖書館自三月九日

正式向社區開放，故本年「圖書館週」的對

象除了全體師生外，還包括社區人士。本校

期望藉此活動能推廣校園閱讀文化，促進社

區終身學習的風氣。

「圖書館週」內容豐富，全體師生及家

長、社區人士均可在館內索取精美字條進

高三同學親嘗打球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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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好書分享」活動，並可即時張貼該紙條

於圖書館內，共享心得；還有面向全校師生

的 i-pod Touch試玩日，讓他們一嘗看電子
書的感受。此外，為培養幼童從小愛上閱

讀、愛上圖書館以及培養學生成為一位有禮

之人，分別舉辦「探索 PC Library」及「有
禮之館」比賽。在圖書館週內亦舉行了一場

「『書．不輸』悅讀加油站」親子講座，以推

動親子共讀，講者傅美祺博士以「培養兒童

的閱讀技巧」為題，讓家長了解親子共讀的

重要性。為慶祝四月二十三日「世界書香

日」及響應環保，本年之「反轉書中的奧秘」

遊戲特別推出電子版。另外，當天亦推出圖

書館創刊號，刊物內設有「我的 423‧我的
閱讀日」有獎填字遊戲。是次「圖書館週」

一連串活動參加者眾，反應熱烈，部份經費

獲得教育暨青年局贊助。

圖書館劉慧敏主任帶領幼稚園學生「探索

PC Library」

同學使用 iPod touch觀看電子書

舉辦「學校圖書館之旅」，加強各校圖書館
人員彼此學習及交流

本校圖書館近年無論在環境、設備，以

至開放模式上都有顯著的飛躍改變。今年本

校圖書館成為「澳門圖書館週」舉辦的「學

校圖書館之旅」中兩所參觀對象之一。希望

透過參觀互動，與其他圖書館人員彼此分享

心得、交流經驗，從而提昇本校圖書館之服

務質素。

English Open Mic

On the 30th of April a variety show called ‘Open 
Mic’ was held in the Pui Ching Room in Block H 
from 7:00 p.m. to 8:30 p.m. It was organized by Miss 
Jennifer Moul, coordinator of the ‘English Corner’ 
activities.

The purpose of this event was two-fold. The first 
purpose was to provide a casual and fun atmosphere 
in which students could use English to compete 
for prizes. As most traditional competitions at Pui 
Ching require a high level of English, this event 
was designed to include more participants and allow 
them to improve their standard while at the same 
time gaining confidence in using English in a public 

Jenny Lou’s sing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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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社職員與嘉賓合照

郭敬文副校長為愛社揭旗

setting. The second purpose was to raise money to 
help support those suffering from the earthquake in 
Qinghai. Happily, both goals were accomplished. An 
amount of over MOP1400 was raised.

This year fifteen students and teachers from 
various departments volunteered to help run the 
event. It was exciting to see that although this was 
an event sponsored by the English Department, other 
teachers were willing to get involved and even to 
speak in English during the night. 

A total of eleven acts were performed, including 
songs by foreign artists, including Michael Jackson, 
short dramas, and a speech written by a student 
herself. As it was a contest, the best performers were 
awarded prizes.

The English Department plans to hold this event 
again next year as students have shown great interest 
in it. The tradition of its being a charity event will 
carry on.

二零一七年級愛社成立

港校二零一七年級愛社成立典禮於五

月十五日舉行。慶典當日，澳校由馮少嫻主

任、黃潔冰主任及兩位老師率領級社職員

赴港，藉此加深彼此的友誼。抵達後，得到

港校熱情的款待，並遊覽了汀九橋及青馬大

橋。回校後，除了參觀港校校園外，澳校同

學更於港校校舍天台切磋了哥爾夫球的技

術。下午，級社成立典禮開始，會上各主禮

嘉賓一一為同學作出訓勉，並有豐富精采的

表演節目。典禮在歡樂的氣氛中完結。享用

茶點後，澳校師生乘船返澳。

澳校亦於五月廿九日在校內H座八樓
禮堂舉行二零一七年級愛社成立典禮。當日

上午，馮少嫻主任率領澳校級社職員到碼頭

迎接出席典禮的港校級社同學代表及老師。

回校後，首先帶領代表參觀澳校H座各樓
層。接着兩校男、女子排球隊在B座顧嘉煇
體育館進行了一場激烈的排球友誼賽。下午

二時三十分，典禮在禮堂舉行，各嘉賓分別

向愛社同學作出訓勉，希望同學們將來能成

為有愛心的有用人。儀式結束後，緊接着的

便是同學們為慶祝級社成立而精心準備的遊

藝節目，包括有話劇、拉丁舞、英語集誦、

古箏獨奏和大合唱，各項表演節目表現出

色， 獲 得

嘉 賓 及 家

長 的 一 致

好 評。 愛

社 成 立 典

禮 也 在 愉

快 和 諧 的

氣 氛 中 結

束。

The winners of the Crowd Favorite award

Volunteers reporting the total amount of money ra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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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團拜

庚寅年大初八下午四時半，澳校及同

學會在禮堂舉行新春團拜，出席之員工、校

友及家眷約二百人，高錦輝校長和黃漢堅會

長向在座人士拜年，送上新春利是。與會者

互相祝賀，品嚐金豬美點，共慶新春。

澳校及同學會負責人新春切金豬

羽毛球教練饒秋玲捐贈獎學金

同學在進行斜身引體測試

羽球教練捐款贈本校

澳門傷殘人士文娛暨體育總會羽毛球

教練、本校家長饒秋玲女士向本校捐贈款

項，作為獎學金之用。饒秋玲熱愛運動，對

莘莘學子亦愛護有加，慷慨熱心。為鼓勵學

生重視體育鍛鍊，饒女士特將其獲得由體育

發展局頒發之二零零九年度獎金澳門幣一萬

二千五百元正全數捐贈予本校作為體育科獎

學金，以獎勵體育成績優異之同學。

三月三十日下午三時，高錦輝校長親自

接待饒秋玲女士，並進行簡單之儀式接受捐

款。高錦輝感謝饒女士嘉惠後學之心，本校

一直鼓勵學生作多元發展，在着重學生的知

識和品德培養的同時，亦重視學生的體育鍛

鍊，有好的

體魄才可接

受不同的挑

戰。除了籃

球、排球、

田徑類外，

校方正計劃

開展其他類

型的體育項

目，供同學

們作多方面

的嘗試。

二十三班中小幼學生齊參與體質監測

由體育發展局主辦，衛生局、教育暨

青年局、社會工作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

和澳門理工學院協辦，並得到國家體育總局

體育科學研究所提供技術支援的「 2010年
澳門市民體質監測」測試工作於一月下旬展

開。為了支持該項有意義之活動，本校德育

處組織了二十三個班，超過一千一百位同學

参與是次體質測試。同學們在測試期間，充

分配合大會的要求，盡力完成每一個測試項

目。測試完成後，每個同學可立即收到自己

的身體素質報告，詳述該生每個項目的測試

結果，並附有專家分析及建議等，讓同學對

自己身體素質加深了解。而該報告亦為推動

澳門地區大眾體育健身活動的開展及體育等

政策方面的制訂，提供參考數據。

教 與 學

高三畢業生升學情況

本校二零零九年度共有一百六十六位

高三學生，截至本年五月，高三同學報名參

與各地大學入學試情況如下：

本地高等院校：一百一十九位同學報

名參加澳門大學入學試、五十三位同學報名

參加理工學院入學試、三十八位報名參加旅

遊學院入學試、兩位報名參加鏡湖護理學院

入學試（均已獲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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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高等院校：三十八人報名參加國內

聯考入學試、六人報名參加暨南大學 /華僑
大學聯合招生考試、二十五人報名參加中山

大學獨立招生考試（其中十八位已獲錄取）。

台灣高等院校：一百三十二人報名參

加台灣大專院校入學試。

本校推薦高三信班陳昭華（工商管理專

業）及高三善班黎熙（英語專業）已被澳門

大學錄取，兩位同學均獲澳門大學給予獎學

金。高三愛班胡芷瑋獲澳門旅遊學院錄取為

旅遊管理專業之推薦生，獲免試入學資格。

有八位應屆畢業生經本校推薦到國內

大專院校升學，均被錄取為保送生，獲免試

入學資格，包括：高三信班程曦（北京中醫

藥大學中醫系）、高三望班陳潔芳（復旦大

學藥學系）、梁敬禧（上海交通大學生物醫

學工程系）、高三愛班周子與（北京大學考

古文博學院）、白偉程（北京語言大學翻譯

專業）、高三善班盧曉晴（華南師範大學漢

語言文學系）。

日本大阪大學本學年透過澳門特區政

府，以獎學金形式招收本地優秀學生進入該

學府之生物化學專業，本校推薦之高三信班

梁穎欣及高三望班鄭凱樂同學，經澳門特區

政府及日本大阪大學甄選後，均獲錄取並給

予獎學金。

為應屆高中畢業生舉辦多場升學講座

本年一月至二月期間，本校組織了多

次校友分享會，多屆畢業生返回母校，與現

就讀高中之學弟妹，以互動形式分享大學生

活，亦解答同學對升學路向的種種問題。分

別為：一月五日的澳洲校友分享會、一月六

日的美國校友分享會、一月十二日的澳門大

學校友分享會、二月九日的台灣校友分享會

及二月二十四日的國內校友分享會。

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於去年十二

月三日派員到本校，向全體高三同學介紹本

澳學生升讀高等院校情況，亦介紹澳門多所

大專院校及國內不同大專院校。

多所台灣高等學府於去年十二月至二月

期間派員到本校，向高三級同學簡介相關大

專院校情況以及台灣高等教育現況等資訊。

分別為：十二月二日台灣教明道大學來校與

四十多位同學見面介紹；十二月十七日及

一月二十一日台灣實踐大學校長謝孟雄董事

長及台灣輔仁大學郭維夏副校長分別親臨本

校，與其招生團隊與本校高三同學舉辦升學

講座。同學們對台灣升學資訊深感興趣，也

從中增加了對台灣私立大專院校架構的認識。

廣州暨南大學與廈門華僑大學招生處

均派代表於一月七日到本校，向高三級同學

講解兩校的升學情況，讓學生了解廣州及廈

門地區的升學路向。

本澳多所高等院校於一月至二月期

間，派員來校為各高二及高三同學簡介澳門

本地高等學府的教育現況。一月七日，澳門

理工學院、澳門科技學院以及澳門聖若瑟大

學代表來校，向高三級同學簡介各校情況；

二月二日，澳門大學註冊處代表來校為高二

及高三兩級同學舉辦升學講座，讓同學了解

澳門大學的架構、學科、發展路向等。

本校於一月十四日舉辦台灣升學講

座，由本校梁華炳老師主持，向高二及高三

同學詳細介紹台灣升學情況、報考手續、注

意事項等，讓即將應考的高三同學取得正確

訊息，亦讓高二同學預先接觸有關資訊，為

升學道路打好基礎。

因應愈來愈多同學需要應付英語入學

面試，本校特別於三月至四月期間，聘請

一位從美國來澳之英語導師Mr. Bridger 
Fetters，為本校十三位高三級同學進行一
對一英語面試訓練，教導同學相關語法運

用、面試技巧等。

招生工作順利

本校新學年招生工作於三月初展開，

主要招收級別為幼兒 (K1 )、初中一及高中
一。由於擬入讀幼兒班者甚眾，本校於二月

舉行了兩場講座，向報名者講解本校概況及

報名手續，吸引了一千位家長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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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之幼兒班報名方式改為先在網

上登記資料，再安排來校進行確認報名，秩

序井然。三月十四日，老師們為九百多位新

生及家長進行面試，有關取錄結果亦通過網

上通知。

圖書館積極推廣澳門文學

為讓年青學子認識本土文化，從而提高

愛國情懷，本校分別舉辦了三場推廣澳門文

學的活動。首先於去年年底曾邀請澳門筆會

三位作家廖子馨、李爾、陳志峰為師生及學

校閱讀推廣員進行一場名為「閱讀與寫作」

講座。

承接上述講座，本校繼續支持澳門文

學，於一月九日邀請一百多名中學生觀看

《奧戈》，並得到永樂戲院負責人的全力協

助，活動順利完成。同學們透過文本和電

影，加深對本土文學的認識，同時，也開拓

了中葡文化視野，走進澳門獨特的土生族

羣，了解當中的文化，並藉以反思當前的社

會問題。

電影欣賞會後，為了進一步加深認識中

葡文化及文學，本校邀請澳門土生葡人協會

理事會主席飛文基先生主持講座。飛文基先

生生於典型的土生葡人家族，祖輩們在澳門

植根兩百多年。飛文基傳承父親飛歷奇對寫

作的熱誠，多年來創作了超過二十五部土生

葡語話劇，《見總統》便是他首部自編自演

的作品，在推動本澳學術文化中擔當着一個

重要的角色。是次講座，飛文基先生藉着介

紹「土生葡人」的文化與文學，讓同學能了

解澳門幾百年來多元文化共存的獨特性與發

展優勢，同時，又分享了土生葡人創作文學

的概況，勉勵同學利用澳門的獨特性，共同

創設一個具有澳門風格的創作平台。是次活

動加深同學對澳門的文化認同感，同學也能

瞭解土生葡人與澳門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

一連三場活動，引領同學進一步認識

本土文化。未來，本校繼續舉辦不同主題的

閱讀講座，開拓學生視野，提昇學生閱讀興

趣及人文素質，培養終生閱讀的良好習慣，

把文化氛圍帶進社區。

圖書館邀本地作家主講閱讀講座

讀書會會長向土生葡人協會理事會主席飛文
基贈送紀念品

首年開辦初中科學興趣班

為了豐富同學的課餘生活，激發同學

對科學的興趣和愛好，今年本校科學科首

辦「科學興趣班」。該興趣班招募成員以初

一、初二同學為主，每周活動一次，每次兩

小時。

「科學興趣班」的口號為「做中學、玩

中學」。通過動手做、玩遊戲的方式，培養

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創意，並藉此帶領學生走

出教室，接觸更多的課外知識。

在「科學興趣班」中，老師利用實驗室

的器材讓學生做一些教材以外的實驗，主要

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趣味性實驗，例如：

燒不壞的紙幣、銅幣變銀幣、指模鑒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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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興趣班過動手做及玩遊戲增進學生科學
知識

辯論賽以環保節能為主題， 
由梁永棠主任頒獎。

這類實驗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第二類是

製備性實驗，例如：紅糖變白糖、自製葉脈

書籤、自製手工紙、自製酸鹼指示劑等，這

類實驗能提高學生的實驗操作技能；第三類

是與生活產生聯繫的小實驗，例如：如何使

肥皂泡吹得更大、如何自製汽水、如何種植

火龍果等，這類實驗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使學生能從生活中發現問題。此外，「科學

興趣班」還配合學校提倡的「環保節能」主

題，舉辦多次講座，讓學生意識到環保的重

要性，為環保工作盡一分力。

「科學興趣班」雖然是首年開辦，但大

家都能感受到學生的認真投入和積極探討的

科學精神。校方希望有更多同學加入，讓

「科學興趣班」得到更大的發展，培養更多

有興趣、有潛能的學生。

中學辯論隊開設演辯培訓課程， 

發揮學生潛能

中學辯論隊向來積極參與學界校際辯

論比賽外，更積極於校內推廣演辯風氣，培

養發掘演辯人才，提高學生的團隊組織和團

結協作能力。

該隊於本年度為有志加入辯論隊的同

學，開設兩個培訓班，分別為辯論班及演講

班，由中學語文老師代為宣傳，學生自由報

名參加，成效理想，由初一至高一同學，約

六十人參與培訓。課程內容如下：為初一、

二級同學開設演講課程，一連四星期，每星

期一節課於中午時段進行，而同學們並未

因為午間時段上課而感到疲累，反而掌握了

基本的演講技巧後，學以致用，並通過實習

和相關的比賽，把同學們學得的知識融入其

中，提高了同學們的寫稿和演說能力。另一

課程則為初三、高一同學開設的辯論技巧課

程，上課時間也與演講班相同，同學們透過

上課掌握了辯論基本技巧，培養了同學們的

批判性思維、口語運用、語言組織、資料搜

集和分析等能力，並透過實習和比賽，讓同

學親身感受辯論的樂趣。

這兩項課程的特點均能發揮領袖學生

的潛能，由指導老師先為領袖學生講授課程

內容，然後主要由領袖學生執教課堂，當中

的成效極為理想，不但讓上課的同學帶來新

鮮感和趣味，更能體現領袖學生的魅力，提

高學生的積極性，發揮團隊精神，為團隊創

設一個優良的發展平台，讓同學自主學習。

另外，是次課程也適當配合全校性活動計

劃，如「健康飲食」及「環保節能」等主題，

也適當融入培訓課程和各項比賽中，加深同

學們對該方面的認識。同時，也透過週會活

動作宣傳，在校園內推廣正確的訊息，達至

「關心時事、敢言善思」的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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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辯論隊舉行一系列交流系列活動

本校辯論隊於三月二十日及二十二日

舉行了一系列辯論交流活動，分別為三項辯

論交流賽及一項時事論壇，邀請了香港協恩

中學、澳門高美士中葡中學及澳門嘉諾撒聖

心英文中學一同參與。一連三場的交流賽，

分別以粵語和普通話進行，辯題為《澳門政

府輸入優才計劃利大於弊》、《挫折有利於

成才》、《學生兼職利大於弊》，同學們唇槍

舌劍，場面精采絕倫，正反雙方辯得難分勝

負，攻辯時全場氣氛熱烈，掌聲不絕。最後

本校與香港協恩中學分別各贏了一場比賽，

其餘兩校同學則擔當台下發問環節，提出的

問題更可見對澳門發展的了解及其目光的遠

大。當天除了各校老師擔任評判外，還邀請

了時事評論員黃東先生為有關澳門議題作點

評，同學們獲益良多。此次辯論賽旨在豐富

同學們課餘生活，活躍校園氣氛，體現學生

朝氣蓬勃、積極向上的精神狀態，培養發掘

辯論人才，提高學生的閱讀、寫作、視聽、

演講能力，同時提昇團隊的組織和團結協作

能力。

此外，本校又在三月二十二日與香港協

恩中學於校內舉行時事論壇討論。論壇討論

為時一小時，到場觀看的家長及學生眾多，

反應踴躍。本次討論主題為《小型氣候峰

會》，兩校學生共分四組，分別代表美國、

歐盟成員國、中國、東盟成員國分別為《發

展中國家應為碳減排定下清晰目標》及《發

達國家應對發展中國家減排進行資助》進行

發言，四組以第一身投入角色，模擬自己代

表該地區發言。

澳校辯論隊與香港協恩中學交流

澳校辯論隊獲獎大合照

是次辯論交流賽體現了本校的老師和

學生追求知識的精神。辯論是一項可以提高

思辯能力，豐富課餘知識，培養團隊精神，

鍛煉思維表達的活動。開展此項活動，可以

使同學們更好的融入學校生活，在活動中提

高自信，培養創新和團隊精神。

高一國文延伸閱讀課

近年社會閱讀風氣大增，學校作為一

個培育莘莘學子的地方，澳校在推廣閱讀方

面亦不遺餘力，致力發展。在傳統的國文教

學中，澳校國文科組亦注入了創新思維，把

傳統課堂帶進圖書館，利用圖書館資源、網

上平台資源結合國文教學，當中高一級老師

選取了國文課文《醉翁亭記》其中一節課在

圖書館進行延伸閱讀課。在該節課前，老師

利用學校網上平台E-class設立高一國文平
台討論區，該討論區分為三個部份（語文、

科普、繪本），老師從五本書（《文化苦旅》、

《吃朋友》、《你最重要的是什麼》、《不願

面對的真相》、《小房子》）中選取了五個故

事或一些圖片讓同學閱讀。同學閱讀過後，

按不同組別在討論區說出閱讀感受，並從中

把書中一些片段融入《醉翁亭記》中的語句

作結合，從而達到古今文學彼此共融，帶出

更深層次的感受。到該延伸閱讀課時，老師

即場與學生共同分享、討論該討論區內之文

章，後由老師帶領同學認識語文類、科普

類、繪本類書籍，並讓同學即場借閱與《醉

翁亭記》相關之書籍。這次活動給了師生莫

大裨益，亦為國文課踏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同學對圖書館也有更深厚的認識。



169

校本培訓─香港濕地公園體驗之旅

四月二日，本校中學科學科、地理科、

歷史科、生物科及小學常識科合共十二位老

師進行校本培訓，到香港濕地公園參觀學

習。

香港濕地公園是一個集自然護理、教

育及旅遊用途於一身的生態景點，園內有多

種設施及活動供市民及遊客參與。到達公園

後，教師們都按各自的興趣參加了不同的活

動。戶外活動有「知多一點點」導賞團、

「濕地賞花遊」遊園活動、觀鳥屋觀鳥等；室

內活動則有「濕地動物襟章」及「摺紙工作

坊」、「濕地世界展覽」、「濕地科教影片放

映」等。在短短的半天裏，大家對濕地及其

保育有進一步的認識，並親身體驗了不同的

濕地生態環境，感受置身濕地的樂趣。

老師往濕地公園進行校本培訓

小同學認真地續寫故事

隨浸聯會教育訪問團赴新加坡參觀

四月廿一日至廿五日，澳校高錦輝校

長及行政、老師等六人參加香港浸聯會舉辦

之新加坡教育訪問團，探訪了新加坡著名的

中、小學，參觀了設施完備、整潔有序，寬

敞而學術氣氛濃厚的校園，獲得各校校長、

老師們的熱情款待。從中讓我們體會到新加

坡的教育文化和教學特點。總結整個交流活

動，新加坡的教育有不少值得我們借鑒的地

方，同時，亦印證了現時本校所持的教學方

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在教育的田間，

無論拾取到怎麼的麥穗，相信經過悉心的磨

練後，最終能使之貢獻社會。

國文科老師進行全澳公開課

五月八日澳校應教育暨青年局的邀

請，參加小學中文科教學研討活動。由澳校

小學國文助理科主任馮燕嫻老師主講作文指

導課，課題為看圖寫作《小青蛙看世界》，

澳校小二信班四十一名學生全部出席參與。

馮老師首先在看圖說故事時，加入想像，把

故事串連起來，從而提高同學的觀察力、想

像力；再通過分組討論，讓學生學習與同

學一起共事的協作能力；繼而通過先說後

寫的方法，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然後利用

了 13分鐘的時間，即時進行故事續寫。最
後同學把現場所寫的文章展示出來，向同學

分享，亦由其他同學一起評點，達到學生與

學生之間的互動學習。當日與會的學者、老

師等百多人，不但驚訝於同學們說話表達能

力和豐富的想像力，更認為最難得的是低年

數學老師出席教學研討會榮獲一等獎

澳校獲國家教育部《中國教師報》邀

請，與全國各地區學者、老師交流教學理

念、方法，探討教師專業化成長的途徑、方

法和規律，於五月六日至九日派出老師參加

「全國第三屆兩岸小學語、數、英課堂教學

研討會」。邵敏老師代表澳校在會上進行了

數學公開課展示，課題為《幾分之一》。展

示課設計嚴謹細緻，邵老師講課沉穩自如，

獲得專家及與會同仁一致好評，最終榮獲一

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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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主任赴穗參加「 紀念韋慶遠教授暨 
明清史學術研討會」

五月十五日，本校呂曉白主任參加了

由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辦的「紀

念韋慶遠教授暨明清史學術研討會」。

韋慶遠教授是明清史學權威，中國人

民大學檔案專業的創辦元老，他游刃於檔案

學和歷史學五十餘年，享有盛名。韋教授於

二零零九年五月辭世前，囑咐親友不設任何

悼念活動。一年後的今天，他的一羣生前好

友、學生自發性舉辦是次活動，海內外學者

近百人出席。澳門出席者有劉羨冰校長、彭

海玲博士等六人。主辦機構邀請本校派代表

出席，原因之一是韋慶遠教授為培正校友，

故主辦機構力邀本校派代表出席。

在研討會上，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台灣

一名學者說韋教授是順德人，於一九三八年

至一九四二年曾於香港培正就讀。但劉羨冰

校長卻指出：韋教授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第

一次來澳門參加學術活動，韋教授告訴劉校

長，他是舊地重遊，抗戰期間，他的小學、

中學都在澳門培正就讀，所以肯定韋教授是

級的同學僅用了短短的時間，便寫出了文筆

通順、內容豐富令人嘩然的文章來。可見學

生的寫作基礎相當扎實，而老師在看、想、

說、寫四方面的教學指導相當成功。公開課

的成果令澳校在小學國文科作文教學的方向

上得到肯定與認同，下學年澳校將繼續致力

優化閱讀寫作教學。

大家留心聆聽同學的意見

澳門培正的校友。與會者聽後均議論紛紛，

會場頓時充滿了研討氣氛。無論韋教授曾於

香港培正還是澳門培正就讀，都一樣是紅藍

兒女，是培正的光榮。

呂主任出席韋慶遠講座

交流團與上海巿普陀區洛川學校負責人等合照

老師參加澳門能源辦組織之 
上海交流參觀之旅

於五月十九日至廿二日期間，本校黃雪

蓮及邵敏老師參加由澳門能源業發展辦公室

組織之上海交流參觀之旅。透過參觀上海同

濟大學、上海巿格致中學及上海巿普陀區洛

川學校，實地了解到當地「綠色學校」的管

理實務、綠色文化、節能設備、綠色社團。

能源辦希望透過是次的參觀，推進兩地學校

的環保節能教育及交流。

透過是次活動，讓本校教師深入了解

節能建築的特點、生態教育園的重要性、垂

直綠化的優點、綠色校園文化的推廣，從而

豐富了本校在推行「綠色學校」的規劃，加

強了教師對環保節能教育的推廣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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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同學展示自己所寫的揮春

本校於本學年組成了「校園環保節能教

育活動工作委員會」，制定出一系列校園環

保節能教育活動及校園能源設施之改善計

劃，希望能透過身教、言教、境教等多管齊

下的方式，讓學生多元化體驗及學習環境教

育。工作委員會的成員會按照中、小學各級

學生的年齡及能力特質而計劃相關的活動，

活動的類型包括環保節能教育課程（正課及

潛在課程）、文化活動及實踐活動等，所以

今學年的活動不但是過去兩年的延續和深

化，更為整個校園奠定了綠色學校發展計劃

的基礎。

小學活動日讓學習更多彩

為豐富學生課外活動，促進學生多元智

能發展，本學年度起小學增設活動日，各級

活動日以不同的主題設計活動，期望寓學習

於娛樂中。繼去年小六級舉行「科學探索」

之後，小一二級的活動日安排在一月六日春

節假期前夕，以「歡度春節」為題，安排小

朋友在課室內進行聯歡活動，又與鄰班同學

互相拜年祝賀，分組學寫揮春。當天只見首

次用毛筆寫字的小朋友，雖然充滿好奇，但

亦表現得非常認真、投入。最後由澳門書法

家蔡傳興先生即席提筆，寫下一些祝福佳

句，送贈老師及學生。透過活動讓學生認識

中國傳統習俗，感受節日氣氛。

澳門歷史城區成為中國第三十一處世

界遺產，這不僅標誌着世界對澳門四百多年

中西文化交匯結晶的肯定，更喚醒澳門市

民，要多留意和關心自己本地的文化特色，

從而懂得愛護和珍惜。四月一日澳校組織小

四級同學進行了一次「澳門文化之旅」，同

學們當天到訪了白鴿巢公園，遊覽了大三巴

牌坊、龍環葡韻等世遺景點，分組參觀海事

博物館、藝術博物館、澳門博物館和澳門回

歸賀禮陳列館。對同學而言，所遊覽地方有

些是從書本上早已認識，有些景點甚至是家

居附近，相當熟悉，但由導賞員和老師詳細

講解，再與同學們一起實地考察，都有深刻

的體會。活動結束後進行小組報告分享，並

張貼在操場壁報板上，深化學習，亦把「愛

護文化」的訊息在校園傳播。

小四級同學齊齊遊覽龍環葡韻

小三級同學於四月九日前往漁人碼頭

進行「藝術之旅」，在出發前先由視覺藝術

課的導師在禮堂向同學們講解羅馬和埃及建

築物的設計特色、社會生活習慣，讓同學們

有初步了解，繼而再帶領同學前往澳門漁人

碼頭參觀。澳門漁人碼頭是澳門首個以主題

小三級活動日漁人碼頭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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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努力合作下終於完成拼圖

齊來欣賞栩栩如生的動物雕塑

式設計的旅遊景點，其設計意念乃結合世界

各地不同特色建築，充分地把各地匠心獨運

的建築藝術重現。導賞員向同學們講解漁人

碼頭內的建築羣組，指導同學欣賞其藝術設

計之美。其後再分組進行遊戲活動，同學們

度過了充實而愉快的藝術學習課。

小五級活動日主題為「愛與生命之

旅」，四月卅日由主任、老師及廿二位熱心

的家長義工帶領下前往香港，參觀全球唯

一根據遠古記載原大體積而建的馬灣挪亞

方舟，讓同學透過方舟內「生命教育館」及

「珍愛地球館」的系列獨特、互動及創新的

活動，啟發思維和創意，感受人生旅程中的

歡樂及挑戰。同時亦透過一百八十度環迴電

影及 4 D立體影院傳達愛生命、懂珍惜的信
念，認識聖經中挪亞方舟的故事，並了解大

自然的奧妙。活動結束後同學們踴躍參加全

級攝影比賽和詩歌比賽，方舟內六十七對栩

栩如生的稀有瀕危動物原大體積雕塑，均成

為了同學們拍攝的對象。

幼稚園動態

  � 幼稚園參觀活動

為了讓幼稚園學生更有效地學習，幼

稚園在教學上採取理論與實踐並重，不時安

排學生外出參觀，以配合及鞏固教學單元中

所學的知識，同時和日常生活接軌。

  � 幼初班同學參觀有禮加油站

一月中旬，本校幼初班同學參觀交通

事務局轄下的「有禮加油站」─交通安全

資訊中心，以配合教學單元《車來了》。「有

禮加油站」透過導賞員生動有趣的解說、遊

戲、交通警員真人演說示範和模擬場景等方

式，讓同學們加深了對交通安全守則的認識

（如斑馬線、紅綠燈、行人天橋、乘坐公共

汽車需知等），齊齊做一個遵守交通規則的

好孩子！

幼初班同學正專心聆聽導賞員和交通警哥哥
介紹交通警車設備

請使用紅綠燈過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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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高班同學由導賞員帶領下參觀「龍環葡韻」

  � 幼高班同學參觀龍環葡韻住宅式 
博物館

三月中下旬，幼高班正在學習《世界真

精采》主題，故此校方安排學生前往「龍環

葡韻住宅式博物館」參觀，認識葡國文化。

「龍環葡韻住宅式博物館」分為五大主題

館：「土生葡人之家」、「海島之家」、「葡萄

牙地區之家」、「展覽館」和「迎賓館」，館

內的展品讓小朋友大開眼界，特別是葡國人

的少數民族服飾、昔日生活工具以及傳統習

俗。小朋友從中學習了葡人的生活模式及風

土人情。

  � 幼高班同學參觀海事博物館

為切合學習主題《我愛澳門》及增廣見

聞，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幼高班同學前

往海事博物館參觀。小朋友對場內各種展品

非常感興趣，尤其是互動的設施。如館內有

看看我的星座在天空哪一方

一個代表北半球的天空模型，小朋友興奮地

按下自己的星座按鈕，按下後，天空模型上

便會有相對應的星宿發亮，藉此讓他們明白

海上航行需懂觀察星象。

此外，小朋友亦對展覽館內的漁民捕

魚錄像感到好奇，亦從中讓同學們認識澳門

昔日是一個以漁業為主的小漁村。

幼高班同學在金蓮花廣場合照

  � 幼高班同學乘車遊覽澳門

為配合教學單完《我愛澳門》，幼高班

同學變成小小旅客，於二月上旬乘車遊覽澳

門各個知名旅遊景點及公共設施：松山燈

塔、金蓮花廣場、東方拱門、宋玉生公園、

葡京、旅遊塔、媽祖閣、新馬路、荷蘭園、

大三巴牌坊、白鴿巢公園及鏡湖醫院……大

家都對窗外的景物充滿好奇，同時一邊看一

邊專注聆聽老師的景點介紹，從中了解更多

澳門的歷史文化及觀光好去處。相信同學們

日後定能學以致用，做個小導遊為親戚朋友

介紹澳門呢！

  � 幼稚園運動會

因天雨關係及場地所限，本年度幼稚

園運動會分成三場舉行：幼高班、幼初班及

幼兒班運動會，分別於四月十日及二十四日

於H座九樓顧斗昇體育館進行。

三場運動會均分成四大部份：嘉賓致

詞、全級集體體操表演、各班競賽項目及親

子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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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此時運動場上氣氛十分熱鬧，同學熱烈

的打氣聲不絕於耳。賽場上各小健兒均全

力以赴，衝破重重障礙：繞雪糕筒、行獨木

橋、穿籐圈……均爭取第一時間完成！不過

贏輸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同學投入運動，玩

得開心！最後是親子遊戲，幼兒班是找鞋

子穿的「眾裏尋它」，幼初班是撕、踏報紙

的「樂在其中」，幼

高班則是親子共舞

的「爸媽與我齊共

舞」。在悠揚的音樂

伴奏下，小朋友與

家長都玩得興高采

烈，而且相當有默

契，親子關係良好。

歡樂時光總是過得

很快，運動會在這

一片温馨愉快的歡

笑聲中也劃上圓滿

的句號了。

呂主任勉勵小同學多做運動

各班小小運動員在老師的帶領下步操進場

首先呂曉白主任致詞勉勵同學們多做

運動強健體魄，其後王大為牧師為大家領

禱。接着是幼稚園同學集體邊跳邊唱表演體

操：幼兒班及幼初班同學負責表演「生命有

力量」，幼高班同學則負責「宇宙的第一個

星期」和「活力健康操」；前者及後者亦均

送上「MARCH」體操和「校旗歌」演出。小
朋友生動活潑可愛的演出讓全場觀眾看得入

神，並且贏得熱烈的掌聲。緊接「熱身」的

體操表演，便進行各班緊張刺激的競賽項

看我走獨木橋多厲害！

一聽到音樂，小朋友便
忙個不停地撕報紙了

親子遊戲後來個「大合照」

訓 與 輔

師生捐血助人

四月中，捐血中心派員來校，一連三

天接受師生捐血，共有一百三十多位員工、

學生參與。捐血中心主任許萍亦向本校致送

紀念品，感謝本校的長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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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長等到場支持學生捐血

我們捐了血，Yeah ！

教職員會向熱心捐血的教職員致送紀念品

通過遊戲學習預防罪案

「 警民合作 預防罪案」公民教育活動

五月八日，本校應司法警察局之邀請，

組織小五六級合共八十人參與「警民合作 •
預防罪案」公民教育活動，透過互動遊戲的

方式，向學生深入淺出地傳達防罪訊息，加

強學生對法律及社區安全方面的知識，藉此

提高警民合作、預防罪案的意識。學生分

組進行活動，部份學生自身當成棋子，在大

型遊戲棋盤上走動玩樂。在遊戲過程，司法

警察局人員會對棋盤上的法律及社會安全知

識加以講解。整個過程圍繞着不同的詐騙罪

案、青少年常犯的行為，讓學生更清楚不同

的罪行以及求助的方法，傳遞不同的防罪訊

息。活動改變過往靜態的講座模式，給同學

帶來新鮮感，增加學生的參與度。

讓電影滲進德育課堂

本校近年致力透過多元化的教學手

段，讓「德智體羣美靈」六育滲進課堂，為

培養學生全人發展作目標。其中，德育課題

向來為學校的重點教育，學校利用不同的途

徑和資訊，如報紙、互聯網、電影、音樂或

老師自製教材，引導學生思考，既能培養學

生修身、齊家、愛國愛澳，又能關注世界，

引起反思，讓學生從中成長。

本年度，學校組織高一級同學觀看《歲

月神偷》一片，藉以讓學生體現逆境自強的

道理，同時，也為保育課題留下深刻反思。

此次活動在得到永樂戲院負責人的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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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軍訓活動的初二同學

下，將已落畫的影片送回澳門，然後由校方

包場，組織同學於公民教育課堂前往觀看。

學生在觀看前，由德育處派發導讀資料，

讓同學對電影有初步了解，更重要的是明白

電影背後，導演羅啟銳的奮鬥故事，也是一

堂精采的德育課堂；觀看電影後，在校內網

站設立討論區，讓同學分享感受，其中以親

情、刻苦、保育等課題作出不少探討；最難

能可貴的是，德育主任和老師也藉由討論區

的分享教育同學，尤以主任分享小時候父母

如何嚴格要求自己，從而培養出刻苦耐勞的

個性，言傳身教，同學們被老師的真實故事

感動，潛移默化下，老師為同學的心靈播下

一粒粒的德育種籽。其後，學校亦於其他中

學班級的公民教育課上，經過德育處老師剪

輯後，讓學生觀看《禮儀師的奏鳴曲》，在

班主任的指導下，同學們明白生命的價值，

學會尊重生命，尊重職業，建立健康正面的

人生價值觀。

「 國防教育營」體驗生活

本校初二級同學於一月四日至九日參

與由教青局主辦，童軍總會協辦之「國防教

育營」軍訓活動，參與是次活動的同學多達

一百八十人。同學們在主任、老師與駐校社

工的陪同下，展開了為期六日五夜的軍訓生

活。活動進行期間正值天氣寒冷，國防教育

營之教官下令各學員加衣，而校方亦特意送

來暖包，派發給各同學。同學們透過基本步

操、生活自理、求生技能、軍事技能與愛國

教育等訓練，不但磨練意志、提高自信心、

增強紀律性，同時也培養同學刻苦耐勞與愛

國愛澳的精神。

參觀澳門郵報

2月 23日 ,「英語角寫作小組」幾位成
員，往「澳門郵報」參觀，了解報章的運作

方式。他們好奇地觀察報社的環境，並提出

各種問題，例如：記者們是如何獲知消息， 
報章又如何賺取利潤，以及澳門的英文報業

市場等等。而總編輯Mr. Bruning巨細靡遺
的解答，不單滿足了同學的好奇心，更加深

了他們對報業的認識。接着，同學們被引領

到其中一位員工Brenda的工作位置， 她熱
心地展示郵報的設計工作，並分享工作的苦

與樂。最後，Mr. Bruning耐心地為他們講
解如何從通訊社獲知新聞消息。總括而言，

這次參觀豐富了同學們的視野，並深化其對

報業的認識。

總編輯向同學介紹郵報的工作

「 赤子中華情」甘肅貧困山區扶貧探訪暨
陝西中原文化生活體驗營

由教育暨青年局資助，本校師生一行

四十一人於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出發，從廣州

白雲機場飛往甘肅蘭州市，展開為期六天的

「甘肅貧困山區扶貧探訪暨陝西中原文化六

天生活體驗營」，並於四月五日晚上返抵澳

門。

六天的體驗活動以扶貧探訪及文化參

觀為重點的學習元素。師生們首天參觀了黃

河鐵橋、黃河母親塑像和甘肅省博物館等

文化景點，對於首次目睹黃河風采的同學來

說，心情是興奮不已的。翌日全團在甘肅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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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隊往甘肅陝西扶貧

義工隊參觀監獄，於門外留影。

定西地區團委陪同下探訪了安定區育英希望

小學，義教當地小學生，並與其進行遊戲和

歌舞等活動。隨後造訪了當地農戶家庭，與

農戶家庭一同午膳，並參觀了水窖及馬鈴薯

窖，了解到當地農民缺水缺糧的生活情況。

經過了一夜由蘭州到西安的火車體驗後，同

學們隨即參觀了涇陽縣安吳小學，了解國內

學校的設備及教學環境，與當地學童進行了

義教活動，為學校送上了教具、文具等物

資。最後，師生們參觀了唐朝的華清池遺

址、西安事變的五間廳、被喻為世界第八大

奇景的秦朝兵馬俑等名震中外的歷史景點，

使同學深刻地了解到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

本次體驗團令同學不論在認識中國社會或了

解歷史文化方面，都得到了豐富的經驗及知

識，達致認識祖國、愛我中華的教育目的，

更上了人生寶貴的一課。

義工隊消息

 ● 參觀澳門監獄

為擴闊同學眼界、了解澳門社會不同

機構的運作，本校義工隊於五月二十八日

安排同學到澳門監獄進行參觀。過程中同

學表現積極，在指導人員講解時細心聆聽，

眾人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透過發問，令

同學們對以往監獄的一些錯誤觀念糾正過

來，增進見聞，並對監獄有進一步的了解。

另外，師生亦有幸能與兩位在囚人士親身

對話，透過他們以「過來人」的身份講述

自己的經歷和過錯，坦誠面對過去並勸勉

義工隊參觀監獄內的囚室設備

年青人三思而後行，同學獲益良多。期間

師生亦參觀了專為在囚人士而設的技能培

訓工房，他們的雕刻技術和手工藝品都令

同學大開眼界。經過這次的參觀，同學真

切感受到他們對於重投社會的熱誠，亦明

白到支持「更新人」的重要。

 ● 交通安全大使

本學年本校同學參加了由澳門交通事

務局主辦的「交通安全大使」活動，於義工

隊中挑選了約二十位初三至高二年級的同學

在三月至五月期間進行了一系列的培訓。在

治安警察局和法務局導師的指導下，學習了

《道路交通法》的內容，正確的交通指揮知

識，表達技巧和人際溝通，目的為訓練同學

成為負責任，奉公守法的道路使用者，繼而

影響家人和身邊的朋友，逐步提昇全澳市民

的交通安全知識，將《有禮、安全、好客》

的交通理念駐紥心中，創建和諧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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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大使在指揮行人過馬路

各交通安全大使已於五月八日在氹仔

有禮加油站完成畢業典禮，每一個人也默

默許下了對未來工作的諾言，盡忠職守做

好本份。而大使亦在五月份的星期二和星

期五進行實習，於學校側門處的馬路負責

維持秩序，疏導人流的工作。每位同學參

加了這項活動後，都深深明白到遵守交通

規則的重要性。

社工駐校輔導活動（ 小學部）

 ● 入班講座：

駐 校 社 工 於 二 月 為 小 五 級 學 生 舉

辦 有 關 預 防 濫 藥 的 活 動「向 毒 品 SAY 
KNOW」，包括介紹各種毒品的種類及其對
身體的影響、濫藥的陷阱及如何拒絕毒品的

技巧，以加強高小學生對濫藥的抗逆力。

為了加強學生認識吸煙的禍害及宣傳

無煙的訊息，駐校社工於四月中旬為小四年

級學生進行了五場名為「禁煙新人類」的講

座，主要透過講解及互動的方式，讓學生認

識更多有關吸煙對身體所帶來的嚴重傷害。

此外，由於性教育在現時社會越趨重

要及普遍，駐校社工於三至四月期間向小六

年級同學推行名為「與性同行」的講座。繼

去年為學生舉辦過青春期的講座後，本次

內容主要為更深入地讓學生明白性教育的重

要性、對性應有的態度、青春期的變化、因

生理及心理轉變而產生的朋輩相處問題，以

 ● 班級講座：

駐校社工於二月及三月分別為小三及

小四年級的學生舉辦名為「情緒好管家」的

班級講座，透過小遊戲、影片分享及演說等

形式向同學講解情緒的來源，各種有效及不

良的發洩情緒方法，並向同學介紹了多個能

抒發情緒的正確行為，有助他們更適當地表

達及控制個人情緒。

 ● 家長講座：

駐校社工黃煒琪及陳翠琼於四月為小五

及小六級家長舉行名為「如何向子女推行性

教育」的講座，目的是讓參與家長認識推行

性教育的正確態度、如何對子女的發問作出

回應以及施教的技巧，讓家長能適時在家中

展開性教育的工作，及時糾正子女在資訊氾

濫的情況下接收到有關性方面的不良資訊。

 ● 其他活動：

駐校社工每年均舉辦校園無煙計劃，

以不同的比賽或演講形式向同學宣揚無煙訊

息。今年，社工於四月為小五學生舉辦了

「無煙知識考考你」有獎問答遊戲，同學需

回答十條有關吸煙的選擇題及問題，包括吸

煙所導致的疾病、戒煙的工具、協助戒煙的

機構等。社工最後選出了二十位答對最多問

題的學生，每位同學獲得豐富的無煙紀念品

乙份。

「無煙知識考考你」部份得獎同學

及兩性在社會的角色地位等；同時，因應部

份同學因感尷尬或害羞而不敢發問，社工亦

讓同學以書寫方式查詢更多有關性方面的問

題，然後給予正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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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無毒人生健康生活體驗營」的同學

另外，每年一次的營會活動「無毒人生

健康生活體驗營」最受小學生的踴躍支持。

今年，由於反應同樣熱烈，駐校社工以抽籤

方式選出二十位就讀小五及小六級之同學到

鮑思高青年

村進行兩日

一夜的營會

活動，主要

為加強同學

防止濫藥的

意識，內容

包括遊戲、

問答環節、

小組分享、

影片觀賞等

等，參與學

生均表現投

入，參與度

甚高。 投入地參與營會活動

社工駐校輔導活動（ 中學部）

 ● 班級講座

二零一零年駐校社工繼續為初一、二

全級同學舉辦生命教育課題的輔導活動。初

一級的入班講座包括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

「友共情」，促進同學彼此認識及友愛精神；

一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戀愛的迷思」，讓

同學們認識踏入青春期與異性相處的迷思、

誤解以及協助同學們思考現階段的成長目標

及任務；二月三日至六日「學會 say no」，

初一級友共情課堂活動

協助同學辨別朋輩間的不良行為及影響，

以及加強自我保護意識；四月二十一日至

二十四日「壓力與情緒」，讓同學們認識何

謂壓力及形成壓力的因素，並提供適當處

理壓力與負面情緒的方法；五月五日至八日

「齊建和諧校園」，讓同學們認識彼此相處

時應採取的適當態度，辨別校園欺凌或暴力

行為的影響及後果，宣揚和諧校園訊息。

初二級的入班講座包括一月十三日至

十五日「溝通唔簡單」，讓同學了解溝通的

重要性及減少日常因溝通不足而產生的誤

會；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我的約會計

劃」，讓同學們明白合宜的兩性交往過程；

四月七日至九日「我有我方向」，協助同學

們了解自己及學習如何規劃自己的未來；五

月五日至十四日「有機青年」，讓同學先提

高對有機生活的認識，然後明白毒品影響生

活的禍害。

初一級學會 say no課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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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一起支持「無煙嘉年華」活動

 ● 工作坊

在本年一月至五月期間，駐校社工為

一些時常出現欠功課、上課不集中、缺乏學

習動機等問題的學生，先後舉辦了兩次「學

也融融」學習工作坊，透過教學、遊戲、性

格測試及個別跟進，以協助學生了解自我需

要，提昇學習動機及改善不適應的問題。

 ● 「無煙大使」領袖訓練計劃

本年一月至五月期間，駐校社工組織

五位高中同學參加了YMCA主辦的「無煙
大使」領袖訓練計劃，內容包括訓練營、經

驗分享交流會、在所屬學校推行無煙活動。

而本校的無煙大使和駐校社工於三月至五月

期間，在校內推行「無煙嘉年華」及「無煙

週」，向中、小同學推廣無煙的訊息。

 ● 製作遠離毒品壁報

本年一月，駐校社工製作了「珍惜生命

遠離毒品」壁報，在校園操場展出，加強同

學們對毒品危害的認識以及學習適當的拒絕

技巧。

 ● 中學義工隊活動

(1 ) 參觀活動

義工隊指導老師與駐校社工於本年一

月二十三日下午帶領義工隊同學前往路環感

化院的感化中心參觀。是次活動包括參觀、

座談、體驗以及了解院生的日常生活情況

等，讓同學們多認識社會不同機構的服務性

質與運作，擴闊視野的同時，亦藉此啟發同

學們對自由與生命的再思。

(2 ) 工作坊

為提昇義工隊的管理素質，本年一月

三十日，駐校社工為中學義工隊的領袖開

辦「領袖訓練工作坊」。透過活動及角色扮

演，讓學生學習團隊溝通、會議技巧及團隊

管理，使其更能掌握帶領團隊的技巧，協助

他們處理各種問題。

本年三月十八日至十九日，駐校社工

為前赴甘肅扶貧之旅的義工隊成員舉辦「家

庭探訪技巧」工作坊， 讓他們認識家庭探訪
合宜的禮儀態度、衣着打扮、溝通技巧以及

注意事項等。

四月七日至八日，駐校社工亦為初中

三全級同學進行「初中三選組輔導」，協助

同學們了解選科的情況，讓他們能思考選科

時會遇到的問題，做好心理準備。

初二級我的約會計劃課堂活動

初中三選組輔導入班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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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隊同學在演練家庭探訪情境

日食觀測活動甚受同學歡迎

學 生 活 動

天文氣象學社活動多

為了讓學生認識天文氣象的相關知

識，提高對天文氣象科學的興趣，本校天文

氣象學社於本年度舉辦了多項活動，並邀

請高小學生一同參與，其中包括「星座的由

來與希臘神話」、「探索太陽系」、「宇宙最

初三分鐘」、「宇宙未解之迷」等天文講座；

以及「地震雲」、「聖嬰」、「沙塵暴與環境

保護」、「冰河世紀與長毛象之死」等氣象講

座。另外，為了提高學生的實際操作能力，

學會亦舉辦了「模擬星空」、「月相觀測與實

習」、「太陽觀測」、「星圖軟件的應用」、黑

沙龍爪角觀星活動等。最大型的活動則是一

月十五日於本校新大樓H座天台舉辦的日偏
食（日環食）觀測活動，吸引了約三百人前

來觀測，氣氛熱鬧，達到天文氣象科學在校

內普及的目標。

籃球隊集訓  強化基礎技術

本校男子A組籃球隊本年表現出色，經
過初賽的連番激戰後闖入八強，在八強道路

上更一鼓作氣擊敗對手，從而躋身四強，令

球隊士氣大振。有見及此，籃球隊一行十八

人，在本年二月十八至二十一日農曆新年假

期間，舉行四日三夜的集宿訓練營，以提高

隊員們互相之間的默契、強化基礎技術、增

加隊員們的爭勝決心。在這四日三夜集訓期

間，隊員們堅持每天訓練三次，每次兩個半

小時，從早上八時半前往松山跑圈、斜路衝

刺等體能訓練；到下午二時在顧斗昇體育館

內進行控球、投籃、持球突破等基礎技術訓

練；以至晚間七時的對抗性比賽訓練，隊員

們都全力以赴，聽從教練的指導。其間亦邀

請了紅藍男子籃球隊作比賽對手，藉以增強

隊員對抗戰術的運用。經過是次刻苦的訓

練，隊員無論在體能、技術、意志品質、以

至隊員們之間的默契都有大大的提昇，隊員

們亦很享受是次四天三夜的集宿訓練營。

廣州科普遊 寓學習於遊樂

本校一向注重學生的身心發展，致力

於豐富學生的課餘活動，於四月一日組織初

一級學生約二百三十人走出課堂，在主任、

老師、駐校社工的帶領下，前往廣州科技中

心，進行一天科普遊。是次參觀活動，讓同

學們寓學習於遊樂之中，他們透過自己的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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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科技中心前留影

身經驗去學習及體會書本內外的知識，開拓

視野之餘，也獲得無窮的樂趣。

師生前往香港參與「港澳聯校乘風航學習計劃」

師生再登「 乘風航」

五月七日至九日，本位兩位老師帶同

九位分別來自學生會、史地學會、義工隊和

籃球隊同學，前往香港參與「港澳聯校乘風

航學習計劃 2010 」活動。這是本校第二次
組織師生參與這項別具意義的訓練活動。

在中式大帆船「歡號」上，來自港澳不

同學校的五十多位同學，離開熟悉的生活環

境，進入無邊大海。由揚帆啟航開始，同學

們在船上學習各種航海知識，透過分工合作

解決各種在訓練與起居中遇到的困難。晚上

大家輪值看守船隻，更需面對挑戰性極大

的「棄船逃生」訓練和徒手長途海上游泳訓

練，對學員的身體和意志都是很大的磨練，

同時亦讓他們上了寶貴的一課。

與香港日本人學校交流，展現中日友誼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香港日本人學校師

生一百多人蒞臨本校與初一同學進行一年一

度的交流。是次活動在雙方校長講話、學生

致辭及交換紀念品後，便正式展開。隨着本

校H座新大樓的落成與使用，今年的交流活
動空間大大提昇。本校初一同學分組跟友校

同學分別在Ｂ座體育館、Ｈ座體育館進行交

流。語言阻礙不了兩校同學那顆熱情與純真

的心，同學們一見面即互相交換事先已設計

好的精美名片，象徵着兩校同學的友誼從此

建立。同學們歡愉地介紹自己的國家、地區

文化；與此同時，兩校同學除了把各自設計

好的遊戲帶給組員外，還以「球」會友，讓

同學們在活動中建立更深厚的友誼。最後，

同學們都戀戀不捨，爭相和各自的組員拍照

留念。香港日本人學校全體師在一片熱烈的

「再見」聲中離開，場面感人。

宗 教 事 工

靈修會：教師分享生命見證

今年靈修會主要由老師分享生命見證

及靈修心得，其中包括呂曉白主任、陳志

誠主任及劉天亮老師，分享「行過生命幽

谷」。而女老師則有馮少嫻主任、鍾麗娟老

師及鄺春芳老師，分享個人生命成長中最深

刻的經歷。六月份靈修會邀請吳思源先生分

享「做個快樂的教育者」，以木棉樹作喻，

使老師獲益良多。

兩校師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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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思源先生在教職員靈修會分享

基督徒教師在靈修會獻唱

高校長贈送紀念品予陽光詩班

陽光詩班：學生 / 家長佈道會

一 月 三 十 日 香 港 浸 聯 會 陽 光 詩 班

四十四位成員蒞臨週六崇拜獻唱，由徐彼得

牧師講道，一百二十人出席，包括卅五位澳

門讚美操學員，多人決志。二月一日陽光詩

班再為五百位初中學生獻唱，由朱活平牧師

講道，配合魔術表演，贏來陣陣掌聲。

主內合一：基督教聯校活動

三月初，澳門基督教學校校長及同工

首次聚集商討舉行首屆「澳門基督教學校聯

合活動」，並成立籌委會，由高錦輝校長擔

任主席。首次活動將於七月十五日上午在

本校Ｈ座九樓體育館舉行，全澳六間基督教

學校代表參加，教青局蘇朝暉局長擔任主禮

嘉賓。

簡  訊

 ● 三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一位行政人員赴

香港培道中學參加由浸聯會主辦的「教

師進修日」，並參觀培道新校舍，他們

對本校推行基督教教育事工的熱忱留下

了深刻印象。

 ● 四月十日下午，余德淳先生為小學家長

主講「潛伏期（六至十二歲）的栽培與

跟進」，提醒家長從小注重學童的品德

教育，約一百五十人出席。

 ● 四月十二至十三日上午的學生週會，香

港浸聯會前總幹事朱活平牧師為二千

名學生舉行四場福音魔術佈道會，

一百四十七人決志。四月十二日中午，

朱牧師主領教師團契；下午，為老師舉

行校本培訓，以魔術講解福音要道。

 ● 四月十七日上午，香港基督教著名歷史

學家、研究馬禮遜專家李志剛牧師首次

蒞臨本校，由郭副校長招待並介紹校史

資料室。

 ● 四月二十一日早上，全校師生為青海地

震死難者哀悼，王大為牧師帶領祈禱。

 ● 五月四日，教職員靈修會在六樓宗教室

舉行，由參加浸聯會主辦的新加坡教學

交流團的鍾麗娟老師介紹該國基督教學

校的辦學理念及參觀感受，基督徒教師

獻詩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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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文體比賽獎項

學界球賽碩果豐

澳門教育暨青年局舉辦之學界球類比

賽於五月廿三日舉行頒獎禮，本校學生於排

球、籃球、網球、羽毛球及乒乓球均獲獎甚

豐。

 ● 學界排球比賽，本校排球隊除實現了百冠

之夢之外，更囊括男、女子A、B、C六
個組別的全部冠軍及兩個季軍，第三次成

為六冠王，被《澳門日報》評為「二零零

九年最佳學界隊伍」，以表揚本校排球隊

今年的突出成績。

 ● 學界籃球比賽，本校女子B組籃球隊以全
勝成績奪得冠軍。

 ● 學界網球比賽，單打獲男子B組亞軍（關
朝哲）、男子D組季軍（鄭宗熹）、女子
B組亞軍（許翠盈）及女子D組冠軍（關
善文）。

 ● 學界羽毛球比賽，單打獲男子A組第四
（盧博文）及第五名（麥俊傑）；另獲

男子C組冠軍（盧學文）及女子B組季軍
（譚的妮）。

 ● 學界乒乓球比賽獲男子D組亞軍（梁立
昆）。

出席學界球賽頒獎禮師生與教青局官員合照

校際數學比賽頒獎禮上，教青局梁勵副局長等
與師生合照。

區智傑獲港澳數學奧林匹克總冠軍

校際數學比賽獲獎多

校際數學比賽收穫豐富：本校第一隊

獲得小學組團體賽第一組冠軍，第二隊獲第

二組亞軍；本校第二隊獲初中組團體賽第一

組冠軍，第一隊獲第二組亞軍，第三隊獲第

三組亞軍；高中組團體冠軍由本校獲得。個

人賽部份，本校鄧子俊勇奪小學組冠軍，區

智傑獲初中組季軍，本校獲一等獎者共十五

人。小學組團體賽冠軍隊伍中得分最高的本

校第一隊，將參加七月中於香港舉行的「保

良局第十三屆小學數學世界邀請賽」。中小

學團體獎：冠軍三個、亞軍三個；個人賽：

冠軍、季軍各一個。一等獎十五人、二等獎

十四人。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獲初中二總冠軍

由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學勤進

修教育中心協辦的「二零一零港澳數學奧林

匹克公開賽（澳門賽區）」，於五月三十日下

午六時在香港九龍灣國際會議展覽中心三樓

演講廳舉行頒奬禮，除頒發香港學校及個人

奬項外，更從港澳兩地合共一萬多名的參賽

學生中，選出兩地K3至中六各級的地區冠
軍及港澳總冠軍。大會希望藉此兩項比賽，

豐富學生的比賽經驗，擴闊視野，提高港澳

學生的數學水平、興趣及參與度，並將有關

逾千名尖子學生引薦參加全國、亞洲及世界

級的數學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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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區賽事中，本校許少軍獲中四組

冠軍，區智傑獲中二組冠軍，黎宗樺獲中一

組冠軍，劉宗灝獲小六組冠軍，周昊天獲小

五組冠軍。

中二組冠軍區智傑更從港澳近千名參

賽者中脫穎而出，成為港澳總冠軍，亦是澳

門歷來首次有中學組個人賽學生成為港澳總

冠軍。

中學生讀後感比賽獲佳績

本校學生參加「全澳中學生讀後感比

賽」，七位學生獲獎，名單如下：

高中組冠軍：（高三愛）蔡嘉琪《感悟

生活─讀〈生活十講〉有感》；高中組亞

軍：（高二信）沈乾《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讀〈和平無關顏色〉有感》；高中組優秀

獎：（高二望）譚棋蓉《太陽還會升起─

讀〈燦爛千陽〉有感》；高中組優秀獎：（高

二望）施桑桑《重返原始，投奔自然─讀

〈我買了一個島．卡兒哈甘〉有感》；

初中組冠軍：（初三信）鄧沛元《這是

我身處的世界麼？─讀〈街巷人物〉有

感》；初中組季軍：（初三正）廖藹妍《生活

的底蘊─讀〈越痛越美麗〉有感》；初中組

優秀獎：（初三正）鮑曉雯《生活就是幸福

─讀〈安妮的日記〉有感》。

讀後感比賽頒獎禮師生及評判等留影

本校獲初小英語集誦優異獎

集誦獨誦各得三優異獎

全澳學生朗誦比賽，本校參加英語集

誦比賽，共獲三個優異獎，一個二等獎。各

語種的獨誦賽事，共獲三個優異獎，八個一

等獎，十二個二等獎。

高中英語集誦獲優異獎

出席朗誦頒獎禮的師生合照

高小英語集誦獲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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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舞蹈賽成績優

由澳門教育暨青年局主辦的「校際歌

唱比賽」，本校中學組獲優異獎，小學組獲

優良獎。而在「校際舞蹈比賽」中學組賽事

中，本校參賽的兩隊學生分別榮獲優異獎及

優良獎，小學組亦獲優良獎。

中學舞蹈獲頒優異獎及優良獎，高校長及師生
合照。

小學舞蹈《天鵝湖的故事》獲優良獎

中學舞蹈《阿婆的幸福生活》獲優異獎

校際歌唱比賽，中學組獲優異獎。

中學組比賽中

小學組獲優良獎

青少年科技創新賽選拔結果

澳校同學積極參加全國青少年科技創

新大賽，澳門區選拔賽結果如下：高中組

高三信劉子翔、李毅霆、冼穎康獲優異獎

(入選全國賽 )；初中組初二愛陳泰龍獲甲
級獎；小學小六愛陳均喻獲優異獎 (入選全
國賽 )；少年兒童科學幻想繪畫優異獎 (入
選全國賽 )共 10人：陳迪勤、郭嶷翬、劉柏
麟、陳穎姿、陳倬霖、林君朗、袁子晴、梁

凱晴、鄺計銓、鐘文彥。

參加全國中小學英語演講賽

四月二十五日，本校初一級鄺計銓同

學由指導老師麥煥雲帶領下，代表澳門特區

赴中國四川省成都市參加了「第八屆『 21
世紀‧CASIO杯』全國中小學生英語演講
比賽總決賽」。

鄺計銓同學於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澳門

理工學院主辦的二零一零年「第八屆全澳英

語演講比賽暨第十五屆『 21世紀‧CASIO
杯』全國英語演講比賽澳門分區賽」中，榮

獲中文學校初中組最佳演講者的美譽，因此

獲推薦為澳門特別行政區代表。

參賽者皆是來自全國各省的精英，鄺

計銓同學憑着一篇有意義的講詞「 Learn to 
share」，以精采的演講技巧、流利優美的
語音語調、機敏的現場問答、穩重的舞台風

範，在激烈的比賽中榮獲初中組三等獎，為

校增光、為澳門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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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赴四川參加全國中小學英語演講比賽

通過參加交流和比賽，令學生在汲取

知識的同時，亦能增強公開演說和辯論的技

巧，並能提昇思辨、表達、綜合能力的素

質。這次比賽令人眼界大開，國內參賽者的

英語演講水平之高，令人讚嘆。本校將繼續

努力從多方面提昇學生的英語水平，尤其是

口語表達的能力，達到培養「兩文三語」的

目標。

其他比賽簡訊

 ●「中學第二十一屆、小學第八屆『希望杯』

全國數學邀請賽」，本校周昊天獲小學部

一等獎，任凱翔、鄧子俊、賴慧寧、陳迪

勤、王鑫洋及鄭穎芝獲小學部三等獎。

 ● 由澳門地球物理暨氣象局、澳門中華學生

聯合總會聯合舉辦之「團結！齊抗氣候變

化」學生繪畫比賽，黃淑凝、湯東城分獲

高中組冠軍及季軍，林君朗獲初中組亞

軍，岑君豪獲高小組亞軍，另有四位同學

獲優異獎。

 ● 為培養本澳青少年學習數學的興趣、宣揚

科學精神，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於二月

組織了澳門區代表隊赴深圳參加「第十四

屆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本校余

美玉老師亦隨團前往。澳門區五人獲銅

獎，本校獲獎者包括張顥霆、劉俊傑及鄧

子俊。

 ● 由中國數學會奧林匹克委員會和重慶市南

開中學聯合主辦的第廿五屆全國中學生數

學冬令營（二零一零中國數學奧林匹克）

於一月二十日至廿五日在重慶市南開中學

舉行。林梓滔同學獲銅牌。

 ●「第六屆泛珠三角物理奧林匹克競賽」已

於二月下旬順利舉行，澳門學生代表在賽

事中表現出色，在團體賽方面，本校獲得

二等奬，在高級組個人綜合賽方面，林梓

滔、梁文輝、鍾遠安、何健仲獲得三等奬。

 ● 由中國教育學會、華夏奧數之星教育研究

學會、全國小學數學教改研究會聯合主

辦，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協辦，澳門

學勤進修教育中心聯繫的「華夏盃全國小

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二零一零（澳門賽

區）」，周昊天獲小五級冠軍，鄭穎芝獲小

四級冠軍。

 ● 由澳門教育暨青年局辦、澳門大學協辦的

中學物理競賽，高級組方面，本校獲團體

獎。個人奬項方面，林梓滔獲二等奬，何

健仲、林永健獲三等奬，梁文輝、鄭凱樂

獲優異奬。

 ● 由教育暨青年局主辦、澳門柔道協會承辦

的「第十一屆學界柔道比賽」，於男女混

合DE組賽事中，何旻駿獲 -22公斤賽事
冠軍，陳思明獲 -35公斤賽事冠軍。

校聞圖輯

管樂隊在「萬家歡樂賀元宵」中獻藝 南西灣街坊會一行來校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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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添富學長向澳校致送其新作

參加全澳青年教師競技同樂日

化學興趣小組及衛生室以壁報宣
傳微量元素對身體的重要性

台灣校長團來校參觀

繆啟泰學長將梁寒淡老師的墨寶
轉送澳校保存

「世博團」甚為吸引，學生冒雨觀
看抽簽情況。

參加慶回歸十周年攝影展，培正
師生與嘉賓合照。

湖南省江永縣教育界人士來訪

銀禧加冕的智社同學捐送禮金給
母校及同學會

級社聯絡員代表大會舉行中

與香港天循小四同學交流珠海香州教育局局長等來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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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支援服務員期刊

技術支援服務期刊創刊號已於五月出

版，免費向全港中、小學派發。本刊旨在向

本地學校校長、資訊科技老師及技術支援服

務員等提供一份最新及相關的資訊科技參考

文 件。 當

中包含嘉賓

文章、技術

支援服務員

培訓課程簡

介、參與此

課程的講師

分享、同學

的專題研習

概要及一系

列技術支援

服務的常見

問題，供學

界參考。觀

看網上版，

請到以下連

結 http://www.pca.edu.hk/download/doc/
TSS_Journal_Inaugural_Issue_2010 .pdf

香港世界電訊及資訊社會日

「香港世界電訊及資訊社會日」自二零

零七年起每年於香港舉辦，目的是慶祝訂

於每年五月十七日的「世界電訊及資訊社

會日」及向香港學生推廣資訊科技行業的

發展。本年度「世界電訊及資訊社會日」的

主題為「善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優化生活

及城市」(Better Life, Better City with 
ICTs)。本校與香港通訊業聯會合辦一系列

技術支援服務員期刊

香港世界電訊及資訊社會日無線定位尋寶比
賽簡介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電訊管理局代理總監夏
智勇先生致辭

香港世界電訊及資訊社會日之支持及贊助機
構代表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副局長蘇錦樑先生 ( 前排右五 ) 合照

香港世界電訊及資訊社會日無線定位尋寶比
賽得獎者合照

活動，以宣揚有關信息及慶祝「 2010 香港
世界電訊及資訊社會日」。

舉行的活動包括三月中旬的創意智能

手機軟件製作大賽、五月八日的無線定位尋

寶比賽、香港通訊業聯會盃、總體最佳表現

項目、認識通訊半天遊及「香港世界電訊及

資訊社會日」慶祝與頒獎典禮。是次活動共

有逾一千二百名學生及老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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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
長蘇錦樑先生 ( 左一 ) 頒獎予創意智能手機
軟件製作大賽得獎者

香港通訊業聯會主席陳重義博士 ( 左二 ) 與
香港世界電訊及資訊社會日認識通訊半天遊
領隊合照

一年全日制預科課程活動

為了讓學生獲得全方位

學習，本校安排一連串課堂以

外的考察及參觀活動。

參觀暨南大學

參觀嘉道理農場植物園

參觀孫中山紀念館

畢業禮師生合照

參觀香港濕地公園

領袖培訓福音日營

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度

畢業禮於六月四日進行，

共有十四位學生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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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隊伍與教育局高級課程發展
主任 ( 數學 ) 梁廣成先生合照

得獎學生與主禮嘉賓合照

亞軍隊伍與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
院譚秉源校長合照

各隊學生正全神貫注地比賽

季軍隊伍與香港培正小學張廣德
副校長合照

全港數學遊蹤比賽

由培正教育中心主辨，香港培正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香港教育學院數學

與資訊科技學系協辦，港鐵及鴻福堂贊助的

「第五屆全港小學數學遊蹤比賽」已於四月

十七日假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順利舉行。

今屆比賽吸引了六十多間小學報名，最

後以先到先得形式邀請了五十間小學作賽，

共一百五十名學生參與，場面熱鬧非常。參

賽隊伍須於指定時間內往指定的檢察點完成

有關題目。比賽旨在透過戶外學習的模式，

提高小學生對學習數學的興趣，讓他們有機

會在課堂以外應用數學知識。今年更加入了

一些常識新元素，希望學生們在課堂以外應

用數學之餘，亦能豐富他們的常識。

其中勇奪冠軍的聖公會偉倫小學的學

生表示他們的策略為事先分工，各自負責不

同的崗位，以節省時間。另外，他們一致

地表示，參賽最大的秘訣是組員具有默契，

明白到團結就是力量，盡量減少不必要的爭

辯，能更有效地掌握比賽時間。

衷心感謝多年來支持「全港小學數學遊

蹤比賽」的小學、協辦學校及贊助機構，我

們期望來年的比賽能繼續得到大家的支持，

使比賽能夠舉辦得更有聲有色。

獲獎名單

冠軍 聖公會偉倫小學

亞軍 喇沙小學

季軍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陳元喜小學

優異獎名單 ( 排名不分先後 )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鴨脷洲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靈糧堂秀德小學

五旬節靳茂生小學 五邑鄒振猷學校

香港培正小學 拔萃男書院附屬小學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

二零一零年取得博士或碩士學位教職員

彭志明老師
英國諾丁漢大學

教育系博士

王偉賢老師
香港大學

理學碩士 ( 教育應用資訊科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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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者 / 捐助機構名稱 捐款金額 捐款項目用途

基社 (1974年級 ) 港幣十五萬元正
捐助「明日校園計劃」以
「 1974-2009基社珊瑚禧紀念環球教室」 
命名 F座 F302室

何瑞冰女士 港幣壹千五百元正
捐助「黎錦倫伉儷獎學金」、 
「黎伍佩琦女士獎學金」、 
「黎世嚴昆仲獎學金」

鄭國棟學長 (1942年級斌社 ) 港幣二百元正 捐助培正校刊郵費及出版經費

裴壽康學長 (1960年級正社 ) 港幣壹百元正 捐助培正校刊郵費及出版經費

偉社 (1952年級 ) 港幣六千元正 捐助「 1952年級偉社獎學金」
黃國致學長 (澳校 1962年級真社 ) 港幣二百元正 捐助學生獎助學金

忠社 (1955年級 ) 港幣五千元正 捐助「 1955年級忠社獎學金」
楊國雄博士 (1952年級偉社 ) 港幣壹千元正 捐助「楊國雄博士獎學金」

香港培正同學會 港幣二萬元正 捐助「紀念創校 110周年南太奬學金」
香港培正同學會 港幣二千五百元正 捐助「紀念黃逸樵老師紅藍精神奬學金」

香港培正同學會 港幣二千五百元正 捐助「紀念高雁雲老師紅藍精神奬學金」

香港培正同學會 港幣二千五百元正 捐助「紀念林藻勇老師紅藍精神奬學金」

香港培正同學會 港幣壹千二百五十元正 捐助「紀念吳榮招老師紅藍精神奬學金」

香港浸信會聯會 港幣二千壹百元正 捐助第 11屆傑出學生獎學金
詹史芳學長 (1973年級勤社 ) 港幣八百元正 捐助培正校刊郵費及出版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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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校刊》第四十四卷第二期

出版委員會

主　　 席： 李景倫

委　　 員： 梁文慧 李永明 李家傑 李敏儀 林詩恩 方文英

督 印 人： 葉賜添
出　　 版： 香港培正中學

地　　 址： 香港九龍培正道二十號

電　　 話： (852) 2711-9222
網　　 址： http://www.puiching.edu.hk
電　　 郵： school@puiching.edu.hk
承　　 印： 中泰印務燙金公司

出版日期： 二零一零年七月三日

香港培正小學捐贈名錄

**　各項捐贈紀錄，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

捐助者 / 捐助者機構名稱 捐助金額 ( 港幣 ) 捐助項目用途

1974年級基社 150,000.00 珊瑚禧捐贈小學

林學廉學長 300.00 2009年度運動會獎品代金
香港培正同學會 2,700.00 2009年度運動會獎旗
香港培正體育會 2,537.60 2009年度運動會獎品
林學廉學長 200.00 2009年度水運會獎品代金
一九五二年級偉社 2,000.00 2009年度獎學金
香港培正同學會 19,500.00 2007-2009年度獎學金
楊國雄博士 1,000.00 2009年度楊國雄博士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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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正小學粵劇

《白蛇傳全本》《白蛇傳全本》

演出日期：

2010 年 7 月 15 至 16 日

( 晚上 7 時 30 分 )

地點：高山劇場

票價：$300，$150，$100

訂票查詢：2767 2308 溫主任

演出日期：

2010 年 7 月 15 至 16 日

( 晚上 7 時 30 分 )

地點：高山劇場

票價：$300，$150，$100

訂票查詢：2767 2308 溫主任

香港培正中學音樂劇

演出日期：

2010 年 7 月 15 至 18 日 ( 晚上 8 時 )

2010 年 7 月 18 日 ( 下午 3 時 )

地點：香港演藝學院戲劇院

演出日期：

2010 年 7 月 15 至 18 日 ( 晚上 8 時 )

2010 年 7 月 18 日 ( 下午 3 時 )

地點：香港演藝學院戲劇院

《玻璃遊樂園》《玻璃遊樂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