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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過去		展望未來

追求卓越		勇攀高峰

前  言



對 於 小 六 年 級「 君 社 」 同 學 來 說， 二 月

二 十 二 至 二 十 四 日 舉 行 之 畢 業 班 尋 根 之 旅 實

在是一個既難忘又難得的經歷。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清 晨 ， 在 祈 禱 交 託 後 近

二 百 位 同 學 及 四 十 位 老 師 分 乘 五 部 大 旅 遊 車

經 深 圳 灣 口 岸 前 赴 廣 州 東 山 培 正 中 學 ─

培 正 的 發 源 地 尋 根 。

雖 然 培 正 於 廣 州 草 創 時 期 並 非 在 東 山，

但 當 籌 款 在 東 山 購 地 興 建 新 校 舍 後， 校 舍 由

簡陋而臻於完備，培正亦進入輝煌時代。

在 廣 州 培 正 中 學 得 到 呂 超 校 長 及 同 學 會 朱 素 蘭 會 長 熱 情 款 待， 向 同 學 們 講 解 培 正 的 歷 史 及

現 在 的 發 展， 同 學 們 又 分 組 參 觀 母 校。 黃 啟 明 校 長 銅 像、 美 洲 堂、 澳 洲 堂、 王 廣 昌 寄 宿 舍、 青 年

會 …… 等 建 築 物 活 現 在 同 學 眼 前， 同 學 們 都 表 現 得 特 別 興 奮 及 雀 躍， 往 日 在 師 長 口 中 或 校 刊 刊 登

之 相 片 得 悉 的， 今 日 都 能 親 眼 目 睹、 親 身 經 歷、 親 身 體 會， 對 培 正 先 賢 辦 學 之 艱 辛， 神 對 培 正 的

恩典及祝福獻上無限的感恩。

離開廣州培正後，同學們前往番禺

歷奇山莊作歷奇活動，透過三日兩夜的

活動，同學們建立起團隊精神，亦成為

他們在成長路上美好的回憶。

張廣德校長

張校長為尋根之旅總指揮

尋根之旅

張校長多謝朱會長、呂校長悉心安排「尋根之旅」

11



我帶着既興奮又緊張的心情參加這次的尋

根之旅。三天的旅程終於完結了，其中我印象

最深刻的是第一天的「黑夜大追踪」活動。我

們在導師的帶領下，十三人為一小組，排成直

線，由排在最前面的同學負責帶路，其餘的人

戴上眼罩後便不能發出聲音，只能用雙手搭着

隊友的肩上，緩緩前進。開始，我們因欠缺默

契而跌倒，顯得手忙腳亂。經過多番嘗試，我

們不但能把步伐調整一致，更能彼此合作和照

顧，成功到達目的地。在這個活動中，我們學

會了團隊精神，彼此間培養信任和友誼。

此外，最剌激的便是「泰山繩」了。我們

在限時之內，運用身上僅有的物品，然後用繩

子把自己送到一個車輪上。站在車輪上，我們

需要保持平衡，隊友間互相照顧，假如一不小

心，整個遊戲便要重新開始，這個遊戲充分考

驗我們的勇氣和智慧呢！

這次的旅程不但使我學會了獨立，更令我

明白友誼的可貴。想到畢業後可能要分離，很

多同學都感到捨不得，哭成淚人，而這些經歷

和體會，會留在我的腦海中，成為成長路上最

寶貴的回憶。

在尋根之旅的前幾天，我和同學們都十分期待這次的旅程。出發前的那晚，我輾轉反側，興奮得不能入睡。
回想起這次尋根之旅，印象最深刻的環節就是我們的才藝表演。因為身為組長的我，雖然早就把歌詞和範唱錄音傳送給組員，但組員們也因各種的原因沒時間練習。我們情急下甚至有想過臨場改變表演節目。幸好我們組的老師沒有「遺棄」我們，在那天午飯後的時間替我們排練。只需短短三十分鐘，大家便進步神速，唱得有板有眼。

我實在十分感動，這更令我明白，只要各人能團結，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難怪古人說「三人乃為眾，一木不成林」。
此外，我還要感謝教練的包容，不介意我們身手有點笨拙，耐心地指導我們完成每個活動。幾天的參觀和歷奇活動，增進了同學間的感情。我組的「三十分鐘速成班」更成為了我美好的回憶。

羅穎琛 ( 小六信 ) 鍾曉楠 ( 小六信 )

同 學 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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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參加尋根之旅的目的是想在畢業前

有一個美好的回憶，讓日後可以永遠記着這幾

天。活動前，我感到十分緊張和興奮，因為這

是第一次和全班同學一起去廣州旅行。

首先我們到了廣州培正中學參觀，那裏

古樸而美麗。接着我們到歷奇山莊，在那裏進

行了許多不同的活動。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

的環節是篝火晚會。篝火晚會那天晚上，大家

看着營火被點燃，十分壯觀。仰望着漆黑的天

空，看見許多星星掛在夜空上，這景象在香港

是不能看到的。當中每一組同學都要預備一頂

表演節目，每一組的表演都很精采，給我留下

一個深刻的印象。

這個畢業班尋根之旅，令我在畢業前和

同學有了一個美好的時光。以後大家可能要

升上不同的中學，這歡樂的時光可能不會再重

現。我一定會記着這次的旅程。

在活動前，我以為這趟旅程是輕鬆的、悠閒的，但事實並非如此，這是一個艱巨的歷奇活動。我希望能在這趟旅程好好充實自己，而且通過彼此合作，增加我們的友誼。

在歷奇山莊中，在各式各各樣的遊戲和挑戰，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羅馬炮台」的遊戲，玩法是將氣球注入水，成為水彈，再用炮台發射出去攻擊敵方。我們在這遊戲中學到互相合作的精神，還要互相信賴才能成功。我方的一位同學不幸被水彈擊中了，全身濕透，變成了落湯雞，他的狼狽樣子真是可笑呢！

這次活動令我獲益良多，例如學會團隊合作，我們要團結一心，不然就會失敗 。俗語說︰「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可見團結的重要性。

我還學會自立，我們已長大，要學會獨立，不依賴父母。這次遊程令我明白友誼的重要性，希望六望的友誼永遠像鐵般堅固。

張昕翹 ( 小六望 )

李維恩 ( 小六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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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次特別的畢業體驗營，學校為了讓我們這羣畢業班

同學多認識創校先賢的艱辛，於是安排了這次以尋根為主題的旅

程，目的是想我們在畢業前踏足培正的發源地—廣州培正中學，

藉此重尋昔日培正辦學的艱辛。此外，學校也為我們預備了歷奇

體驗營，我們可以在營內一起度過三天的歷奇生活，同學們可以

在營內嘗嘗一起生活的樂趣。

出發前，我的心情十分矛盾，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麼大

型的生活體驗活動。能跟同學一起旅行，我感到很高興，但同時

也有點擔心，因為我不知道整個旅程是否能順利進行。

畢業營的第一天，我們一大清早便浩浩蕩蕩地從學校乘坐直

通巴士出發。行程的第一站就是我校的根源—廣州培正中學。我

們到達後，便在那兒吃午飯和參觀。經過一番介紹及參觀學校後，

我們便朝第二站—歷奇山莊進發。歷奇山莊是一個很大的營地，

我們在那兒過了三日兩夜的生活。

在活動過程中，最令我深刻的環節要算是在山莊內的一些活

動情景了。還記得「羅馬炮架」這個活動，我們先用四枝竹砌成

一個支架和發射器，然後將十個氣球注滿水，再射向另一組。每

當輪到我們發射時，我們都可以準確地投中別組的支架，甚至令

其中一組的支架因此而倒塌，想起來也覺得十分有趣。

這次能參加人生的第一次畢業營，也是學校第一次舉辦的

尋根之旅，所以我覺得十分特別。以我所知，歷屆的學兄學姊們

的畢業營都是在香港境內舉行的，但這次我們卻有幸參與廣州之

旅，這實在是很有意思。如果有機會，我想再參觀廣州培正中學，

因為當天的行程太短了，所以我們未能走遍校舍的每個角落。

此外，我跟許多同學一樣，也很想再去歷奇山莊，因為那兒

的導師能帶領我們進行一些新奇刺激的遊戲，既需要智力，又需

要合作性，因此十分好玩。

整體來說，這一次尋根之旅十分有意義，相信每一位有參與

的同學都有同感呢！

我的活動目標是希望了解多一些
廣州培正中學的歷史及建築，也希望
能在歷奇山莊中學懂獨立和自治，不
用依賴父母。我在活動前的心情，既
興奮且緊張，因為「歷奇活動」這個
名稱，使我覺得很刺激，但也擔心自
己會很吃力去完成這些活動。

最令我感到深刻的環節就是攀
爬，因為我竟然能夠爬到最高的位置
呢！雖然我的個子矮了些，但也能爬
到高峰，這是因為所有同學都同心
合力地為我拉繩，我才能輕易爬上去
啊！其實，我也喜歡篝火晚會，雖然
這個活動舉行的時間很晚，但是看見
同學們落力的演出，我也沒有感到沉
悶和絲毫的睡意呢！

在這次尋根之旅的歷奇活動中，
我學會了不少東西，例如：團結精神
和合作精神等，當中有很多項目都是
訓練我們的體能和腦筋，使我們學懂
如何去解決問題。其次，我也學會了
獨立和與別人相處。在這個尋根之
旅，我還認識了母校「培正」在廣州
的根源。這一切都不是在家中或是學
校中所能學到的。參與這些活動使我
的目光放遠，接觸到的不只局限在課
本上，總之這次的旅程真是令我獲益
良多！

黃樂陶 ( 小六愛 )
蕭子茹  ( 小六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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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畢業班尋根之旅，我的目標是完成所有

活動並在當中勝出。活動前，我的心情可說是又期

待，又緊張。因為這次是我第一次與同學往外地旅

遊，即使已準備充足，但還是有點擔心。

最深刻的環節是攀爬。一開始時，我便往下滑

了數次，但我叫自己要鎮定下來，於是便換氣停下

來再試，最後成功了。還有我班的毛舜驛和其他班

幾位同學，開始都做不到，靠着大家的鼓勵和幫助，

最終還是成功了。至於我，應該是爬得最快的幾個

同學之一，由於我是第一次玩這個項目，成績也算

是不錯吧！

這次活動，透過參觀母校的根 ─ 廣州培正中

學，增加了我對培正這間「百年老校」的認識。原

來以前的人沒有很多課外活動，整天都是讀書溫習，

真的頗無聊；所以我感謝神讓我在這相對較多課外

活動的年代出生，學校生活多姿多采呀！

在三日兩夜的營會中，我發現原來自己在體能

活動方面的成功率達 90% 以上，對自己的信心大

增。在講求智能的活動，自己明顯較弱，那時就需

要其他隊員的「腦力」及幫忙。人是不會十全十美，

或很難樣樣皆能，都是要靠彼此幫助才可完成大事

吧！團隊合作真的很重要。

這次的尋根之旅在我心中留下了一個深深的印記。還記得活動前，我的心情是忐忑不安，憂心忡忡的，這是因為怕不能適應那裏的環境和食物，因而感到焦慮。雖然我心感不安，但還是下定了目標，要嘗試獨立，沒有人照顧的生活，克服任何困難。

在歷奇山莊裏，我們進行了不同的歷奇活動，例如黑夜大追蹤、泰山繩、百足行、羅馬炮架、攀石等，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攀石。我非常畏高，但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還是登上了這個攀石架。攀石架的石頭有大有小，有方有圓，參差不齊，增加了攀爬的難度。我穿上一身保護裝束，提心吊膽地向上爬，爬到一半時，手腳已開始發軟，我剛想放棄，一班同學卻在努力地指點我下一步的動作，我才鼓足勇氣，爬到終點。
這次活動令我明白到我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完成每一個活動，我們需要團結起來，大家同心合力，才能闖過一個又一個的難關。此外，我們也要彼此信任，相信隊員能越過任何障礙。我們在整個過程中，難免遇到困難，但我們都沒有放棄。這次活動也令我成為一個獨立的人，更增進了同學之間的友誼，是一個非常難得的學習機會。

陳雋匡 ( 小六光 )

葉卓穎 ( 小六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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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活動目標是透過畢業營和同學一起開心地玩兩三天，一起增進感情，互相深入認識對方，和睦相處。活動前我的心情是非常興奮和期待，雖然難免有些緊張，但是一想到和很多朋友在一起，就會放心下來。

整個三天兩夜的活動過程非常緊湊和開心。當中我們經歷了不少艱辛和快樂，也明白了合作精神對我們來說是多麼重要。而我印象最深刻的環節是「篝火晚會」。還記得那天，一張張開心幸福的笑臉一起圍着一團直衝雲霄的火焰，大家一起唱着令人充滿幹勁的《江南 style》，更有勇敢的男同學在眾人面前翩翩起舞。這個環節令我覺得最深刻的是那團直衝雲霄的火焰，因為它彷彿凝聚了所有圍觀者的力量，越燒越紅，就像大家那刻心中的那團火。
經過這次畢業營後，我更加明白「團結就是力量」這句話的道理，也和一些本來不太相熟的同學變得熟起來，最重要的是，我發現我更愛培正這個大家庭了！

參加這次的畢業班尋根之旅，我的心情

當然和其他同學一樣，覺得既緊張又富挑戰

性。我希望能盡我一切所能來完成這些非常

驚險的歷奇活動，全力參與，做到最好。至

於在團體活動方面，我希望能與同學互相鼓

勵和支持，增加團隊精神，互相合作，從而

增進友誼。

我印象最深刻的環節當然是泰山繩，因

為這個項目很難巨，既需要勇氣、體力，還

需要團隊合作。過程中要用自携物品作繩，

運送同學到車輪上，途中不可着地。雖然

開始的時候，我們一直未能鉤到那條繩，但

我們沒有放棄，結果我們團結一致，同心協

力，最終還能勝出，真令我們喜出望外！

活動成績有贏輸，雖然我們組的成績

未如理想，但我學會了事情的結果並非最重

要，過程才是最重要。過程中，學習到做事

只要認真，就能做得到。畢業班尋根之旅，

即使有困難，也可克服，同學們一齊發輝團

隊精神，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這次 “畢業

班尋根之旅”讓我領會、學習很多，雖然辛

苦，但只要不怕艱難，再困難的事情都能完

成。這次的旅程非常開心、興奮，真是非筆

墨所能形容。

劉映廷 ( 小六善 )

馮詠恩 ( 小六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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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側是冷冰冰的牆身，左側是寂靜的夜闌，整夜的輾

轉反側，雙目仰望米白色的樓頂，一個無盡長夜。唉 ! 正

是我心繫緊張，又滿懷期望的真實寫照。在我六年的小學

生活裏，總是朝思暮想、夢寐以求的畢業活動即將到臨。

從活動前的介紹會，得知這次尋根之旅將會探訪培正的發

源地，會有萬分刺激的歷奇活動，對我們這羣常被以「港

孩」貶稱的「小學雞」，正是一次十分寶貴的歷練，加上

這次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沒有家人在旁的遠行，因而有出發

前徹夜不眠的期待。

這次尋根之旅，所有的活動果然不負我的期望！每

項活動背後有着深刻意義，又不乏令人雀躍的安排，歷奇

活動更是十分刺激，想是山莊管理人特別為我們這班「馬

騮頭」刻意設計的。最意想不到的是在「羅馬炮架」活動

中，當我全神貫注倒水之時，竟中了對手的超級水彈，正

猶豫着是否應脫去外衣的時候，冷不提防地竟被我組導師

從背後把一大桶水倒在我的身上，使我全身盡濕，正是一

波未平，一波又起，從外衣、內衣、長褲，以致鞋襪都極

有層次地濕透，一個既莞爾、又滑稽的情景。還有，那個

令人樂透的篝火晚會，各組施展渾身解數，來個才藝大比

拼，莊諧並重，笑中有淚，想不到平日文質彬彬的同學，

又有另一個表演面孔；慣常活躍無比的，竟又有一番發人

深省的演出，真是極度精彩呢！

這次尋根之旅，既能促進同學們的友誼，又能令我們

多了解培正的發源及理念，更加強了同學彼此間的團隊精

神，為我們這羣即將畢業的小六君社同學，留下了一段美

好的回憶。縱然離愁別緒之情開始萌生，卻又讓我們明白

不同的階段，正是造物主為我們安排的精采人生。不過，

唯一令我懊惱的，就是一千多元的活動費用，父母決定了

從我每月的零用錢中扣回，好使我明白個人責任的重要性

啊 !

這次活動的目的是要團結和信任周邊的人。因為他們缺一不可，若我們不團結一致的話便很難勝出。活動前，我在想，我們以前打打打鬧鬧的，很不正經，不知道會不會達到目標。但我相信神會照顧、帶領着我們，使我們小六正一條心！
我們玩了數之不盡的小遊戲，其中有一些小風險。此外，每個遊戲背後都有一些教育意義，例如「百足行」教我們要團結一致，不能分散。其中，令我最難忘的遊戲是攀石。因為當我到達最高點時，便有種莫名其的興奮感覺，向下俯視，便看到同學們正努力地幫助你。這個活動教我要不斷向目標前行，不能停頓，不能休息，不能向後望，只可向上爬。而神就像繩子一樣，時時刻刻保護你。

這次活動令我學會「只要同心協力，彼此幫助，沒有問題是解决不了」的道理。此外，我們只要信任身邊的人，幫助他們，這樣才能夠達到目標。我很感激我的組員、隊長和老師，他們令我獲益良多，身心也長進不少！

周俊言 ( 小六正 )

陳樂熙 ( 小六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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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尋根之旅是我首次外宿，媽媽擔心得很，我卻

慶幸自己能有機會學習自立。我覺得非常興奮及緊張，因

為我被挑選為組長，希望能帶領組員發揮團隊合作精神。

還未出發之前，同學在網上聊天室熱烈地討論內地

的膳食是怎樣。當初我和媽媽還真有點擔心呢 ! 但我吃過

後覺得還可以，而且比香港快餐店的食物好吃得多呢！

印象最深刻的活動就是第二天進行的泰山繩和羅馬

炮架活動。在進行泰山繩活動時，雖然我們組成員跌在地

上多次，但我們沒有放棄，最後全部組員都可以成功完成

挑戰，真令人振奮！連班主任何老師也被我們熱鬧的氣氛

所吸引，興之所致，更和我們打成一片！

在進行羅馬炮架活動時，開始的時候，我們對炮台

的製作一竅不通，但經過導師吳哥哥的指導及幫助，最後

我們還是製成了炮台。這是一個由木枝搭成的米字形炮

架，運用了槓杆原理，可以把水彈射到敵人的身上。

最令人難忘的是我們進行了一場撥水大戰。大家都

各自拿着一大桶水撥向對方，弄得別人狠狽不堪和啼笑皆

非。最後，各人都成了「落湯雞」，但大家卻樂此不彼。

在這次旅程裏，我學會了要樂於助人，面對困難時

應鼓起勇氣，奮力向前。正所謂：「只要有恆心，鐵柱磨

成針」，我深深體會到這句話的意義。開心的時間總是過

得特別快，轉眼間，大家都懷着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歷奇

山莊。我肯定這次旅程是我人生中最美麗的回憶之一！

這次畢業班尋根之旅主要是想令我們對培正學校的發源地—廣州 東山 培正加深認識，這次的畢業班尋根之旅也想我們學會獨立。在參加這次畢業班尋根之旅之前，我真的非常緊張和興奮，一方面怕在廣州會受傷，另一方面又很期待這次旅程，那種心情真是很難形容，真希望能再去一次畢業班尋根之旅呢！
在這次的畢業班尋根之旅裏，我參觀了很多地方，在廣州 東山 培正裏令我印象很深刻的建築物有：紅廣場 ( 又名弘社廣場 )、時光噴泉、美洲樓、校訓石、校史室等。在廣州 番禺 歷奇山莊裏，我和第十四組的組員一起進行了許多令我印象很深刻的歷奇活動，例如：黑夜大追蹤、泰山繩、攀爬、羅馬炮架、創新盒子等。

參加了這次的畢業班尋根之旅後，我對廣州 東山 培正加深了認識，變得更堅強和勇敢，我也學會怎樣領導其他人，因為我是第十四組的組長。這次畢業班尋根之旅的經歷令我印象難忘。

陳曉嵐 ( 小六真 )

陳正睿 ( 小六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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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希望我們透過這次尋根之旅，對母校有

更多認識及留下一個美好回憶之餘，更可培養獨

立、自律和勇於面對挑戰的能力。我抱着戰戰兢

兢的心情，既憧憬跟同學一起相處的快樂時光，

又害怕跟家人分開那種孤獨的感覺……

三日兩夜的旅程中，我過得快樂極了！

到廣州培正中學參觀，令我大開眼界。整

個校舍就像一座很有歷史味道的古城，到處洋溢

着縷縷書香，讓我感受到百年老校的古樸風味。

到了歷奇山莊，全體同學一起享受既刺激又充實

的營舍生活。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攀石活動。我

從小便有輕微的畏高症，在導師的教導和同學的

鼓勵下，我終於跨出了第一步。我當時心裏想：

只顧向上望，永不回頭。最後我竟能拿到六十分

呢！

透過這次尋根之旅，我學懂了很多事。首

先，我對母校增添了一分嚴肅的敬意，亦慶幸

自己能在培正的大家庭中成長。此外，我明白

了「有志者事竟成」這句話。在旅程之前，我對

很多事情都畏首畏尾，不願意付出。經過多項歷

奇活動的訓練，我發現：經過付出所獲得的成功

感，實在好得不得了啊！我也學會了羣體生活應

有的紀律和義務。相信我長大後，仍會很自豪地

說：「我是受過歷奇訓練的紅藍兒女！」

我在收到尋根之旅的通告時，簡直興奮
得快要暈了。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入營，所以
我在出發前一星期已經開始收拾東西。而在
前一天晚上，我好不容易才入睡，卻每隔一
小時就醒一次，直到清晨三時我才睡上三個
小時。但是，我依然精力充沛地跟好友們一
起上學去。在車上，大家都在休息，等待到
達目的地。到達歷奇山莊時，大家反應是：

「嘩！鐵皮山莊呀！」令我哭笑不得。

深刻的環節……有很多呀！但是最深刻
的一定是「黑夜大追縱」了。因為我們要手
拖手，蒙着眼來回走。而其中我們經過了很
多障礙，例如：吊橋和木椅，十分好玩。而
驚險的是，走在第一的同學，表達能力不是
太好，例如：吊橋說成了會動和震以及有空
隙的橋，令大家都十分疑惑。不過大家依然
玩得很開心。

不知不覺就是尋根後一星期了，回想起
來好像是昨天那樣。現在有時候，我還會想
起當時的情境。這次尋根之旅也令我和一些
同學的感情加深了很多。衷心希望以後的小
六同學可以體驗尋根之旅！

陳文琛 ( 小六誠 )

羅曉旻 ( 小六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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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身後的廣州培正中學美洲堂已超過八十年歷史

活 動 花絮

廣州朱會長、呂校長迎接君社同學

從古舊的建築，了解培正歷史

老師講述培正歷史，大家專心聆聽

廣州東山培正帶領尋根

禮堂聚集，了解尋根安排

在寬敞的校舍前拍照
10



營火晚會

蒙眼夜行

開心到飛起！

無懼挑戰，勇闖高峰

水彈已就緒，準備發射

泰山來啦！

11



培小游泳運動發展史
　　自 B 座重建後，小學增添了一座長二十五米、闊五線道的露天泳池─ 陳伍婉蘭游泳池，

從此亦開展了小學游泳運動的培訓工作。首屆泳班隨着泳池竣工後就馬上開始招生，共有學員

數百人，而泳隊亦召集回校接受恆常及有規律的訓練。當時為普及游泳運動，讓更多學生參與

其中，首屆水運會除有二十五米四式、五十米自及蛙等基本泳式賽事外，更設二十五米浮板賽、

親子及嘉賓接力賽。由於顧及低年級同學的安全問題，當時只設小三至六年級組別。

　　經過數年的訓練及游泳課加入成為體育課程後，同學們的游泳技術日益進步。有見及此，

水運會的比賽項目亦分別作出調整，以達至緊貼學界賽比賽項目為目標，並加入小一、二同學，

分高、中、初三組；而為讓同學能有較長的訓練時間，學校決定於泳池上加建頂蓋，將全年只

得八個月使用期的露天泳池，變成一個全天候的室內泳池，更加裝了熱水系統，讓其成為一座

全年恆溫的泳池。設備的提昇，亦讓水準同步調高。

　　時至今日，有見泳隊成績越見出色，由本年度起，水運會移師到校外國際標準游泳比賽場

地─ 九龍公園游泳池進行，讓同學感受國際賽場的氣氛，從而激勵同學繼續練水，向更高成

績出發。

　　本年度水運會報告詳列內文「二零一二年度水運會」內，敬請閱覽。

露天泳池進行的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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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游泳課

已平頂的室內恆溫泳池

露天泳池進行的賽事，太陽直射「熱辣辣」

親子接力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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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本 校 及 香 港 培 正 體 育 會 合 辦 的「 二 零 一 二 年

度 水 運 會 」， 小 一 至 六 年 級 共 四 百 三 十 五 名 學 生 參 加

三十一項 ，共六十六場賽事。比賽項目包括五十米四

式 及 一 百 米 自 由 泳 及 蛙 泳。由 於 部 份 項 目 參 賽 人 數 過

多 ，比賽前已於校內進行預賽。

水 運 會 首 次 於 校 外 國 際 標 準 游 泳 比 賽 場 地 ─

九龍公園游泳池進行。

上 午 八 時 三 十 分 開 幕 禮 完 成 後 ， 張 校 長 敲 響 銅

鑼 ，賽事馬上展開。全校一千六百位師生及家長義工

齊 集 看 台 為 運 動 員 吶 喊 加 油 ， 掌 聲 、 歡 呼 聲 及 啦 啦 棒 此 起 彼 落 ， 氣 氛 熱 烈 ， 加 上 以 電 子 板 按 板 計

時 ，運動員成績馬上呈現大型分板上 ，令比賽更為緊張刺激。完成各項個人項目賽事後 ，接着是新

設的小三至六年級班際四乘五十米接力賽 ，連同當日邀請的嘉賓中學游泳代表隊 ，紅藍健兒首次同

場較量。

閉幕禮於中午十二時開始 ，邀請了香港培正同學會黎藉冠會長擔任主禮嘉賓。全日共五項成績

破大會紀錄。

各項破紀錄 、總冠軍及小三至六年級班際接力賽的成績如下：

班別 姓名 項目 獎項

小六真 駱 凱 文
女子高級組五十米自由泳

冠軍  
(破紀錄 )

女子高級組五十米蝶泳

小六誠 陳 臻 樂

男子高級組一百米蛙泳

男子高級組五十米蛙泳

班際接力賽第一棒五十米自由泳

男子高級組

全場總冠軍

小四愛 謝 雋 浩 男子中級組

小二愛 劉 子 睿 男子初級組

小六真 駱 凱 文 女子高級組

小四正 龔 靖 琳
女子中級組

小四愛 何 欣 洛
小二光 謝 泳 桐 女子初級組

小三愛

四乘五十米班際接力賽

冠軍

小三望 亞軍

小三誠 季軍

小四真

四乘五十米班際接力賽

冠軍

小四愛 亞軍

小四光 季軍

小五信

四乘五十米班際接力賽

冠軍

小五正 亞軍

小五真 季軍

小六誠

四乘五十米班際接力賽

冠軍

小六光 亞軍

小六愛 季軍

張校長鳴鑼一響，水運會隨即開始

啦啦隊表演助興

游泳健兒

二零一二年度水運會

場面盛況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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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採用跳水起步

小記者採訪張校長及嘉賓冼棟榮學長

本屆破大會紀錄運動員

嘉賓大合照

中學代表隊小六年級前三名，
首次舉辦的班際接力賽

張校長致送紀念品予主禮黎藉冠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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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獲頒

常識科獲頒

　　好消息，本校視覺藝術科主任陳家俊老師獲香港藝
術發展局頒發「傑出藝術老師獎」。

　　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舉辦的「傑出藝術老師獎」，二
零一三年五月五日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傑出藝術
老師獎頒獎禮 2012/13」，嘉許三百四十四位中、小學
及特殊學校的藝術老師，表揚他們積極和持續地協助學
校推動不同的藝術活動，鼓勵及帶領學生參與校內外的藝術活動，在藝術教育工作上有卓越的表現。

　　頒獎禮由教育局常任秘書
長謝凌潔貞女士及藝發局主席
王英偉先生擔任主禮嘉賓，並
邀請到傑出藝術教育家盧景文
教授分享推動藝術教育的經驗
和心得。王英偉先生在致辭時
表示期望藉着舉辦「傑出藝術
老 師 獎 」， 凝 聚 更 多 卓 越 的 藝
術老師，同心協力推動藝術教
育的發展，讓學生在多元創意
的校園裏快樂地成長。

　　教育局每年都會頒發行政長官卓越教
學獎，以表揚教學卓越的教師。本年度其
中一個評審主題為科學教育學習領域。由
專家學者及資深教育家組成的評審團，從
教師的專業能力、學生培育、專業精神和
對社區承擔以及學校發展等範疇評核參選
老師。專家們通過審核教學實踐報告、面
試、訪校、觀課、與家長及學生會面等程
序，經過半年時間的審核，李永威主任獲
確認頒發教學獎。

　　行政長官將於七月十二日頒發卓越教
學獎給李永威主任。這肯定了學校多年來
在科學教育學習領域取得的成果，期望李
主任可將其科學教學經驗與教育界同工分
享交流。

傑出藝術老師獎

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

葉副校到場支持

得獎老師與嘉賓留影

校長與兩位得獎老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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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培 正 中 學

“
”

香港培正中學自一九九七年起，一直積極推行資訊科技教學，由最初獲政府資
助，發展為資訊科技教學先導學校，繼而策動校本「 明日校園計劃」，推展創新資訊
科技教學方案。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平板電腦近年漸趨普及，港校遂推展「 一人一數
碼」學習方案，引入平板電腦教學，提昇學生學習成效。

一. 計劃目標

二. 推展方案

　　是項計劃的目標是希望「學生將會掌握在資訊年代終身學習及創意解難所需的技能、知識和
態度。他們會以資訊科技作為資訊檢索、知識探究、溝通、協作、分析及個人發展的工具」；此
外， 亦 希 望 改 變 過 往 由 教 師 作 單 向 教 學 的 傳 統 模 式， 實 踐 以「 學 生 為 中 心 」 的 學 習 模 式； 並 期
望為學生提供多元的學習環境及設施，從過往單純的紙本教材中跳出來，以「學用 IT、應用 IT、 
活用 IT、善用 IT」的理念，培育學生正確使用資訊科技工具的觀念。

　　為實踐「一人一數碼」計劃，學校要求中一
級 學 生 購 置 平 板 電 腦 (iPad) 作 為 輔 助 學 習 的 工
具，家庭經濟有困難的學生則由校方資助。計劃
的第一階段在中一級推行，其後逐步推展，期望
三年後於全校實施。

　　在學與教的層面上，學校透過與書商合作，
共同開發電子教科書，部份科目由傳統實體書變
為電子學習資源。多媒體內容資源豐富，而且互
動性強，能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及理解較抽象的概念。現時學校有不少學科均採用校本教材及筆
記，學校可利用電子書製作軟件 (iBook Author) 來製作相關的校本電子書。

　　此外，學校圖書館亦購置各式各樣的多媒體電子圖書，讓學生借閱，學生可於每天的閱讀堂
閱讀電子書，培養閱讀興趣。

同學使用 iPad 上課的情形

外藉老師 Mr Woods 正使用 iPad 連接投影機
播放學英語片段

　　各科現使用平板電腦進行教學，成效不俗。
以下為一些例子：

1. 英 文 科： 添 置 生 動 有 趣 的 故 事 電 子 書 程
式， 程 式 備 有 朗 讀 功 能， 除 可 提 供 正 確 讀
音，亦可利用口語訓練及故事創作應用程
式 ( 例 如：SonicPics, Comic Life, Explain 
everything)， 讓 學 生 靈 活 運 用 英 語 進 行 創
作活動。

推展「一人一數碼」學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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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 題 研 習： 利 用 學 習 管 理 系 統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LMS) 進 行 管 理 ( 例 如：
Edmodo)，學生在專題研習的討論過程中，隨時透過平板電腦存取學校的專題研習手冊及日
程資料，在網上進行資料搜尋，在討論區進行交流，甚至遞交功課等。學生亦可利用網上
平台或應用程式 ( 例如：popplet)，透過共同協作的模式，製作腦圖，構思專題研習小組題
目；而在實地考察活動時，學生可利用平板電腦的全球定位系統 (GPS) 進行考察路線記錄、
利用二維條碼 (QRCode) 及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AR) 的應用程式提取資訊及進行研
習、透過網上免費平台 ( 例如：Google Apps) 完成專題研習工作紙、利用平板電腦的拍照、
錄音或錄影功能進行記錄訪問片段。

3. 體育科：過往體育科老師指導學生運動的動作時，未必可以知悉每名學生對有關動作的掌
握程度。透過平板電腦，老師指示學生彼此將動作攝錄下來，甚至利用影片剪輯軟件進行
簡 單 剪 接 ( 例 如：iMovie)， 然 後 透 過 學 校 繳 交 功 課 系 統 即 時 把 錄 影 片 段 上 載 繳 交。 教 師
便可於課餘時逐一檢視學生的動作是否達標。

4. 數學、理科及其他學科：平板電腦上的應用程式為數不少，當中有化學元素的資料、天文
學行星的資料、生物學的動物解剖等等，信手拈來均可成為教師的教材或學生課餘的自學
材料。

學生使用 ipad 在課堂上進行小組匯報

　　在正規課程以外，平板電腦連上互聯網後，還有為數不少的網上課程，例如：Apple iTunes U
上有世界各地頂尖學府的不同學科課程，同學可在課外延伸學習，按個人興趣訂閱網上課程，自
主學習。

　　至於在行政管理的層面，學校會要求學生利用平
板電腦拍攝各項完成的功課，並上載至學校功課管理
系統，教師可於網上評改及回饋，校長、副校長及科
主任亦可隨時查閱學生習作的質素及繳交情況。

坊間很多輔助學習的應用程式，
同學可在課餘自學

教師可檢視學生功課及
作出提醒或回饋

學生上載功課至學校
功課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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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配套措施

　　首先，校方會逐步為教師配備平板電腦，以便進行電子教學，同時亦開設新的蘋果電腦教室，

添置多台 iMac 電腦供同學作多媒體製作以及方便教師製作教材。

　　為了讓「一人一數碼」計劃順利推展，校方在多方面進行了配套安排。

　　此外，校方於本學年已在中一級每個教室中，更新了投影設備，同時安裝了蘋果電腦公司的

Apple TV，以便讓師生能隨時把平板電腦的影像，藉着無線傳送到投影幕上，進行教學示範、討

論以及點評，未來更會把有關設備逐步推展至其他級別的教室。

　　為讓同學妥善保管個人平板電腦，在中一級的教室內，每位同學都獲分配一個可上鎖的儲物

箱，以及將閉路電視錄影系統提昇至更高解像度，以保障同學的財物安全。

　　老師利用平板電腦進行電子教學、同學利用電子平台進行互動學習，以至大家採用網絡上的

雲端應用時，無線網絡的效能和穩定至關重要，故校方將在來年斥資全面提昇學校的無線網絡以

至學校網絡主幹的效能。

所有中一的同學濟濟一堂，正在禮堂內同時使用無線網絡進行學習活動，並測試新的無線網絡效能

1. 硬件方面

新的 iMac 電腦教室

所有中一課程已更新閉路電視系統、投影系統及儲物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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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總結

　　學校的培訓工作，分別從學生、教師以及家長三方面入手。

　　首先，學校在多次的教師發展日中，安排平板電腦的教學培訓，從理念到實踐，讓教師掌握
在課堂上應用平板電腦的技巧；同時亦邀請了外間的機構為教師提供專業的工作坊，分享最新的
教學應用程式，以及如何製作電子教材。

2. 培訓方面

老師們正用心上課

　　其次，校方重新剪裁中一級電腦科的課程，添加平板電腦應用的單元，涵蓋學習基本操作、
進階功能的介紹、應用程式的使用、校本系統的應用，以至於學習善用平板電腦等範疇。

　　再者，為讓家長能了解學校應用平板電腦進行教學的理念，以及掌握同學的學習狀況，校方
亦先後兩次為中一學生家長安排培訓課程。

參加培訓課程的家長們正專心學習平板電腦的應用

“
”

　　電子教學乃大勢所趨，本校為本港資訊科技教學的先導學校，與時俱進，積極推
行平板電腦教學，善用資訊科技的設備以提昇教育質素及學習果效，推行以來已備受
教育界同儕的推崇。未來，學校將會繼續推展，希望探索出更多創新的電子教學方法
和模式，作為其他學校的楷模，惠澤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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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動 態
交流與訪問一覽表

21 /6 /12 美國Baylor University 八人到校交流訪問。
22 /6 /12 一九八五年級博社校友汪定武學長從美來

訪母校。

5 /7 /12 北京市航天中學四十多位老師來訪，主要
參觀校園及交流資訊科技教學、知識管理、
拔尖培訓及移動學習等範疇。
本校羅艷貞老師由加拿大返港探訪培正。

8-19 /7 /12 本校潘嘉衡主任帶領七名同學參加香港青
年獎勵計劃聯校金章活動，前往尼泊爾山
區進行探訪之旅。

9 /7 /12 應培正同學會永遠名譽會長孫啟烈太平紳
士邀請，李家俊副校長、林慧嫻主任、郭
慧蘭主任、鍾少雲老師及羅子軒老師率領
中五經濟科四十八位學生前往中國深圳探
訪外資廠商及參觀廠房，從中認識中國經
濟發展及港資企業如何透過轉型以提昇企
業競爭力。

11-15 /7 /12 本校丘敬峰老師及蔣肇麟老師帶同十五
位學生出席新加坡 Dunman High School 
Second Leadership Symposium 2012。

21 /7 /12 臺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長蘇玉龍教授
來訪。

23 /7 /12 英國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 Associate 
Dean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rof. 
Chris Marshall來訪。

20 /8 /12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朱曦處長來訪。

28 /8 /12 一九四六年級雁社林鉅洸學長探訪母校。

18 /10 /12 本校與四十八間臺灣高等院校簽訂「 2012
臺港學校合作協議意向書」，為本校學生升
學臺灣開拓新途徑及支援。

6-8 /11 /12 北京育才學校黨委書記齊建軍先生率領八
位老師及三十五位學生來校交流訪問，交
流生一同參與上課及出席活動。期間本校
學生更接待交流生到家中住宿兩天。

20 /11 /12 一九五二年級偉社陳定國學長從美國來訪
母校。

24-26 /11 /12 本校陳之望校監、葉賜添校長、李家俊副
校長、鍾偉東副校長、潘嘉衡主任、鍾靈
秀老師、蔣肇麟老師及陳潔銘老師率領
三十六位學生出席「台山世界同學日」，節
目包括四地培正體育比賽及文藝晚會。

11 /12 /12 教育局安排觀塘區「課堂電子教學」學習社
羣計劃學校約有二十七位中小學校長及九
位教育局官員來校參觀電子教學。

14 /12 /12 臺灣玄裝大學招生服務處蔣佳良先生及陳
偉之先生來訪。

8-13 /1 /13 本校葉賜添校長參加由香港中文中學聯會
舉辦「內地升學考察團」，參觀南京、上海
及杭州多所大學。

18 & 26 /1 /13 無綫電視記者來校拍攝「我的 2012」並採
訪本校梁樂霖同學應考第一屆香港中學文
憑試的心路歷程。

1-2 /3 /13 本校葉賜添校長參加由香港浸信會聯會舉
辦「 2013聯校校長教育交流活動」，前往
廣州培正中小學及培道中學（廣州巿第七中
學）參觀交流訪問。

5 /3 /013 路德會協同中學前任校長陳柱中先生、現
任校長梁逸恆先生及數名校友來校參觀校
史室。

6 /3 /13 臺灣崑山科技大學國際事務處國際長衞祖
賞博士及創意媒體學院視覺傳達設計系黃
文勇所長到校探訪，並介紹該校的課程與
特色。

8 /3 /13 香港中文大學化學系安排本校中三至中六
級共四十二位學生參加科學講座及工作
坊，由臺灣大學教授及中學老師教授納米
科技課題及進行相關實驗。

6 /3 /13 一九七三年級勤社余國志學長探訪母校。

21-22 /3 /13 本校葉賜添校長出席於泰國布吉舉行
的「Adobe Education Leadership Forum 
2013–The Creativity Curriculum: Nurturing 
Imagination with Technology」。

21-22 /3 /13
25 /3 /13

教育局藝術教育領域派員來校重點視
學，主要觀課對象包括視覺藝術科及音
樂科全體老師。

25 /3 -3 /4 /13 本校黃子榮主任、楊新苗老師、張嘉亮老
師、陳潔銘老師及林溢朗老師帶領四十位
學生前往北京育才學校交流。

9 /4 /13 田家炳基金安排內地各省市田家炳學校校
長廿多人到訪本校。

10-14 /4 /13 葉賜添校長與李家傑主任參加由香港中
文中學聯會主辦「臺灣高等院校交流訪
問團」。

16 /4 /13 深圳地區教育交流團一行廿多人來校訪問
交流。

18 /4 /13 教育局派員到校會見法團校董會成員，了
解有關法團校董會自成立以來運作狀況。

23 /4 & 9 /5 /13 中華基督教會安排屬校十多位副校長及主
任到本校進行校長影隨培訓課程。

29 /4 /13 元朗耀道中學校長、副校長及老師到訪，
並與本校交流生命教育課程。

6-8 /5 /13 葵涌循道中學六位中四級學生來校交流和
影隨學習。

16 /5 /13 無綫電視新聞透視記者來校採訪本校葉賜
添校長、梁柏鍵主任、李敏儀老師及第一
屆香港中學文憑試應考同學，討論有關中
文科課程。

22 /5 /13 廣州培正創辦人李濟良牧師孫女鄭懿齡宣
教士及孫女婿周國能宣教士從美來港探訪
本校。 

27 /5 /13 北京大學發展規劃部常務副部長薛領博士
一行四人來校訪問並向本校中五級廿多位
學生介紹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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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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中六級家長會於十月五日舉行，主題為本
地大學聯招的運作、選科須知及畢業生的

出路，由呂艷蘭主任主講。另外會上邀請

了十多位軒社校友回校分享大學生活，並

介紹各院校的教學模式、課程內容和收生

情況。

 z 中五級家長會於十一月九日舉行，會上呂
艷蘭主任介紹本地大學收生要求及學生對

升學應作出的準備和計劃，黃子榮主任講

解學生對中學文憑試的部署。當晚亦邀請

了博社校友汪定武學長，介紹升讀美國社

區學院的情況。

 z 中四級家長會於十一月三十日舉行，會上黃
子榮主任講解中四學生如何適應新高中的課

程和對文憑試的部署。另外，梁柏鍵主任、

李家傑主任、李國柱主任及黃冠輝主任分別

介紹中、英、數及通識科的課程概覽及要求。

 z 中三級家長會於十二月十四日舉行，會上呂
艷蘭主任介紹新高中學制選科情況，鍾偉東

副校長講解中四編班安排。

馬凱雄主任出席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簡稱

GCCCE）是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學會
主辦的國際學術會議。GCCCE 大會是一個
信息與通信技術（ ICT）教育應用領域內的全
球華裔學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學術聚會。  
GCCCE 大會的舉行，旨在匯聚世界各地教
育政策制定者、學者、教育工作者、校長及

前線教師，分享有關 ICT 教育應用的實踐方
法及成功經驗，以推動教育信息化的發展，

促進教育創新。

本校馬凱雄主任出席五月二十七至

三十一日假北京大學舉行的「第十七屆全球

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並於會議當中

的「中小學教師論壇」發表「一人一數碼」文章，概述本校過去推行移動學習的經驗以及本學

年新推行的平板電腦電子學習計劃。在分享的過程中，與會的教育工作者均對本校的計劃深

感興趣，並擊節讚賞，認同本校領先及創新的教學理念。

此外，是次會議有不少專家學者作了專題演講，包括新加坡的李榮安教授講述了新加坡

國立教育學院的資訊科技教學經驗、北京首都師

範大學的王陸教授講述了教師課堂評核的系統及

相關的研究結果、國立臺灣大學的陳國楝教授講

述了電子書的發展；同時，大會亦安排了與會的

中小學教師到理工大附中參觀及進行觀課活動，

見識內地優秀教師應用資訊科技引導學生對紅樓

夢「黛玉葬花」一節的討論及發表意見，充分展

示了「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

是次會議另一得着就是與很多香港中小學教

師彼此交流分享，讓大家更熟知本地資訊科技新

育的最新發展。

馬凱雄老師致送紀念品予大會的組織委員會主席─
北京大學的尚俊杰教授

理工大附中的觀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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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及就業講座

畢業生消息

 z 七月十日香港大學教務處學術交流部項目經
理李凱欣小姐到校為中四級同學介紹港大的

課程及收生要求。

 z 七月十日美國政府資助的美國留學諮詢中心
(Education USA) 的升學顧問 Ms. Venice 
Chan 為中四級同學介紹美國留學的不同途
徑及準備事宜。

 z 九月十四日卓社校友梁嘉俊、陳謙柔及簡碧
慧，回校為中六級同學分享讀書心得及選科

注意事項。

 z 十月三日香港中文大學入學助理主任馬嘉欣
小姐到校為中六級同學介紹中大的收生要求

及各學院的特色，另外社會科學院助理院長

及心理學系教授馮海嵐博士，蒞臨介紹社會

科學院提供的課程。

 z 十月廿四日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院
長雷鼎鳴教授及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谷

淑美教授到校為中五及中六同學介紹科大兩

所學院的課程及收生要求。

 z 十二月六日廸社陳俊軒校友回校為中四信班
同學分享公開試及升學經驗。

 z 十二月十二日香港城市大學招生處事務主任
葉梓盈小姐到校為中六級同學介紹城大各學

院及收生要求，創意媒體學院區建忠教授介

紹該學院課程及學生作品。另外，卓社余穎

欣校友分享在城大的大學生活。

 z 十二月十四日卓社馮百駒校友回校為中六級
文學組同學分享選讀中文系的心得。

 z 一月二日恆生管理學院高級講師及課程統籌
主任鄭雪愛小姐為中六文組同學介紹該學院

提供的自資學位及副學士課程。

 z 一月二日香港浸會大學教務處執行主任姚傳
禮先生為中六級文組同學介紹浸大的課程及

收生情況，另外姚先生亦向學生分享一些面

試技巧及心得。

 z 一月二日恆社陳炯林學長 ( 現任香港科技
大學數學系教授 ) 為中六理組同學介紹數
學與物理在天文、航天、氣象、環保等領

域的重要性與應用。陳學長亦向同學分享

讀書心得及在培正的生活點滴。

 z 一月九日香港大學教務處學術交流部項目
經理李凱欣小姐為中六同學介紹港大的課

程及收生要求，演講後六位港大學生為中

六同學作分組輔導及分享他們就讀的課程

細節。

 z 一月九日舉行校友分享會，多位校友回校
為中六同學介紹本地不同院校的學士、副

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分享校友包括廸社

陳卓朗、梁展皓、趙文瀚；希社杜施惠；

軒社盧伏夷；卓社徐海茵、林焯麟、黃家

僑及余葦村。

 z 一月十五日卓社校友陳謙柔、汪嘉希回校
為中五級地理組同學分享應付文憑試及選

科心得。

 z 五月十五日邀請了學友社講員到校為中
五及中六級同學講解大學面試技巧及準

備事項。

 z 五月十五日美國東洛杉磯學院 (ELAC) 國
際學生拓展專員汪定武先生 ( 博社校友 ) 到
校為中六級同學介紹美國社區學院的學制

及 ELAC 的入學及升學狀況。

 z 五月廿七日北京大學發展規劃部常務副部
長薛領博士向中五級拔尖同學介紹北大的

課程，並講解該校為香港學生而設的獎學

金及免試招生機制。

 z 另外，中四及中五級班主任於三月十三日
及三月廿十日跟學生進行「生涯規劃」輔導

活動。呂艷蘭主任於三月廿十日為中五級

同學作「生涯規劃」活動之總結演講。

1 . 軒社校友黃楚君就讀香港大學工程學院成績優異，名列學院榮譽榜 (Dean's Honours List)。
2 . 廸社校友蔡芷穎就讀香港大學工程學院成績優異，名列學院榮譽榜 (Dean's Honours List)。
3 . 卓社校友梁嘉俊獲頒發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
4 . 希社校友任漪琪就讀香港科技大學工程學院成績優異，名列「學院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 Award)。
5 . 希社校友崔綽妍就讀香港城市大學市場營銷學系，榮獲「傑出學生市場顧問獎：領匯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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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事工部

中二及中三團契生活營

中二及中三團契生活營於二零一三年二月七至八日舉

行，共三十一人報名參加。營地是位於大埔汀角路的洞梓童

軍中心。這次營會活動包括唱詩、經文分享、營火會等。同

學們特別投入營火會，導師帶領團友們一起圍着營火唱歌跳

舞，交談分享，樂也融融。

中二成長營

中二成長營於二零一三

年三月四至六日 ( 光善正
班 ) 及三月六至八日 ( 信望
愛 班 ) 舉 行， 主 題 是「關
愛、負責任、認識上帝」。

除了歷奇體驗活動外，也有

清晨敬拜及分享晚會，並且

邀請了九龍城浸信會六位同工入營協助帶領活動。同學們透過歷奇活動進行反思學習，其中

對竹筏及夜行的印象最感難忘。其實中二成長營的重點與中一的不同，中一較偏重於團隊的

建立，期望在學期初就凝聚同班同學，彼此關顧；而中二成長營聚焦於個人成長，從活動中

學習了解自己的限制，突破自己，同時又在羣體的激勵下共同成長。

同學一起玩竹筏 夜行活動給大家難忘的經歷

復活節感恩崇拜

復活節感恩崇拜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舉行，全校

師生前往九龍城浸信會參加崇拜，讓學生學習感恩和敬拜主

的生活。當天上午照常上課，午膳後開始崇拜。除了梁明財

牧師在崇拜中證道外，也邀請了三名學生 ( 三正李恩彤、三
愛祁曉睛和五光何歷希 ) 分享見證，述說上帝的愛顧保守。

福音劇

一年一度的福音劇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演出，今年已是第十三年了，漸漸成為

本校福音事工的特色。由十三年前開始，基督徒團契總團（由各級團契代表組成的策劃小

組）便負責統籌福音劇，由劇本構思、導演、招募、選角、道具、音響等都一手包辦。此劇

的內容是以二至三位學生的真實見證改編，並且安排他們在台上分享，讓同學們透過話劇

及見證分享明白上帝對人的愛。福音劇是配合福音週而構思的，上學期主要傳福音，下學

期鞏固學生的信心；而福音劇就是下學期其中一個重要的活動，故此福音劇的內容重點放

在學生在決志歸主後的改變、面對信仰生活的疑難及參與教會的重要性。

本年度的兩位見證人分別面對學校生活的兩大困境，就是被杯葛及學業的問題，他們

最終因上帝的幫助跨越困境，重新得力。現時中五的高樂謙同學，在中二時參選學生會，

結果其他內閣成員都當選，只有他一人落選，之後更常被取笑，活在困擾中；另一位見證

人是中六的張嘉琳同學，她看重學業成績，但生活非常焦慮，常感不安。二人都獲得導師

提 醒， 又 有 團 契

團友的鼓勵以及

從聖經中得到啟

發， 情 況 就 改 變

了， 如 今 都 能 活

出積極及喜樂的

人生！

台前幕後工作人員為福音劇祈禱 其中一幕是兩位見證人在旺角行人專用區獻詩

復活節感恩崇拜

團契生活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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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推行無線射頻辨識 (RFID) 系統

本校圖書館在本學年設置無線射頻辨識 (RFID) 自動化系統，該項技術在大學及市政局
圖書館還在發展初期，本校同學卻已率先體驗新系統帶來的便利。

新系統除裝設了自助借書站、自助還書箱及電子感應防盗器外，同時亦在每本書籍上加

貼一個無線射頻標籤，並把有關書籍的登錄號及索書號寫在標籤上。現階段圖書館已處理了

數千本書籍，系統亦已正式開放供同學使用。

透過新的自動化系統，同學能夠進行自助借還書服務，而且自助借書站可同時讀取多本

書籍上的標籤，節省同學借書的時間。此系統同時亦優化了整個圖書館的運作管理，除了能

更有效率地尋找所需的書籍外，未來更可以大大減少盤點書籍的時間，縮減閉館的日子，在

暑假期間為同學提供方便的借還書籍服務。

新設的自助借書站

書本上的無線射頻標籤 借閱書籍後自動列印收據

自助還書箱及電子感應防盜器

有興趣了解更多有關無線射頻辨識 (RFID) 系統的資料，可網上觀看校園
電視台製作的宣傳短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mD-3 EIZJwLw 或
透過智能手機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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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穎端榮獲香港區銀獎

香港能仁書院副校長、本港著名文字學家單周堯教授
與陸文妤同學合照

學  與  教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紅藍兒女文采飛揚
陸文妤奪全國提名獎   梁穎端獲香港銀獎

本校同學參與「中國中學生作文

大賽」，文采飛揚，脫穎而出，喜獲殊

榮。三望陸文妤獲甄選為香港區「亨達

文學之星」，更代表香港遠赴天津參加

全國決賽，結果榮獲全國「文學之星提

名獎」。此外，五愛梁穎端同學獲香港

賽區銀獎，二善蕭韻蕊同學、三愛伍泳

雅同學、六愛周俊熙同學、六善曾皓同

學獲香港賽區優異獎。

本屆決賽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十八至

二十一日在天津舉行。比賽共設三個

獎項，分別是一等獎、「文學之星提名

獎」及「恆源祥文學之星」。入圍決賽

選手，來自全國各地，共一百六十二

人。他們要接受多項語文水平測試，包括現場作文、文學綜合常識、口語表達等，並非單純

比試文筆。賽會按學生語文水平，在初中組、高中組各選出二十人參加最後一個回合－演講

比賽。二十位選手在台上獲發演講題目，然後準備兩分鐘，再向評判和觀眾演講三分鐘，這

考驗了選手的學養、急才和勇氣。最後，初中組、高中組各十人獲頒「恒源祥文學之星」大

獎，其餘十人獲頒「文學之星提名獎」。至於入圍決賽者，由於都是全國精英，皆獲頒「一特

獎」榮譽。陸文妤同學憑豐富的文學知識，表現出眾，成功晉身即席演講比賽，最終雖只獲

頒「文學之星提名獎」，但晉身全國二十強已是難能可貴，堪稱「培正之光」。

香港賽區頒獎典禮於五月十一日在

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由中央人民政府

駐香港聯絡辦公室教育科技部部長李魯

教授、立法會議員馬逢國、香港能仁書

院副校長單周堯教授等主禮。典禮上，

陸文妤同學及梁穎端同學獲主禮嘉賓頒

發獎盃，然後與嘉賓及其他得獎者合照。

陸文妤 ( 右三 ) 與其他香港選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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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主辦「 口語溝通」工作坊
助學生備戰文憑試  促進教師交流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午，本校中文科與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合辦「口語溝通」

工作坊。活動反應熱烈，參加學生共五百四十人，另有超過五十四位老師擔任主考。活動既

是一次模擬考試，讓應屆文憑試考生提昇應考中文科口試的信心及能力，也是一次教師交流

活動，鞏固教師對「口語溝通」評估模式及準則的認識。

由於參與人數眾多，本校需開放二十七間教室。週末早上，校園本是寧靜幽雅的，那天

卻變得熱鬧非常，充滿學習氣氛。活動模擬考試情境，把五位學生編成一組。組內同學來自

不同學校，素未謀面，卻都投入討論，踴躍發言。口試結束後，主考為每位學生評講他的表

現，並建議改善方法。完成口試的學生，可留在教室內，觀摩另一組同學的表現。通過實

習、觀摩，學生對口試有了更具體和深刻的認識。

主考方面，除我校十四位中文老師外，也有來自其他中學的老師。所有主考必須先參與

十二月八日的教師工作坊。工作坊由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黎耀庭主任及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語文及文學部教學顧問盧萬芳先生主持。黎主任及盧先生為老師講解文憑試口試擬題方向及

評分準則，令老師對此有更深入的認識。活動當天，每間教室有兩至三位主考，其中一位是

資深老師，或是曾擔任公開試主考的老師。這個安排，可讓資深的、有主考經驗的老師，協

助新老師掌握評分要求。活動結束後，主考老師齊集 E208 至 E210 室參加分享會，就學生
表現、評分準則、擬題重點等交流意見，由黎耀庭主任逐一回應。通過這次活動，老師可了

解一般學生的水平，並以所得反思及回饋教學。

為使活動過程流暢，中文科更招募數十名中四、中五學生，組織了服務生隊伍。活動結

束時，黎耀庭主任、友校主考都盛讚我校同學熱心服務，待人有禮。服務生談起這次活動，

都說活動令他們對口試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得益不少。

學生分組參加模擬口試

教育局黎耀庭主任蒞臨本校觀察學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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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友校交流  組織專業網絡
中文科舉辦聯校模擬考試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本校與培道中學、協恩中學、喇沙書院及九龍華仁書院合辦

中六級中文科模擬口試，參加學生九百零五人。活動目的有三：( 一 ) 建立友校學生共同學
習及討論的學習平台；( 二 ) 透過實戰訓練，配合友校老師的評分及回饋，鼓勵學生自我反
思及提昇學生的應試技巧；( 三 ) 透過大型及高規格模擬口試，讓友校老師研討評分準則及
技巧，提昇老師教學水平。

由於活動規模龐大，五所中學各派代表，組成籌備委員會，商討行政安排、考試規則、

上訴機制、數據分析等問題。本校代表為梁柏鍵老師和李敏儀老師。參與學校，各擬朗讀及

小組討論試題一道，交籌委會審訂。活動更獲教育局語文發展支援組大力支持，由高級學校

發展主任黎耀庭先生覆審試題，使試題更符合公開考試要求。通過對比各校所擬題目與黎主

任的修訂，各老師更能掌握擬題方向和評核重點。由於各校都承認模擬口試為校內畢業試分

數，籌委會必須確保模擬口試評分準確可信。為此，籌委會邀請黎耀庭主任於一月二十三日

下午主持主考會議，指導老師評分要訣，講解試題評分重點。

為使模擬口試與正式考試形式接近，五所學校均開放為試場。學生有機會到友校應考，

是正式應試前一次難能可貴的體驗。本校派出十位中文老師擔任主考，共評核二百名學生的

口語溝通水平，其中四十二人為本校學生。通過這次活動，本校中文老師能了解友校同學的

表現，把所得經驗回饋教學。

模擬口試結束後，各試場登記考生分數，

交回本校梁柏鍵老師統計和分析。數據顯示，

本校老師評分準確可信，而本校學生平均成績

高於全體考生平均成績。五所中學的中文科主

任，均認為模擬考試能促進友校交流，建立專

業支援網絡，故有意擴展至其他卷別，進一步

提高老師教學水平。

最後，卓社校友呂紈漫、汪嘉希和梁嘉

俊，撥冗擔任這次活動的義工，愛校及服務精

神可敬。

汪嘉希學長服務母校

聯校口試考試情況

《 明報》報道聯校口試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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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ma Night 2013

The school held its Drama Night 
2013 on the 19th and 20th of April. All 
of you must still remember the fantastic 
drama and musical from last year. This 
year, we proudly present “Postscript”, 
the drama, and the musical named “City 
of the People”. The Drama Night 2013 
was definitely a huge success as we 
recorded a full house on both nights! The success of Drama Night 2013 is the joint effort of many 

teachers and students. 

Postscript
The drama "Postscript" is written by our teacher, Mr. Edgar Cheung, who also wrote "As My Nails Grow 

Long" last year. The directors were Alex Huang and Winfrey Siu. It is a piece of inspiring and meaningful 
work.

With the speedy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al technology, people nowadays are so keen on 
contacting with friends with the cold little devices in their hands. Sending letters is no longer common as it 
seems too slow and old-fashioned. Under this cruel reality, post offices are facing huge operating difficulties. 
In order to ease the financial burden of the post office, Pluto, the postman, is fired. He is the role model of his 
colleagues, but ironically, he is the only one who gets fired. Being desperate and despondent, Pluto faces a 
huge dilemma: Should he take revenge?

While he is so confused by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angel and demon inside him, Pluto meets a 
backpacker, Sophie. Sophie has been strolling around, looking for the famous tourist spot, the Wall-of-Letters, 
located in the Samaritan Square. Lost in this alien city, she tries to ask for others’ help. Unfortunately, all she 
meets are cold and detached people who are not willing to give a hand. She even meets two cunning thieves 
who steal her money while pretending to show her the way. Unlike the others, Pluto does not hesitate to show 
her the way. With Pluto’s help, Sophie finally arrives at the Wall-of-Letters. Under the wall on which letters 
of wish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re dangling, Sophie does not wish for health or wealth like many other 
visitors do. Instead, being truly grateful for what Pluto has done, she sincerely writes on her letter, ‘make me 
as good as the postman’.

Indeed, same as Pluto, we may come across dilemmas in our daily life. We have to face endless struggles 
between the angel and demon inside us. Even though every one of us knows that we should choose the bright 
and right side to follow, the selfishness and arrogance deep inside our hearts always blind our goodness. 
However, Pluto reminds us to be good all the time. We should be true, be nice and be kind to others even 
when the world seems to treat you unfairly. Pluto’s goodness not only helps Sophie in her journey, but also 
inspires her to spread goodness to others too. Therefore, we should never underestimate the power of being a 
Good Samaritan as its impact can be far beyond our imagination.

The audience appreciated the play and 
the hard work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 “The 
strong bonding in the drama team and their team 
spirit impressed me a lot.” said Mrs. Fan, “All 
students, no matter being in front of or behind 
the stage, are very conscientious too.” Others 
were amazed by the beautiful setting and props. 
“I love the colourful Wall-of-Letters. The 
postboxes with different designs and styles are 
so interesting.” commented an S.5 student.

Pui Ching students proudly present to you Postscript and City of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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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of the People
Have you seen a city without justice? Have you seen 

a city full of crime or even atrocity? In this musical, an 
earthquake devastates a city. Worse still, it annihilates 
the public peace. All the police are gone and that makes 
sins get into people’s heart. They steal, they buffet, they 
ignite, they murder. Even worse, Robin, who used to 
represent justice, loses his memory. He falls into darkness 
since he meets and believes in the gang leader, Ash. He 
no longer listens to his girlfriend, Hazel, and becomes an 
accomplice of Ash. Then, Ash acquaints Robin with Betty, 
who later starts a romantic relationship with him. Hazel is heart-broken because of that. Although Robin has 
committed a lot of crimes, kindness is still in his heart.

In order to make Robin become utterly depraved, Ash gives him a pistol to kill Hazel. However, Robin 
doesn’t do so. Thinking that Robin is too weak, Ash decides to kill him. Before Ash and his subordinates kill 
him, he jumps off the roof and is seriously injured. By chance, Hazel finds him. In spite of being treated badly 
by Robin, Hazel still brings him back home and lets her family cure him. Robin is deeply moved by Hazel’s 
kindness. After recuperation, he decides to strike back and turn people good again. They get into the town and 
confront Ash’s gang. When Ash’s gang almost conquers, the police are back. As a result, all the desperadoes 
escape, and Ash is seized. The city is finally serene again. “City of the People” shows that kindness never 
disappears in one’s heart.

To match the theme of the musical, a lot of songs have been carefully chosen and arranged. During 
Robin and Hazel’s first reunion, I See the Light from Tangle is sung so that audience can apprehend Robin’s 
original character. Yet, in order to attract the audience, the villains appear and the song Bad, originally sung by 
Michael Jackson, is used right after it. The mood suddenly changes from peaceful to appalling. When Hazel 
sings the song Once Upon A Dream from Jekyll and Hyde, all listeners can feel her sadness. After Hazel saves 
Robin, the song I See the Light is sung again. The power of music was there to build up the atmosphere in the 
whole school hall.

“The performance is awesome and I particularly appreciate the props. They’re so real and meticulous 
that made me feel like I’m really at the scenes!” an audience member commented excitedly after the show. 
“The message conveyed is also meaningful.”

Having gone through all the obstacles, students successfully gained applause and appreciation from 
parents, teachers and their schoolmates. It is no doubt true that the huge success of this musical should be 
credited to the dedication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 Even though most of them are not professional, they bent 
all their effort into this marvellous show. It is definitely an enjoyable and impressive night for spectators to 
see all these enthusiastic young people shine on the stage!

Written by Roxanna Lau (2F), Juno Leung (2F), Seen Lee (5B) and Andy Yam (5F)

Our life may be like Pluto’s. We are always struggling between the thoughts of the angel and demon inside us.

After the musical performance, we have all 

become professional dancers. We want YOU in Drama Night 2014. 

See you n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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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 : 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 ( 數學 ) 吳少階先生、
司徒加珩同學、易維濱同學和陳達臻同學

2011 -2012 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

2011 - 2012 中學數學閱讀報告比賽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2012 香港選拔賽

2012 澳洲數學比賽

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由教育局數學教育

組舉辦，旨在透過專題研習提高學生對學習數

學的興趣及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本校同學

憑作品「形中形面積比的探究」奪得優異獎，

隊伍成員包括：

陳達臻 ( 四正 )、易維濱 ( 四正 )、司徒加珩 ( 四正 )

中學數學閱讀報告比賽由教育局數學教育組舉辦，旨在透過閱讀提高學生對學習數學的

興趣，及擴闊學生的數學思維。三望司陽同學榮獲二等獎。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為一年一度國際性中學生數學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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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五月舉行，本校獲銅獎有潘嘉永 ( 五正 ) 和區家麒
( 六正 ) 兩位同學。

澳洲數學比賽為澳洲數學基金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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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共七十七位同學參與此項比賽，獲獎項同學如下：

優異 (High Distinction)  ( 該地區同一年級成績最佳之首 2 % 參賽者 )：

 初級組：余梓丰 ( 三善 )、羅兆聰 ( 三正 )
 中級組：陳達臻 ( 四正 )、趙尹韜 ( 五正 )、林顯恩 ( 五正 )
 高級組：區家麒 ( 六正 )、黎乙生 ( 六正 )、林浩宏 ( 六正 )、李宗浩 ( 六正 )

優良 (Distinction)  ( 該地區同一年級成績最佳之首 15 % 參賽者 )：

 本校有十四位同學獲獎

良好 (Credit)  ( 該地區同一年級成績最佳之首 50 % 參賽者 )：

 本校有二十一位同學獲獎

美國數學比賽

是項比賽是由美國數學協會於一九五零年成立，每年美

國參與學生超過四十萬人次，比賽目的在於刺激學生對數學

的興趣及發掘學生的數學潛能，希望每個學生都能從競賽中

享受數學。成績位列全球首百分之二點五的參賽者，可獲

美國數學邀請賽的參賽資格。今年本校有二十位中四同學參

加，中四正易維濱同學獲優異獎，並獲美國數學邀請賽參賽

資格。

葉賜添校長頒獎給易維濱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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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牌 (Medal)  
(組別最高分數的參賽者 )

中三組： 易維濱
中四組： 潘力行、黃子豐、任志立

高級榮譽 (High Distinction)  
(成績最好的 1 %參賽者 )

中一組： 黃銘熙、黃梓駿、李翹光、黃德顥、鍾鎮陽
中二組： 謝沛銓、劉弘毅、老綽禧、余梓丰、羅兆聰
中三組： 陳達臻、司徒加珩、余文瀚、楊靜宜、張柏麟、  
 易維濱

中四組： 樊昕霖、林顯恩、李奕熙、吳俊羲、潘嘉永、 
 潘力行、王啟軒、黃子豐、任志立

中五組： 區家麒、黎乙生、林浩宏、劉詩翔
榮譽 (Distinction) (其後的 10 %參賽者 ) 校有七十五位同學獲獎

優異 (Credit) (再其後的 25 %參賽者 ) 本校有一百零五位同學獲獎

2012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數學科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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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在過去二十

多年以來，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每年均在世界各地舉

行。自一九九七年開始在香港舉行，二零一二年香港有一萬

二千六百一十八名學生參與。本校共三百一十位同學參與數

學科評估，成績如下：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副秘書長 
Dr. George Pook 頒獎給易維濱同學

左起 : 頒獎嘉賓盧偉樂博士、魏子奇同學、
林晉生同學、黃德顥同學和黃梓駿同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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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賽同學： 魏子奇 ( 一信 )、林晉生 ( 一望 )、
 黃梓駿 ( 二光 )、黃德顥 ( 二善 )
獎　　項： 初賽金獎

左二是魏子奇同學

少年數學邀請賽 ( 香港賽區 ) 決賽
第 18 屆華羅庚金杯

第 18 屆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 ( 香
港賽區 ) 決賽由全國「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
邀請賽香港賽區組織委員會舉辦。

本校中一信魏子奇同學獲得中一年級組一

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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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加拿大數學競賽

加拿大數學比賽由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數學及電腦教育中心主辦。滑鐵盧大學是北美著

名大學之一，以數學、工程和電腦科學最為著名。滑鐵盧大學數學及

電腦教育中心每年在加拿大舉行多個數學和電腦比賽，亦接受其他地

區學生報名參賽，在二零一一年，有超過八萬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

參加。

比賽分為選擇題和問答題兩類形式，選擇題形式的比賽，成績位

列首百分之二十五的參賽者可獲優異獎；問答題形式的比賽，成績位

列首百分之二十五的參賽者，再以 1：2：3 的比例分別頒發金獎、銀
獎或銅獎。

中三選擇題形式比賽 （Grade 9 Pascal Contest）

優異獎 ( 並獲滿分 ) 三善 : 余梓丰
優異獎 三信 : 龔卓文 馮昕曈 施樂雯 陳欣彤

三望 : 房穎儀 陸文妤 蔡暉鴻 鄭善衡 司陽 謝卓熙 何卓恩
三愛 : 張啟哲 謝沛銓 老綽禧 劉弘毅 陸丹屏 孫弘滔 祁曉晴 伍泳雅
三光 : 莊子健 關誌諾 黃采瑩 羅君睿 單允聰 祝曉嵐
三善 : 余梓丰 阮淙儀 雷千泓 陳梓朗 姚子慰
三正 : 羅兆聰 任恩翹 唐鍵峯 潘朗程 香曜昕

問答題形式比賽

中三 (Grade 9 Fryer Contest)

金  獎 老綽禧 (三愛 )、劉弘毅 (三愛 )、余梓丰 (三善 )、謝沛銓 (三愛 )
銀  獎 鄭善衡 (三望 )、司陽 (三望 )、祝曉嵐 (三光 )、雷千泓 (三善 )
銅  獎 關誌諾 (三光 )、郭子瑩 (三善 )

中四 (Grade 10 Galois Contest)

金  獎 余文瀚 (四光 )、易維濱 (四正 )、梁卓智 (四正 )
銀  獎 楊靜宜 (四善 )、鍾凱妍 (四正 )、陳達臻 (四正 )
銅  獎 黃昱林 (四正 )、梁碩軒 (四正 )、李浩綸 (四正 )、吳鎧淇 (四正 )、薩思進 (四正 )

中五 (Grade 11 Hypatia Contest)

金  獎 樊昕霖 (五正 )
銀  獎 潘嘉永 (五正 )、任志立 (五正 )、林顯恩 (五正 )
銅  獎 李奕熙 (五正 )、吳德育 (五正 )、柳焯然 (五正 )、王啟軒 (五正 )

葉賜添校長頒獎給余梓丰同學

左起：葉賜添校長、易維濱同學、
梁卓智同學、余文瀚同學

葉賜添校長與中三獲獎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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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賽個人獎項

金　獎 區家麒 (六正 )
銀　獎 余梓丰 (三善 )、樊昕霖 (五正 )
銅　獎 魏子奇 (一信 )、黃德顥 (二善 )、羅兆聰 (三正 )
優異獎 林晉生 (一望 )、葉駿曦 (一望 )、李翹光 (二善 )、謝沛銓 (三愛 ) 

陳達臻 (四正 )、易維濱 (四正 )、司徒加珩 (四正 )、潘嘉永 (五正 )
決賽團體獎項 優異獎

第三十屆香港數學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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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或以下學生參

賽。本校參賽同學名單及所獲獎項如下：

參賽同學
陳達臻 (四正 )、易維濱 (四正 )、 
林顯恩 (四正 )、樊昕霖 (五正 )、 
潘嘉永 (五正 )、任志立 (五正 )

初賽個人獎項
二等獎：樊昕霖
三等獎：潘嘉永、任志立

初賽團體獎項
九龍二區季軍
幾何作圖比賽一等獎

決賽團體獎項 優異獎 左起：葉賜添校長、陳達臻同學、易維濱同學

葉賜添校長與獲獎同學合照

第十二屆培正數學邀請賽

第十二屆培正數學邀請賽初賽及決

賽分別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九日及三月

二十三日在本校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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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參賽者

約二千八百一十五人。

第十五屆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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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老綽禧同學、羅兆聰同學、頒獎嘉賓何榮高先生、
謝沛銓同學、劉弘毅同學、余梓丰同學

個人獎項 一等獎： 謝沛銓 (三愛 )、
 劉弘毅 (三愛 )、
 余梓丰 (三善 )、
 羅兆聰 (三正 )
二等獎： 老綽禧 (三愛 )

團體獎項 季軍

2013 EPGY 資優生選拔大賽

EPGY 資優生選拔大賽由及美國史丹福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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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發掘具數學及英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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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中一正
林崇熙同學及中二信黃樂霖同學獲優異獎（Disti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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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香港初中數學奧林匹克全國青少年數學論壇比賽

2013 屯門區校際初中數學比賽

2013 世界數學測試

世界數學測試由香港科技大學及世界數學測

試合辦。測試題目由英美著名大學教授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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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解難優異獎 雷千泓 (三善 )

雙優生 ( 數學及解難 ) 謝沛銓 (三愛 )

精英邀請賽金獎 謝沛銓 (三愛 )

數學解題技能展示比賽獲獎項

二等獎
魏子奇(一信)、林晉生(一望)、 
陸文妤(三望)、司陽(三望) 三等獎

陳倩華(一望)、葉駿曦(一望)、楊文雋(一善)、 
林崇熙(一正)、周毓沛(二望)、劉曉晉(二愛)、 
黃德顥(二善)

是項比賽由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委員會與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合辦，活動内容包括：數

學解題技能展示比賽及數學建模小論文評選兩項賽事。香港地區獲獎的同學亦有機會獲邀代

表香港出席全國總論壇，與全國的青少年數學精英交流和比賽。

本校中一善楊文雋同學憑作品「奇妙的平均數」，奪得「數學建模小論文評選」冠軍。

屯門區校際初中數學比賽由屯門區中學校長

會及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合辦，旨在提高初中學生

對數學的興趣及協作解難能力。本校同學獲得獎

項如下：

金獎： 魏子奇 ( 一信 )、林晉生 ( 一望 )、
 葉駿曦 ( 一望 ) 左起：葉賜添校長、魏子奇同學、葉駿曦同學、

林晉生同學

第三十屆香港數學競賽 海報設計比賽

2012 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是項海報設計比賽由教育局數學教育組及香港教育學

院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聯合舉辦，目的是推廣香港數學競

賽，令學生提高對數學的興趣。

本校六望陳卓嬈同學榮獲十優設計獎。

是項比賽由香港理工大學主辦，目的是為參賽學校評

估中五學生的數理水平，協助學校了解學生成績水平。在

比賽中，表現最好的百分之二學生，可接受理大的資優培

訓，更有機會優先獲理大取錄。
陳卓嬈同學得獎作品

獎　牌 區家麒 (六正 )
高級榮譽 區健聰 (六正 )、鄭喻升 (六正 )、林浩宏 (六正 )、蕭駿軒 (六正 )、胡廣兒 (六光 )

榮　譽 馮以諾 (六善 )、黎乙生 (六正 )
優　異 江珮儀 (六善 )、徐曉恩 (六光 )、馮靈昕 (六正 )、鄧梓琪 (六正 )、 葉杏文 (六正 )
滿　意 文凱晴 (六光 )、潘彤 (六善 )、鄧雋諾 (已退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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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香港物理奧林匹克

中五級迪士尼物理世界學習日

香港物理奧林匹克比賽是由香港資優教育學院、教育

局、香港科技大學及香港物理學會合辦，讓全港中四學生

報名參加的比賽。其內容屬大學一年級的物理力學課程。

本校透過物理學會，為能力較高且對物理學有濃厚興趣的

同學，安排每星期進行一至二次的訓練，學習以香港或外

地物理奧林匹克比賽為主的物理知識。本年度四正李曉洋

同學獲三等獎，四光余文瀚同學獲優異獎。

外地物理奧林匹克比賽如泛珠三角物理奧林匹克競賽

暨中華名校邀請賽的內容是以大學物理課程為基礎，包括卡諾循環和用克耳文─斯托克斯

定理表示的安培定律等。正式比賽內容更可能會有重力波和廣義相對論。要參加這些比賽必

須要在香港物理奧林匹克比賽獲獎，再在香港科技大學內經過最少七個月的訓練才可出賽。

今年五正黃進業同學在該賽事獲三等獎，是香港培正中學同學首次在外地物理比賽中獲獎。

葉賜添校長與黃進業同學合照

為提昇物理科同學的學習興趣和認識物理在日常生活中的應用，中五級同學參加了迪士

尼物理世界 ( 高級組 ) 的學習活動。是項活動由葉天健老師、黃志偉老師和葉劍初先生帶領，
透過體驗香港迪士尼樂園中的遊樂設施，輕鬆學習物理原理！

同學體驗圓周運動的假力同學正利用能量守恆及圓周運動建造一個過山車模型

迪士尼學習日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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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學青苗獎

2013 年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科學科

「 2012 -2013 香港科學青苗獎」是由教育局資優教育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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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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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派出兩位中三、兩位中二及一位中一同學參賽。

中三田昆祐同學獲科學知識測驗三等獎，而中三任恩翹

同學獲科學基礎知識一等獎。

獲獎同學左起：任恩翹、田昆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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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共一百四十八位同

學參與科學科評估，成績如下：

獎牌得主 Medal：該科最高分數的參賽者 中二：黃德顥
中三：任恩翹
中四：易維濱

高級榮譽獎項 High Distinction：佔全港參加學生人數 1 % 本校有十三位同學獲獎

榮譽獎項 Distinction：佔其餘參加學生人數 10 % 本校有三十一位同學獲獎

優異獎項 Credit：佔再其餘參加學生人數 25 % 本校有五十四位同學獲獎

化學交流及工作坊

二零一三年三月八日，本校同學參與由香港中文

大學化學系及臺灣科技交流團舉辦的科學講座及工作

坊，活動在本校實驗室進行。

該交流團是由臺灣的大學教授及中學老師組成，

主要教授學生有關納米科技及講解納米科技在臺灣的

發展情況，並進行了有關納米科技的實驗。納米科技

是現今科學領域其中一項重要研究，亦是新高中化學

科的其中一個選修單元。

參與是次活動的主要是

中四善正班及中五善正班化

學科成績優異的學生，另特

別挑選四位化學成績優異的

中三學生參加，期望增進學

生的科學知識，及提昇他們

對科研活動的興趣。

臺灣交流團導師與我校學生合照

學生於實驗室中留心聽課 學生實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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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電腦奧林匹克代表隊四連勝

本校代表隊於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中與喇沙中學代表隊並列

冠軍，為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舉辦十七年來首次的雙冠軍。

四正易維濱同學於二零一三年二月

於香港大學舉行的加拿大中學生電腦大

賽香港區預賽表現出色，再次入選香港

代表隊出席於加拿大滑鐵盧大學舉行的

加拿大中學生電腦大賽總決賽，易同學

為港隊再奪得一面銀牌。

　　培正代表隊在四月二十七

日舉行的香港電腦奧林匹克代

表隊遴選賽繼續創出佳績，自

二零零八年起連續六年獲選加

入香港代表隊出席暑假期間的

兩項賽事。易維濱同學更獲選

代表香港參加今年於中國四川

舉行的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

匹克競賽 (NOI)。五正潘力
行獲選代表香港參加今年於澳

洲舉行的國際電腦奧林匹克競

賽 (IOI) 。希望兩位同學努力
準備暑假的比賽，再次為港爭

光。

2013 HKOI 學校大獎冠軍，實現四連勝

後排左二易維濱同學本年度於加拿大中學生電腦大賽總決賽再奪一枚銀牌

前排右一潘力行同學及後排右二易維濱同學本年度獲選代表香港出席 IOI 2013 及 NOI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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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會活動

1 . 參觀「 一統天下：秦始皇帝的永恆國度」展覽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歷史學會李少媚老師和

張嘉亮老師帶領我們到歷史博物館參觀，這次活動的

主要目的是參觀關於秦始皇陵的專題展覽─「一統天

下：秦始皇帝的永恆國度」。

一踏進博物館內，看見三百六十度屏幕介紹秦陵的

建造過程，就如時光隧道引領我們回到秦朝。展覽室陳列

了不少秦代的器具，如古兵器等，讓我們了解到秦代的鑄

造技術已相當成熟。當然，最引人注目的展品莫過於聞名

中外的秦代兵馬俑。還記得在初中的時候，每當中史科老

師說起秦朝時，也會展示一些兵馬俑的照片，而今次展覽

使我們有機會親眼目睹兵馬俑的真貌。每個兵馬俑形態不

一，雙目有神，真的使人目不暇給。這次的機會真的十分

難得，讓我們更認識中國歷史。

謝雪瑩  中四光
師生在歷史博物館合照

2 . 參加「 活化土瓜灣．由牛棚出發」導賞團

由九龍社團聯會主辦的「活化土瓜灣．由牛棚出發」導賞團活動，於二零一三年三月

二十三日舉行。我們在導賞員、李少媚老師、陸雁璇老師與張嘉亮老師的帶領下，一行十六

人在陽光普照的下午出發，走遍土瓜灣的古蹟街巷，認識此區的歷史文化與變遷。

土瓜灣是新舊中西交融的社區。北帝街一旁是戰前舊唐樓，而另一旁則是重建後的欣榮

花園，兩者形成新舊對比。之後同學們便前往牛棚藝術村，其前身是牛隻中央屠宰中心，改

建後分拆成多個單位，租予本地藝術家。藝術村的對面是十三街─這其實是一個小區的統

稱。其特色在於其中十一條直街均以中國傳統的吉祥動物作為街名的第一個字，且街上的唐

樓樓齡均超過五十年。同學們亦在見證歷史的宋皇臺公園拍照留念。最後，同學們來到聖

三一座堂，它融合中西建築特色，既有傳統教會的彩色玻璃窗，亦有中式瓦頂。

但在參觀過程中，同學發現政府保育不力。如在牛棚藝術村中，可見以一塊混凝土隨便

填補原有紅磚的缺口。而木廠街中間突兀地樹立一小幅矮牆，原來前身是東方紗廠，被列入

三級歷史建築，本應作部份保留，但當局並無阻止地產商拆卸，如今僅剩一扇窗。

彭欣穎  中五望

導賞員與師生在宋王臺合照

師生在聖三一座堂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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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參加「 告訴我，爸爸，歷史有甚麼用﹗」講座活動

二零一三年五月四日，歷史學會安排同學參加歷史講座活動，張嘉亮老師和林溢朗老師

帶領一班歷史學會會員到香港大學，出席由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碩士同學會舉辦的研討會，主

題是「告訴我，爸爸，歷史有甚麼用！」。主辦單位邀請了賀喜教授、丁新豹博士和陳淑雯副

校長為講者，從不同角度為同學們分享讀歷史背後的作用和意義。

三位講者分別從學者、普及歷史工作者和老師的角度探討歷史的作用。賀喜教授透過她

在廣東雷州研究的經歷，帶出除了研究在上者、大人物的事跡，亦不應忽略普羅大眾也是歷

史構成的一部份。而陳淑雯副校長亦從老師的角度出發，分享了她透過在教學過程中的討論

活動，得出現今學生對於學習歷史的看法。至於丁新豹博士更是曾擔任香港歷史博物館館

長、籌辦過多場大型展覽的知名學者，活動當日他以輕鬆幽默的講解，道出歷史對人們的重

要，以及我們在學習歷史時應有的態度。

在講者分享完畢後，聽眾都踴躍發表意見，而講者亦一一解答，令同學獲益不淺。這次

講座講者陣容鼎盛、內容豐富全面，實屬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希望學會以後能夠安排更多

類似的活動，讓同學能在課堂外學習到更多寶貴的知識。

不少同學認為讀歷史枯燥乏味，要辛苦背誦史實，又對投身社會工作毫無幫助，但誠如

講座的司儀所說：「讀歷史就像品一杯好茶。」只要能從歷史中學習，總結前人所累積的智

慧，「以古鑑今」，自然能夠從學習中找到樂趣，細味歷史的香醇。

彭馨婷  中五望

我們於五月四日前往香港大學參與歷史講座活動，其中賀喜教授，丁新豹博士和陳淑雯

副校長跟我們探討了有關「歷史有什麼用？」的問題。他們分別以學者，普及歷史工作者和

老師的角度來說明歷史的功用。總結他們的想法，我們研習歷史的目的就是締造更美好的生

活，讓我們以史為鑑，再作改進。總括而言，我認為歷史不但能借古鑑今，更有助培養我們

的愛國情操和認識中華文化。

余昀蓁  中一正

主講嘉賓陳淑雯副校長與師生合照

主講嘉賓丁新豹博士與師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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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的課程．不一樣的體驗》：培正中學的藝術教育

為配合新高中學制的發展，推動藝術教育，展示學生的音樂藝術才能，本校全面更新的

藝術課程着重學生藝術知識、技能、創意和鑑賞能力的培育。學生透過參與大型藝術活動演

出，學會領導、統籌和協作，提昇文化修養和團隊精神。

音樂比賽快訊

本校銀樂隊、笛隊、徐穎彤及陳韻穎同學於校際比賽再獲佳績

我校銀樂隊在二零一二年十二月舉行的香港青年音樂匯演管樂團比賽中，擊敗多支傳統

音樂學校強隊，奪得中學中級組比賽冠軍，並獲得冠軍金獎獎杯和通利琴行獎學金。這次獲

獎是銀樂隊自二零零七年

奪得中學初級組冠軍、二

零一零年中學中級組亞軍

後再次奪冠。

音樂科感謝銀樂隊兩

位指揮蔡國田老師及李浩

然老師多年來的帶領，亦

要感謝校方及一眾銀樂隊

校友五十六年多年對樂隊

的支持，並預祝銀樂隊更

上一層樓，明年在中學高

級組作賽有更好的表現。

銀樂隊團體照

今年本校木笛隊出戰香港校際音樂節木笛隊比

賽（中學組），憑着隊員的努力，奪得該項比賽的季

軍，是該樂團自二零零九年重組以來的第一次。另

外，作為代表學校參加校際音樂比賽的培正中學管

弦樂團，於本年的管弦樂團比賽中表現出色，各團

員在舞台上發揮應有水準，擊敗多間具有悠久音樂

文化傳統的學校，在全港的中學管弦樂團中表現優

異，成績日漸進步。

管弦樂團比賽前最後綵排，同學細心聆聽老師指導

培正管弦樂團兩女將  弦樂比賽再奪殊榮

本校管弦樂團團長四信徐穎彤同學在本

年度第六十五屆香港校際音樂節 Hong Kong 
Strings 弦樂獎學金比賽中擊敗二十多位弦樂
參賽者奪得亞軍。Hong Kong Strings 弦樂
獎學金比賽是香港校際音樂比賽中難度最高

的弦樂比賽項目，每一位參賽者必須持有英

國皇家音樂學院八級優異成績或更高資格的

證書，比賽分為初賽及決賽，並由三位海外資深的弦樂音樂家擔任評判。是次比賽中，徐穎

彤同學更是唯一來自中文中學及唯一進入決賽的女生，着實難能可貴。

徐穎彤同學奪得 Hong Kong Strings 弦樂獎學金比賽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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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弦樂團新秀： 一信陳韻穎同學代表香港參加勛菲爾德國弦樂比賽

本校管弦樂團大提手，年紀小小的陳韻穎同學在「勛

菲爾德國弦樂比賽」的地區選拔賽中成績優秀，成功取得

代表香港賽區的身份，進入決賽，將與來自世界各地四十

多個不同賽區的選手競逐殊榮。比賽由「美國青年音樂家

基金會」及「藝韻管弦樂協會」籌辦的比賽，決賽將於八

月十二至十七日在中國香港進行。

第四屆聯校管樂團交流會

為讓培正同學增加校外音樂交流的機會，本校銀樂隊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日與拔萃男書

院、拔萃女書院、香港華仁書院和九龍華仁書院管樂團進行了聯校管樂團交流。是次活動

於拔萃男書院舉行，吸引接近四百名同學及家長參加。交流會設有不同專業樂團導師點評環

節，讓各校管樂團得到友校樂團導師的指導，同時亦讓培正同學了解友校管樂團的優點，從

中學習觀摩，取長補短。

陳韻穎同學代表香港參加勛菲爾德國弦樂比賽

銀樂隊參與第四屆聯校管樂團交流會

中三創社音樂匯演

本年藝術科為全體中三同學準備的「中三創社音樂匯演」已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四日晚上在

本校禮堂順利舉行。整個活動由籌備、幕後支援，以至台前演出都由中三同學負責，參與演出

人數超過二百五十人。「中三創社音樂匯演」是本校藝術教育的演藝課程，節目除包括管樂、

弦樂、中樂、敲擊樂、合唱和班際歌唱表演外，還加入了學生原創音樂作品表演和視覺藝術作

品展覽，盡展藝術才華。我們期盼藉是次音樂匯演，讓中三級社幹事帶領全體同學發揮潛能，

一起分享他們三年來在藝術教育的學習成果，同時亦讓他們總結初中美好的學習回憶。

今年「中三創社音樂匯演」展現出創社師生「上下一心，創意無限」的合作精神，匯演有

以下特色：

1 . 全體學生參與：全體中三創社學生合共二百四十人參與演出。
2 . 原創音樂首演：電腦音樂組的原創音樂作品公開首演。
3 . 藝術作品展覽：會場的視藝展區展出視藝組優秀的藝術作品。
4 . 管弦樂合奏：有志於管弦樂合奏的學生演繹多首著名音樂作品。
5 . 班際歌唱表演：各班歌唱表演融合歌舞元素，盡展各班的組織能力和藝術潛能。
6 . 學生印刷品設計：音樂匯演所採用的海報、場刊、門票及橫額設計，全由視覺藝術 
組負責，學生學以致用。 

7 . 級社首次統籌大型活動：司儀、表演者、台前幕後所有工作人員合共二百四十人，由
 中三級社（創社）學生幹事統籌，藝術科老師指導，培正電視台提供技術支援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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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接待團隊

當晚共有超過八百位來賓出席，再次打破自二零零九年「中三音樂匯演」創立以來的入場

紀錄。所有藝術科的音樂組別傾力演出，而其他藝術組別及工作人員亦緊守崗位，合作無間。

此外，中三各班的班際歌唱表演，同學們均施展渾身解數，在台上載歌載舞，表現各班的風

格與才華。最後，全體創社同學在社長孫弘滔同學的帶領下，齊唱匯演主題曲《十年回憶》。

音樂會最後由葉賜添校長帶領全體師生觀眾高唱《校旗歌》，在激昂的歌聲中圓滿結束。

中三創社音樂匯演活動後感：中三創社社長孫弘滔 

隨着各項綵排、表演、以至餘興活動的結束，籌備了大半個學年的「 中三創社音樂匯
演」終於曲終人散，圓滿落幕。但是，創社同學的友誼並沒有因此而消減絲毫，反而長存
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裏。

初中三年的時光轉眼便過去，各同學都經歷了很多，大家一起笑過、哭過，共同面
對了很多不同的事情。人們經常說中三是初中生涯的句號，象徵着完結。但我卻不是這樣
看，我認為中三的結束只不過是我們中學生涯的一個逗號，未來還要面對三年未知的高中
生活。這次中三創社音樂匯演圓滿結束，正好伴隨初中三年的經歷，成為大家美好的回
憶，實在令人難以忘懷。

我們非常感謝校方給予機會，讓我們能夠由零開始，透過藝術科老師的指導，學習籌
辦一場音樂會，使我們在音樂技巧、策劃能力、處事應變等多方面都能夠有所改進，這對
我們將來做事必定會有極大的幫助。我們在籌備的過程中，亦曾遇到過有分歧，持不同意
見的時候，但最後大家都能互諒互讓，彼此包容，最後携手取得成功。經過了這次匯演，
我們都成長了，懂得如何與人相處。最有意義的，是我們可以藉着這場音樂會來向這三年
來教導過我們的老師表達謝意。

即使我們這次的演出未盡完美，但相信全部觀眾都已經受到感動。他們也許會因這次
匯演想起以往和舊友的回憶、現在與朋友的友誼，更重要的是我們可以薪火相傳，讓學弟
學妹可以繼續籌辦中三音樂匯演，延續我們的精神，並能從中有所得益。最後，既然創社
的各位同學能夠有緣遇上，我相信即使在未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後，每次回到培正加
冕時，大家必定能夠繼續維繫到今天這份真摰的友誼。

中三音樂匯演由今年創社交由明年的愛社接棒─薪火相傳

2012 -2013 中三創社音樂匯演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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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音樂匯演司儀

中三弦樂組

中三管弦樂團

中三敲擊樂組

中三中樂組

合唱小組

中三笛組

中三管樂組

中三流行樂隊

中三合唱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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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創社音樂匯演大合照

歷屆參與中三音樂匯演的師兄師姐特別回校提點學弟

各班班際歌唱表演

製作團隊慶功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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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雋社音樂劇晚會製作團隊

班際歌唱比賽

一年一度的班際比賽盛事─「班際歌唱比賽」已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八日圓滿結束。由

音樂科及合唱團主辦的班際歌唱比賽，是本校歷史最悠久的班際比賽活動，至今已發展至第

三十七屆。

為繼續提昇校內合唱風氣和質量，今年比賽除鼓勵學以致用，提昇歌唱技巧外，比賽還

新增設各級的初賽，各級合作水平最佳的班別方能代表該級，參與初中或高中部的決賽。

各班在賽前都把握午膳及放學時間排練，各

出其謀，比賽期間更都落力演出，深得校外評判

和老師們高度的讚揚。

中五雋社音樂劇晚會

中五雋社音樂劇晚會將於二零一三年七月六日及七月

七日，一連兩晚於本校禮堂舉行。雋社學生將以原創音

樂劇《再見．夢想》，配以現場管弦樂團、中樂、聲樂和

原創合唱作品表演，一展藝術才華。本音樂劇晚會乃中五

雋社學生的畢業演出，除分享他們在藝術教育的學習成果

外，亦希望學生透過參與大型藝術活動演出，學會領導、

統籌和協作，提昇文化修養和團隊精神。

今年中五雋社音樂劇晚會的門券訂購反應非常熱烈，

開售數天旋即售罄，為答謝各界友好，全體中五雋社學生

決定特別加開第二場「中五雋社音樂劇晚會」。有興趣購

買門票的校友或家長，可聯絡本校校務處查詢有關詳情。

「 第 37 屆班際歌唱比賽」比賽結果如下：

冠軍 亞軍 季軍

初中部 中二信 中二善 中二愛

高中部 中五愛善 中四信 中五善
班際歌唱比賽

雋社音樂劇晚會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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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與  輔

學生長訓練營

學生長會於復活節期間，舉行了本年度第二次學生長營。是次活動的目的是讓學生長

加深對組員的了解，並發揮團體合作精神，同時讓他們透過反思活動，檢討過去半年自己

的表現。

為了讓學生長熱衷投入服務，並發揮組內協作精神，我們在第一天舉行了城市遊蹤活

動。各組需要在九小時內，運用有限的資源，完成分佈在五區的任務。過程中，學生長雖然

曾因意見分歧而爭執，間中亦忽視了落後的組員。但我們相信，他們經過一整天的相處，以

及認真檢討後，必能明白團隊合作的重要。

此外，針對提昇學生長的質素，我們透過小組討論，讓他們對執勤工作各自發表意見，

集思廣益，達致精益求精。

透過是次訓練營，我們期望學生長能在未來的日子繼續肩負起匡正校風的重任，服務老

師和同學。同時本着“SPARKLE”的宗旨，認清自己的能力和責任，成為學生長團體中一顆

閃爍的星星。

S elf-confidence
P erseverance
A spiration
R esilience
K eenness
L oyalty
E xpertise

自信

堅持

抱負

抗逆

熱誠

忠誠

專業

城市遊蹤，滿載而歸

齊心合力，完成任務

一天辛勞後的補給 挑戰自己，勇向前方

“SPARKLE”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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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

在中學階段的青少年人身心不斷發展，他們在生理、心智和社交等各方面都在變化，協

助青少年人邁向獨立自主，培養學生在不同的境遇中有良好的決策能力、從而促使他們盡量

發揮個人的潛能，成為我們作老師的挑戰和承擔。在二零一二年學年內，輔導組推行以下不

同的輔導計劃。

1 . 中一朋輩輔導計劃

六十位中三至中五的「大哥哥大姐姐」朋輩輔導員透過不同的活動，向中一的同學提供

生活及學業輔導，協助他們適應中學生活，計劃的內容包括新生輔導日、不同主題的分班或

合班活動、小組飯聚及功課輔導等。

2 . 輔導計劃

(1 ) 輔導組分別於上學期為中二及下學期為中一、中二及中四級同學舉辦「越讀越高分」
輔導計劃，協助成績稍遜的同學解決功課及學科上的困難、提昇學習動機及讀書技巧。

(2 ) 輔導組亦舉辦了「魔術工作坊」、「野外對戰」活動，擴闊同學視野並豐富生活經驗，
建立學生正面的個人形象和提昇自信心。

(3 ) 中一輔導計劃
• 學校社工為中一同學舉辦「升中解碼」中一適應小組，幫助中一新生適應新學習環境。
• 下學期舉辦「友共情」小組，幫助中一新生互相認識，建立社交網絡。
• 進行中一「和諧班級經營」輔導活動，加強班內和諧氣氛，促進關愛精神。
• 學校社工及教育心理學家為中二尖子舉辦「學習無難度」輔導活動，幫助中二拔尖班
學生確立來年目標及學習計劃。

• 中一及中三及性教育 
透過生命教育堂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性教育價值觀及讓學生認識對異性正確的社交

距離。

• 為中四同學舉辦「班本輔導活動」，透過課堂活動幫助同學學習處理壓力、情緒管
理、班級經營或生涯規劃等不同主題。

• 為中六級同學舉辦「班本輔導活動」，分享減壓技巧，幫助同學學習處理壓力。
• 舉行「與子女同行讀書路」家長小組活動，協助家長認識青少年成長的需要及情緒轉
變、處理親子衝突的技巧及掌握協助子女學習的方法。

中一同學參加朋輩輔導計劃活動 朋輩輔導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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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 全校參與」方式
學校以「全校參與」模式照顧學習差異，提昇整體的教學效能。支援服務包括：

(1 ) 駐校教育心理學家為懷疑學習需要的學生作評估，並提出建議。
(2 ) 增聘支援教師，有系統地支援及跟進有特殊教育需要同學的學習及成長情況。
(3 ) 安排有學習需要的學生入讀課後增潤班。
(4 ) 為不同學習需要的學生舉辦專注力小組和社交技巧訓練小組等。
(5 ) 舉辦成長活動，幫助他們在學習、溝通、社交和行為等方面的發展。

4 . 資優教育

資優計劃 內容簡介 報 告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提名活動

提名在人文學科、數學、科學或領
導才能範疇有突出表現的中一至中
六學生加入學苑，獲學苑取錄後可
報讀各項免費資優課程及參與培訓
等活動。

本年度提名結果，取錄 44人，分別是科學 18人、 
數學 20人、人文 3人、領導才能 3人。 
(名單見第 6項 )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
網上學習課程 

網上學習課程的目標是提供適切學
習機會讓資優生盡展所長。每間學
校提名中一至中三同學參加，課程
包括：地球科學、天文學、數學、
古生物學等，名額每科 10人。整個
課程分成三個階段，至第三階段課
程水平達高中程度。

以下同學經過一年的努力，並能通過三個階段的總結
測驗，成績達合格標準，順利完成「 2011 /12 網上學習
課程」。
天 文 學： 梁璥璁 (4 F)、曾淼騫 (2 E)、鄧銚泩 (2 F) 
古生物學： 楊靜宜 (4 E)、房穎儀 (3 B)、彭曉晴 (3 B)、 
 胡安祈 (3 B)、任恩翹 (3 F)
人文學科 (當代中國的崛興 )：梁卓智 (4 F)
地球科學： 謝卓熙 (3 B)、黃采瑩 (3 D)

「科大新體驗」
中學 /大學雙修 
課程

由香港科技大學舉辦，可提名中三
或以上學生參加，課程內容為大學
一年級程度，科目包括 : 數學、物
理、化學及生命科學。

以下同學順利完成第一階段課程並考試成績達到要求，
能升讀第二階段課程。
化 學：房穎儀 (3 B)  
生命科學：任恩翹 (3 F)  
數　　學：胡　梵 (4 B)、楊靜宜 (4 E)

教育局高中多元學
習津貼 (DLG)計劃
(資優教育 )

津貼計劃包括兩部份，其一是為高
中同學開設校本資優課程，另一部
份津貼學生修讀校外資優課程。

本年計劃為中四同學開設了數學 (文組 )，數學 (理組 )
及科學校本資優課程，另外亦已開始向中四同學介紹
可申領津貼修讀校外資優課程。

5 . 校外資優課程及比賽

6 . 本年度獲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取錄的學生共四十四名。

數學範疇
魏子奇 (1A) 葉駿曦 (1B) 何嘉晴 (1B) 楊文雋 (1E) 林崇熙 (1F) 葉　祈 (1F) 陳柏熹 (2A) 
周毓沛 (2B) 黃銘熙 (2C) 劉曉晉 (2C) 黃德顥 (2E) 司　陽 (3B) 鄭善衡 (3B) 胡　梵 (4B) 
李浩綸 (4F) 馮煒迪 (4F) 麥一鳴 (5D) 何子文 (5E) 潘力行 (5F) 王啟軒 (5F)

科學範疇
顏朗峰 (1B) 劉在心 (2E) 鄧銚泩 (2F) 梁梓謙 (3A) 馮昕曈 (3A) 謝卓熙 (3B)  
黃采瑩 (3D) 曾曦楠 (3D) 田昆祐 (3D) 阮淙儀 (3E) 潘朗程 (3F) 余文瀚 (4D)  
梁璥璁 (4F) 何倩珩 (4F) 魯穎恩 (4F) 陳沛熹 (5F) 張皓揚 (5F) 黎朗希 (5F)

領導才能範疇 李承昕 (3E) 羅樂生 (4C) 黃晧俊 (5F)
人文學科 黃芷琪 (4A) 彭泳汶 (4F) 彭馨婷 (5B)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

介紹及推薦學生參加馮漢柱資優教育中心的免費課程。此外，亦向相關科主任及學生推介由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所舉辦的比賽，例如 : 香港數碼媒體創作青苗獎 (BIA)、香港中學數學創意
解難比賽、香港科學青苗獎、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中國語文菁英計畫及香港傑出學生詩
人 (英文 )獎。

各大學及機構舉辦
的資優課程

向學生介紹及推薦學生參與以下資優課程，包括科大數理增益課程，中大資優計劃課程， 
中大數學英才精進課程 (EPYMT)及中大理學院少年英才科學院及各大學暑期課程等。

選拔資優學生相關
的比賽

向學生介紹及推薦學生參與各種選拔優異學生的比賽，例如 : EPGY資優生選拔大學 (英文及
數學科 )、世界數學測試 (香港科技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資優教育中心暑期課程及英國
倫敦帝國學院世界資優生暑期科學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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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優天使服務計劃 呂文熙 中六善

一個學年差不多完結時，相信很多同學仍在為未合格的服務時數躊躇，想着如何「湊巧」地
達標。在這個重視「學業」的社會，義工服務淪落至一項讓同學 SLP 合格的工具，而資優教育學
院的學員身份也可能只是同學履歷上的一小項「成就」，甚少有獲選的同學珍惜其所舉辦的課程及
提供的資源。

幸運地，我在中五及中六年皆參加了一個名為「資優天使」的服務活動，由最初作為一個參
與者，籌辦一個為期四次的探訪活動探訪託管兒童，到最後，我撰寫計劃書，計劃籌備下一屆的

「資優天使」服務活動，提供一個平台讓其他同學去探訪殘障兒童。當中的得着，不只是從一張張
天真活潑的笑臉下獲得的滿足感及籌備活動所得的成功感，更有着更廣闊的人生閱歷。這些兒童
所經歷的，大多是我們無法想像，也未曾經歷過的。我們也許會常嫌棄嘮嘮叨叨的父母，但有多
少人會明白在成長中沒有了父母關心的感受？人生閱歷不是一張文憑所能取代，更不是在受保護
的校園中所能輕易得到的瑰寶。

雖然我們所撰寫的計劃書最後未獲選用於來屆「資優天使」服
務活動，但我和我的隊員卻因此獲得資優教育學院的推薦，參與一
個社企體驗及營銷計劃比賽，與其他大專院校的學生競賽，為香港
的社企撰寫計劃書。這個經歷是難能可貴的，也讓我對現實商業社
會有更深的認識。撰寫一份商業計劃書，當中有着不少的挑戰，我
們仍在努力中，因為我們明白機會是要抓緊的。各位學弟學妹，在
密集的考試過後，你會否又虛渡一個暑假？還是會抓緊機會，自我
增值、充實人生？

The 6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Leadership Conference 
(ISLC) organized by Gifted Leadership Services Limited 
(GLS) will be held from 2 to 6 July 2012 in Hong Kong.

Feng Ling Xin 6F
"Last July, encouraged by my dear teacher, I had the honour to attend the 6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Leadership Conference, a five-day conference betwee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discuss global issues. It was 
definitely a great challenge as I am not good at speaking English! 

During those 5 days, we were separated into 10 different stakeholder groups, of 8 candidates per group, 
to work on a creativity presentation task about Social Justice. Working collaboratively with group members, 
I gained more experience in leadership as well as a sympathetic listener. Also, having dozens of chances to 
present ideas helps improve self confidence and fluency in delivering ideas. More importantly, I was given 
the precious opportunity to make friends with young leaders from Japan, Singapore, mainland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name a few of the nations represented at last year’s conference. In a world experiencing 
rapid globalization, I felt it was extremely valuable and fascinating to learn more about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cultures. 

I would say that, at the beginning, I was rather doubtful whether leadership can be taught or learned. 
However, through learning about leadership 
models and analyzing inspirational leaders, I 
found myself reflecting on my personality and 
my own personal leadership experiences. 

It was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I 
hope all of you have growing confidence and 
determination to expose yourself to excell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future! "

The 6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Leadership 
Conference (ISLC)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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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活動

「 童賀新年」的義工服務

學校社會服務團多次獲永亨「義人行」

學界義工計劃贊助，每年皆舉辦義工服務。

為宣揚助人、關愛的訊息，今年二月

八日，社會服務團在本校舉辦一項名為「童

賀新年」的義工服務。當日活動包括競技

賽、校園定向、賀年飾品及糕點製作等。

當日約三十名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小朋

友參加，還進行一連串與農曆新年有關的

活動，其中包括糕點、揮春製作。小朋友

與義工同學利用簡單的材料，一同製作桂

花糕，又以五顏六色的彩麗皮，剪剪貼貼，

拼貼出一幅幅別具新意的揮春。  雖然以上
的活動，對他們來說，可能有點兒困難，

但卻從中令到一班小朋友們明白到「凡事

都要嘗試」、「永不放棄」的道理，亦培養

出一班的義工對別人的愛心和耐性。

除了製作糕點和揮春，也進行一系列的動態活動，例如︰跟隨節奏、按着水果名稱來蹲

踞的遊戲─「蘋果踎」、跨越重重障礙的競技遊戲、校園定向。他們都從遊戲中玩得盡興、投

入，在競技遊戲當中，他們走過平衡木，使出各樣渾身解數、發揮合作的精神，越過一個又

一個的障礙，成功完成賽事，更磨練出勇於接受挑戰，努力爭勝的鬥心。

是次義工服務，義工同學為小朋友準備了林林總總的食物，小朋友們都吃得津津有味，

把所有的食物都吃光。透過義工

同學親自準備食物，提高他們的

參與的程度，使他們得着更多。

小朋友積極投入集體遊戲

義工教小朋友製作糕點

歡歡喜喜大合照

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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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服務嘉許

為豐富同學的生活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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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在二零一二年總義工服務時數達一萬三千九百六十二小時，榮獲義工服務嘉許

金狀；個人方面，本校兩位同學獲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委員會頒發金狀 ( 服務時數為 200 小
時以上 )；八位同學獲銀狀 ( 服務時數為 100 -199 小時 )；四十位同學獲銅狀 ( 服務時數為
50 -99 小時 )；三十七位同學獲優異狀 ( 服務時數為 30 -49 小時 )。

葉校長與初中部獲得銀狀的同學合照
李景倫副校長與金狀得主陳卓同學合照

為令活動不失教學的元素，特別安排以互動形式介紹農曆新年知識的環節，例如︰介紹

「年獸」、「老鼠娶親」、「賣懶」等習俗及傳說的由來，再配合定向遊戲，讓小朋友利用所學

到的新年知識去完成任務，從中加深他們對中國傳統節日的理解，亦讓他們體驗到團體合作

的重要性。

今天社會有為數不少的弱勢社羣，活動對他們來說，幫助可能微不足道，不過本着「勿

以善小而不為」的原則，即使小小的幫助、關愛都可以積少成多，最終化為一股力量，豐富

各人的生命。

環保活動

班際清潔比賽

公民教育委員會與訓導處繼續合辦「班際清潔比賽」，鼓勵同學關愛校園，注重校園清

潔，各班需要自行打掃課室，清潔黑板。老師每天午膳及放學後巡視課室的清潔狀況，給予

評分，每月得分最高的班別可獲頒清潔獎。大部份同學均表現認真，課室清潔的效果理想；

而中二愛班同學表現特別出色，屢獲清潔獎，乃全體同學楷模。

其他

1 .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日，本校共五名同學參加香港傷殘青年協會賣旗籌款活動。
2 . 二零一三年三月九日，本校有一名同學參加香港華人基督會恩庭睦鄰中心賣旗籌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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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活動

西安歷史文化考察之旅 

學校為加強同學對中國發展之認識，在三月底安排了西安之旅，讓同學從地理、歷史角

度認識中國今昔，透過參訪不同朝代的文物古跡，探索歷史，加深同學對中國之了解。是次

學習之旅除參觀西安主要景點外，還到西安市田家炳中學交流學習，並到訪當地同學家中，

了解當地文化。以下是五望李倩彤同學的分享：

一直久仰西安古都大名。這個復活節假期，我隨學校西安
歷史文化考察團回到祖國的懷抱，終於能親身踏足這見證了數
千年王朝更替、歷史興衰之地。

記得甫步出西安機場，便見到亮着紅光的「西安」二字立
在樓頂，在灰濛濛的天空下顯得格外醒目。夜幕漸漸低垂，車
子很快駛進了市中心。這個城市樞紐的面貌委實有趣─方方
正正的街道上，一旁立着一幢幢現代化高樓，她們或擁有明淨
的玻璃外牆，或亮着耀目的霓虹燈；另一旁卻橫着一座古城
牆，一塊塊厚厚的石磚彷彿散發着古老歲月的氣息。走在其
中，直讓人有時空錯亂之感。

旅程首天，我們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這是導遊先生的說法，哈哈），拜訪了位於陝北的
壺口瀑布。她能躋身中國三大瀑布之一，果然名不虛傳。我們來到瀑布口旁，只見滾滾江水從遠
處翻着白浪而來，不斷沖擦岸邊的岩石，然後在我們腳前不遠往深處傾瀉而出。眼看這「黃河之
水天上來」的壯麗之景，感受着瀑布的浩大氣勢，想到滔滔不絕的河水就是這樣無盡傾流了千萬
年，感覺十分奇妙。相比之下，脆弱的人類、短促的人生，都顯得太渺小了。

感受過大自然的宏偉，接下來的日子，我們遊覽了多個人類文明遺下的古跡名勝。傳說中的
兵馬俑博物館果然很有趣，尤其保存得最完整的一號坑裏，整齊排列的秦軍隊有着無聲的懾人之
勢。看着一個個臉容各異的陶俑，身上精巧的細節，實在難以想像古代工匠是如何製作它們的。
最耐人尋味的是，究竟秦始皇怎麼會生出製作兵馬俑的念頭呢？看來古代帝王的心靈都太空虛寂
寞了。另外，參觀西安歷史博物館和半坡遺址也令我眼界大開。豐富的館藏中，我特別喜歡各種
由遠古人類製作的器皿。它們表面刻着的詭異花紋和圖騰是如此粗糙、純樸而古老，彷彿都滲着
某種神聖的意味，實在令人着迷。

旅程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倒是到訪西安市田家炳中學時，匆匆認識、又匆匆離別的一個
女生。這位名叫張奧揚的當地學生，額前留着整齊的劉海，腦袋後束着馬尾。她健談、真率、很
有主見。我們很快便熟絡了，天南地北地談起來。先是說到學業，原來內地學生面對高考的壓力
比我們可大多了。面對更激烈的競爭、更艱深的課程，奧揚自升上高中後便得每天從早上六時至
晚上十時不斷上課，假期也被補課塞得滿滿的。大家都得放棄所有娛樂興趣，生活苦悶得要命。
每年高考時期，總會出現一連串學生不堪壓力或成績欠佳而自盡的報道，聽起來也令人不寒而
慄。奧揚的理想是當導遊，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奈何思想較保守拘謹的父母根本容不下這種志
向，所以她一直很害怕未來的人生會沒意義，只能按別人的意思而活……這次短短的相處交談實
在很有意思啊！

於西安黃帝陵合照

黃河壺口瀑布留影

參觀西安市田家炳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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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郭思宇同學獲得九龍城區傑出學生優異獎

北京育才優秀學生交流活動

課 外 活 動

中五郭思宇同學獲九龍城區傑出學生優異獎，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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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比賽，今年度獲第一組別季軍。另外，郭同學亦有參與香港青年

獎勵計劃金章活動，曾遠征喜馬拉雅山脈安娜普娜山基地營，至於服務活動方面，他參與宣

明會主辦的「聯中饑饉」活動，擔任學生籌委成員，熱心服務同學。

本年度北京育才優秀學生交流活動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廿五日至四月三日順利舉行。團員

名單如下：

黃子榮主任 楊新苗老師 林溢朗老師 張家亮老師 陳潔銘老師
林穎君 (五善 ) 阮淙儀 (三善 ) 彭欣穎 (五望 ) 湯悅晴 (四善 ) 羅蕙寧 (五望 )
任恩翹 (三正 ) 王中慧 (三善 ) 薛芷穎 (三正 ) 鄭天虹 (三望 ) 王文軒 (二正 )
劉在心 (二善 ) 鄭導敏 (二光 ) 余昀蓁 (一正 ) 林倩瑜 (二光 ) 關知行 (二正 )
蕭韻蕊 (二善 ) 蕭皓文 (二愛 ) 鍾卓禧 (一光 ) 趙崇睿 (二光 ) 梁思睿 (二正 )
曾柏賢 (二善 ) 何鳴川 (二信 ) 余卓穎 (一愛 ) 何阡瑜 (二光 ) 劉欽冕 (二正 )
劉曉晉 (二愛 ) 楊樂心 (一正 ) 劉承暉 (一愛 ) 陳嘉敏 (一正 ) 張文軒 (二正 )
賴慧琦 (二望 ) 周曉彤 (一善 ) 梁家瑜 (一愛 ) 黎庭顯 (一善 ) 劉卓敏 (二愛 )
池寶儀 (二望 ) 陳倩華 (一望 ) 連穎忻 (一愛 ) 錢達熙 (一望 ) 鍾雨蓁 (二愛 )

全體師生出發前合照

攝於天安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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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雜技團表

演、遊覽故宮、長城、奧林匹克公園、天壇、北京自然博物館等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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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戲劇節《Let Go》

今年紅藍劇社的劇目為《 Let Go》，講述一對由兒時已經開始「鬥氣」的男女（阿風與
Suyi），因為男方要負笈海外而分開。阿風帶同他新認識的女朋友回來，更令 Suyi 氣憤，惱
怒阿風為何選擇他人。直至她知道阿風身患重病，不久人世，才知道有時候放下執着，才能

擁有。

承蒙上帝的保守、各老師的指導、各同工的幫忙及台前幕後同學不懈的努力，令是次演

出十分順利。本劇在校際戲劇節榮獲多個獎項，包括：傑出整體演出獎、傑出劇本獎（二愛

陳錦熙、四愛古卓鈴、五信譚安婷、五正杜雋饒）、傑出導演獎（五信譚安婷、五正杜雋饒）

及傑出演員獎（四光梁浩笙、四愛陳思言）。劇社將繼續努力，用心製作接下來的演出。

台前幕後工作人員合影

導演杜雋饒同學（右）及譚安婷同學（左） （左起）馬昕同學、梁浩笙同學、陳思言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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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度第一學段中一至中六優異生及勤學生名單

香 港 培 正 中 學

優異生：

中一信

中一望

中一愛

中一光

中一善

中一正

許芷悅

陳倩華　馮筠惠

劉承暉　梁家瑜　吳思朗

陳榕珊　馬卓俊

周曉彤

陳嘉敏　林崇熙

中二信

中二望

中二愛

中二光

中二善

中二正

陳瑋珈　林曉蔚

周毓沛　黃君宜

趙慧呈　劉曉晉　梁穎然　林翠怡　黃銘熙

葉青穎

李翹光　馬　昕　沈鎧霖

李淨欣　梁思睿　王文軒

中三信

中三望

中三愛

中三光

中三善

中三正

龔卓文　梁梓謙　施樂雯

蔡暉鴻　房穎儀　熊儆愈　曾　進

謝沛銓　祁曉晴　郭偉程　老綽禧　陸丹屏　伍泳雅　孫弘滔

祝曉嵐　單允聰

李承昕　姚子慰　阮淙儀

羅兆聰　潘朗程　任恩翹

中四正 李曉洋　李浩綸　梁卓智　彭泳汶

中五正 趙尹韜　嚴燕妤　虞姬璽

中六愛

中六光

中六正

周俊熙

周曉昌

區健聰　劉詩翔　李宗浩

勤學生：

中一信

中一望

中一愛

中一光

中一善

中一正

陳頌莛 張瀚仁 張天傳 錢昕喬 李瑋怡 魏子奇 曾憲維 曾美得 饒沛樂
蔡依彤 朱韋燐 李曉盈 伍穎藍 顏朗峰 錢達熙 
鄭津津 連穎忻 余卓穎
鍾卓禧 何晞童 李恩立 凌楚蕎 雷詠喬 吳子晴 敖晞曈 胡倬熊
歐陽樂林 陳文豐 陳子翹 李驊軒 葉頌晞 
張卓琳 葉　祈 鄧浩漳 邱天珩 楊樂心 余昀蓁

中二信

中二望

中二愛

中二光

中二善

中二正

陳柏熹 張文心 程琛茹 馮靖恩 李淨潼 李聶熹 梁芷熒 梁彩意 王靖琳 黃樂霖
陳品雅 池寶儀 賴慧琦 楊愷恩
陳錦熙 鍾雨蓁 劉卓敏 蕭皓文 曾芷喬 徐樂恆
趙崇睿 何阡瑜 林倩瑜 林耀獻 陸頌茵 蕭沛承 黃梓駿 胡頌靈
鄭文琪 劉在心 呂　晴 蕭韻蕊 曾柏賢
張文軒 關知行 劉欽冕 鄧銚泩 楊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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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信

中三望

中三愛

中三光

中三善

中三正

陳籽呈 陳銘聰 陳欣彤 馮昕曈 羅正睿 顏道謙 談藹茵 譚珮筠 曾紫琳 余鑑洋
鄭善衡 鄭天虹 馮鍵衡 何卓恩 陸文妤 司　陽 謝卓熙 董海琳 楊樂遙
張啟哲 鍾慧怡 劉弘毅 李朗軒 梁諾烜
莊子健 鍾懷恩 羅倚華 蘇衍瑜 孫昊賢 田昆祐 黃采瑩 黃進禧
陳梓朗 許朗瑤 郭子瑩 劉樂兒 李詠妍 黃俊文 余梓丰
陳洛怡 朱瑋縈 葉達熹 李恩彤 麥榮溱 薛芷穎

中四信

中四望

中四愛

中四光

中四善

中四正

張筱瑜 黎曉藍
陳思晴

陳　卓 陳肇彤 林子喬 羅樂生 葉朗清
林嘉堯 劉璦綸 羅凱敏 戴菁慧 徐沛楹
區曉琳 陳熹埕 鄭弘信 張浩楠 張其睿 錢嘉晞 蔡善宜 霍德仁 何愷盈 江郁妍 林曉茵
林凱溢 林沛欣 林沛餘 劉述欣 李翹穎 梁慰慈 盧煥筠 彭程之 蕭凱茵 蘇　翠 蘇琬婷
譚芷欣 湯悅晴 曾加樂 徐　曳 黃芷銳 楊靜宜 楊鎧傑 余迪舜
陳銘灝 陳達臻 朱曉惠 鍾凱妍 馮煒迪 何倩珩 黃昱林 梁凱軒 梁碩軒 林　鍵 陸　詠
魯穎恩 吳鎧淇 彭方俊 薩思進 蘇朗莚 司徒加珩 戴麗盈 楊皓晴 易維濱

中五信

中五望

中五愛

中五光

中五善

中五正

符菀芯 林倩筠
陳宣廷 羅蕙寧 李倩彤 廖樂恩 彭馨婷 彭欣穎
區展豪 高樂謙 林佩茵 梁穎端 盧卓賢 曾路得
陳昕寧 周啟堯 許早恩 郭思宇 李銳昇 黃卓琪 黃子俊
陳朗然 陳兆康 何子文 賴映彤 林穎君 陸駿霆 吳文熙 彭軍皓 孫宇軒 曾朗軒 楊荔嫣
葉頌弦 姚嘉榮 姚天朗 阮冠樂
陳沛熹 陳韋彤 張皓揚 招建霆 樊昕霖 姜楚灝 黎朗希 林顯恩 劉菁堯 李奕熙 連穎琛
麥子俊 麥君愉 吳旻欣 潘嘉永 潘力行 杜雋饒 曾允聰 黃進業 黃皓俊 王啟軒 黃子豐
吳德育 任志立

中六信

中六望

中六愛

中六光

中六善

中六正

錢　澄         
陳韋諾 郭欣琪 謝顯淘       
陳榕珍 趙文灝 林嘉希 李啟慧 梁殷瑜 李俊儀 老兆熙 黃偉樑  
張嘉琳 關倩琦 李曉峰 文凱晴 莫景誠 湯逸翹 黃敦為 胡廣兒  
陳瑋珊 張鑑榮 江珮儀 招康婷 周易旻 馮以諾 馮子琛 夏健祺 許嘉汶 劉曉彤 梁凱琪
梁家善 梁逸鴻 梁亦瑜 李湛亨 李樂怡 李天欣 呂文熙 吳皚純 吳倩儀 伍穎柔 王筠淇
王恩霖 葉璦媛      
區家麒 陳俊熹 鄭喻升 馮靈昕 許懷恩 賴曉霖 黎乙生 林浩宏 羅庭鋒 梁敏灝 林雲彩 
呂卓徽 吳世鏘 蕭駿軒 譚家祈 鄧梓琪 葉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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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術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第 64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The 64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英語詩詞獨誦
Solo Verse 
Speaking

冠軍
1st Place

Kwong Kwan Ting Sheron
Leung Hei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亞軍
2nd Place

Chan Wai Ka Daisy
Cheung Ho Ching Holly
Choi Sin Yi Constance
Lam Tsz Kiu Terence

季軍
3rd Place

Lau Yu Ching Natalie
Chu Wing Yiu Carli
Hung King Yu Stella
Chi Ji Min Claudia

Tse Hei Tung Natalie
Tse Yuen Ying Candy

英語二人戲劇對話
Dramatic Dulogue

冠軍
1st Place

Chan Wai Ka Daisy &
Lee Lip Hei Jonathan

亞軍
2nd Place

So Hin Yu Jaimy &
Lo Yee Wa Eva,

Leung Wai Chi Chantel & 
So Yuen Ting Selina

季軍
3rd Place

Winnie Fong &
Tong Hei Lam Karen,

Tam Pui Kwan Vivian & 
Lee Yat Yee Veronica,

Lo Zheng Rui Harry & 
Leung Tsz Him Vincent,

So Kit Ying Suki &
Lu Tsz Ching Cherry

英語集誦
Choral Speaking

季軍
3rd Place

5CDE
2D

英語個人公開演說  
Public Speaking 

Solo

亞軍
2nd Place Yim Yin Yu Minnie

季軍
3rd Place

Lai Wai Kei Vicky
Ng Henry Man Hei

英語散文獨誦
Solo Prose 

Reading
冠軍

1st Place Tsang Yiu Kan

粵語二人朗誦
Chinese Duologue

冠軍
1st Place

張穎琦、何愷盈

李詠嘉、彭泳汶

彭欣穎、戚其敏

區展豪、謝希童

亞軍
2nd Place 林子喬、劉述欣

季軍
3rd Place

許子喬、錢嘉晞

馮婉愉、李倩彤

粵語詩詞獨誦
Cantonese Solo 
Verse Speaking

冠軍
1st Place 曾子傑

亞軍
2nd Place 馬昕、顏智琛

季軍
3rd Place 劉述欣、朱韋燐

粵語散文獨誦
Cantonese Solo 
Prose Reading

冠軍
1st Place 陳瑋珈

季軍
3rd Place 許子喬、李卓謙

普通話詩詞獨誦
Putonghua Solo 
Verse Speaking

季軍
3rd Place 陳瑋珈

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本校學生參加校際比賽得獎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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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術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第 64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The 64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普通話散文獨誦
Putonghua Solo 
Prose Reading

亞軍
2nd Place 陳瑋珈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季軍
3rd Place 沈鎧霖

普通話基督教 
經文朗誦

Putonghua Bible 
Speaking

季軍
3rd Place 陳瑋珈

第 9屆當代作家詩文朗誦比賽
The 9th Contemporary Writeres 
Poetic Prose Recitation Contest

粵語詩文合誦
Cantonese Poetic 

Prose Choral 
Speaking

冠軍
1st Place

梁思齊、許子喬、
林子喬、劉述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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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R. Choi Lai Sheung 
Poetry Recitation Society, 

Hong Kong Recitation 
Language Centre

粵語散文獨誦
Cantonese Solo 
Prose Reading

優異獎
Merit Award 許子喬

第 5屆 
中國青少年 (香港 )才藝比賽
The 5th China Youth (Hong 
Kong) Talent Competition

普通話合誦
Putonghua Choral 

Speaking
冠軍

Champion 康晴、馮琬愉

中國青少年文化 
藝術交流協會

China Youth Art and Speech 
Association 

全港校際即席演講比賽
Inter-School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

高級組
Senior Secondary 

Level

小組優異獎
Group Merit 

Award
林沛欣

聖若瑟英文書院
St. Joseph College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香港賽區 )

China Essay Competition for 
Secondary Students  
(Hong Kong Area)

初中組
Juinor Secondary 

Level

恆源祥文學
之星提名獎
Nominee of 

“Hengyuanxiang 
Star of 

Literature”

陸文妤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Hong Kong Institute for 
Promotion of Chinese 

Culture
優異獎

Merit Award 蕭韻蕊、伍泳雅

高中組
Senior Secondary 

Level

銀獎
Silver Award 梁穎端

優異獎
Merit Award 周俊熙、曾皓

大律師公會辯論賽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Debating Competition 
初賽

 Preliminary
最佳辯論員

Best Speaker 林子喬
香港大律師公會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第 1屆「思辯盃」辯論賽
The 1st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 

“思辯盃”

初賽
Preliminary

最佳辯論員
Best Speaker 林子喬 Roundtable ZECRA

第 9屆全港校際經濟辯論比賽
The 9th Joint School Economics 

Debating Competition
初賽

Preliminary 
最佳辯論員

Best Speaker 林顯恩
香港聯校經濟學會

Hong Kong Joint School 
Economics Association

第 38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The 38th Hong Kong Youth 

Cultural & Arts Competitions
即席演講組

Impromptu Speech
優異獎

Merit Award 林顯恩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Hong Kong Youth Cultural 

and Arts Competitions 
Committee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2012
香港選拔賽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Preliminary Selection 

Contest-Hong Kong 2012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銅獎
Bronze 潘嘉永、區家麒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香港委員會

The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Hong Kong Committee

2011- 2012中學數學
專題習作比賽

2011- 2012 Mathematics Project 
Competi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s

團體賽
Group Event

優異獎
Outstanding 

Award
陳達臻、易維濱、

司徒加珩

教育局數學教育組
Mathematics Education

Section of Education 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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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術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2011- 2012中學數學
閱讀報告比賽 

2011- 2012 Mathematics 
Book Report Competi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s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二等獎
Second-class

Honour
司陽

教育局數學教育組
Mathematics Education

Section of Education Bureau

2012澳洲數學比賽
2012 Austral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初級組 
Junior Level

優異
High Distinction

余梓丰、羅兆聰

澳洲數學基金會
Australian Mathematics Trust

中級組 
Intermediate Level 陳達臻、趙尹韜、林顯恩

高級組 
Senior Level

區家麒、黎乙生、
林浩宏、李宗浩　

2012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及比賽 –數學科 

2012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Assessment for Schools- 

Mathematics

中三 S.3 獎牌
Medal

易維濱

澳洲
新南威爾斯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中四 S.4 潘力行、黃子豐、任志立

中一 S.1

高級榮譽
High Distinction

黃銘熙、黃梓駿、李翹光、
黃德顥、鍾鎮陽

中二 S.2 謝沛銓、劉弘毅、老綽禧、
余梓丰、羅兆聰

中三 S.3
陳達臻、司徒加珩、
余文瀚、楊靜宜、
張柏麟、易維濱　

中四 S.4
樊昕霖、林顯恩、李奕熙、
吳俊羲、潘嘉永、潘力行、
王啟軒、黃子豐、任志立　

中五 S.5 區家麒、黎乙生、
林浩宏、劉詩翔　

第 15屆香港青少年數學 
精英選拔賽

The 15th Hong Kong Youth
Mathematical High Achievers

Selection Contest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一等獎
First-class

Honour
余梓丰、羅兆聰、
謝沛銓、劉弘毅　 保良局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Po Leung Kuk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二等獎
Second-class

Honour
老綽禧

團 體
Group Event

季 軍
Second  

Runner-up
余梓丰、羅兆聰、謝沛銓、

劉弘毅、老綽禧

第 5屆香港中學數學 
創意解難比賽 

The 5th Hong Kong 
Mathematics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Competi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s

初賽團體 
Group Event

金獎
Gold Award

黃梓駿、黃德顥、
林晉生、魏子奇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Gifted Education Section of 
Education Bureau and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Education Workers

2013 屯門區校際初中數學比賽
2013 The Tuen Mun

Inter-School Junior Secondary
Mathematics Contest

中一年級組
Secondary 1

金獎
Gold Award 葉駿曦、林晉生、魏子奇

屯門區中學校長會、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Tuen Mun District Secondary 
School Heads Association &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2013 EPGY 資優生選拔大賽
2013 EPGY Academic Talent 

Search
初級組

Junior Level
優良 

Distinction 林崇熙、黃樂霖

美國史丹福大學
青少年資優計劃

Stanford University 
Education Program for

Gifted Youth

第 18屆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 
邀請賽 (香港賽區 )決賽

The 18th National Hua Luo-geng 
Cup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Hong Kong)

中一年級組 
Secondary 1

一等獎
First-class

Honour
魏子奇

全國“華羅庚金杯”少年 
數學邀請賽

香港賽區組織委員會
The National Hua  

Luo-geng Cup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Hong Kong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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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術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2013世界數學測試 
2013 World Class Tests
(Hong Kong Region)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解難優異獎
Problem Solving

Distinction
雷千泓

香港科技大學
世界數學測試亞洲中心 

HKUST
WCT Asia Center

雙優生
(數學及解難 ) 

Double 
Distinction

(Mathematics 
and Problem 

Solving)

謝沛銓

精英邀請賽 
Elite Competition

金獎
Gold Award 謝沛銓

第 30屆香港數學競賽
The 30th Hong Kong 

Mathematics Olympiad

初賽個人賽
Heat Individual

Event

二等獎
Second-class

Honour
樊昕霖

教育局數學教育組、
香港教育學院數學與
資訊科技學系

Mathematics Education
Section of Education Bureau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The HKIED

三等獎
Third-class

Honour
潘嘉永、任志立

初賽團體
Heat Group Event

九龍二區 季軍
Kowloon Region 2

2nd Runner-up

樊昕霖、潘嘉永、任志立、
林顯恩、陳達臻、易維濱　

幾何作圖比賽
一等獎

Geometric 
Construction 

First-class 
Honour

樊昕霖、潘嘉永、任志立、
林顯恩、陳達臻、易維濱　

決賽團體
Final Group Event

優異獎
Merit

樊昕霖、潘嘉永、任志立、
林顯恩、陳達臻、易維濱　

第 12 屆培正數學邀請賽
12th Pui Ching Invitational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決賽個人賽
Final Individual

Event

金獎
Gold 區家麒

香港培正中學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銀獎 
Silver 余梓丰、樊昕霖

銅獎 
Bronze 魏子奇、黃德顥、羅兆聰

優異獎
Merit

林晉生、葉駿曦、李翹光、
謝沛銓、陳達臻、易維濱、

司徒加珩、潘嘉永

決賽團體
Final Group Event

優異獎
Merit

魏子奇、黃德顥、羅兆聰、
余梓丰、謝沛銓、李翹光、
林晉生、葉駿曦、陳達臻、
易維濱、司徒加珩、樊昕霖、

區家麒

2012 高中數理學科比賽
2012 Secondary Schoo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Competition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獎 牌
Medal 區家麒

香港理工大學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高級榮譽
High Distinction

區健聰、鄭喻升、林浩宏、
蕭駿軒、胡廣兒

榮譽
Distinction 馮以諾、黎乙生

優異
Credit

江珮儀、徐曉恩、馮靈昕、
鄧梓琪、葉杏文

滿意
Proficiency 文凱晴、潘彤、鄧雋諾

美國數學比賽
Americ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中四

Grade 10
優異獎

Distinction 易維濱
美國數學協會Mathematics 

Association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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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屆 
香港數學競賽海報設計比賽

Poster Design Competition for
the 30th Hong Kong

Mathematics Olympiad

-
10優設計獎 

Ten Best 
Designers

陳卓嬈

教育局數學教育組、香港教
育學院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

Mathematics Education 
Section, EDB and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The HKIEd

2013加拿大數學競賽
2013 Canad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中三
(選擇題 )
Grade 9

(Pascal Contest)

優異獎
(並獲滿分 ) 

Distinction with 
Full Marks

余梓丰

加拿大滑鐵盧大學
University of Waterloo,

Canada

中三
(問答題 )
Grade 9

(Fryer Contest)

金獎
Gold

老綽禧、劉弘毅、
余梓丰、謝沛銓　

銀獎 
Silver

鄭善衡、司　陽、
雷千泓、  祝曉嵐　

銅獎
Bronze 關誌諾、郭子瑩

中四
(問答題 )
Grade 10 

(Galois Contest)

金獎
Gold 易維濱、余文瀚、梁卓智

銀獎 
Silver 楊靜宜、鍾凱妍、陳達臻

銅獎
Bronze

黃昱林、梁碩軒、李浩綸、
吳鎧淇、薩思進

中五
(問答題 )
Grade 11 

(Hypatia Contest)

金獎
Gold 樊昕霖

銀獎 
Silver 潘嘉永、任志立、林顯恩

銅獎
Bronze

李奕熙、吳德育、
柳焯然、王啟軒　

2013 香港初中數學奧林匹克全
國青少年數學論壇比賽
2013 Hong Kong Junior 
Mathematics Olympiad

National Mathematics Forum 
Contest for Youths

中一 S. 1

二等獎
Second-class

Honour
魏子奇、林晉生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香港委員會

The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Hong Kong Committee

三等獎
Third-class

Honour

陳倩華、葉駿曦、
楊文雋、林崇熙　

中二 S. 2
三等獎

Third-class
Honour

劉曉晉、周毓沛、黃德顥

中三 S. 3
二等獎

Second-class
Honour

陸文妤、司陽

數學建模小論文
Mathematic 

Reseach Paper 
Award
中一 S.1

冠軍
Champion 楊文雋

全港校際科技大賽 -
環保電動避震爬山車大賽

Hong Kong Student Technology 
Competition-

Competition of Eco Climber

速度賽
Speed Competition

冠軍
Champion 梁峻華

理腦思小科學家培育中心
Kelab Creative Science

季軍
2nd Runner-up 譚珀琛

環保創意設計賽
Eco Creative 

Design 
Competition

亞軍
1st Runner-up 譚珀琛

優異獎
Merit Award 梁峻華、鄭煥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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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感機械人大賽 2013
iRobotics Contest  2013 -

亞軍

2nd Runner-up
區梓謙、鄭煥堯、
梁峻華、盧文泰、
譚珀琛、黃梓駿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青衣 ) – 
工程系

Hong Kong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sing Yi) - Department of 
Engineering

2012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 –
香港選拔

International Junior Science 
Olympiad - Hong Kong 

Screening 2012

-

一等獎

Champion 房穎儀、雷千泓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及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Gifted Education Section of 
Education Bureau and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二等獎

1st Runner-up 任恩翹

三等獎

2nd Runner-up 馮昕曈

2012-2013香港科學青苗獎
2012-2013 Hong Kong 

Scientists Award

中學組

Secondary Section

科學知識測驗 
一等獎

First Class 
Honour in 
Science 

Knowledge Quiz

任恩翹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等

Gifted Education Section of 
Education Bureau and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etc.

科學知識測驗 
三等獎

Third Class 
Honour in 
Science 

Knowledge Quiz

田昆祐

2013 泛珠三角物理奧林匹克 
競賽暨中華名校邀請賽 

(中國深圳 )
Pan Pearl River Delta Physics 

Olympiad 2013  
(Shenzhen, China)

綜合試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三等獎

Third Class 
Honour

黃進業
香港物理奧林匹克委員會

Hong Kong Physics 
Olympiad Committee

HKCC卓越商業大賽 2012 /13-
發掘新商機‧開拓新市場

The HKCC Business Excellence 
Contest 2012 /13-A Creative 
Market Development Plan

- 優異獎

Merit Award

鍾子予、陳子正、
羅梓晉、梁庭彰、
鮑俊熙、胡　梵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Hong Kong 

Community College

-

評審團嘉許獎

Judges 
Commendation 

Award

蕭重言、李駿賢、康晴、
朱朗然、朱國智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專上學院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Hong Kong 

Community College

資 訊 科 技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國際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2012
(意大利 蒙地基亞里 )

International Olympiad in 
Informatics

(Montichiari, Italy)

香港代表隊

Hong Kong 
Representative 

Team

銀獎

Silver Medal 陳栢熙、易維濱

主辦國：意大利蒙地基亞里，國際
電腦奧林匹克競賽委員會監督

Organized Country: Montichiari, 
Italy, supervis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IOI
第 29屆全國青少年信息學

奧林匹克競賽

(中國 常州 )
The 29th National Olympaid 

Informatics
(Changzhou, China)

香港代表隊

Hong Kong 
Representative 

Team

- 房嘉謙、吳彥琪、
梁敏灝

中國計算機學會

China Computer Fe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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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Hong Kong Olympaid in 

Informatics 2013

學校大獎

Grand School Prize
冠軍

Champion 香港培正中學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及教育局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Computer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Bureau

高級組

Senior Group

金獎

Gold Medal 易維濱

銀獎

Silver Medal
潘力行、梁敏灝、

王啟軒

銅獎

Bronze Medal

李奕熙、吳世鏘、
易維汗、樊昕霖、 

黎乙生

初級組

Junior Group

金獎

Gold Medal 黃梓駿、余梓丰

銀獎

Silver Medal
司陽、陳達臻、
司徒加珩

銅獎

Bronze Medal 梁璥璁、謝巧琳

個人獎項 
Individual Prize

最佳首次參賽選手

(高級組 )
The Best First-Time 

Contestant  
(Senior Group)

潘力行

最佳首次參賽選手

(初級組 )
The Best First-Time 

Contestant  
(Junior Group)

黃梓駿

最佳年輕選手

The Best Young 
Contestant

黃梓駿

2013加拿大中學生電腦大賽
香港區預賽

Canadian Computing 
Competition-Hong Kong 

Contest 2013

高級組

Senior Section

獲獎證書 (代表香港
出席加拿大決賽 )

Winner's Certificate 
(Hong Kong's 
representative 

participating in the 
CCC Final Contest 

in Canada)

易維濱

香港大學計算機科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卓越

Certificate of 
Distinction

潘力行、余梓丰

優良

Certificate of Merit 李奕熙

初級組

Junior Section

卓越

Certificate of 
Distinction

司陽、陳達臻、
司徒加珩

良好

Honorable Mention 杜雋饒

2013加拿大中學生電腦大賽
(加拿大滑鐵盧 )

Canadian Computing 
Competition-Canada 

Waterloo 2013

香港代表隊

Hong Kong 
Representative 

Team

銀獎

Silver Medal 易維濱
加拿大滑鐵盧大學

University of Waterloo,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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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校戲劇節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廣東話組

Cantonese

傑出劇本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Script

陳錦熙

古卓鈴

譚安婷

杜雋饒

教育局

Education Bureau

傑出導演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Director

譚安婷

杜雋饒

傑出演員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梁浩笙

陳思言

傑出整體演出獎

Award for Commendable 
Overall Performance

香港培正中學

英文組

English

傑出演員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Tsang Yiu Kan, 
Kan

Lee Sing Yan, 
Augustine

Yuen Hiu Ching, 
Angela

傑出舞台效果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傑出合作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第 49屆學校舞蹈節
The 49th Schools Dance 

Festival

現代舞 
(中學組羣舞 )
Modern Dance 

(Secondary School 
Section Group)

甲級獎

Highly Commended 
Award

梁芷熒、朱泳瑤、

林倩瑜、蕭韻蕊、

胡安祈、陳子芊、

周芷晴、冼康澄、

林靜莉、彭馨婷、

于曉楓、謝婉盈　

教育局及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

Education Bureau and 
Hong Kong Schools Dance 

Association Limited

2012香港青年音樂匯演比賽
2012 Hong Kong Youth 

Music Interflows

管樂團 
(中學中級組 )

Symphonic 
Band Contest 

(Secondary Schools 
Intermediate Class)

金獎

Gold Prize 培正中學銀樂隊

康樂文化事務署

音樂事務處

Music Office of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弦樂團 
(中學中級組 )

String Orchestra 
Contest  

(Secondary Schools 
Intermediate Class)

優異獎

Merit Prize 培正中學弦樂團

第 9屆亞太口琴節
The 9th Asia Pacific 
Harmonica Festival

口琴獨奏 (青年組 )
Harmonica Solo 

(Junior)

冠軍

Champion 蔡卓澔

香港口琴協會、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及英皇口琴五重奏

The Hong Kong Harmonica 
Association,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and the King's Harmonica 
Quint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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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5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The 65th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口琴獨奏 (高級組 )
Harmonica Solo

(Senior)

冠軍

Champion 蔡卓澔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二胡獨奏 (中級組 )
Erhu Solo 

(Intermediate)

冠軍

Champion 房穎儀

揚琴獨奏 (高級組 )
Yangqin Solo 

(Senior)

亞軍

1st Runner-up 張其睿

柳琴獨奏 (深造組 )
Liuqin Solo 
(Advanced)

季軍

2nd Runner-up 彭泳汶

弦樂獎學金 
(公開組 )

Hong Kong Strings 
Scholarship

亞軍

1st Runner-up 徐穎彤

木笛二重奏

(中學 -14歲以下 )
Recorder Duet 

(Secondary School-
Age 14 or under)

亞軍

1st Runner-up 鄭浩宏、孫弘滔

木笛隊 (中學組 )
Recorder Band 

(Secondary School)

季軍

2nd Runner-up 培正中學笛隊

結他獨奏 (初級組 )
Guitar Solo (Junior)

季軍

2nd Runner-up 凌采恩

鋼琴獨奏 (七級 )
Piano Solo  
(Grade 7 )

亞軍

1st Runner-up 麥浩然

季軍

2nd Runner-up 李淨欣

鋼琴獨奏 (六級 )
Piano Solo 
(Grade 6 )

亞軍

1st Runner-up 饒沛樂

季軍

2nd Runner-up 陳榕珊

季軍

2nd Runner-up 郭桐

鋼琴二重奏 
(中級組 )

Piano Duet 
(Intermediate)

季軍

2nd Runner-up 何倩珩、江郁妍

學校管弦樂隊 
(中學 -中級組 )
School Orchestra 

(Secondary School-
Intermediate)

優良獎狀 
Certificate of Merit 培正中學管弦樂團

銀樂隊 
(中學 -中級組 )

School Band
(Secondary School-

Intermediate)

優良獎狀

Certificate of Merit 培正中學銀樂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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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5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The 65th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弦樂團 
(中學中級組 )

String Orchestra 
(Secondary Schools-

Intermediate)

優良獎狀

Certificate of Merit
培正中學弦樂團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中樂小組合奏 
(中學組 )

Chinese Instrumental 
Ensemble - 

Secondary School

優良獎狀

Certificate of Merit
培正中學中樂團

中學合唱隊

(外文歌曲 -混聲合
唱 -第二組別 -中級
組 -16歲或以下 )
Secondary School 

Choir(Foreign 
Language-

Mixed Voice-
Seoncd Division-

Intermediate-Age 16 
or under)

優良獎狀

Certificate of Merit
培正中學合唱團

木管樂小組 
(中學組 )

Woodwind Ensemble
(Secondary School)

優良獎狀

Certificate of Merit

培正中學

木管樂五重奏 A組

培正中學

木管樂五重奏 B組

通行琴行弦樂 
小組獎 (中學組 )

Tom Lee Music Prize 
for String Ensemble
(Secondary School)

優良獎狀

Certificate of Merit

培正中學

弦樂四重奏 A組

培正中學

弦樂四重奏 B組

銅管樂小組 
(中學組 )

Brass Ensemble
(Secondary School)

優良獎狀

Certificate of Merit

培正中學

銅管樂合奏 A組

培正中學 
銅管樂合奏 B組

其他比賽項目 榮譽獎狀 兩項

其他個人 /  
二人比賽項目

優良獎狀 一百項

慶祝香港回歸 15周年 2012
香港弦樂紫荊杯大賽

In Celebration of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HKSAR
Hong Kong Bauhinia Cup 
Strings Competition 2012

弦樂四重奏

String Quartet
亞軍

1st Runner-up
培正中學 及  
楊愷恩

中國 21世紀友好協進會、 
南區文藝協進會

China 21 Bureau, Southern 
District Arts and Culture 

Association

第 1屆勛菲爾德國際弦樂 
比賽 (初賽 )

Alice & Eleonore Schoenfeld 
1st International String 

Competition (Preliminary 
Contest)

大提琴少年愛樂組

Aficionado-Cello- 
Youth

優秀獎狀

Certificate of Merit
陳韻穎

美國青年音樂家基金會、 
藝韻管弦樂協會

Young Musicians Foundation,
Grandmaster Orchestral Music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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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The 5th Arts Ambassadors-

in-School Scheme

中學組

Secondary School
校園藝術大使

Arts Ambassadors
徐穎彤、黃歷文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未知死．焉知生」短片比賽

“Know About Death, Learn 
About Life” Short Film 

Competition 2012

中學組

Secondary Section

季軍

2nd Runner-up

鄧慧妍、梁思齊、

鄧曉嵐、郭卓穎、

張敏嘉

香港大學行為健康教研中心和

「寧舍」網站

Centre on Behavioral Health, 
HKU and

website Hospicehome.hk
殿軍

3rd Runner-up
郭卓穎、李殷綝、

何美善、張敏嘉　

第 12屆「星星河」全國少年
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The 12th “Star River” 
National Children's Fine Arts 
Calligraphy & Photography 

Contest

書法

Chinese Calligraphy
特等獎

Award for Commendation
林沛欣

中國青少年研究會

China Youth & Children 
Research Association

九龍城區書法比賽

Kowloon City District 
Calligraphy Competition

中學高級組

Secondary School 
Senior Section

亞軍

1st Runner-up
林沛欣

九龍城區文娛促進會 ,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

Kowloon City District Arts and 
Culture Council,

Kowloon City District Office
季軍

2nd Runner-up
林沛餘

第 17屆全港中小學
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The 17th Hong Kong 
Schools Chinese & English 
Penmanship Competition

高中組

Senior Section
優異獎

Merit Award
林沛餘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硬筆書法家協會

Hong Ko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Union and Hong 

Kong Hard Pen Calligraphists' 
Association

「紫荊盃」兩岸四地 
青少年書畫大賽

Youth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Competition in 

Mainland and Hong Kong

書法組

Chinese Calligraphy
入選獎

Entry Prize
林沛欣

紫荊雜誌社

Bauhinia Magazine

「攜手關懷助更生」 
全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 

Hong Kong Chinese 
Calligraphy (Ball Pen) 

Competition

高中組

Senior Section
亞軍

1st Runner-up
林沛餘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 
社會服務中心等

Aberdeen Kai-fong Welfare 
Association Social Service 

Centre, etc 

第 47屆工展會
全港中學生廣告短片 

創作比賽

The 47th Hong Kong Brands 
and Products Expo Hong 
Kong High School Video 

Competition

- 「美馳圖」型格奔馳大獎

林鍵、歐陽健一、

邵詠菲、胡晉健、

林子傑、蕭浩文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青年 
委員會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Assocation of Hong Kong,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Assocation of Hong Kong 

Youth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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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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int School Orienteering 

Championships-Kowloon Region

男甲

MA
冠軍

Champion 郭健鈞

香港野外定向總會

Orienteer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男乙

MB
冠軍

Champion 余梓丰

男乙

MB
季軍

3rd Place 溫皓晴

男甲團體

MA Team
殿軍

4th Place

培正野外定向會

男乙團體

MB Team
季軍

3rd Place
男丙團體

MC Team
第五名

5th Place
男子團體

Boys Overall
季軍

3rd Place

學界野外定向比賽 -總決賽
Inter-School Orienteering 
Competition-Grand Final

男乙精英

MB Elite Class
亞軍

2nd Place 余梓丰

男乙精英團體

MB Elite Class Overall
亞軍

2nd Place 培正野外定向會

全港青少年野外定向錦標賽

Hong Kong Youth Orienteering  
Championships

男乙

MB
亞軍

2nd Place 余梓丰

香港野外定向排名聯賽

Hong Kong Orienteering Ranking 
League Events

男子 20歲組
M20

亞軍

2nd Place 郭健鈞

男子 14歲組
M14

殿軍

4th Place 余梓丰

第 3屆亞洲定向錦標賽
The 3rd Asian Orienteering 

Championships

男子接力賽 14組
Male Relay M14

冠軍

Champion 余梓丰

國際野外定向聯會

International 
Orienteering 
Federation

學界田徑比賽 -第一組
Inter-School Athletics  

Competition-Division 1

女子甲組 100米欄
Girls A Grade 100m 

Hurdles

冠軍

Champion 呂麗瑤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Hong Kong Schools 
Sports Federation

女子甲組 100米
Girls A Grade 100m

季軍

3rd Place 黃漪霖

女子甲組 200米
Girls A Grade 200m

冠軍

Champion 呂麗瑤

女子甲組 4x100米接力
Girls A Grade 4 x 100m 

Relay

季軍

3rd Place
郭卓穎、黃漪霖、

周皓欣、呂麗瑤　

女子甲組標槍

Girls A Grade Javelin
殿軍

4th Place 陳嘉瑩

女子甲組團體

Girls A Grade Team
殿軍

4th Place 培正田徑代表隊

女子乙組鉛球

Girls B Grade Shot Put
季軍

3rd Place 陳熹埕

男子乙組跳遠

Boys B Grade Long 
Jump

冠軍

Champion 劉建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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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學界越野跑比賽 -第二組
Inter-School Cross Country 

Competition-Division 2

男子甲組

Boys A Grade
冠軍

Champion 陳韋彤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Hong Kong Schools 
Sports Federation

男子甲組團體

Boys A Grade Team
季軍

3rd Place 培正越野代表隊

男子乙組

Boys B Grade

第五名

5th Place 歐陽健一

第六名

6th Place 李東霈

男子乙組團體

Boys B Grade Team
亞軍

2nd Place 培正越野代表隊

男子丙組

Boys C Grade

第六名

6th Place 譚珀琛

第八名

8th Place 郭桐

男子丙組團體

Boys C Grade Team
季軍

3rd Place 培正越野代表隊

全港學界越野跑精英賽

All Hong Kong Jing Ying Cross 
Country Tournament

香港代表隊

Hong Kong 
Representative Team

第十名

10th Place 陳韋彤

全港學界越野跑埠際賽

School Interport Cross Country 
Championships

香港代表隊

Hong Kong 
Representative Team

第七名

7th Place 陳韋彤

學界沙灘排球賽 -第一組
Inter-School Beach Volleyball 

Competition-Division 1

男子組

Boys
亞軍

2nd Place 陳品全、鄭晉宏

學界體操比賽

Inter-School Gymnastics 
Competition

女子初級組跳馬

Girls Junior Vaulting
亞軍

2nd Place 關穎霖

學界排球比賽 -第一組
Inter-School Volleyball 
Competition-Division 1

男子甲組

Boys A Greade
季軍

3rd Place

培正排球代表隊

男子乙組

Boys B Grade
殿軍

4th Place
男子團體

Boys Overall
季軍

3rd Place
女子甲組

Girls A Grade
殿軍

4th Place
女子乙組

Girls B Grade
殿軍

4th Place

學界乒乓球比賽 -第三組
Inter-School Table Tennis 
Competition-Division 3

女子丙組

Girls C Grade
亞軍

2nd Place

培正乒乓球代表隊
男子丙組

Boys C Grade
殿軍

4th Place
男子團體

Boys Overall
季軍

3rd Place
學界網球比賽 -第二組

Inter-School Tennis Competition-
Division 2

男子公開組

Boys Open Group
亞軍

2nd Place 培正網球代表隊

學界羽毛球比賽 -九龍區第二組
Inter-School Badminton 
Competition-Division 2

女子乙組

Girls B Grade
季軍

3rd Place 培正羽毛球代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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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學界室內賽艇比賽
Inter-School Indoor Rowing 

Competition

男子甲組 1000米
Boys A Grade 1000m

第五名
5th Place 吳錦熙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Hong Kong Schools 
Sports Federation

男子丙組 500米
Boys C Grade 500m

第九名
9th Place 洪肇鉦

學界籃球比賽 -九龍區第二組
Inter-School Basketball 

Competition-Kowloon Division 2

男子丙組
Boys C Grade

季軍
3rd Place

培正籃球代表隊
男子團體

Boys Overall
殿軍

4th Place
學界七人欖球比賽

Inter-School Rugby Sevens 
Competition

女子組
Girls

季軍
3rd Place 培正欖球代表隊

學界游泳比賽 -第一組
Inter-School Swimming 

Competition-Kowloon Division 1

男子乙組 50米背泳
Boys B Grade 50m  

Back Stroke 季軍
3rd Place 張啟哲

男子乙組 100米背泳
Boys B Grade 100m 

Back Stroke
男子丙組 50米自由泳

Boys C Grade 50m 
Freestyle

殿軍
4th Place 洪肇鉦

學界游泳比賽 -第二組
Inter-School Swimming 

Competition-Kowloon Division 2

女子甲組 200米 
個人四式

Girls A Grade 200m 
Individual Medley

冠軍
Champion 李蘊琛

季軍
3rd Place 黃宣瑜

女子甲組 50米蝶泳
Girls A Grade 50m 

Butterfly
殿軍

4th Place 翟朗炘

女子甲組 50米蛙泳
Girls A Grade 50m 

Breast Stroke
殿軍

4th Place 陳瑋琦

女子甲組 100米自由泳
Girls A Grade 100m 

Free Style
殿軍

4th Place 彭芷晴

女子甲組 4x50 
四式接力

Girls A Grade 4x50 
Medley Relay

冠軍
Champion

陳瑋琦、李蘊琛、
彭芷晴、翟朗瑩　

女子甲組團體
Girls A Grade Overall

冠軍
Champion 培正游泳代表隊

女子丙組 100米自由泳
Girls C Grade 100m 

Free Style
殿軍

4th Place 何晞童

女子丙組 50米蛙泳
Girls C Grade 50m 

Breast Stroke
殿軍

4th Place 何晞童

女子丙組 100米蛙泳
Girls C Grade 100m 

Breast Stroke
季軍

3rd Place 謝顯澄

女子丙組 50米自由泳
Girls C Grade 50m  

Free Style
殿軍

4th Place 胡樂怡

女子丙組 4x50 
四式接力

Girls C Grade 4x50 
Medley Relay

冠軍
Champion

何晞童、謝顯澄、
胡樂怡、楊家慧　

女子丙組團體
Girls C Grade Overall

亞軍
2nd Place 培正游泳代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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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務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傑出旅團獎勵計劃

Outstanding Scout Group 
Reward

-
銅獎

Bronze Medal
九龍第 77旅 (培正 )

77th Kowloon (Pui Ching) Group
香港童軍總會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深資童軍進度獎章

Venture Scout Progressive 
Badges

-

榮譽童軍獎章

(進度章之 
最高級別 )

Dragon Scout 
Award

廖雅媛

女童軍獎章

Girl Guides Badges -

香港總監

榮譽女童軍獎章

Chief 
Commissioner's 

Guide Award

馮詩詠

香港女童軍總會

The Hong Kong Girl 
Guides Association

義工服務

Volunteer Services -

金獎

Gold Award
呂文熙、陳卓

社會福利署 
義工服務委員會

Volunteer Movement 
Committe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銀獎

Silver Award

陳天訢、趙善德、

黎弘毅、楊嘉怡、

陳諾思、朱朗然、

吳啓文、葉杏文　

銅獎

Bronze Award

鄭天虹、譚晉丞、

容敏婷、戚睿珈、

薛芷穎、侯天恩、

黎曉藍、李詠嘉、

王清琳、陳承匡、

羅樂生、秦穎彤、

劉倩諭、盧樂琳、

徐沛楹、錢　豐、

湯悅晴、余迪舜、

袁曉晴、譚詩恩、

翟朗炘、何穎蓉、

區展豪、陳昕寧、

梁懿德、盧芷程、

陸駿霆、黃皓俊、

盧美霖、鄺筱婷、

李殷綝、黃愷翹、

羅淖譞、周曉昌、

何美善、周易旻、

吳倩儀、賴曉霖、

源靖雯、黎乙生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Hong Kong Award for  
Young People -

銀章

Silver Award

陳瑋琦、范正心、郭建均、

郭思宇、呂文熙、彭樂軒、

鄧穎芝、温健鈞、黄宣瑜、

黃子俊、楊荔嫣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Hong Kong Award for 
Young People

銅章

Bronze Award

徐沛盈、林凱溢、馮詩詠、

陳國灝、張啟哲、溫皓晴、

余梓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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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成立級社

學 校 動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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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屆小五年級的社名定為〈奕社〉，於五

月十一日舉行級社成立典禮。當天澳門培正

馮少嫻主任和老師帶領澳校小五級社代表及

排球隊來港祝賀〈奕社〉成立，上午進行港澳

排球友誼賽，澳校以二比一勝本校。   

下午二時三十分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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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在莊嚴的氣氛中進行，小五奕社同學就依據培正傳統正式成為同學會新成

員，由社長曾己澄同學帶領發展社務。

出席嘉賓包括香港培正同學會黎藉冠會長、澳門培正同學會莫志偉會長、澳校高錦輝校

長、培中葉賜添校長、培小張廣德校長、鄭成業校董、林學廉學長，培中鍾偉東副校長等。

會後有精采的節目助興，包括朗誦、中國舞及管擊樂組演出等，給大會增添不少熱鬧氣氛。

奕社級社職員

各嘉賓到賀

奕社成立典禮

黎藉冠會長接受奕社社旗

小學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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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中各級社代表到賀

級社成立大合照

葉賜添校長頒發社旗優異獎

中國舞班精采演出

港澳排球賽

嘉賓茶聚

幼稚園同學獻花

高錦輝校長頒發請柬設計獎

莫志偉會長頒發社旗設計獎

張廣德校長頒發第四十九屆學校舞蹈節
小學低級組兒童舞羣甲級獎

小學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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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聚會

1 . 十一月九日是教職員團契日，主題是「感恩的喜
樂」，老師們為出席的同事寫下感恩的事項，然

後將感恩事項放在祈禱當中，最後將感恩事項

交給有關同事，學習彼此感恩。 

2 . 十一月二十二日是工友聚會日，由新上任的李
永威事務主任負責，李主任講述在校園內有很

多職員，各人有不同的職位和責任，彼此要分

工合作，完成學校的工作。最後，李主任以聖經中的話來勉勵工友們繼續努力。

3 . 十一月二十三日是教職員靈修日，主題是「忠心的喜樂」，由恩典浸信會教牧同工和愛家
園地家長一起負責，周群英姑娘分享愛家園地的工作，愛家園地的家長負責獻詩，張金

城執事分享個人管理三步曲 ( 認清現況、確認目標和有效計劃 )，最後，家長向教職員送
贈感恩禮物。

4 . 十二月七日是教職員團契日，主題是「團聚的喜樂」，同事們共進火鍋餐，席間彼此分享
個人近況，藉以增進彼此之間的關係。

5 . 十二月十九日中學、小學、幼稚園及專業書院教職員及工友參
加聖誕崇拜，由恩典浸信會黎澤崙牧師負責分享信息，題目是

「聖誕真義」，黎牧師講述按世人所看，聖誕節帶來物質而短暫

的意義，按神所看，聖誕節帶來有關生命並永遠的意義，就是

耶穌降生的目的是拯救罪人，給世人一份充滿永恆價值的意義。

6 . 一月十七日是教職員團契日，題目是「見證的喜樂」，同事們分
享在生活和工作上如何為主作見證，從而彼此學習和互相勉勵。

7 . 一月十八日，由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負責分享，題目是「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的再
思」，蔡先生講述當中一些灰色地帶和問題所在，並以聖經的觀點來確立基本處理問題的

原則，鼓勵同事們密切留意事態的發展，懇切為下一代禱告。

8 . 二月十八日，中學、小學及幼稚園教職員參加新春團拜，由校監陳之望先生、葉賜添校
長、張廣德校長及中小學教職員會主席分別向大家祝賀新春快樂及身體健康。

9 . 三月七日是教職員團契日，題目是「守望的喜樂」，引用聖經「神設立守望的人照管你們」
來勉勵同事們努力彼此守望，一同在主裏有着健康的成長。

10 . 三月十四日，由培正道浸信會譚廷蔚堂主任負責分享，題目是「信靠的喜樂」，譚主任引
用傳道書的內容，講述人生不停地勞碌，以為能夠滿足自己的需要，但事實卻是換來虛

空一場，唯有認識耶穌，相信基督，這樣才能得着真正的快樂。

教職員團契─感恩的喜樂

黎澤崙牧師分享聖誕信息
─「 聖誕真義」

教職員詩班獻唱聖誕詩歌

張金城先生分享管理之道

小學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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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四月五日是教職員退修會日，地點是香港培正中學宗教館，內容是教職員學習活動，首先
有詩歌敬拜時間，隨後有兩個講座，一個是未來教育的發展，另一個是優質課堂的設計。

12 . 四月十二日是工友聚會日，由恩典浸信會周群英姑娘負責分享，題目是「復活的盼望」，
周姑娘引用聖經的真理，並一些考古的資料，來證明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的事實。

13 . 四月二十六日教職員團契日，題目是「合羣的喜樂」，引用聖經「百節各按各職彼此相
助」，並透過遊戲來勉勵同事們努力地各盡其職 ( 教學工作 )，讓身體 ( 學校 ) 漸漸成長。

蔡志森先生分享「 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的再思」 教職員退修會敬拜時間

聖誕崇拜

復活節

感恩會

聖誕崇拜聚會於十二月二十日舉行，主題

是「聖誕真的快樂嗎？」，由香港培正道浸信

會的教牧同事負責，透過詩歌、金句、互動遊

戲、聖誕信息及送贈禮物，將耶穌降生給世人

真正的快樂向學生傳講，讓他們明白神所賜的

平安和喜樂。

透過早禱的廣播和並集會的分享，加

上送贈「復活蛋的背後」小冊子，向學生

傳達主耶穌為世人的罪而受死並復活的信

息，提醒他們要記念主耶穌犧牲的大愛，

並配合找尋復活蛋遊戲，加深學生對耶穌

復活的認知。

感恩會於十一月十二日至十六日舉行，今年藉着舉辦感恩佳句創作比賽，鼓勵學生把感

恩的內容和對象寫出來，並安排於中午透過廣播讀出感恩內容，務求讓感恩之聲傳遍校園。

另外，鼓勵學生參加由世界宣明會舉辦之「改變世界我可以」活動，從而教導他們多關心和

支持中國內地貧困兒童，讓他們有接受教育的機會。

學生聖誕崇拜聚會

向學生送贈「 復活蛋的背後」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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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週

步行籌款 送贈聖經

a. 主題是「好消息呀」，日期由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一
日，金句選用羅馬書一章十六節，主題曲選用兒童詩

歌「不得了」。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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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福音方法的比賽，小

五、六年級學生在聖經課有福音性查經。

c. 中午節目包括有福音藝坊（由老師、學生和家長以唱
詩歌、口琴吹奏及扭氣球等方式傳達福音信息）、為小一至小六年級學生而設名為「福音

樂園」的攤位遊戲及播放福音卡通片。

d. 小一至小四的集會是由陸煥明主任主領，而小五至小六的集會是由恩典浸信會周群英姑
娘主領。

e. 小五年級有六十二位學生決志信主，小六年級有四十二位學生決志信主。

f. 舉辦福音週決志者聚會三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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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鼓勵他們閱讀聖經和祈禱。

福音攤位遊戲

梁文慧老師運用氣球向學生傳福音家長向學生講解福音內容

本校有九十五名學生於十一月十日

參與由香港浸信會聯會舉辦之第十八

屆步行籌款活動，共籌得三萬二千零

二十五圓正。

國際基甸會於十月二十五日送贈二百四十三

本中文新約聖經給予小五年級學生。

國際基甸會送贈新約聖經予小五學生
家長和學生一起參與步行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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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義工隊

為加強家長與學校之溝通，了解學校近況、教學模式等，家長義工隊於本年度首次舉辦

『家長與校長黃昏小聚』活動，家長可藉此機會與張校長真情對話，暢所欲言，給予校方寶貴

意見。同時有效的溝通，可使校方和學生們有莫大裨益。家長義工隊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

將聚會由一年級推展至其他級別。

家長給予寶貴意見

張廣德校長與小一家長黃昏小聚

葉展漢副校長回應來年改革及教學安排

家校合作，有效溝通 家長義工隊記錄小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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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會活動

二零一二年度小學及幼稚園教職員會舉辦

了多次不同類型的活動，有聖誕聚餐、團年聚

餐及燒烤樂聯歡晚會等，在各教職員及親友的

支持下圓滿結束。

十二月十九日的聖誕聚餐是由中、小學合

辦的一項活動。當天出席的嘉賓及教職員有

二百多人，場面非常熱鬧。

二月五日，我校教職員參加團年晚宴，大

家濟濟一堂，談笑風生，其中的「人人有獎」的抽獎活動是全晚的高潮。晚宴結束時，大家

的肚皮和背包都滿載而歸。

四月五日在校內操場舉辦燒烤晚會。雖然整天下雨，潮濕悶熱，但無損大家的熱情，一

起圍着爐邊享受美食，聯誼一番，真是難得！

團年聚餐司儀﹕陳永匯老師 ( 左 ) 和麥旭森老師 ( 右 )

張校長與退休同工合照

抽獎禮物既實用又豐富！

放下嚴肅一面，展露活力

張校長與嘉賓合照

有九十多位教職員及親友參加燒烤樂聯歡晚會

張校長和梁璧姬主任陪小朋友玩遊戲

為同工送上滋補湯料，為工作加油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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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座游泳池及更衣室大翻新

利用網路攝錄系統加強校園保安

B 座游泳池於三月進行翻新工程，面貌煥然一新。池
底修補了耗損之瓦片，天花亦重新塗上油漆，感覺比以前

更光亮。更衣室地方擴充了，而且安裝了更多的冷熱水花

灑系統，大大縮短同學輪候時間；加上色彩繽紛的外牆，

倍添歡樂氣氛。暖風機在走廊及更衣室內全面覆蓋，就算

在寒冷日子練習，同學也不怕着涼。期望同學們在體育堂

裏學習游泳或作校隊訓練，皆能精精神神上堂，快快樂樂

下課，帶着強健體魄回家。

為了保障學生在校園的安全，及加強校園

的保安，本校已安裝多台網路攝錄機於校園的

主要出入口及各主要樓層通道，並且透過電腦

作遙距監控及廿四小時攝錄，而本校的網路攝

錄機備有紅外線夜視功能，藉以加強監控校園

夜間的情況，以保障學校的財物安全。

游泳池天花重新塗漆

更衣室的暖風機及門簾

全新的花灑裝置，供應冷熱水沖身

戶外網路攝錄機配有紅外線夜視功能

網路攝錄機監控校園各主要出入口

利用電腦監控校園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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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與  教

香港創意戲劇節 2013

一個紙箱、一張桌子、兩把椅子，十五分鐘時間準備，在兩分鐘內演繹孟子對「勇」的

看法─讚揚「大勇」，認為「匹夫之勇」並不可取，實在不容易。

本年度本校派出四位同學參加由香港視藝文化教育協會主辦，香港浸會大學、全人教育

教與學中心及香港教師戲劇會合辦之「香港創意戲劇節 2013」。是次比賽，大會以「中國
文化」為主題，同學需就題目作即興短劇演出，在比賽前一刻同學們才知道題目，在沒有老

師協助的情況下自行構思演出內容。小學組共有五十多隊參賽隊伍，六信班鍾曉楠同學、五

愛班曾己澄同學、五光班吳有孚同學及五誠班彭樂研同學勇奪小學組榮譽奬，頒獎禮於五月

二十五日假座浸會大學舉行，本校代表同時於頒獎禮上作優勝演出。

得獎者與頒獎嘉賓

所有得獎者與嘉賓大合照

參賽代表與領隊老師及評判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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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週 - Responsible Pet Ownership

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一至二十五日是本校一年

一度的英文週。為了加強學生對世界及社區的關

懷和認識，繼上年度邀請了奧比斯來校介紹世界眼

科醫院後，今年我們以「做一個有責任感的寵物主

人」（Responsible Pet Ownership）為主題，邀請了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 (The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 一同合辦英文週各項活動。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利用展板在學校操場介紹他們工作內容，外藉老師利用午膳時間給學

生講解展板內容，如拯救動物、照顧被遺棄、被虐待的動物等。學生們對展板內容都非常有

興趣，透過展板介紹，相信同學們對該機構的工作內容有更深認識。

除此之外，英文老師按不同主題設計活動

工作紙給予學生完成，當中全部均以關於大自

然動物、寵物飼養知識、動物的生活習慣等等

為主題。另一方面，我們一連兩天舉行了攤位

遊戲，讓學生於中午時段透過拼砌圖片 (Jigsaw 
Puzzle)、問答遊戲方式，讓學生對動物生活習慣
和飼養寵物有更深入瞭解，學生們踴躍參加午間

攤位遊戲活動。

各級的集會堂更是多采多姿，由本校外籍老

師 Mr Richard、Mr Steven和 Mr Roger設計問答遊戲給小一至小四學生，透過問答遊戲比賽
方式讓學生認識到動物的生態常識。而小五、六的集會更邀請了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的工作

人員帶同犬隻到校向學生進行講解如何好好愛護及照顧

寵物。當中更讓學生即場參與示範如何與小狗打招呼、

照顧及餵飼犬隻進食，被選中上台的同學們都顯得特別

興奮。

為了加強學生對社區動物的關懷和支持，學校安排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的工作人員於星期四、五的中午時

段，在學校小操場設置文具義賣，所有收益均全數支持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的工作。學生及家長也慷慨解囊，熱

心公益，積極參與義賣行動。

一連兩天的中午攤位遊戲，十分熱鬧

低年級的集會─問答比賽

高年級集會─講員帶來她的小狗來
與學生見見面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在校舉行
文具義賣，學生們非常踴躍

外藉師利用午膳時間與學生
講解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工作

頒發感謝旗予香港愛護動物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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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lliance 2012-2013: “Create Our Own Reading Records!”

四善 胡學文

四月二十三日 ( 星期二 ) 這天我參加了由語常會舉辦之「 英語大聯盟 2012 -2013 :
創造我們的閱讀記錄」。這是我第一次到香港大球場參加英語活動， 所以我的心情既緊張又
興奮 !

在學校上完第四節課後， 我和同班的十二位同學像火箭一般飛快地跑到操場集合， 等
待老師安排上旅遊巴出發到香港大球場，我們一共有九十六位小四同學出席這次活動。

到達目的地後， 我看到很多不同學校的學生， 他們也是參加這次活動。吃過午餐後，
我們靜待節目開始！

節目終於開始，首先出場的學生，他們載歌起舞，歌聲動聽，唱快歌時，令我情緒高
漲，我們一起跟隨着節奏唱起歌來。唱慢歌時，令我全情投入，很佩服他們這麼合拍。

之後，由陳明恩表演一個講及埃及的音樂劇，他們的舞姿及演出引得大家又開心又好
笑！

接着的節目便是由一百二十多間中小學，合共一
萬五千多名中小學師生一起朗讀莎士比亞的文學作品 : 

《 Seven Ages of Men》，同學們都滿有信心大聲朗
讀，氣勢非常震撼。

參加了這次活動後，我體會到這次活動與平時在
學校上的英文課不同，是以音樂劇形式學習英語，很
生動有趣，我希望平日上課也可加入這環節。

四真 林棹昕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是世界閱讀日，我校有九十六位小四學生往灣仔香港大球場
出席由語常會主辦「 英語大聯盟」活動。

「 英語大聯盟」這個活動我覺得很有意義，因為既可以推廣英語，又可以鼓勵學生多方
面接觸英語文化。例如：英語話劇、英文歌曲和朗讀英文故事，活動十分吸引，能引起學生
學習興趣！而我覺得最有趣的是在這次活動中，我首次接觸莎士比亞的文學，如：《Seven 
Ages of Men》，雖然內容有些艱深，但是由於這是我第一次和一萬五千多名中小學師生
一起朗讀文學作品，那種震撼感，實在很難忘！

九十六位小四學生在蕙芳語言室進行

朗讀綵排活動

各中小學生進入香港大球場出席由語常會主辦

「 英語大聯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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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用心教導 Tiddalik 如何用力把湖中水喝光

English Drama Festival 2012-2013

六信 鐘曉楠

今年已經是我第二年參加英語話劇組了，跟往年一樣我們奪得了最佳合作獎，是對我
們的表現有一個肯定。對於我能夠奪得傑出演員獎，我實在是十分意外和開心。上年我只
是擔當一個旁白，對於擔當別的角色的同學有點不理解：為什麼他們對肢體的動作要求這
麼高？不就是把動作跟說話都配合好就可以了嗎？今年英語話劇組老師的安排正好解答了
我的疑問，我在劇組中擔當一位船員。

由於今年我們演出的劇目是一個關於澳大利亞的故事，所以認識了很多有關澳大利亞
土著居民的生詞，例如：kookaburra, didgeridoo, platypus 等等， 這次的演出更帶
給我一個新的挑戰：當我的組員在我身後演戲的時候，我仍然需要全神貫注的看着觀眾，
不可分心。

一般人只會說話劇能加強小朋友的合作能
力、自信心和溝通能力、而我卻覺得，話劇
最能幫助我的，就是加強了我的專注力。專
注於自己要做的事情，就是作為一個學生最
應該做好的本分。在此，我極力推薦同學們
參與話劇活動。

同學在比賽的這一刻都表現得是非常認真

兩位英語話劇評判與同學進行賽後檢討，同學們用心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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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姓名及班別 獎項 姓名及班別
冠軍 陳星頤 (一望 ) 優異 凌胤康 (一光 )
亞軍 梁以樂 (一真 ) 優異 陳子祺 (一正 )
季軍 徐　咏 (一正 ) 優異 陳哲妍 (一善 )

獎項 姓名及班別 獎項 姓名及班別
冠軍 單學賢 (三望 ) 優異 何冠聰 (三正 )
亞軍 林禮然 (三善 ) 優異 蔡卓霖 (三真 )
季軍 樊子晞 (三愛 ) 優異 莫詩雅 (三善 )

校內數學比賽

本年度本校數學科進行了多項比

賽，包括小一至小六筆算比賽、小一至

小六棋藝比賽、小一迷宮設計比賽及小

三棋盤設計比賽等，目的是提高學生對

數學科的興趣、計算及解難能力，並培

養學生縝密的思考力。

小一至小六筆算比賽獲獎名單如下：

小一迷宮設計比賽獲獎名單如下： 小三棋盤設計比賽獲獎名單如下：

級別
獎項

冠軍 亞軍 季軍
小一 一正 陳善樂 一善 楊栢喬 一誠 范皓僑

小二 二真 黃希哲 二誠 黃延彰 二愛 高兆廷

小三 三善 王朗軒 三信 鄭思律 三信 楊汶璁

小四 四誠 黃凱聰 四望 林曉佑 四望 劉宇燊

小五 五誠 張沛笙 五光 李德謙 五愛 袁樂勤

小六 六望 談知衡 六善 周力行 六愛 楊思卓

小一至小六棋藝比賽獲獎名單如下：

個人成績

隊際成績

級別
獎項

男子組 女子組
冠軍 亞軍 冠軍

小一 一望 吳翹光 一真 李悅一 一信 朱欣晴

小二 二望 傅啟生 二愛 劉子睿 二光 林汶媛

小三 三真 劉浩霖 三望 徐啟朗 三愛 鄭芷晴

小四 四善 陳子賢 四愛 朱朗喬 四正 曾芷端

小五 五望 陳雋睿 五信 張顥正 五誠 梁紫惠

小六 六望 談知衡 六光 林胤奭 六善 曾芷遙

級別
獎項

冠軍 亞軍 季軍
小一 小一信 小一正 小一善

小二 小二望 小二善 小二愛

小三 小三真 小三愛 小三望

小四 小四善 小四愛 小四正

小五 小五望 小五信 小五誠

小六 小六望 小六光 小六善

小五男子組即將進行冠軍爭奪戰，正是展示實力
的時候啊！

女子組的比賽，大家都笑容滿臉，勝券在握

小一迷宮設計比賽冠軍作品 - 陳星頤 ( 小一望 ) 小三棋盤設計比賽冠軍作品 - 單學賢 ( 小三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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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數學比賽

本年度本校參加了多項校外數學比賽，如余振強紀念盃九龍城區小學數學比賽、世界數

學測試精英邀請大賽、保良局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和香港數學奧林匹克比賽等，學生均

在上述比賽獲得佳績 ( 詳見下表 )。除此之外，本校獲得第二十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
賽學校優勝盃亞軍，是歷年成績之冠。

校外數學比賽名稱 本年度班別 姓名 獎項

第三屆鄧鏡波學校魔力

橋 (Rummikub)邀請賽

小五光

小五善

小五善

小五善

小五正

小五誠

吳有孚

劉采君

梁皓寧

黃旭緯

張瑋軒

梁紫慧

團體賽 
季軍

第十屆余振強紀念盃九

龍城區小學數學比賽

小六望

小六愛

小六愛

小六善

談知衡

湯諾陶

黃樂陶

周力行

團體賽 
亞軍

2013年世界數學測試精
英邀請大賽

小三善

小五信

小五信

小五光

小五善

小五真

小五誠

小六真

王朗軒

潘博文

蔡凱晴

吳有孚

鄭希哲

莫翌林

莊子穎

朱健行

金獎

第九屆香港小學數學創

意解難比賽初賽

小五誠

小五誠

小六望

小六善

莊子穎

張沛笙

談知衡

周力行

金獎

第三十八屆保良局香港

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小六望 談知衡 一等獎

小六愛

小六善

湯諾陶

周力行
三等獎

第二十屆香港小學數學

奧林匹克比賽

(小五及小六 )

小五光

小五誠

小五誠

小六望

吳有孚

張沛笙

莊子穎

談知衡

金獎

小五信

小六愛

蔡凱晴

湯諾陶
銀獎

小五信

小五真

小六誠

潘博文

關朗曦

郭澤丞

銅獎

團體賽成績： 
學校優勝盃

亞軍

( 後 排 左 起 ) 五 誠 莊 子 穎、 五 信 蔡 凱 晴、( 前 排 左 起 ) 
五真莫翌林、三善王朗軒、五善鄭希哲、五光吳有孚及
五信潘博文這七名 2013 世界數學測試精英邀請賽金獎 
得主與黃金耀博士及張校長大合照

左起：六望談知衡、六善周力行、六愛湯諾陶及黃樂陶
代表本校參加余振強盃九龍城區小數數學比賽獲得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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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秋季世界數學測試

本年度十月份數學科老師挑選了三十四名學生參加秋季世界數學測試，此具國際水平的

測試，由英國政府教育及技能部所創立，並於香港科技大學成立世界數學測試亞洲中心，旨

在激發學生的數理潛能，發掘有天份的資優生。測試範圍擺脫傳統的課程局限，着眼於具趣

味性及挑戰性的問題，讓學生透過邏輯推理及反覆驗證，激發高層次思考和解難能力。

世界數學測試分數學和解難分析兩科試卷。有百分之九十四和百分之一百應考學生分別

獲得數學科和解難分析科良或以上成績。在這三十四名考生當中，有二十三名同時報考數學

和解難分析兩科試卷，其中十七名學生獲得雙優成績 ( 見附表 )。雙優生獲邀參加於本年二
月舉行之「世界數學測試」精英邀請賽。至於團體成績方面，本校獲得小學組數學科及解難

分析科最傑出表現學校獎。

獲得雙優成績的學生如下：

班別 姓名

三善
王朗軒 (同時獲得數學科及解難分析科
(小學─三年級組別 )最佳表現獎及小學

組年紀最小的雙優生

五信 潘博文

五信 劉嘉譽

五信 蔡凱晴

五望 譚凱桓

五望 陳海瞳

五愛 袁樂勤

五愛 梁靖暐

五光
吳有孚 (同時獲得解難分析科 

(小學─五年級組別 )最佳表現獎
五善 鄭希哲

五正 謝家熙

五真 關朗曦

五真 李懌一

五真 王皓湋

五真 莫翌林

五誠 莊子穎

六真 朱健行

本校獲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總監 
黃金耀博士頒發世界數學測試小學組數學科及 
解難分析科最傑出表現學校獎

三善王朗軒獲得世界數學測試數學科及解難分析科 
( 小學─三年級組別 ) 最佳表現獎、小學組年紀最小的雙優生

五光吳有孚獲得世界數學測試解難分析科
( 小學─五年級組別 ) 最佳表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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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12 -13

四月六日及七日，學校五位指導老師及二十位同學

出席在數碼港舉行的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總評，八

隊同學經多位評審進行問辯及公開展覽後，得到理想成

績，奪得最優秀項目大獎、科學研究論文一等獎、兩項

三等獎、五項優異獎及優秀組織獎共十個獎項。

鬆軟蛋糕個個得

有沒有想過如何得心應手

地做出一個鬆軟無比的完美蛋

糕 ? 小六曹朗翹、劉柏芝及陳沛
瑜經過長時間研究及精進改良，

計算蛋糕被壓後的回彈率；在控

制麵粉、泡打粉份量及打蛋時間

後，發現以麵粉三十克、泡打粉

二克及打蛋十五分鐘，加上以

六十克可樂製造出來的二氧化

碳，便能百發百中地造出最鬆軟

的蛋糕。鑽研出來的獨門秘方未知能否得到米芝蓮甜品

師傅的青睞或一眾師奶的愛戴，但在本賽事中便獲得科

學研究論文一等獎及最優秀項目大獎。

農不傳人

食物安全是現今社會新興關注問題之一。很多中國

人亦有每天喝茶的習慣，但茶葉上若有殘餘農藥，便會

影響我們的健康。有見及此，小五陳晉傑、黃樹勳及林曉高進行了多項實驗，意外地發現原來

我們一般相信的竹炭，並不能有效消除茶葉上的殘餘農藥。一些生產線看似嚴謹，包裝精美的

大牌子茶葉所發現的農藥雖不足影響健康，但含量卻比傳統茶葉店舖售賣的散裝茶葉高。而以

天然的柚子開水沖洗茶葉則有效消除殘餘農藥。此研究項目獲頒科學研究論文三等獎。

影響太陽能板輸出的因素

科學家正為發展可再生及潔淨的新能源大傷腦筋。小五陳籽潼、林佩芝及劉學頤的題目

就是從光源距離、顏色及太陽能板的表面温度三方面研究太陽能板的輸出效能，以電壓高低計

算。她們最後發現紅光所產生的效能較低，而太陽能板的表面温度太高的話也會為輸出效能帶

來負面影響。此項發現亦為三位同學帶來科學研究論文三等獎。

綜觀同學們的小小發現雖不是甚麼驚天動地的曠世巨作，也不能與《自然》或《科學人》等

權威期刊上的論文及發現相比，但我們希望今天為小朋友引發的科學興趣，能燃燒他們將來對

科學或處事的熱忱。

BB 救生籃可於海難中
拯救小寶寶

男女同學平分秋色 , 同樣奪得三等獎 師生為小科學家歡呼 ! 葉副校及曹朗翹同學代表學校
領取優秀組織獎

三位同學在城大校長郭位教授手上領取
最優秀項目大獎

同學們用心地向嘉賓介紹科創作品

在錄影機前仍然鎮定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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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米科技學習

三月八日一班台灣科學老師遠道而來，帶着納米

科技教材，在學校的科學室為同學講解甚麼是納米科

技。老師首先從「蓮葉效應」中引伸出何謂納米科技，

如何把蓮葉奇妙的自潔功能應用於生活上。了解了

基本的知識層面後，同學們立刻進行一連串科學小實

驗；為得到最好

的效果，同學們

都全神貫注，毫不鬆懈。最後同學們動手做出如魔術

般的納米畫作，同學們對納米水的防水效能無不嘖嘖

稱奇，帶着新奇有趣的知識以及高科技小手工回家，

可說是滿載而歸 !
台灣老師帶領同學進入納米世界

你看我的納米分子 實驗進行中

同學塗上納米水達到防水效能

從蓮葉效應中看納米科技

《 伯大尼情感之旅》互動音樂劇場

本年二月二十五日，創意小組成員參與了

由香港演藝學院舉辦的「《伯大尼情感之旅》互

動音樂劇場」活動。演出以日治時期的「伯大

尼」為背景。「伯大尼」歷史建築羣曾被用作為

修道院、療養院、出版社等，深具歷史價值，

於二零零九年被評為一級歷史文物。此活動利

用「伯 大 尼 」

的獨特環境，

透過教育劇場上的互動，讓同學們回到日治時期的香港；並

透過設定的戲劇情境，感受人世中不同的「情」( 如親情、
愛情、友情等 )，從而對當下所擁有的人際關係有所反思。
同學們不但能從活動中體驗民族的歷史故事，也培養了他們

的反思能力，確實是一次難能可貴的學習旅程。
同學們投入地聽演教員解說

日軍威嚇村民 ( 學生飾演 )

演教員與師生拍攝大合照

同學們與劇中演教員互動交流 活動完結前演教員為學生作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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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家長音樂齊欣賞

二零一二年度班際歌唱比賽

本年度一月廿七日家長及師生一行二十多人集合於屯門大會堂準備進演奏廳欣賞由泛亞

交響樂團主辦的《動物嘉年華》音樂會。是次活動由泛亞交響樂團贊助，為學生提供免費欣

賞音樂會的機會。演出中，學生親身感受管弦樂的震撼，動畫與音樂的結合使學生更加投

入，希望這次戶外學習音樂的活動能提昇學生對音樂的興趣。

本年度首次舉行班際歌唱比賽，旨在培養學生對音樂的興趣以及增進同學間的和諧團結

精神。比賽分初、中及高級組，每級於初賽選拔出兩班進入決賽，十二班決賽隊伍於五月十

日課外活動時段先後出場獻技，全體師生透過視像直播欣賞各隊的演出，各隊表演都非常精

采，評判老師要費煞心思地選出各個獎項的優勝者，最終由二誠、三正及五真班成為大贏家。

師生家長於演奏廳大堂留影
會動的油畫融入音樂，真是有趣！

同學們施展渾身解數

五真班同學勇奪多項大獎

初級組同學亦充滿鬥志

評判團對參賽隊伍之表現感到非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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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度音樂週

二零一二年度音樂週以「音樂劇不朽之謎」為主題，由五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舉行，為

期五天。於集會堂播放多首經典的音樂劇選段，讓學生接觸極受歡迎的音樂類別，體會劇場

結合音樂的文化；午間音樂會，由各級香港校際音樂節的冠軍人馬表演，演出他們的得獎樂

曲；各級學生代表輪流在操場上參與攤位遊戲，讓他們回答一些富挑戰性的音樂問題；最令

人期待的是師生音樂劇歌曲演唱項目。各項活動深受學生歡迎，透過這一周的活動，學生對

音樂和劇場的眼界亦得以擴闊。

午間音樂會表演者

陳老師與六正譚熹賢同學一起演奏

師生一同演唱音樂劇《 孤星淚》名曲

林老師和龐老師合唱得非常動聽

你看他們唱得多高興

攤位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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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活動及比賽

1 . 一年一度的運動週於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
中午時段進行，為提高技術水平，今年我們將小

三年級的三十秒原地拍球改為軟排球傳接球。

活動中，各級同學非常投入，全力以赴，為本班

而努力！

最踴躍參與獎之班別如下：

( 計算方法：該班當天上課人數與參與人數之比率 )

2 . 班際眼保健操比賽於五月六、七日進行。進行多年的眼保操活
動於本年度開始，將活動時間更改至早上，每星期兩次。雖然

活動時間少，但更見成效。這次比賽，各班成績非常接近，期盼活動越辦越好。

 各級前三名成績如下：

小一誠班
30秒拋接膠球

(參與人數為 34人 )

小二望班
30秒籃球原地拍球
(參與人數為 33人 )

小三善班
30秒軟排球傳接球
(參與人數為 33人 )

小四光班
30秒軟排球下手墊球
(參與人數為 33人 )

小五光班
30秒籃球傳接球

(參與人數為 30人 )
小五真班

(參與人數為 29人 )

小六真班
30秒硬排球下手墊球
(參與人數為 28人 )

眼保健操各級得獎班別

小一年級 冠軍誠班、亞軍望班、季軍善班

小二年級 冠軍誠班、亞軍善班、季軍信班

小三年級 冠軍望班、亞軍善班、季軍誠班

小四年級 冠軍真班、亞軍愛班、季軍正班

小五年級 冠軍真班、亞軍善班、季軍正班

小六年級 冠軍正班、亞軍誠班、季軍善班

小六年級硬排球墊球

小五年級籃球傳接球

小五年級眼保健操得獎之班級

小四年級最踴躍參與獎之班級

小一年級眼保健操得獎之班級

小六年級最踴躍參與獎之班級

你看！多專心、多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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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藍義工

SBT 攀峰計劃 2012

二零一二年度「紅藍義工計劃」共招募了十一名學生參加，透過義工訓練、籌備及進行義

工探訪活動，讓學生學習義工服務技巧和溝通技巧，培養學生的關愛精神和責任感。本學年紅

藍義工進行了兩次探訪活動，他們在過程中充滿了誠意和善意，充分地發揮愛心、耐心和細

心，實踐「三心」和「兩意」的義工精神，並能從活動中有正面的反思和啟發，表現讓人鼓舞。

用心獻唱顯關懷

認真投入齊作畫長幼交流樂悠悠

愉快合作樂融融

魔術表演變變變

《 突破自我  攀越高峰》

每學年均從小四年級挑選三十名

學生參加此計劃，從不同活動中，如

探訪長者，四天歷奇軍訓營等，體驗

學習解決問題的方法，溝通技巧，發

揮團隊合作精神；在過程中提昇自信

自律，積極面對挑戰，此計劃得到家

長認同，他們看見孩子的轉變，做

事積極了，學習態度也認真了！同時多謝梁璧姬主任、林佩勳老師、廖秀汶老師、鄭曉璇老

師、吳德華先生和張淑如姑娘帶領，使各成員從學習中成長。

五月二十三日舉行結業禮暨分享會，邀請張廣德校長、李強光副校長、葉展漢副校長、

家長及小四班主任出席，見證同學們成長，給予鼓勵，希望同學們更有信心面對挑戰。

我們完成攀峰計劃

訓  與  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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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T 成員心聲

參加攀峰計劃，我感到很開心，既可以認識新朋

友、接觸大自然，又可以訓練自己的紀律，學習自我

管理和與別人溝通的能力。

在每一次活動中都講求合作性，團隊精神；我們

學會聆聽別人的意見，互相討論學習。導師教我們遊

戲時，不要在乎輸贏，而要盡力完成，享受過程中的

滿足感。每次面對困難時，我們互相支持，互相安

慰。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做事都要堅持、積極，並要冷靜地思考。

在過去的一年，我經歷過好幾次的「第一次」，「第一次」離開家人，參加四天歷奇軍訓

營，照顧自己和幫助組員，發揮團隊和服從精神；「第一次」探訪長者，我們表演節目和玩遊

戲，看見他們開心，我們也有莫大的精神滿足感！「第一次」遠足……

雖然這學年的「攀峰計劃」已結束，但我會將所學到的正面的處事態度，帶到日常生活

中。同時多謝各位老師的教導。

張校長、副校及老師一同參與分享會

李副校頒發攀峰里數獎

張校長頒發傑出成員獎項

美味的晚飯 歷奇軍訓的挑戰

葉副校頒發嘉許狀

清晨遠足 看看我們的姿勢與岩石一樣
同心就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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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活 動

創意小組 2012

福音營

創意小組今年繼續招攬創意無限的小四至小六同

學，一起進行活動。本年度成員人數增至三十六人，繼

續由龐芷坤主任、劉慧賢主任、岑淑馨老師和何璇姬老

師帶領。每次我們都會邀請精於不同科目、不同範疇的

老師協助。今年陳春玲老師帶領同學親身到達演藝學院

古蹟校園「伯大尼」，投入「伯大尼情感之旅」。透過劇

場上的互動，讓同學體驗日治時期的生活，並對人際關

係、民族情操有所反思。少不了的當然是語文活動，例

如簡浩瀚和黃麗霞老師把戲劇與英語學習融為一體，讓同學一展戲劇和英語才華；陳毅釗與

李春燕老師泡製連串普通話語文活動，同學一邊玩一邊捧腹大

笑，十分投入。龐芷坤主任帶來「我是小小配音員」活動，同

學除了為卡通片配音外，更成為小小男女主播，看着新聞片

段，即時配上新聞報導，有板有眼。本年度更邀請了一羣特別

嘉賓，就是培正畢業生鄭量之的爸爸鄭建成老師及寧波第二中

學電子學會的成員。他們教授同學製作迷你電報機及發射水火

箭，同學均顯得很有興趣。

創意小組讓同學參與一些課程以外的學習活動，發揮創

意，從中學會與人協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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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下年度班主任會推薦你參加創意小組呢！同學們成功製成迷你電報機

齊心裝嵌

福音營於四月二日至四日舉行，主題是「生命有

祢，精采無比」，地點是粉嶺浸會園，共有四十四位小

五和小六年級學生參加，透過分組查經、見證分享、詩

歌敬拜、福音歷奇（生命之旅及花花世界）、心路 GLU
（由恩典浸信會的教牧同工及愛家園地的家長負責）等活

動，讓學生明白生命有耶穌的愛，並立志決心相信主耶

穌，從而令生命更精采和更活潑。

福音營學生和導師大合照

福音營分組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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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參觀

( 小一常識 ) 
衞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

( 小三常識 )
原來田地是這樣的 !

( 小二視覺藝術 )
好特別的畫啊！

( 小四常識 )
現今的科技發展真快！

( 小三常識 )
他們是這樣生活的嗎？

( 小六常識 )
參觀堆填區

由二零一二年十二月開始至二零一三年五月，環保天使、常識科及視覺藝術科進行多項

參觀活動，簡列如下：

級別 科目 日期 參觀地點 / 項目 參觀學生人數

小二 常識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香港歷史博物館 118
小四 常識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公民教育資源中心 100
小一 常識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一日 九龍公園 112
小二 視覺藝術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一日 香港藝術館 40
小三 常識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一日 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96
小五 常識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一日 香港賽馬會藥物資訊天地 42
小六 常識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一日 新界東南堆填區 50
小六 常識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一日 立法會綜合大樓 40

小四至小六 環保天使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水資源教育中心 26
小一 視覺藝術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香港藝術館 48
小三 常識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香港歷史博物館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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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天使參觀水務處教育資源中心

二零一二年度培正同學日

香港水務發展 珍惜水資源 水循環的重要性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陳毅釗老師及李春燕老

師帶領二十多名小四及小五的環保天使到水務處參觀教

育資源中心，希望藉此教導同學們珍惜水資源。參觀活

動由中心職員帶領，透過展品介紹、現場示範及互動遊

戲，向同學講解香港的供水歷史、水資源管理措施、水

循環及節水器具等。在參觀過程中，同學們都用心地聆

聽職員講解，積極參與遊戲。「水資源探索之旅」結束

後，同學們紛紛表示對水資源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本年度同學日於十一月中旬舉行，於小學雨操場舉行兩場表演會，有節奏樂組、口琴

組、合唱團、英詩朗誦組、國語朗誦組、粵語朗誦組、中英文獨誦小組、中樂團、弦樂團、

管擊樂團及樂器小組，共三百零二名學生參與表演。部份組別為即將舉行的學界比賽作賽前

預演，其他組別則以唱遊模式進行，氣氛熱烈，加上開三面台關係，場與場之間不需轉換佈

置，觀眾依指示遊走於各場區，使節目無間斷地一一呈現，節奏緊湊，絕無冷場。

如何節省用水

同學日的盛況 《 賽馬》二胡四人組

粵語集誦《 朗師誦》 普通話集誦《 雁兒們》

木片琴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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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度運動會

本年度運動會於二月下旬分兩天舉行，小一、二年級於學校小操場舉行，而小三至六年

級假九龍灣運動場舉行。本年度邀請陳之望校監擔任小一、二年級主禮嘉賓，丘國生學長  
(1974 年級基社 ) 擔任小三至六年級主禮嘉賓。

小一、二年級共有六百七十二名學生參加十二項隊際賽，而小三至六年級共

一千一百五十二名學生參加二十項個人賽及四項接力賽，另有校友、老師、愛家園地、家長

義工及學生接力賽，場面熱鬧。除競技比賽外，還有小一、二年級啦啦隊表演和小三至六年

級啦啦隊比賽。

小三至小六年級有兩項成績破大會紀錄。

各項破紀錄、總冠軍和小三至六年級班際接力賽的結果如下：

班別 姓名 項目 獎項

小三愛 金 己 靖 小三年級 
男子六十米

冠軍 (破紀錄 )

小四善 鄭 子 浩 小四年級 
男子六十米

冠軍 (破紀錄 )

小三信 馮 鉦 婷 女子組 最佳運動員

小三愛 金 己 靖 男子組 最佳運動員

小四真 黃 銥 霖 女子組 最佳運動員

小四真 許 安 齊 男子組 最佳運動員

小五誠 張 卓 愉 女子組 最佳運動員

小五望 崔 梓 灝 男子組 最佳運動員

小六善 劉 映 廷 女子組 最佳運動員

小六正 夏 天 偉 男子組 最佳運動員

小一步步為營賽

小二持棒穿圈賽

運動員進場
小一、二啦啦隊表演

小二膠圈接力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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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項目 獎項
小一誠 團體 冠軍

小一真 團體 亞軍

小一望 團體 季軍

小二誠 團體 冠軍

小二望 團體 亞軍

小二善 團體 季軍

小三信 團體 冠軍

小三善 團體 亞軍

小三誠 團體 季軍

小四真 團體 冠軍

小四善 團體 亞軍

小四愛 團體 季軍

小五誠 團體 冠軍

小五愛 團體 亞軍

小五望 團體 季軍

小六誠 團體 冠軍

小六正 團體 亞軍

小六善 團體 季軍

小三信 小三年級女子四乘五十米接力 冠軍

小三善 小三年級女子四乘五十米接力 亞軍

小三誠 小三年級女子四乘五十米接力 季軍

小三信 小三年級男子四乘五十米接力 冠軍

班別 項目 獎項
小三誠 小三年級男子四乘五十米接力 亞軍

小三愛 小三年級男子四乘五十米接力 季軍

小三真 小四年級女子四乘五十米接力 冠軍

小三愛 小四年級女子四乘五十米接力 亞軍

小三善 小四年級女子四乘五十米接力 季軍

小四善 小四年級男子四乘五十米接力 冠軍

小四光 小四年級男子四乘五十米接力 亞軍

小四信 小四年級男子四乘五十米接力 季軍

小五誠 小五年級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 冠軍

小五愛 小五年級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 亞軍

小五正 小五年級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 季軍

小五望 小五年級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 冠軍

小五愛 小五年級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 亞軍

小五善 小五年級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 季軍

小六誠 小六年級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 冠軍

小六真 小六年級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 亞軍

小六望 小六年級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 季軍

小六正 小六年級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 冠軍

小六誠 小六年級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 亞軍

小六信 小六年級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 季軍

小五年級 啦啦隊比賽 冠軍

校友隊 校友接力賽 冠軍

起跑線上

校友隊接受訪問

啦啦隊冠軍─小五年級

接力衝刺

張校長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丘國生學長

嘉賓大合照

看台上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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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比賽成績

1 . 游泳隊精英參加由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的「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港九地域小學區
際游泳比賽」 成績如下：

2 . 籃球隊參加由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的「二
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籃

球比賽」獲小學男子組冠軍，其後更代表九

龍東區出戰「第十屆全港小學區際籃球賽」，

並於賽事中進入八強。

 本年度男子籃球隊再獲冠軍殊榮。籃球隊九

月開始進行集訓，

每月更約其他學校

進行友誼賽，從而

增加比賽經驗。另外籃球隊更代表本校參加台山世界同學日籃

球比賽及廠商會盃籃球比賽， 兩項比賽都獲得冠軍，球隊的士
氣達至高峰。在九東籃球賽事中，各球員表現出色，特別是許

洛同學，他帶領球隊打入決賽，最後以七分之微擊敗馬頭涌學

校奪得九龍東男子籃球冠軍。

籃球隊教練：朱加勤老師

班別 姓名 / 組別 項目 獎項
小五正 黃 心 弦 女乙五十米自由泳 亞軍

小六真 駱 凱 文 女甲一百米自由泳 冠軍

小六真 駱 凱 文 女甲五十米背泳 亞軍

小六誠 陳 臻 樂 男甲五十米蛙泳 亞軍

小六誠 陳 臻 樂 男甲一百米蛙泳 季軍

女子乙組 四乘五十米四式接力 亞軍

男子乙組 四乘五十米自由泳接力 季軍

女子甲組 四乘五十米四式接力 亞軍

男子甲組 四乘五十米自由泳接力 亞軍

　 游 泳 隊 男子乙組 團體冠軍    
　 游 泳 隊 女子甲組 團體冠軍    
　 游 泳 隊 男子組 全場總冠軍 泳隊區賽代表合照

3 . 體操隊參加由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的「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全港小學校際體操比
賽」獲港九地域二區女子新秀組團體季軍、男子新秀組團體季軍。

籃球隊全體大合照

東莞學習營操練

體操健兒

「 凌空一字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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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許安齊  ( 小四真 ) 參加由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之
「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香港小學校際劍擊比賽九龍區

賽」獲男子乙組季軍。

5 . 中國舞班參加由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主辦之
「第四十九屆學校舞蹈節」，獲小學低年級兒童舞羣舞

甲級獎。

6 . 本校學生及三組朗誦隊，參加由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之「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比賽成績如下：

劍擊好手許安齊

蜜蜂出來了美麗花兒盛開

班別 姓名 / 組別 項目 獎項
小一誠 周 倚 臻 Solo Verse Speaking - Open ages 5 to 7 - Boys and Girls 冠軍

小二光 羅 希 堯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1 and 2 - Girls 冠軍

小三正 陳 沚 渝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3 - Girls 冠軍

小三愛 林 渭 潼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3 - Girls 冠軍

小四愛 馮 甄 陶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4 - Girls 冠軍

小五誠 高 苡 琳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5 - Girls 冠軍

小五善 鍾 卓 言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5 - Girls 冠軍

小五光 陳 詩 朗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5 - Girls 冠軍

小六誠 袁 欣 言 詩詞獨誦 - 粵語 - 小學六年級 - 女子組 冠軍

小三真 黃 詠 姿 詩詞獨誦 - 粵語 - 小學三年級 - 女子組 冠軍

小三愛 樊 子 晞 詩詞獨誦 - 粵語 - 小學三年級 - 女子組 冠軍

小一誠 范 皓 僑 詩詞獨誦 - 粵語 - 小學一年級 - 男子組 冠軍

小四誠 麥 知 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三、四年級 - 女子組 冠軍

小二愛 楊 穎 琳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冠軍

小五光 吳 有 孚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五、六年級 - 男子組 冠軍

小二信 戴 尚 衡 散文獨誦 - 粵語 - 小學二年級 - 女子組 冠軍

小二光 蔡 昊 朗 散文獨誦 - 粵語 - 小學二年級 - 男子組 冠軍

小四愛 馮 甄 陶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三、四年級 - 女子組 冠軍

小二光 楊 芷 芊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1 and 2 - Girls 亞軍

小二真 黃 凱 翔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Primary 1 and 2 - Boys 亞軍

小二愛 麥 可 欣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1 and 2 - Girls 亞軍

小五誠 貝 恩 雅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5 - Girls 亞軍

小四光 蘇 以 立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4 - Boys 亞軍

小六愛 樊 子 晴 詩詞獨誦 - 粵語 - 小學六年級 - 女子組 亞軍

小六信 張 翠 倚 詩詞獨誦 - 粵語 - 小學六年級 - 女子組 亞軍

小二光 羅 希 堯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亞軍

小四望 姚    毅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三、四年級 - 男子組 亞軍

小四誠 朱 綽 衡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三、四年級 - 男子組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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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姓名 / 組別 項目 獎項
小二誠 蔡 昊 霖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一、二年級 - 男子組 亞軍

小五誠 貝 恩 雅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五、六年級 - 女子組 亞軍

小四光 勞 蘊 霖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三、四年級 - 女子組 亞軍

小二光 羅 希 堯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亞軍

小四誠 黃 文 定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三、四年級 - 男子組 亞軍

小三愛 林 渭 潼 基督教經文作品朗誦 - 粵語或普通話 - 小學一至三年級 亞軍

小二光 羅 希 堯 道教詩文作品朗誦 - 粵語或普通話 - 小學一至三年級 亞軍

小一誠 周 倚 臻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1 and 2 - Girls 季軍

小四望 林 靜 嵐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4 - Girls 季軍

小四信 蔡 欣 希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4 - Girls 季軍

小四光 庾 藹 嵐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4 - Girls 季軍

小五光 劉 學 頤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5 - Girls 季軍

小五光 曾 栢 姸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5 - Girls 季軍

小五愛 王 藹 南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5 - Girls 季軍

小六誠 袁 欣 言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6 - Girls 季軍

小一誠 黃 文 正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1 and 2 - Boys 季軍

小一愛 余 家 樂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1 and 2 - Boys 季軍

小四望 陳 仲 攸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4 - Boys 季軍

小四望 姚    毅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4 - Boys 季軍

小四誠 黃 文 定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4 - Boys 季軍

小六善 周 啟 臻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6 - Boys 季軍

小六光 陳 瑋 琛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6 - Boys 季軍

小三善 林 名 軒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3 - Boys 季軍

小六善 劉 映 廷 詩詞獨誦 - 粵語 - 小學六年級 - 女子組 季軍

小五善 何 珈 睿 詩詞獨誦 - 粵語 - 小學五年級 - 女子組 季軍

小五光 吳 有 孚 詩詞獨誦 - 粵語 - 小學五年級 - 男子組 季軍

小一善 馬 珞 然 詩詞獨誦 - 粵語 - 小學一年級 - 男子組 季軍

小五善 劉 采 君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五、六年級 - 女子組 季軍

小五誠 貝 恩 雅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五、六年級 - 女子組 季軍

小四望 林 靜 嵐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三、四年級 - 女子組 季軍

小一望 朱 千 惠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季軍

小二真 馬 凱 悅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季軍

小一光 岑 欣 霖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季軍

小二信 姚    蔚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季軍

小五誠 葉 倬 軒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五、六年級 - 男子組 季軍

小四望 鄺 樂 恒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三、四年級 - 男子組 季軍

小四光 羅 浚 樂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三、四年級 - 男子組 季軍

小四善 蔡 一 非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三、四年級 - 男子組 季軍

小一誠 周 倚 臻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季軍

小二愛 徐 嘉 禧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一、二年級 - 女子組 季軍

小三誠 楊 樂 琛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三、四年級 - 男子組 季軍

小四光 羅 浚 樂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三、四年級 - 男子組 季軍

小四善 蔡 一 非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三、四年級 - 男子組 季軍

小二光 林 東 澤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一、二年級 - 男子組 季軍

小二真 梁 卓 言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一、二年級 - 男子組 季軍

小二信 鄧 芷 朗 散文獨誦 - 普通話 - 小學一、二年級 - 男子組 季軍

國語朗誦組 小三、四年級詩詞集誦普通話男女合誦 季軍

粵語朗誦組 校園生活敬師篇粵語集誦 季軍

　 　 　
優良獎狀

一百五十五名

　 　 　
良好獎狀
二十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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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愛 王 藹 南 Xylophone Solo - Primary School 冠軍

小六正 張 家 維 Guitar Solo - Intermediate 冠軍

小四光 馬 志 勛 Trumpet Solo - Primary School - Junior 冠軍

小一信 譚 衣 廷 Graded Piano Solo - Grade One 冠軍

小二正 鍾    晴 Piano Duet - Junior 冠軍

小二光 楊 芷 芊 Graded Piano Solo - Grade Two 冠軍

小二正 劉 旭 輝 Graded Piano Solo - Grade Two 冠軍

小一真 梁 俊 晟 Graded Piano Solo - Grade Two 冠軍

小四光 黎 家 睿 Graded Piano Solo - Grade Two 冠軍

小六信 劉 子 揚 中阮獨奏 - 初級組 冠軍

小三光 金 靖 晞 Violin Solo - Grade Two 亞軍

小一善 陳 柏 豪 Graded Piano Solo - Grade One 亞軍

小二正 李 倬 瑩 Graded Piano Solo - Grade Two 亞軍

小五望 林 晉 安 Piano Duet - Junior 亞軍

小三善 林 柏 安 Piano Duet - Junior 亞軍

小一光 高 凱 翹 Graded Piano Solo - Grade Four 季軍

小五真 鄧 曉 藍 Xylophone Solo - Primary School 季軍

小六誠 袁 欣 言 Piano Duet - Senior 季軍

小四善 胡 學 文 Violin Solo - Grade Six 季軍

小五信 劉 穎 澄 Graded Piano Solo - Grade Four 季軍

小一信 蔡 俊 淇 Graded Piano Solo - Grade One 季軍

小一望 曾 子 穎 Graded Piano Solo - Grade One 季軍

小四正 江 曉 楓 Graded Piano Solo - Grade Two 季軍

小二誠 楊    昊 Graded Piano Solo - Grade Two 季軍

小三愛 白 俊 翎 Graded Piano Solo - Grade Three 季軍

小二真 羅 卓 安 Graded Piano Solo - Grade Three 季軍

小四光 凌 溢 朗 Graded Piano Solo - Grade Three 季軍

小五望 林 晉 安 Graded Piano Solo - Grade Four 季軍

小二光 張 之 穎 Violin Solo - Grade Two 季軍

小一信 陳 卓 熹 Graded Piano Solo - Grade One 季軍

小六誠 袁 欣 言 Graded Piano Solo - Grade Five 季軍

小四誠 劉 卓 姸 Graded Piano Solo - Grade One 季軍

小二信 馬 藹 瑤 Graded Piano Solo - Grade One 季軍

優良獎狀八十四名

良好獎狀三十一名

B級一名

7 . 本校派出兩隊合唱隊及學生們，參加由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之「第六十五屆香
港學校音樂節」，比賽成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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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比賽成績

班別 組別 / 姓名 活動名稱 項目 成績 主辦機構

小二誠 廖 凱 朗
Panasonic飛達春季 
兒童田徑錦標賽

男子二零零五年擲壘球 亞軍

飛達田徑會
小一真 黃 天 悅 女子二零零零年二乘五十米 季軍

小五善 何 珈 睿 女子二零零二年跳遠 亞軍

小五善 何 珈 睿 女子二零零二年六十米 季軍

田 徑 隊 二零一二台山世界 
培正同學日小學接力賽

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 冠軍 世界培正同學會

田 徑 隊 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 
培正中學小學接力邀請賽

女子甲組四乘一百米接力 亞軍 香港培正中學

小四誠 劉 浩 榆 中華兒童親子田徑競技大賽 
二零一三

男子二零零三年組短跑四十米 亞軍 中華文化體藝協會

小六信 劉 子 揚 油尖旺區分齡田徑比賽 
二零一二

男子Ｅ組十一至十三歲跳遠 亞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小二誠 廖 凱 朗 香港童真同心田徑大賽 
二零一三

男子二零零五年六十米跨欄 冠軍 香港童真同心協會

小六正 夏 天 偉 第十三屆 
「全港兒童細運會小飛人大賽」

男子甲組一百米 亞軍

華人運動員協會
男子甲組四百米 亞軍

男子金飛人 亞軍

小五善 黃 子 澔 男子 A組六十米 季軍

小五善 黃 子 澔
第十屆飛達全港田徑新星大賽

男子二零零二年跳遠 季軍
飛達田徑會

小五善 何 珈 睿 女子二零零二年擲壘球 亞軍

小二誠 廖 凱 朗 第四屆高級青少年冰球聯賽 
二零一二至一三

青少年冰球 冠軍 Gold Club

小二正 劉 彥 樂 Hong Kong Inline Youth Club 
2012

Under 8 Category -  
Inline hockey youth tournament

冠軍 Hong Kong China Inline 
Hockey AssociationTop Goalie

小二正 楊 信 行
賽馬會青少年足球發展計劃 

暑期推廣二零一二 
 (第三階段 -分區錦標賽 )

九龍東 E組 冠軍 香港足球總會 

小一真 梁 俊 晟 沙田武術錦標赛
M7男子少林拳组 冠軍

香港沙田體育會
M7男子其他兵器组 亞軍

小一真 梁 俊 晟 祝福杯二零一三

國外男子M2太極扇 冠軍

香港國際武術節組委會國外集體拳術第零五組 一等獎

國外男子M2長拳自選類 亞軍

小六正 譚 熹 賢
5 th HK Students Open Music 

Competition 2012

Cello Grade 8 冠軍

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小六誠 劉 詠 芝 Piano Grade 8 Repertoire Group 季軍

小二光 楊 芷 芊 Piano Grade 2 Repertoire Group 冠軍

小三正 焦 采 溢 二零一二年聖詩比賽 樂器組 - 鋼琴獨奏 亞軍 尖沙咀浸信會

小三信 陳 諾 謙
二零一二香港弦樂紫荊盃大賽

大提琴高級組 二等獎
香港南區文藝協進會

小二光 葉 信 謙 小提琴初級組 二等獎

小一真 吳 梓 聰 二零一二香港青少年 
鋼琴公開比賽

自選鋼琴曲 A1組 亞軍 香港鋼琴協會

小三望 單 學 賢 二零一二第十七屆香港 - 亞洲
鋼琴公開比賽莫扎特‧蕭邦獎

鋼琴三級獨奏 二等獎
香港鋼琴音樂協會

小一信 陳 卓 熹 約翰湯普森 A組 二等獎

小三信 陳 諾 謙 二零一二第十七屆 
香港亞洲鋼琴公開比賽

小奏鳴曲組 二等獎
香港鋼琴音樂協會

小三信 陳 諾 謙 兒童曲集 B組 二等獎

小三望 單 學 賢 二零一二維也納鋼琴及 
小提琴比賽

鋼琴三級獨奏 冠軍 維也納音樂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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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正 焦 采 溢

二零一三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兒童組 銀獎

元朗大會堂
小一真 梁 俊 晟 幼童組 銀獎

小二善 楊 凱 晴 幼童組 銀獎

小一信 陳 卓 熹 幼童組 銀獎

小三善 王 秉 洋 音樂無國界歌唱大匯演 獨唱 亞軍 九龍城區兒童合唱團

小六正 譚 熹 賢 國際音樂藝術大賽二零一二年
第七屆總決賽

大提琴少兒 B組 銀獎
香港中華文化藝術節組

委會

小六正 譚 熹 賢 第九屆《德藝雙馨》 
中國文藝展示活動香港區賽

兒童 B組 - 弓弦樂獨奏 冠軍
中國藝術家協會 
香港秘書處

小六正 譚 熹 賢 第二屆香港國際提琴之星大賽 高級組八級 金獎 香港藝術聯會

小六正 譚 熹 賢 第二屆國際提琴之星大賽 
二零一二年總決賽

大提琴 - 高級組八級 銀獎 香港藝術聯會

小一真 吳 梓 聰 第十七屆香港亞洲鋼琴 
公開比賽

一級組 二等獎 香港鋼琴音樂家協會

小一真 吳 梓 聰 第十三屆香港 (亞太區 ) 
鋼琴大賽

一級組 二等獎 香港音樂家協會

小三信 陳 諾 謙 第四屆管弦樂公開比賽 大提琴七級組 亞軍
Star Kids Art  

Development Centre

小五真 莫 翌 林
Hong Kong Inter-Primary 
Schools English Speech  

Competition
Prose Reading 冠軍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李國寶中學

小二正 徐 君 陶 二零一二全港兒童普通話朗誦
及講故事比賽

小學初級組 銀獎 元朗大會堂

小二光 羅 希 堯 二零一三年度香港小天王朗誦
公開賽

初小組散文 冠軍

校園普通話推廣中心初小組詩歌 冠軍

初小組弟子規 冠軍

小三愛 林 渭 潼 二零一三第十九屆聖經朗誦節 獨誦學校組小三組廣東話 (第二組 ) 冠軍 漢語聖經協會

小六善 劉 映 廷 二零一三第十九屆聖經朗誦節

獨誦學校組小六組普通話 (第三組 ) 冠軍

漢語聖經協會

小組集誦綜合組親子小組普通話 
 (第一組 ) 冠軍

普通話小組集誦 冠軍

普通話獨誦 冠軍

小四善 蔡 一 非 第三屆東方盃 
朗誦繪畫綜藝比賽

小三、四詩歌朗誦 亞軍 童雅軒

小四愛 馮 甄 陶 第五屆中國青少年 (香港 ) 
才藝比賽

中小組普通話二至五人合誦 亞軍
中國青少年文化藝術 

交流協會

小五善 黃 樹 勳 Hong Kong Schools Holiday 
Competition 2012 Boys 8 -10 - Nett 亞軍 香港高爾夫球總會

小四誠 麥 靖 晞 卓嘉少兒聯賽 - 第一站
男子二零零三年組三百七十五米 冠軍 香港滾球總會 

卓嘉體育會男子二零零三年組五百米 冠軍

小四誠 麥 靖 晞 卓嘉聯賽二零一二第四站
男子二零零三年組三百七十五米 冠軍

卓嘉體育會
男子二零零三年組五百米 冠軍

小六真 駱 凱 文 香港公開水域游泳系列賽  
(第三部 ) Girls 11 & Under 500 Open Water 冠軍

Hong Kong Amateur 
Swimming Association

小二望 姚 樂 晴 YMCA Swimming Gala 2012 女子六至七歲組二十五米蛙泳 季軍 YMCA

小五望 方 康 豫
二零一二 /二零一三中華基督教
青年會泳隊短池游泳錦標賽 

(第一回合 )

胸泳五十米 (男子十歲組別 ) 冠軍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蝶泳一百米 (男子十歲組別 ) 冠軍

個人四式二百米 (男子十至十二歲組別 ) 冠軍

社制八乘二十五米自由泳接力 
(混合組別 )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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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組別 / 姓名 活動名稱 項目 成績 主辦機構

小五望 方 康 豫
二零一二 /二零一三中華基督教
青年會泳隊短池游泳錦標賽 

(第二回合 )

胸泳一百米 (男子九至十歲組別 ) 冠軍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蝶泳五十米 (男子九至十歲組別 ) 冠軍

自由泳二百米 (男子九至十歲組別 ) 冠軍

社制八乘二十五米四式接力 (混合組別 ) 亞軍

小五望 方 康 豫
二零一二 /二零一三中華基督教
青年會泳隊短池游泳錦標賽  

(第三回合 )
胸泳二百米 (男子十一至十二歲組別 ) 亞軍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小六真 駱 凱 文 二零一二年度短池週年 
游泳團體錦標賽

女乙 (一九九八年及以後 )五十米自由泳 季軍
香港中華業餘游泳聯會
及香港業餘游泳總會女乙 (一九九八年及以後 )組 

一百米自由泳
亞軍

小六真 駱 凱 文 二零一二至一三第一組 
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二節

Girls 11 -12 50 SC Meter Freestyle 亞軍 Hong Kong Amateur 
Swimming AssociationGirls 11 -12 200 SC Meter Backstroke 亞軍

小六真 駱 凱 文 二零一二至一三第一組 
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三節

Girls 11 -12 400 SC Meter Freestyle 亞軍
Hong Kong Amateur 

Swimming Association

小五信 范 麒 智 二零一二至一三第三組 
短池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五十米蛙泳 亞軍 香港游泳總會

小五望 方 康 豫 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第一組 
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一節

胸泳一百米 (男子十歲組別 ) 季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小五真 莫 翌 林 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第三組 
短池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九至十歲組一百米背泳 亞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小四光 陳 穎 瑤 二零一二青年會兒童及 
少年水運會

女子公開組五十米背泳 亞軍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康樂體育事工

小六誠 陳 臻 樂 分齡游泳錦標賽二零一三

男子十一及十二歲組四乘五十米 
自由泳接力

亞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男子十一及十二歲組四乘五十米 

四式接力
冠軍

小六真 駱 凱 文 香港長池分齡游泳錦標賽 
二零一二

Girls 11 -12 200 LC Meter Freestyle 亞軍 HONG KONG AMA-
TEUR SWIMMING 

ASSOCIATION
Girls 11 -12 50 LC Meter Freestyle 季軍

Girls 11 -12 400 LC Meter Freestyle 亞軍

游 泳 隊 香港培正中學水運會

男子初級組四乘五十米 
自由泳接力邀請賽

季軍

香港培正中學
女子初級組四乘五十米 
自由泳接力邀請賽

冠軍

小六真 駱 凱 文 香港短池分齡游泳錦標賽 
二零一三

Girls 11 -12 100 SC Meter Freestyle 季軍 HONG KONG AMA-
TEUR SWIMMING 

ASSOCIATION
Girls 11 -12 200 SC Meter Freestyle 亞軍

Girls 11 -12 400 SC Meter Freestyle 亞軍

小六真 駱 凱 文 第一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 
第一節

Girls 11 -12 200 SC Meter Freestyle 亞軍
HONG KONG AMA-
TEUR SWIMMING 

ASSOCIATION
小六誠 陳 臻 樂 第三組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十一及十二歲組五十米蝶泳 冠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小二愛 劉 子 睿 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 
(二零一二 ) 男子七歲五十米蝶泳 亞軍 香港游泳協會

小五望 方 康 豫 觀塘區分齡游泳比賽二零一二 胸泳一百米 (男子十歲組別 ) 亞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觀
塘體育促進會有限公司

小一信 葉 松 昀 跆拳道套拳比賽二零一二  
(色帶組 ) 太極三型 冠軍 香港跆拳道協會

小一正 潘 悅 晴 2012 ISI Skate Hong Kong
Free Style 1 (6 Female) 冠軍

Ice Skating Institute 
AsiaJump & Spin - Medium 亞軍

Free Style 1 (6 Female)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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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組別 / 姓名 活動名稱 項目 成績 主辦機構

小四真 潘 逸 朗 2012 ISI Skate Hong Kong

Free Style 4 (9 -10 Male) 冠軍

Ice Skating Institute 
Asia

Team 4 (Free Style 4 ) 冠軍

Jump & Spin - intermediate 亞軍

Solo Compulsory Free Style 4 (9 -10 
Male) 亞軍

小四誠 麥 靖 晞
二零一二 /一三年度 

香港速度滾軸溜冰公開賽

男子第二組二百五十米 冠軍

香港滾輪運動總會
小六善 梁 智 燊

男子第三組五百米 亞軍

男子第三組千五米 季軍

小六真 駱 凱 文 屈臣氏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香港學生 
運動員獎

屈臣氏集團

小六正 馮 載 欣 香港體育舞蹈公開賽

女子組十二歲至十五歲查查查 冠軍

香港體育舞蹈總會

女子組十二至十五歲倫巴舞 冠軍

女子組十二至十五歲拉丁舞三項 
（查查查／倫巴舞／牛仔舞）

亞軍

女子組十二至十五歲拉丁舞雙項 
（森巴舞／倫巴舞）

亞軍

小四正 周 曉 陶
第十二屆省港澳 (慶回歸 ) 國際
標準舞及拉丁舞大賽暨個人及

團體舞公開賽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CR 冠軍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 

(香港區會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CJ 亞軍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Solo Rumba 季軍

小四真 許 安 齊 二零一三年第一屆 
深圳劍擊公開比賽

男子乙組 亞軍 深圳市體育總會

小六真 梁 旻 楓

二零一三運動攀登比賽

男子組 (十二至十三歲 ) 冠軍
中國香港攀山及 
攀登總會

小二信 梁 詠 桐 女子組 (六至九歲 ) 冠軍

攀 登 隊 　 學校團體奬

小六真 梁 旻 楓 香港抱石錦標賽二零一三 男子少年 C組 亞軍
中國香港攀山及 
攀登總會

小六真 梁 旻 楓 第十一屆黃何盃攀岩速度賽 男子少年組 冠軍 恆友發展公司

籃 球 隊 第十屆廠商會盃籃球邀請賽 金盃賽 冠軍 廠商會中學

小四真 陳 僅 欣 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 
全港藝術體操公開賽

預備級初級組徒手項目 季軍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小三信 馮 鉦 婷

二零一三年度元朗區體操 
公開賽暨中港邀請賽

女子 (公開 )新秀組─跳箱 亞軍

元朗區體育會

小六望 吳 凱 喬 女子 (公開 )新秀組─自由體操 冠軍

小五真 劉 佩 鑫 女子 (公開 )初級組─個人全能 季軍

小五真 劉 佩 鑫 女子 (公開 )初級組─平衡木 亞軍

小一真 馮 奧 思 男子 (公開 )新秀組─自由體操 季軍

小六正 余 卓 毅 男子 (公開 )初級組─個人全能 亞軍

小六正 余 卓 毅 男子 (公開 )初級組─單槓 亞軍

小六正 余 卓 毅 男子 (公開 )初級組─跳馬 亞軍

體 操 隊 二零一三年度元朗區體操 
公開賽暨中港邀請賽

女子 (公開 )新秀組─團體 亞軍
元朗區體育會

男子 (公開 )新秀組─團體 亞軍

班別 組別 / 姓名 活動名稱 項目 成績 主辦機構

小五望 方 康 豫
二零一二 /二零一三中華基督教
青年會泳隊短池游泳錦標賽 

(第二回合 )

胸泳一百米 (男子九至十歲組別 ) 冠軍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蝶泳五十米 (男子九至十歲組別 ) 冠軍

自由泳二百米 (男子九至十歲組別 ) 冠軍

社制八乘二十五米四式接力 (混合組別 ) 亞軍

小五望 方 康 豫
二零一二 /二零一三中華基督教
青年會泳隊短池游泳錦標賽  

(第三回合 )
胸泳二百米 (男子十一至十二歲組別 ) 亞軍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小六真 駱 凱 文 二零一二年度短池週年 
游泳團體錦標賽

女乙 (一九九八年及以後 )五十米自由泳 季軍
香港中華業餘游泳聯會
及香港業餘游泳總會女乙 (一九九八年及以後 )組 

一百米自由泳
亞軍

小六真 駱 凱 文 二零一二至一三第一組 
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二節

Girls 11 -12 50 SC Meter Freestyle 亞軍 Hong Kong Amateur 
Swimming AssociationGirls 11 -12 200 SC Meter Backstroke 亞軍

小六真 駱 凱 文 二零一二至一三第一組 
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三節

Girls 11 -12 400 SC Meter Freestyle 亞軍
Hong Kong Amateur 

Swimming Association

小五信 范 麒 智 二零一二至一三第三組 
短池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五十米蛙泳 亞軍 香港游泳總會

小五望 方 康 豫 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第一組 
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一節

胸泳一百米 (男子十歲組別 ) 季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小五真 莫 翌 林 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第三組 
短池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九至十歲組一百米背泳 亞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小四光 陳 穎 瑤 二零一二青年會兒童及 
少年水運會

女子公開組五十米背泳 亞軍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康樂體育事工

小六誠 陳 臻 樂 分齡游泳錦標賽二零一三

男子十一及十二歲組四乘五十米 
自由泳接力

亞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男子十一及十二歲組四乘五十米 

四式接力
冠軍

小六真 駱 凱 文 香港長池分齡游泳錦標賽 
二零一二

Girls 11 -12 200 LC Meter Freestyle 亞軍 HONG KONG AMA-
TEUR SWIMMING 

ASSOCIATION
Girls 11 -12 50 LC Meter Freestyle 季軍

Girls 11 -12 400 LC Meter Freestyle 亞軍

游 泳 隊 香港培正中學水運會

男子初級組四乘五十米 
自由泳接力邀請賽

季軍

香港培正中學
女子初級組四乘五十米 
自由泳接力邀請賽

冠軍

小六真 駱 凱 文 香港短池分齡游泳錦標賽 
二零一三

Girls 11 -12 100 SC Meter Freestyle 季軍 HONG KONG AMA-
TEUR SWIMMING 

ASSOCIATION
Girls 11 -12 200 SC Meter Freestyle 亞軍

Girls 11 -12 400 SC Meter Freestyle 亞軍

小六真 駱 凱 文 第一組短池分齡游泳比賽 
第一節

Girls 11 -12 200 SC Meter Freestyle 亞軍
HONG KONG AMA-
TEUR SWIMMING 

ASSOCIATION
小六誠 陳 臻 樂 第三組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十一及十二歲組五十米蝶泳 冠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小二愛 劉 子 睿 慶祝國慶游泳錦標賽 
(二零一二 ) 男子七歲五十米蝶泳 亞軍 香港游泳協會

小五望 方 康 豫 觀塘區分齡游泳比賽二零一二 胸泳一百米 (男子十歲組別 ) 亞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觀
塘體育促進會有限公司

小一信 葉 松 昀 跆拳道套拳比賽二零一二  
(色帶組 ) 太極三型 冠軍 香港跆拳道協會

小一正 潘 悅 晴 2012 ISI Skate Hong Kong
Free Style 1 (6 Female) 冠軍

Ice Skating Institute 
AsiaJump & Spin - Medium 亞軍

Free Style 1 (6 Female)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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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班與樂團

1 . 學界比賽：
a)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音樂事務處主辦之「二零一二年香港
青年音樂匯演」，弦樂團獲弦樂團比賽小學 A組優異獎、
管擊樂團獲管樂團比賽小學初級組第二節銀獎。

b) 由九龍城區兒童合唱團主辦之「第二十五屆九龍城區學校
音樂匯演」，中樂團獲最高級別獎項「最佳表演獎」，即比

賽冠軍成績，並獲邀出席大會周年音樂會作優勝者表演。

c) 由音樂事務處主辦之「《愛與誠》─ 學校聯演」比賽，
管擊樂團及中樂團於兩場賽事中同獲優良表演獎，即比賽亞軍成績。

2 . 校外表演：
a) 由九龍城區文娛促進會主辦之「九龍城區青少年中樂演奏會」，中樂團演出四首合奏，兩首獨
奏。共有六位新成員加入演出。

b) 由九龍城區國際復康日工作小組主辦之「九龍城區國際復康日」，管擊樂團擔任表演嘉賓。
c) 由二零一二台山世界培正同學日大會主辦之「二零一二台山世界培正同學日」，中樂團派出五位
團員代表小學參加，演出二胡合奏曲《賽馬》。

d)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之「二零一三年香港花卉展」，弦樂團演出合奏曲兩首及多首獨奏曲。
e) 由九龍城區兒童合唱團主辦之「九龍城區兒童合唱團週年音樂會二零一三」，中樂團作優勝者演出。

中樂團日常排練 中樂團台上風姿

出賽前緊張萬分的管擊樂團員大會致送紀念品

弦樂團演出前綵排

管擊樂團員作賽前最後調音準備

大會頒發獎狀

維園草地上的弦樂團 家長義工協助排位

管擊樂團獲銀獎留影

3 . 下學期收生報告：中樂團三十八人、管擊樂團二十九人、弦樂團三十四人 
 及樂班一百六十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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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高爾夫球隊

每學年小學高爾夫球訓練班栽培不少精英，除了日常訓練班外，逢星期四訓練校隊，還

安排落場打球，以增加各隊員打球經驗。球隊在每學年均參加不同團體舉辦的公開賽，也獲

取優異成績。

比 賽 成 績：

屯門高爾夫球練習場比賽

紅藍杯高爾夫球大賽 ( 惠州舉行 )

香港高爾夫球會主辦

中銀第 56 屆體育節 全港學界高球練習場比賽

女子少年組：亞軍 (小四 )張紫晴   季軍 (小五 )鍾卓言
男子兒童組：亞軍 (小三 )潘在恩   季軍 (小二 )周孝燊
男子少年組：冠軍 (小五 )譚凱桓   亞軍 (中一 )官家宏
男子青年組：亞軍 (中二 )談燿彰
親　子　組：亞軍 (中二 )談燿彰   季軍 (小六 )王錦潼

中學組冠軍  中二談耀彰   小學組冠軍
紅藍杯季軍  中一臻社  隊員官家宏  談建彰  林子堯

小學組八至十歲組別：冠軍  小五黃樹芬
中學組十三至十五歲組別淨桿：冠軍  中二談耀彰

女子組十至十二歲組別： 冠軍  小四鍾卓言
男子組八至十歲組別： 亞軍  小二周孝燊
 季軍  單學賢

培正高球會主辦  五月十七日珠海高爾夫球活動日

高爾夫球隊在本年度代表學校參加不同賽事

我 ( 周孝燊 ) 得獎喇！

談耀彰獲淨桿獎冠軍

鍾卓言在全港學界練習場
比賽獲冠軍

高球女將張紫晴、鍾卓言獲亞軍、季軍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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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九旅幼童軍消息

1 . 幼小童軍親子燒烤日：

 我們幼童軍七十九旅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六日參加由區會主辦的「幼小童軍親子燒烤

日」，那天幼童軍及其家人共有七十二人參加。我們首先去了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參觀，

然後前往西貢燒烤樂園燒烤，很多家長也是首次自己動手起燒烤爐和烤麵包。接着，我

們還進行了多項親子遊戲活動，各幼童軍及家長都感到十分難忘！

2 . 遠足旅行：

 除親子燒烤日外，我們幼童軍第七十九旅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二日亦舉行了遠足旅行。

那天我們二十四名幼童軍聯同公益少年團，由油塘地鐡站出發到將軍澳茅湖山遠足。除

了爬山外，這次活動最特別而又富有意義的地方，就是我們需要到這座山的最高點 ─ 炮
台山拾膠樽。炮台山原本是欣賞美麗風景的好地方，但很多缺乏公德心的遊人把膠樽隨

處亂扔，我們花了差不多一個小時才把那裏的膠樽撿完，我們的努力還得到了一些郊遊

人士的讚賞呢！

 經過四小時的努力後，回程時我們已是筋疲力竭，但大家都覺得這次活動很有意義！

認得戴眼鏡的那位是誰嗎？ 起爐五勇士 有趣烤麵包

我們都在很努力地撿膠樽 我們多勞苦

我們的成績報告 全體大合照 本年度旅團大合照

黃老師一馬當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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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度中、英文書法比賽成績

英文書法比賽小五冠軍陳恩臨之作品

中文書法比賽小六冠軍樊子晴之作品

中文書法比賽小五冠軍祁朗賢之作品

  級別
         英文書法比賽          中文書法比賽

冠  軍 亞  軍 季  軍 冠  軍 亞  軍 季  軍

  小六 楊采霖 (愛 ) 張翠倚 (信 ) 葉卓穎 (光 ) 樊子晴 (愛 ) 黃家禧 (正 ) 戴焯堯 (真 )
  小五 陳恩臨 (望 ) 林曉高 (善 ) 蔡凱晴 (信 ) 祁朗賢 (愛 ) 徐愛林 (善 ) 蘇詠然 (望 )
  小四 徐子軒 (望 ) 李梓灝 (信 ) 陸珈慧 (誠 ) 李止允 (望 ) 馮甄陶 (愛 ) 徐子軒 (望 )
  小三 高楚翹 (信 ) 程琬雯 (光 ) 鍾恩信 (真 ) 汪保羅 (真 ) 蔡愷桐 (善 ) 譚曉晴 (善 )
  小二 姚　蔚 (信 ) 謝昕橋 (信 ) 羅希堯 (光 ) 羅希堯 (光 ) 李倬瑩 (正 ) 黃朗晴 (愛 )
  小一 郭思言 (信 ) 朱千惠 (望 ) 譚心悅 (善 ) 岑欣霖 (光 ) 陳妍妤 (望 ) 朱欣晴 (信 )

小六中文書法比賽得獎學生

小六英文書法比賽得獎學生

英文書法比賽小六冠軍楊采霖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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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體育比賽成績

小五女子組冠亞季軍

小六男子組冠亞季軍

小五男子組冠亞季軍

女子班籃冠軍─小五善

小六女子組冠亞季軍

男子班籃冠軍─小五善

比賽名稱 項目 班別 姓名 成績

二零一二年度

小五、六年級班際乒乓球比賽

小五年級女子組

小五正 何昭儀 冠軍

小五信 蔡凱晴 亞軍

小五善 何珈睿 季軍

小五年級男子組

小五愛 祁朗賢 冠軍

小五正 謝家熙 亞軍

小五真 余沚峰 季軍

小六年級女子組

小六光 林思溢 冠軍

小六真 曹朗翹 亞軍

小六信 闞之均 季軍

小六年級男子組

小六愛 梁焯恆 冠軍

小六善 吳柏韜 亞軍

小六正 戴柏樂 季軍

女子組 小五正 何昭儀 全場總冠軍

男子組 小五愛 祁朗賢 全場總冠軍

二零一二年度 
小五年級三人籃球賽

女子組

小五善 ／ 冠軍

小五誠 ／ 亞軍

小五愛 ／ 季軍

男子組

小五善 ／ 冠軍

小五愛 ／ 亞軍

小五信 ／ 季軍

二零一二年度 
小五年級班際軟式排球比賽

／ 小五愛 ／ 冠軍

／ 小五善 ／ 亞軍

／ 小五信 ／ 季軍

二零一二年度 
小六年級班際排球賽

／ 小六正 ／ 冠軍

／ 小六誠 ／ 亞軍

／ 小六善 ／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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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學科比賽成績

科目 比賽名稱 項目 組別／姓名 成績 主辦機構

中文

「閱」聞「閱」趣寫作比賽

高小組 徐子軒 (小四望 ) 季軍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
協會及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 
香港公共圖書館

初小組
廖珮婷 (小三正 ) 亞軍

單學賢 (小三望 ) 季軍

香港創意戲劇節 2013 小學組

鍾曉楠 (小六信 )
彭樂研 (小五誠 )
曾己澄 (小五愛 )
吳有孚 (小五光 )

榮譽獎
香港視藝文化 
教育協會

英文

Inter-Primary Speech 
Competition Prose Reading

莫翌林 (小五真 ) Champion HKMA David Li 
Kwok Po College羅可翹 (小六愛 ) Champion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2 /13 Primary

張詩晴 (小五善 )
林海晴 (小五誠 )
鍾曉楠 (小六信 )
關心怡 (小四信 )
高苡琳 (小五誠 )
王綽蔚 (小六信 )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The Education 
Bureau

香港培正小學

Award For 
Commendable 

Overall 
Performance

香港培正小學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數學

第三屆魔力橋 (Rummikub)
邀請賽

團體賽

劉采君 (小五善 )
梁皓寧 (小五善 )
黃旭緯 (小五善 )
吳有孚 (小五光 )
張瑋軒 (小五正 )
梁紫惠 (小五誠 )

季軍 鄧鏡波學校

余振強紀念盃
九龍城區小學數學比賽

團體賽

談知衡 (小六望 )
黃樂陶 (小六愛 )
湯諾陶 (小六愛 )
周力行 (小六善 )

亞軍 余振強紀念中學

世界數學測試
數學科及 
解難分析科 
(小學組 )

王朗軒 (小三善 )
潘博文 (小五信 )
劉嘉譽 (小五信 )
蔡凱晴 (小五信 )
譚凱桓 (小五望 )
陳海瞳 (小五望 )
袁樂勤 (小五愛 )
梁靖暐 (小五愛 )
吳有孚 (小五光 )
鄭希哲 (小五善 )
謝家熙 (小五正 )
關朗曦 (小五真 )
李懌一 (小五真 )
王皓湋 (小五真 )
莫翌林 (小五真 )
莊子穎 (小五誠 )
朱健行 (小六真 )

雙優生
香港科技大學世界
數學測試亞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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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比賽名稱 項目 組別／姓名 成績 主辦機構

數學

世界數學測試
2013年世界數學
測試精英邀請賽

王朗軒 (小三善 )
潘博文 (小五信 )
蔡凱晴 (小五信 )
吳有孚 (小五光 )
鄭希哲 (小五善 )
莫翌林 (小五真 )
莊子穎 (小五誠 )
朱健行 (小六真 )

金獎
香港科技大學世界
數學測試亞洲中心

第九屆香港小學數學創意解
難比賽 (初賽 ) 團體賽

莊子穎 (小五誠 )
張沛笙 (小五誠 )
談知衡 (小六望 )
周力行 (小六善 )

金獎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
會及教育局課程發
展處資優教育組

第三十八屆保良局香港小學
數學精英選拔賽

個人賽
談知衡 (小六望 ) 一等獎

保良局湯諾陶 (小六愛 )
周力行 (小六善 ) 三等獎

第二十屆香港小學 
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小五及小六 )

個人賽

吳有孚 (小五光 )
張沛笙 (小五誠 )
莊子穎 (小五誠 )
談知衡 (小六望 )

金獎

香港數學 
奧林匹克學校

蔡凱晴 (小五信 )
湯諾陶 (小六愛 ) 銀獎

潘博文 (小五信 )
關朗曦 (小五真 )
郭澤丞 (小六誠 )

銅獎

學校優勝盃 香港培正小學 亞軍

「華夏盃」全國 
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3 (全國總決賽 )
個人賽

范皓僑 (小一誠 ) 二等獎

香港數學 
奧林匹克協會

高兆廷 (小二愛 ) 三等獎

劉旭輝 (小二正 ) 二等獎

朱千和 (小四愛 ) 二等獎

洪知衡 (小四正 ) 一等獎

陳子賢 (小四善 ) 二等獎

黃棨熙 (小四正 ) 二等獎

劉宇燊 (小四望 ) 二等獎

吳有孚 (小五光 ) 一等獎

常識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12-13

科學論文

曹朗翹 (小六真 )
一等獎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
會科學創意中心

劉柏芝 (小六信 )
陳沛瑜 (小六望 )
陳晉傑 (小五善 )

三等獎黃樹勳 (小五善 )
林曉高 (小五善 )
陳籽潼 (小五光 )

三等獎林佩芝 (小五光 )
劉學頤 (小五光 )

／

曹朗翹 (小六真 )
最優秀項目大獎劉柏芝 (小六信 )

陳沛瑜 (小六望 )
／ 香港培正小學 優秀組織獎

書法
第十七屆全港中小學中英文

硬筆書法比賽
高小組 (英文 )

張翠倚 (小六信 ) 亞軍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
協會及

香港硬筆書法家 
協會

樊子晴 (小六愛 ) 季軍

棋藝
第四屆「小棋聖杯」
全港學界棋藝大賽

中國象棋 
(小學組 ) 香港培正小學 小學組團體亞軍 中國香港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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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學藝比賽個人成績

班別 組別 / 姓名 活動名稱 項目 成績 主辦機構

小二正 楊信行 第八屆國慶杯中國象棋賽 初小組 冠軍
香港象棋文化發展協會及 

香島中學

小二正 楊信行
2012年全港小學生 
中國象棋個人賽

初小組 冠軍 香港象棋總會

小二正 楊信行 第三屆香港兒童棋院盃象棋公開賽
中國象棋 
(初小組 ) 冠軍 香港兒童棋院

小二正 楊信行
"全民運動 " 中銀香港第 56屆 
體育節全港學界中國象棋精英 

邀請賽

中國象棋 
(初小組 ) 亞軍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 
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小二正 楊信行
第四屆「小棋聖盃」全港學界

棋藝大賽

中國象棋  
(初小組 ) 亞軍 中國香港棋院

小三愛 王苑琳 九龍城區書法比賽 小學生初級組 亞軍

九龍城區文娛促進會、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及 
中國古文字藝術學會

小五愛 崔凱婷
第十二屆 "星星河 "全國少年兒童

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中國少年兒童美

術書法攝影作品
美術二等獎 中國青少年研究會

小四光 馬志勛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三年級組 三等獎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小六愛 楊采霖
The 13 th Philippines-China-Japan 
International Fine Arts Competition Primary Level Second 

Placer

Asia Exchange Culture 
Association Philippines 

Incorporated

小六愛 楊采霖
第三屆蘭亭獎世界青少年兒童 

書畫大賽
青少年兒童繪畫 金獎

中國少兒書畫協會、 
美國國際書法藝術中心及 
中國書法網編輯部

小六愛 楊采霖 第五屆全港學界書畫大賽
國畫 

(小學組 ) 一等獎
香港學界書畫協會及 

國際青年文化交流中心 (香港 )

小六愛 楊采霖
第十二屆 "星星河 "全國少年兒童

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中國少年兒童美

術書法攝影作品
美術一等獎 中國青少年研究會

小六愛 楊采霖 第三十屆日本中國國際書畫大賽 兒童組 金獎 大阪日中文化交流會

小二光 羅希堯 第十三屆芳草杯青少年書畫大賽 初小國畫 銅獎 香港紅荔書畫會

小二真 吳浩彬
第十二屆 "星星河 "全國少年兒童

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中國少年兒童美

術書法攝影作品
美術一等獎 中國青少年研究會

小四望 何定羲
【明日之星】全國青少年藝術人才

總評選香港區選拔賽 2012
中文硬筆書法

(中小組 ) 金獎

文化部中國文化管理學會、 
中國老藝術家協會及中國大眾

藝術家協會專業委員會

小四望 何定羲
【華藝盃】第四屆 

粵港澳朗誦藝術人才大賽

中文硬筆書法

(中小組 ) 一等獎 華廈語言藝術研究學會

小三善 王朗軒
「華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

2013 香港選拔賽 小學三年級 冠軍
中國教育學會數學教育研究 

發展中心

小三善 王朗軒
2012年資優數學「環保杯」 
全國邀請賽 (香港區 )初賽 小學三年級 狀元獎

香港資優數學教育研究中心、

香港資優數學教育學會及 
全國數學之星組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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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組別 / 姓名 活動名稱 項目 成績 主辦機構

小三善 王朗軒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3（香港賽區） 小學三年級 特等獎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小六正 古晧
第十二屆 "星星河 "全國少年兒童

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中國少年兒童美

術書法攝影作品
美術一等獎 中國青少年研究會

小三真 蔡卓霖
「童˙看舊區情懷」全港小學生

寫生繪畫比賽 2013 初小組 一等獎
市區重建局、香港教育城及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小一望 朱千惠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3（香港賽區） 小學一年級 三等獎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小四愛 朱千和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 
邀請賽 2013（香港賽區） 小學四年級 二等獎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小四愛 朱千和 GNET STAR 全港兒童繪畫大獎賽 中童組 銀獎 智叻網

小一光 郭建禧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 (香港 )之

2012「彩繪人生」繪畫比賽 幼兒組 二等獎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 (香港 )

小一光 郭建禧
Hong Kong Children's Art Contest 

2013 Junior Section Gold Award GNET Star

小五真 莫翌林
「攜手關懷助更生」全港原子筆

中文書法比賽
家庭組 亞軍

香港仔坊會及 
南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小一正 陳詠欣
The 5 th Pilot UNESCO Art 

Competition, Slovenija Work of Art
One of the 
Three Best 

Works

Davorin Jenko Primary School, 
Slovenjia and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小五光 葉栢麟 2013「童眼看世界」繪畫比賽 ／ 一等獎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 (香港 )

小三誠 鄭惜之
The 14 th Philippines-China-Japan 
International Fine Arts Competition Primary Level Third Placer

Asia Exchange Culture 
Association Philippines 

Incorporated
小一正 陳善樂 Eye Level Math Olympiad 2012 ／ Silver Prize Eye Level
小五真 王紫蕾 第二十五屆國際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國畫 銀獎 中國美術教育委員會

小五真 王紫蕾
第五屆 "喜洋洋杯 "全國青少年 
兒童書畫攝影作品大賽

兒童組 三等獎

中國青少年書畫藝術研究學會

及喜洋洋杯全國青少年兒童書

畫攝影作品大賽組織委員會

小三善 林柏安
Hong Kong Children's Art Contest 

2013 Junior Section Silver Award GNET Star

小五信 陳恩晞
第九屆 "墨彩杯 "全國青少年兒童

書畫作品電視網絡展評
兒童組 金獎

"墨彩杯 "全國青少年兒童書
畫作品電視網絡展評組織委員

會、中國倫理學會校園文化專

業委員會、香港青少年藝術 
協會及中國中央電視台 

央視國際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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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

從遊戲中學習，就是讓幼兒在輕鬆有趣的活動上，

透過想發現學習並瞭解的事物，由老師引導下自發地搜

集相關資料的過程，從而獲得知識─而我們在每個主

題下的延展：學習活動，往往就是擔任着一個極為重要

的角色。如是次高班「不同國家的文化」課題延展中，

因應不同班本的幼兒興趣，分別發掘和探討不同國家的

文化、風俗和服飾、國旗特徵、飲食習慣、生活文化等

等。

幼兒是從綜合學習活動而獲得知識，從興趣出發使

幼兒份外踴躍和投入。如透過認識不同國旗的特徵能增

強幼兒的觀察能力、辨別形狀和顏色等的理解。認識不

同國家著名的建築物：如法國的羅浮宮、英國倫敦的大

橋等，使他們除了認識其名稱外，還可從中培養幼兒欣

賞不同建築物的設計特色，又可給他們摹寫不同的生

字、詞語及句子，提昇其識字量。當中也有給幼兒設

計自己喜愛的建築物，使他們能盡情發揮無限的想像空

間。當然還少不了家校合作的寶貴資源，除了親子兒歌

的創作和製作資料小冊子外，在飲食文化中的壽司製作，家長們落力的參與和協助，使幼兒

從做中學習獲得豐富的知識。

老師讓幼兒探討有興趣的內容，給予他們有自我探究的機會，

在表述所搜集的資料更是雀躍萬分，學習組織語句並表達的好機

會，讓他們的學習不再是被動而變成主動者，更有效能地鞏固並擴

闊其學習領域。

認識國旗的特徵

搜集著名建築物的資料

創作活動中發揮創意

我是旅遊小博士，聽着啦！

我是小記者！ 我的心聲

家長義工多投入參與活動

幼稚園零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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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正幼稚園得獎學生

班別 姓名 比賽項目 獎項 主辦機構

上幼信 葉昊騫 第四屆香港小童聲公開歌唱比賽 (幼兒組獨唱 ) 優良 高材生文藝發展中心

上幼信 葉昊騫 香港明愛 60週年徽號設計比賽 (幼兒及親子組 ) 亞軍 香港明愛

上幼信 葉昊騫 香港學界兒童朗誦大賽 K1 English Story Telling 冠軍 香港資優兒童協會

上幼信 葉昊騫 第四屆粵港澳朗誦藝術人才大賽  幼稚園 K1英文故事 冠軍 華廈語言藝術研究學會

上幼信 葉昊騫 English Story Telling Kindergarten K1 冠軍 亞洲優質教育服務中心

上幼信 葉昊騫 The Speech Kindergarten K1 優良 亞洲優質教育服務中心

上幼信 葉昊騫 第四屆希望之聲藝術交流大賽 Story Telling (English) K1 Champion 香港普通話朗誦藝術中心

上幼信 葉昊騫
第四屆希望之聲藝術交流大賽 
Verse Speaking ( English) K1

1st Runner-
up 香港普通話朗誦藝術中心

上幼信 葉昊騫 第四屆希望之聲藝術交流大賽獨唱 K1組 亞軍 香港普通話朗誦藝術中心

上幼信 葉昊騫 第四屆希望之聲藝術交流大賽普通話兒歌 K1組 優異 香港普通話朗誦藝術中心

上幼信 許梓楷 第六屆全港學生公開朗誦比賽 K1粵語古詩 冠軍 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

上幼信 徐衍鋒 2013「童眼看世界」繪畫比賽 優異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 (香港 )
下幼光 張傑名 第四屆粵港澳朗誦藝術人才大賽 K1普通話兒歌 亞軍 華廈語言藝術研究學會

下幼光 張傑名 第四屆「文化瑰寶」2013朗誦才藝大賽 K1普通話兒歌 季軍 香港普及藝術協會

下幼光 張傑名 第六屆全港學生公開朗誦比賽 K1普通話 優異 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

低望班 黃柏龍 Asia School Speech Competition Solo Verse Speaking Gold 香港亞洲學生音樂朗誦協會

低望班 黃柏龍 Solo Verse Speaking K2 第二名 中國青少年文化藝術交流協會

低愛班 劉沛榆 中華兒童親子田徑競大賽親子接力 季軍 中華文化體藝協會

低光班 陳銘得 第四屆香港傑出青少年鋼琴家公開賽預備級 A組 優異 高材生文藝發展中心

低光班 陳銘得 第十屆 GAPSK普通話朗誦比賽幼稚園組 (K2)兒歌獨誦 季軍 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

低光班 陳銘得 K2普通話兒歌朗誦 亞軍 香港普及藝術協會

低光班 李功昕 2012彩繪人生繪畫比賽幼兒組 優異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 (香港 )
低光班 李功昕 International Children Painting Competition2013 Merit 亞美斯藝術交流 (香港 )
低光班 梁梓聰 第五屆中國青少年鋼琴比賽 K2組 優異 中國青少年文化藝術交流協會

低光班 梁梓聰 第五屆中國青少年小提琴比賽 K2組 優異 中國青少年文化藝術交流協會

低光班 梁梓聰 亞洲校際朗誦比賽 Solo Verse Speaking 銅獎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比賽

低光班 陳靜賢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幼兒朗誦 良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低善班 鍾致遠 Hong Kong Children's Art Contest 幼兒組 金獎 GNET STAR
低善班 楊俊傑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Violin Solo Grade Two 優良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低正班 何嘉悅 第九屆 GAPSK普通話朗誦比賽 K2兒歌獨誦 優異獎 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

低正班 何嘉悅 UP STAGE 普通話朗誦比賽 2013 優異獎 香港青年協會

低正班 文雅妍 第四屆全港少兒西洋畫比賽 K1組 優異獎 高材生文藝發展中心

低正班 文雅妍 Hong Kong Children's Art Contest 2013幼兒組 金獎 GNET STAR

低真班 楊喆
5 th HK Students Open Speech Competition K1 English 

Verse Speaking Merit 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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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姓名 比賽項目 獎項 主辦機構

低真班 楊喆 第五屆全港學生公開朗誦比賽 K1兒歌 冠軍 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

低真班 楊喆
5 th HK Students Open Speech Competition  

Piano-Preliminary A 3rd Place 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

低真班 楊喆 兒童及青少年閱讀計劃 優異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低真班 楊喆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Piano Solo Grade One 第三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低真班 石祐勤 第十三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 K2兒歌組 傻良獎 普通話教師學會

低真班 石祐勤
6 th HK Students Open Speech Competition K2 English-

Verse Speaking
Honorable 
Mention 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

低真班 石祐勤
2012 Asia School Speech Competition Solo Verse 

Speaking K2 Group Silver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協會

低誠班 徐君溢 普通話朗誦及講故事比賽 銅獎 元朗大會堂

高信班 李芷雯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幼兒朗誦 良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信班 李芷雯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Piano Solo Grade Two 優良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信班 高天朗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Piano Solo Grade One 第一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信班 孫振霆 第六屆全港學生公開朗誦比賽 K3組 優良 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

高信班 孫振霆 6 th HK Students Open Speech Competition K3 Merit 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

高望班 周殷摯
Hong Kong Champion Kid & Parent Sport Competition 

Boys 30Meters run champion Champion Sports and Arts 
Association

高望班 周殷摯
Hong Kong Champion Kid & Parent Sport Competition 

Boys 60Meters run champion Champion Sports and Arts 
Association

高望班 周殷摯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Piano Solo Grade One 第三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望班 姚宓孜 女子擲豆袋賽事 第一名 飛達田徑會

高望班 姚宓孜 女子立定跳遠 第二名 飛達田徑會

高望班 姚宓孜 Family Relay (Mother Group) 1st Runner 
up

Athkids Junior Sports 
Association

高望班 姚宓孜 60 Meters Running 1st Runner 
up

Athkids Junior Sports 
Association 

高望班 姚宓孜 Long Jump 2nd Runner 
up

Athkids Junior Sports 
Association

高望班 姚宓孜 Bean Bag Throwing 2nd Runner 
up

Athkids Junior Sports 
Association

高望班 李彥欣 2013「童眼看世界」繪畫比賽 二等獎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 (香港 )

高愛班 周曉樂 兒童青少年拉丁舞

CR第一名
CJ第二名

Solo Jive 第
三名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

高愛班 周曉樂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Solo Samba 季軍 香港舞蹈教育學院

高愛班 周曉樂 Juvenile & Youth Solo Jive 季軍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Ballroom D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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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姓名 比賽項目 獎項 主辦機構

高愛班 周曉樂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全年總冠軍頒獎禮 )
CJ第二名
CJ第三名

JIVE第二名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

高愛班 周曉樂 幼稚園校際單人華爾滋 冠軍 香港標準舞總會

高愛班 周曉樂 幼稚園校際單人牛仔組 冠軍 香港標準舞總會

高愛班 鄭峻銘 Graded Examination in Spoken English(Grade 1 ) Distinction Trinity College London
高愛班 鄭峻銘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優良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愛班 容芷翹 日本中國國際書畫大賽 銅獎 大阪日中文化校交流會

高愛班 曹浤睿 第三屆東方盃朗誦及繪畫綜藝比賽 K3組 季軍 校園普通話推廣中心

高愛班 曹浤睿 香港小天王朗誦公開賽 K3兒歌組 亞軍 校園普通話推廣中心

高愛班 曹浤睿 香港小天王朗誦公開賽 K3弟子規組 季軍 校園普通話推廣中心

高愛班 曹浤睿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幼兒朗誦 榮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愛班 潘在霖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幼兒朗誦 優良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愛班 沈思維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Piano Solo Grade one 優良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愛班 劉禮誦 四至五歲個人男童自由組手 亞軍
全日本空手道連盟剛柔會 

香港誠和會

高愛班 劉禮誦 四至五歲男女童混合隊制套拳 (初級組 ) 亞軍
全日本空手道連盟剛柔會 

香港誠和會

高愛班 劉禮誦 五至九歲男女童混合隊套拳 季軍
全日本空手道連盟剛柔會 

香港誠和會

高愛班 陳希臨 第十三屆全港兒童細運會小飛人大賽男子幼兒組 60米 冠軍 華運動員協會

高光班 羅穎心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幼兒朗誦 優良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光班 羅穎心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Piano Solo Grade One 優良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光班 陳展宏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幼兒朗誦 良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善班 陳彥嵐 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 優異
九龍城區校長聯絡委員會 /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

高善班 陳樂心 體操公開比賽 (Floor Exercise Level 5 ) 冠軍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高善班 陳樂心 體操公開比賽 (Vaulting Level 5 ) 冠軍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高善班 蘇芷蔚 道路安全親子填色比賽 優異獎 九龍城區道路安全委員會

高正班 陳朗翹 5 th HK students Open Music Competition Piano –Grade 1 第一名 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

高正班 陳朗翹 第四屆管弦樂公開比賽小提琴二級 亞軍 高材生文藝發展中心

高正班 陳朗翹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優良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正班 陳朗翹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幼兒朗誦 良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正班 陸熙哲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Piano Solo Grade Two 優良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真班 曾凱光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Piano Solo Grade One 第三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誠班 何俊希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優良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誠班 何俊希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幼兒朗誦 第三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誠班 黎柏朗 第七屆第二輪決賽之英語朗誦幼兒組 銀獎 香港藝術聯會

高誠班 盧彥晴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Cello Solo Junior 優良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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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技日

三月二十五日是本年度的競技日，各班同學為着競技日的比賽，已練習了一段日子。當

天同學們帶着緊張興奮的心情回校。雖然當天下着毛毛細雨，但也不減同學們雀躍心情。競

技日當天於小學部 D 座雨操場舉行，由低善班及高光班同學當啦啦隊，帶領其他同學進場。
由張校長及葉副校主持開幕禮，場面非常熱鬧。

開幕禮過後，隨即進入競技比賽的時間，老師預先按着兒童的能力編定各項比賽的項

目，首先由兩班比賽，勝出班別再進行決賽，同學們也為自己的班別打氣、歡呼，非常興奮。

最後，由張校長及李副校長主持頒獎禮，得獎班別是上午幼兒光班、下午幼兒信班、低

善班和高誠班的同學們贏得各級獎項，在歡樂的氣氛中完結了。

同學們很投入地進行競技活動

看我們跑得多快 !

親子旅行

本年度上、下午幼兒班親子旅行安

排於四月十二日及四月十九日假大埔海濱

公園舉行，參加人數非常踴躍，共有七百

多人，雖然兩天的天氣都比較不穩定，但

感恩上主的眷顧和保守，參加者也樂在其

中，能享受親子郊遊的樂趣。

十時十五分左右各班陸續抵達園

地，由老師帶領進行各班的活動，例如：

拍攝集體照、參觀昆蟲館、回歸塔及進

行親子遊戲等，大家的投入，為園內增

添了很多歡笑和打氣的聲音，非常熱鬧。

參觀和遊戲完畢，家長們也拿出各種各樣自備的美味食物，一同享用，非常快樂。老師

亦透過自由時間和家長們多作溝通，建立互信。轉眼間，很快又到集合回程的時間，眾人懷

着愉快的心情踏上回家的路途，結束愉快的一天。

親子遊戲好玩又刺激 !

幼稚園零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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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紀念會

本年度之復活節紀念會於三月二十二日

上午假中學禮堂舉行，同學們在課室集合後，

戴上自製的復活節頭飾，由家長義工協助

老師一同到禮堂參加聚會。紀念會內容有祈

禱、詩歌、張校長致送復活節禮物給予學生

代表及短講環節。是次的活動邀請了職業魔

術師雷普康先生，為同學們一邊表演、一邊

作福音訊息分享。雷先生表演得非常精采，

令場內的師生皆嘖嘖稱奇，拍案叫絶，聚會

在愉快的氣氛中告終。 我們的復活節頭飾多美麗 !

聖誕慶祝會

本年度的聖誕慶祝會於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假香港培正中學禮堂舉行，高班表演班的同學

大清早便回校準備─更衣、化妝；約十時許，全校的同學便齊集禮堂，準備參加聖誕崇

拜。聚會開始時，眾人一同禱告、一同唱詩歌頌天父，接着是讀經─描述耶穌降生的經

文，並由小學部宗教主任陸煥明主任分享訊息，陸主任邀請了學生上台一同參與，非常精

采，學生也很專心地聆聽；接着，張廣德校長致送聖誕禮物，由各班學生代表上台領取。

崇拜後，是遊藝節目演出，分別有高誠班唱遊─主是我的好牧人、高真班舞蹈─獻

上跳躍的禮物、高信班律動─ LOVELY LAND、高正班的節奏─最深愛的主。壓軸的節

目是由可愛活潑的聖誕哥哥姐姐出場，恭祝大家聖誕快樂，最後還全場學生一同跳舞，喻意

把主耶穌的愛分享出去，感染其他人認識主 !

我們跳着唱着讚美主 !

節奏表演真精采

我們的 Lovely Land 在心中

主的羊兒多可愛 !

幼稚園零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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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宵市場

為了配合教學主題，及讓學生們對中國的農曆新年習俗和文化加深了解，特別安排於二

零一三年二月五日舉行「年宵市場」活動。讓學生透過此活動能感受節日的氣氛和歡樂，同

學和老師也穿上了華服。當天上下午假吳華英紀念球場舉行開幕禮，場面非常熱鬧。分別由

張廣德校長及家長義工主持了醒獅點睛的儀式。接着由上午幼兒信班及高善班的同學們作醒

獅表演，透過舞獅及不同的樂器作配合，表演得非常精采，獲得全場的掌聲，也為開幕禮增

添了不少的氣氛。開幕禮過後，隨即分階段安排同學進行逛遊花市，幼兒班和低班的同學們

在老師的帶領下，進行不同的攤位遊戲，而高班同學則相約好朋友，自由地進行各項活動，

非常享受。

年宵市場設在 B 座雨操場，共有四個攤位，分別是「金蛇迎新春」─讓同學們自由地

舞獅，並進行互動的新春遊戲。「巧筆福語賀新歲」─同學透過書寫揮春，祝福家人和朋

友。「金玉滿堂」─介紹不同的賀年食品，亦能品嚐美味可口的粟米杯。「花團錦繡」─

讓同學們認識不同的花卉、盆栽，亦透過設計花兒掛飾，讓同學能帶回家，為新年家中作佈

置。大家在是次的活動中非常享受，亦能透過不同的活動建構新的知識和經驗。在此向各位

家長義工致謝，他們的協助和積極的參與，使活動能圓滿的舉行。

張校長與家長義工同為醒獅點睛 看我們的醒獅表演多精采 !

生日會

一月十一日是本年度第二次生日會，當

日的活動，除拍攝生日照、祈禱、唱生日歌

及吃蛋糕外，老師還預備了不同的遊戲和同

學進行，老師按着同學的需要和能力，設計

出不同的集體遊戲，在課室裏進行各項活

動。同學也表現得非常投入，透過遊戲，班

中的同學亦建立到不少情誼。

三月八日舉行了第三次生日會，待生日

的同學拍攝生日相片後，安排了「大哥哥、

大姐姐」時間，由低班及高班的哥哥姐姐，向幼兒班的同學帶領活動，有的說故事、有的玩

遊戲、有的做手工。透過混齡活動，讓同學有不同的學習經驗，也讓低高班的同學學習照顧

幼兒班的同學，他們相處也十分融洽，低高班的同學也預備得十分認真。

生日的同學真快樂 !

更正

上期 P.111 頁 九龍城區傑出學生名字應為「岑欣霖」。

幼稚園零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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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錦輝校長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舉行「二零一二年度勳章、獎章及獎狀頒
授典禮」，行政長官崔世安代表特區政府向四十一位人士及五家機構頒授勳章、獎章及獎狀。
澳門培正中學校長高錦輝博士獲頒授教育功績勳章、前國文科主任鄧景濱教授獲頒授文化功績
勳章、劉冠華老師獲頒功績獎狀。

授勳儀式當日下午四時在文化中心綜合劇院舉行，各中央駐澳機構主要負責人、政府主要
官員、行政會委員、立法會議員及各界人士出席觀禮。澳校行政常委、培正同學會、教職員
會、學生會代表等亦應邀出席，向高校長等授勳人士致以熱烈祝賀。

高錦輝校長在培正中學任教廿八年，長期為推動本澳教育事業發展不遺餘力；積極參與社
會事務，現同時擔任澳門大學校董、澳門中華教育會副理事長。

鄧景濱教授曾於培正中學任教十載，桃李滿門。現任教於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中
文系，長期致力語言研究和文學推廣。

劉冠華老師在培正中學任教設計與科學等課程，同時擔任澳門科技創新教育學會會長，積
極為澳門學生開展科技培訓工作，取得碩果。

獲頒授教育功績勳章

高錦輝校長獲授教育功績勳章

劉冠華老師獲授功績獎狀

授勳儀式後，行政長官崔世安博士、劉永誠校董、莫志偉會長、澳校及同學會代表等與高錦輝校長、劉冠華老師合照。

鄧景濱教授獲授文化功績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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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藝良名譽校董、李沛霖名譽校董及
一眾社會人士祝賀高校長

教職員會聖誕聚餐中，主席鄭國康、副主席蕭文毅、
梅致常向高錦輝校長致送紀念品以表祝賀。

教職員會向劉冠華老師致送紀念品

培正同學會向鄧景濱教授致送紀念品

培正同學會向劉冠華老師致送紀念品

培正同學會新春聯歡餐會上，莫志偉會長
向高錦輝校長致送紀念品以表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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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慈善英語音樂劇
由 澳 門 培 正 中 學 與 國 際 教 育 合 作 中 心 合 辦 的 兒 童 慈 善 英 語 音 樂 劇“No Child Too 

Far”，於六月一日晚上七時在培正中學禮堂上演。知名樂隊 Soler、近八十名本校小學生及
管樂團應邀同台表演。活動合共籌得逾二十萬元善款，將用作支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改善
世界各地兒童的基礎教育及兩性平等工作。

活動上，高錦輝校長向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香港委員會致送善款支票，向贊助演出及捐贈
善款達一萬元或以上之善長或機構致送紀念品。高校長感謝社會各界人士、家長、老師支
持活動。表示澳門學生身處物質豐富的社會中，學會關愛別人、關注社會尤為重要，本校
小學生嘗試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回報社會，幫助世界數以萬計活在邊緣、長期被忽略的兒童。
相信學生的善心義舉是送給自己最好的“六•一”兒童節禮物。

高校長向 Soler 樂隊致送紀念品

高校長向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香港委員會致送
善款支票，該會助理經理蔡德賢代表接收 高校長向鍾惠琼女士致送紀念品

高校長向馮健富先生致送紀念品

高校長向馬有信先生致送紀念品

高校長向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代表雷敏儀女士致送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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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活動經過半年籌備，一百多名學生及教職員工參與幕前及幕後工作。該劇講述小
男孩 Ronny 面對重重困難，仍然堅持到底，最終戰勝障礙的歷程。劇情及演練的過程均
讓學生深深體會到團結合作的重要。

演出前，樂隊 Soler 在現場義賣唱片籌款，並即場為各善長親筆簽名，更身體力行
支持義演，精湛的演唱獲全場熱烈掌聲。學生們全情投入，傾力演出，同樣獲觀眾好評。

全體演員與嘉賓大合照

精  彩  表  演  回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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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動 態

培正機械人起動　衝出亞洲赴美參賽

由工程及科技學會香港分會主辦之 IET/MATE 香港水底機械人挑戰賽二零一三亞洲區
選拔賽，於四月十三、十四日在香港將軍澳游泳館舉行。來自港澳、泰國、南京、上海、印

度、印尼、新加坡等廿五所中學的學生所製作的機械人在水底進行兩項任務測試，一較高

下，以爭取往美國參加決賽的資格。

是次挑戰賽分四部份評分，包括機械人實戰賽、

機械人製作及構造、技術報告及海報設計。比賽旨在

把機械人應用技術、問題分析、批判性思考和團隊精

神，同時加強參加者對海洋保護的興趣及關注，嘗試

如何運用科技於海洋保護之中。在美國舉行的國際賽

由太空總署（NASA）、美國海洋研究中心等主辦，期
望提昇年輕一代對海洋及有關工業的認識；賽事一直

被視為學界、專業及商界重要的交流平台，每年吸引

數以百計來自全球的中學及大學生參加。

澳門培正中學水底機械人研究小組首次參加是次賽事，經過一輪激烈角逐，憑其優秀

的表現及實力，獲得了決賽資格，於六月份到美國西雅圖參加「國際水底機械人挑戰賽二零

一三」。

本學年，澳校高度重視學生學以致用的能力，特在初一、初二年級開設新課程「設計與

科學」，盼能從中提昇學生的動手能

力、應用專業知識的能力和發展生活

技能。水底機械人研究小組是新成立

的小組，由該校老師劉冠華、導師梁

嘉俊與梁頌文帶領，組員主要是初二

和初三學生。參賽能讓組員把平日課

堂所學到的知識加以應用，同學在是

次比賽中獲得優秀成績，達到學習的

目標，且得到各嘉賓的肯定，顯示了

澳門學生解決難題的實力，亦足證澳

門在工程設計方面擁有不少新力軍，

具有發展學術研究的能力。

澳門培正水底機械人小組於香港參賽合照

機械人組員向評判作技術及工程答辯

此外，澳校 RCJ 救援機械人研究小組
（小學）積極學習，於三月廿一日至廿四日

期間，由指導老師黃智中帶領赴京，參加

2013 RoboCup 青少年世界盃 (RCJ) 中國賽區
選拔賽，小五級黃昊泓、何旻駿、黃智恆同學

參加是次比賽的小學組救援 A 項目，收穫甚
豐，獲該項目三等獎。

小學同學首次參加青少年機械人世界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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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活動

二零一二年，澳門培正同學會提早於

十二月八日舉行培正同學日。當日下午，勤

社與德社分別舉行紅寶石禧及銀禧慶典，晚

上舉行聚餐。

校方於十二月十八日上午舉行慶祝澳門

特別行政區成立十三周年升旗禮，全體老師

及中學生出席。十九日舉行慶祝聖誕活動，

包括壁報展覽、園遊會等，校園內熱鬧非常。

當晚，教職員會舉行聖誕聚餐，員工及家眷

共聚一堂。 熱鬧的聖誕園遊會

與同學會合辦團拜及座談會

本校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十八日傍晚與培正同學會聯合舉行癸巳年新春團拜，出席之教職

員工、退休老師、校友及寶眷等逾兩百人。會上，高錦輝校長及莫志偉會長向大家拜年。

五月四日晚上，本校及同學會合辦級社同學代表座談會，參與之校友逾六十人。會上，

高錦輝校長向校友們報告了學校概況、招生情況、學生們在各項活動所取得的碩果等，讓離

校同學對母校的近期發展有更深入的認識。

高錦輝校長與莫志偉會長與校友們座談

新春團拜喜洋洋

報名工作順利

二零一三年度招生工作及入學考試

於三月初展開，報名者先在網上登記，

後分流辦理手續，其中幼兒班 (K1 ) 約
一千零七十人報名，招收一百六十三

人。其他班級如小一、初中一、高中一

亦已招收少量學額。

新生報名工作分批有序地進行
善款助雅安災民

我國四川雅安地區四月二十日發生大地震，死傷者眾。本校師生為四川雅安地震災區籌

得款項澳門幣 $348 ,342 .11、港幣 $23 ,640 .00，善款彙交澳門紅十字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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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舞蹈隊獲邀赴京參加「2013 歌聲與微笑—新春大聯歡電視文藝晚會」

本校小學舞蹈隊一行二十一人，由郭敬文副校長率領，於一月二十九日至二月二日期間

前往北京參加「2013 歌聲與微笑—新春大聯歡電視文藝晚會」。

該電視文藝晚會是國內的少兒品牌類電視晚會，節目以原創作品為主，要求音樂、服

裝及演員之表現力都必須具備高質量和高水平，且主題明朗突出。赴京演出隊伍經組委會

專家評審，在全國各省市地區選出共二十五個優秀節目，以確保晚會具高質素的演出效果。

本校小學舞蹈隊兒童創作舞《向前飛》經嚴格選拔，入選參加晚會演出。該舞蹈由澳門著名

舞蹈導師梁劍丹、顏展紅創作及編導，在去年學界舞蹈比賽中成績優異，一舉獲得比賽之

最高奬項優異奬及創作奬，並獲邀在歡迎中國航天英雄訪澳晚會演出及其他大型晚會演出，

深受讚賞。

小學舞蹈隊是本校眾多課外活動團隊中優秀團隊之一，在學習及比賽、演出中一向有較

突出的表現，曾多次作為澳門地區代表，赴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參加國際少兒

藝術節和亞洲兒童藝術節。在參加全國舞蹈比賽中曾獲金奬、銀奬，獲全國舞蹈優秀校園的

光榮稱號。

二月一日電視錄影晚會上來自全國各地約六百位青少年表演隊伍，傾力演出，節目精采

活潑，充滿歡樂喜慶的氣氛，培正小學舞蹈隊表現出色，獲在場觀眾報以熱烈掌聲外，並獲

主辦單位專家組讚賞，更有機會獲邀前往韓國演出，晚會錄影已於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時於

中央電視台少兒頻道播出。

精采的演出

演出後留影

晚會謝幕場面熱鬧

遊覽天安門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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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校園健康飲食文化

中學班際「 健康午膳烹飪比賽」

為加深中學生對健康午膳的認識，增進學生烹飪技術，澳校於一月份舉辦中學班際「健

康午膳設計比賽」，中學二十七個班均派出隊伍參加，並在校園進行現場烹飪比賽。評判團

除了專業評判外，還有由小四至高三級學生組成十二人之學生評判團，使比賽更添公平性和

趣味性，期間眾多同學到場支持，令比賽氣氛更為熱鬧。學生各組的表現讓人驚喜，甚有水

準：高一望班製作的菜式，除造型可愛之外，烹調技巧及食物味道亦佳，勇奪全場總冠軍；

高二望班的同學把牛奶加入糙米飯內，甜美的米飯獲評判一致讚賞，奪得最美味大奬；初二

望班獲最佳營養大奬；高三信班的菜式配搭得宜，勇奪最佳創意大奬；高一善班獲最佳造型

大奬；高三善班的隊伍憑着奪目的隊型及隊員的合作無間，勇奪最佳團隊大奬。

中學班際烹飪比賽

健康飲食周

為培養學生正確的飲食習慣，本校於四月十五至二十日舉行「健康飲食周」，藉着舉辦各

類有關健康飲食的活動，從而提昇師生及家長的健康飲食觀念。

水果日

在四月十八日中午舉行「水果試食日」，家長義工隊把各類水果切成小塊，共裝成

二千五百小杯，派給師生及家長享用。四月十九日下午第一節課全校師生一齊在課室吃水

果，連續的活動能提醒大家注重健康，要經常吃水果。

家長義工準備大量水果杯給各生試食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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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齊食早餐

齊齊吃早餐活動

在四月份健康飲食周內，特為小一至小四

級同學進行「齊齊吃早餐」活動，學生早上帶

早餐回校，在體育館與老師及行政人員一起

吃早餐。同學們在輕鬆的氣氛下除了進食早餐

外，更可互相觀摩其他不同種類的早餐，進而

認識吃早餐的重要及學習選擇合適的早餐，活

動得到學生及家長們的支持和認同。

親子「 健康午膳烹飪比賽」

本年度繼續舉辦「親子組─健康午膳設計比賽」，參與的隊伍眾多，經初賽後共有 9 個
隊伍獲晋入決賽，於四月二十日下午在校園進行現場烹飪比賽。參賽隊伍各出奇謀，使出渾

身解數，隊員間各司其職，合力製作健康又美味的午餐，水準不相伯仲，學生評判及專業評

判們都傷透腦筋。小五信班彭胤統同學與母親梁頴儀的親子組合，在魚湯內加入鮮蓮子和薏

米，令到湯鮮肉滑，清爽的米綫贏得一眾評判的讚賞，獲得冠軍大奬。何旻駿、何旻彥同學

與雙親何志斌、梁雅儀的親子組合，菜式配搭得宜，營養豐富，勇奪亞軍大奬。李遵同學與

母親謝鳳儀的親子組合，廚藝出色，奪得季軍大奬。

「 健康小食─ 小廚神比賽」

為加深學童對健康小食的認識及提昇健康生活技能，特意舉辦「健康小食─小廚神比

賽」，鼓勵小學生參與。經初賽後有九位小學生獲晋入決賽，學生必須在現場個人完成烹飪

作品。參賽者認真專注，有的煎煮、有的刀切，功架十足，小小年紀甚有大將之風。小二愛

班甄語嫣同學表現突出，勇奪小廚神冠軍大奬。小四信班許以琛同學技巧出色奪得亞軍大

奬。小二愛班梁芷晴同學的作品營養食味俱佳得季軍大奬。

頒獎禮於烹飪比賽後隨即舉行，場面熱閙，師生及家長都認為此類活動有益身心，參加

比賽能對健康飲食有更深刻的認識，而互相觀摩及交流可以提高廚藝水準，並豐富課餘生活。

親子組健康烹飪比賽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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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邀參加教青局學校發展計劃成果分享會

本校獲教青局邀請，參加在二零一三年

一月初舉行之「學校發展計劃」成果分享會和

展覽，以讓師生和市民了解在校內開展的教

育計劃與相關成果，亦可與教育界同工互相

觀摩切磋。本校化學興趣小組在教學互動區

中，負責肥皂製作項目，組員們學以致用，

把日常學到的化學知識和動手做實驗的經

驗，向觀眾解說肥皂成份的計算與肥皂的保

濕滋潤作用，並即場製作，與觀眾互動，期

望推廣生活化學的訊息。
組員向教青局中學暨技術職業教育處吳偉雄處長（ 左一）
和高錦輝校長作解說

張裕司長到校觀反毒話劇

由社工局主辦、澳門「戲劇農莊」與香港「中英劇團」聯合製作及演出之《無毒有情天》

校園禁毒話劇於一月三十日上午在本校禮堂舉行。社會文化司張裕司長率社工局容光耀局

長、教青局梁勵局長等嘉賓和本校小五、小六級同學一起觀看了這場精采的演出。

奕社成立典禮

五月十一日，澳門培正中學一行三十多人包括奕社社長、副社長、職員及男、女子排球

隊隊員，由馮少嫻主任率領往港參加港校級社成立典禮，是日除了得到港校熱情接待外，更

與港校排球隊進行了男、女子友誼賽，比賽雙方選手表現認真，鬥志高昂，最後澳校以三局

勝兩局險勝港校。級社成立典禮亦在莊嚴的氣氛中順利進行。

澳校於五月十八日舉行級社成立典禮。當日上午九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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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校級社同學代表們到達碼頭後，先到澳門

科學館參觀。參觀完畢後，港、澳校代表與校長、老師等一起午膳，席間氣氛和諧融洽。下

午二時三十分，典禮正式在Ｈ座八樓禮堂舉行，承蒙各嘉賓、家長及老師參與，使大會生色

不少。在鄭譪靈社長致開會辭、高錦輝校長揭旗及致訓辭後，澳門培正同學會莫志偉會長、

香港培正同學會黎藉冠會長、香港培正中學李景倫副校長及香港培正小學張廣德校長亦分別

向奕社同學作出訓勉，希望同學

們做事神采奕奕、積極向上。儀

式結束後，同學們表演了精心準

備的遊藝節目，各項表演節目表

現出色，獲得嘉賓及家長的一致

好評。奕社成立典禮也在愉快和

諧的氣氛中結束。
奕社職員與嘉賓合照

張裕司長等嘉賓來校欣賞禁毒話劇 同學們透過話劇認識吸毒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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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聯會屬下幼稚園訪校

香港浸聯會屬下幼稚園校長、主任、老師一行四十四人在羅永祥校監帶領下於去年十一

月三十日蒞臨本校參觀交流。

當天高錦輝校長致歡迎辭，並講述本校的教育理念和發展願景，幼稚園劉玉玲主任介紹

本校幼稚園的教學概況、課程規劃，以及發展路向。

其後劉玉玲主任和幼稚園老師陪同嘉賓參觀了校園、圖書館和幼稚園 B座教學大樓，向他
們詳細介紹閱覽室、唱遊室、視藝室、培正街、培初園的設計和設備，並觀察各級的教學實況。

參觀後，來賓在 H
座六樓培正堂進行座

談，互相交流意見，就

兩地課程、教學和學生

生活等問題交換心得和

經驗。

交流過程暢談甚

歡，大家在依依不捨的

氣氛下結束，希望日後

有更多互相交流和學習

的機會。

香港鳳溪創新小學訪校交流電子教學經驗

香港鳳溪創新小學教學團隊共約四十人於去年十二月十九日來校參觀交流，與本校教師

交流教學心得。高錦輝校長及三十多位小學教師迎接來賓，兩校對如何有效地使用資訊科技

來提昇教學作出深入探討。

郭敬文副校長在當天的交流會議中致歡迎辭，介紹本校近況。小學教務主任馮少嫻分享

小學部的課程特色。香港鳳溪創新小學李淑賢校長講述該校科技創新課程的發展情況。隨後

兩校教師互相分享電子教學的經驗，探討如何透過電子科技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提昇教學

效能。

電子教學是澳門培正未來教學的重要方向。近年來，本校大力投放資源鋪設全校無線網

絡，購置手提電腦及電子閱讀器等電子設備輔助教學，積極透過電子科技培養學生的創新思

維。香港鳳溪創新小學則於二零零七年榮獲美國微軟公司 MICROSOFT 選為全球十二所之
一，亦是亞洲區內唯一之「未來學校」，在香港率先推展資訊教育，並四度榮獲香港行政長官

卓越教學奬，在電子教學方面累積了不少寶貴的經驗。

在交流會上，本校教師向香港鳳溪創新小學的教學團隊了解他們在開展電子教學過程中遇

到的困難及對策，獲益

良多，對本校將來推動

電子教學有深廣之助益。

香港鳳溪創新小學

教師隨後參觀澳門培正中

學的圖書館、體育館及環

科室等設施，本校教職員

細心講解科技融入各種設

施及教學之情況。

香港浸聯會屬下幼稚園訪校大合照

澳門培正中學與香港鳳溪創新小學教職員大合照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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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訪記要

4 月 19 日，佛山南海南光中英文學校訪校 4 月 24 日，泰國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來校參觀

泰國老師走入小學課堂 5 月 16 日，香港聖保羅學校來校觀課，與本校數學及
常識科老師交流經驗

「 管與教」家長工作坊

本校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一日 ( 家長領取成績單當日 )，為小學家長舉辦兩場「管與
教—簡單及長期有效的管教技巧」工作坊。香港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教育及家庭支援服

務註冊社工黃冠瑋先生、謝美君小姐獲邀擔任主講嘉賓。講座着重探討父母主要任務，父母

要少做的七件事；學生成長的四大範疇，分別有如何與別人溝通、如何處理自己感受、如何

獨立、及解決問題；簡單及長期有效的管教方法。工作坊中，家長們踴躍發問，希望掌握技

巧與方法用於日常管與教。

家長樂於提昇管教技巧 謝美君小姐回答家長提問

5 月 15 日，「 第三屆兩岸四地學校音樂教育論壇」與會專家學者來校參觀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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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子片片」藝術駐校計劃

本校邀請點象藝術協會於去年十二月十至十四日駐校為小學同學演出戲劇《葉子片片》，

希望透過小學生感染整個家庭關注城市綠化問題。該劇演出部份安排在一個可容納三十至

五十人的特製活動充氣裝置內進行。設計概念來自「露水」，以一滴特大露水在城市中流動，

刺激學生對城市空間的思考。 

是次活動除了吸引學生們參與外，亦加設了親子劇場環節，讓家長及學生對戲劇內容互

相討論、發表意見。活動中，學生及家長們反應熱烈。

在「 露水」中欣賞表演 巨大的演出裝置

HOPSports 簡介會

本校於四月五日舉辦「HOPSports 簡
介會」，特別邀請錢銘佳教授為主講嘉賓。

HOPSports 是一套較完備的體育教學軟件，
其內容多為時下流行運動。學生跟從練習時，

不但能鍛煉體魄，更能體會到運動帶來的樂

趣。本年度本校小學部為實踐《正規教育課程

框架》中之規定，進一步提高學生身體素質，

於課間時段試推行由美國引入的 HOPSports
運動。為讓教師們深入了解 HOPSports 運
動，並與澳門教育界分享本校體育教育的經

驗，此次講座之主要對象除本校小學教師外，亦特別邀請了澳門小學體育科老師參加。

主講嘉賓錢銘佳教授與學生現場互動

學生們享受 HOPSports 帶來的樂趣 高錦輝校長接受錢銘佳教授 ( 右 ) 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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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消息

 z 學生發揮創意，籌辦攤位樂無窮

圖資社學生分別在聖誕佳節及世界書香日籌辦「反字奇兵」攤位遊戲，與全校師生及社區

人士同樂。當天參加者熱烈參與，懷着愉快的心情滿載而歸。

聖誕攤位反應踊躍 圖書館週攤位遊戲

廣播操推廣─繪本大世界

小學國文科與圖書館合作推介電子圖書館 Hyread

 z 鼓勵朋輩閱讀，公佈借閱龍虎榜

圖書館透過兩期的借閱龍虎榜，表揚了在

去年十二月至本年六月期間閱讀表現優秀

的班級及學生，期望透過朋輩影響力，進

一步打造書香校園。

 z 結合跨科教學，增設優質圖書

為協助各科教學，圖書館分別與視藝科及國文科合

作，購入及推介國外藝術書籍，以及諾貝爾文學獎

得獎者莫言、台灣師範大學潘麗珠教授、知名作家

席慕蓉約九十本著作，另外更與小學國文科合作從

小學四年級開始推介電子圖書，藉此讓學生接觸更

多優質圖書，吸收不同類型的知識，達至全人教

育。

 z 圖書館週系列活動，打造校園閱讀氛圍

圖書館於四月舉辦了八項活動，吸引眾多師生及家長參與，

反應踴躍。當中訪問校內老師推介電影之「愛影留聲」主

題壁報以及為小二

級同學而設的人仔

叔叔故事講座，均

獲師生一致好評。

圖書館週系列展覽 書香處處飄贈書情況

137

澳校校聞



人仔叔叔之繪本講座

台灣師範大學潘麗珠教授 ( 前排右三 ) 贈予本校十多本親筆簽名圖書

幼稚園同學來到圖書館

 z 學生往港交流，收穫甚豐 

圖資社學生於六月往港進行交流學習，期間不但到香港中央圖書館學習交流，藉此取長補

短，優化服務，同時還參觀了有機農場，讓學生體驗有機耕作的樂趣，學習環保生活，珍

惜食物。

 z 送舊大會驪歌輕唱，願畢業生展翅翱翔

圖資社為應屆畢業社員舉行送舊大會暨年度總結大會。今年畢業社員多年來為館服務及推

動閱讀均不遺餘力。由學弟妹們策劃精采活動，當天場面感人，眾社員紛紛對學長姐送上

祝福。

梁健華老師參加「2013 世界乒乓球錦標賽」

澳校體育教師梁健華是澳門乒乓球著名運動員，除為澳校培養多位優秀的乒乓球隊員

外，個人在澳門各項乒乓球比賽中表現亦同樣

出色，今年在澳門最具代表性的「何賢盃」賽

事中連續八年獲得冠軍。今年五月中旬，代表

澳門參加在法國首都巴黎舉辦之「2013 世界乒
乓球錦標賽」，梁健華老師在世界大賽中表現

相當優秀，在混雙第一場以 4：0 勝塔吉克斯
坦，第二場以 3：2 僅負挪威。在男雙方面以
3：1 戰勝冰島。在男子單打比賽中亦以 4：0
戰勝多巴哥共和國，為澳門爭光。

梁健華老師參加世錦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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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與  學

教學設計獎勵計劃成績可喜

是項活動由澳門教育暨青年局主辦，每學年一次，旨在推動學術研究、激發創思教學和

教學研究能力。在 2011 /2012 學年中，本校老師積極參加，涉及單元教學、學期教學、學年
教學，或教學研究的範圍，經教青局評審團評定，本校老師獲獎者眾，共有十個優等獎（最

高獎勵）、十個甲等獎、十七個乙等獎，成績出色。頒獎典禮於六月八日舉行。

小學先導專項小組赴山東學習交流

本校小學先導計劃專項小組成員先後於四月

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五月十九至二十四日，分兩

批隨教育暨青年局舉辦之「課程發展學習交流團」

赴山東濰坊學習交流。專項小組成員聽取了濰坊市

教育改革及小學課改工作情況介紹，並深入當地小

學觀摩學習。濰坊市在小學課程的整合與開發方面

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當地學校不斷優化教學內容框

架體系，在國家課程、地區課程的基礎上重視開發

校本課程，學生在整合課程的實施進程中，提高了

學習效率，尋得了快樂，習得了能力。濰坊市教育改革的經驗令考察團成員受益匪淺。

郭敬文副校長參與第一交流團，圖為郭副校與 
教育暨青年局郭小麗副局長 ( 左 ) 一起入室觀課

先導專項小組第一交流團成員觀課後參與評課 先導專項小組第二交流團成員合影

獲獎老師與教青局官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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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學習，提昇教學效能

為了讓澳校老師了解香港地區的歷史、文化、藝術、科技等發展，藉此拓展老師視野，

豐富教學資源，提昇教與學的效能。本年度全校老師參與教青局「教學人員考察學習之旅資

助計劃」，因應老師學科的需要，以社會與人文考察、自然與生態考察、科技與科學考察、

藝術與文化考察為題，進行一天的考察活

動，老師們均獲益良多。

化學科

化學科科主任張慧敏與陳小欽老師和古成

威老師，分別於三、四月到香港進行教師培

訓，參加有關環境化學的課程，以及參觀品質

認可化驗中心等，有助更新和提昇老師們的學

科專業知識。

與香港教育局代表 ( 左一 )、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 
研究院大氣研究中心主任劉啟漢教授教授 ( 右二 ) 合照

到香港地質公園萬宜地質步道參觀

英文科組參觀香港懲教博物館

小學及資訊科老師參觀香港科學館

史地老師進行文物探索之旅

數學科組到香港科學館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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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

幼稚園主任劉玉玲與級組長蔡玉屏、許雪萍、梁定剛一行四人於本年三月二十八日至

三十一日前往台灣，並參觀了道禾幼稚園 ( 新竹工研校 ) 及四季藝術幼稚園 ( 台中西屯校
區 )，與當地教職員進行交流。

本次交流令我校老師大開眼界：道禾幼稚園以「走自然之路」為辦學理念，透過耕種、

自然生態及廿四節氣等為教學骨架，讓孩子在一片綠蔭下茁壯成長；而四季藝術幼稚園在

「區角教學」取得成功，令學生能透過主題方案的課程的教學模式，誘導幼兒進行自主性的學

習和探究。

儘管兩所學校跟我校的教學理念和手法不是如出一轍，但當中確有很多教學模式值得我

校借鑑，就如：從道禾幼稚園中認識到適當安排戶外空間活動對幼兒的重要性，亦能從四季

藝術幼稚園中吸取區角教學的精髓，為我校開展區角活動打下一支強心針。

餘暇活動人員

本校餘暇活動人員李艷琪老師於五月六至十日，一連五天，隨教育暨青年局交流團到新

加坡進行交流，在五天交流期間，先後拜訪了新加坡教育部、南洋理工大學教育學院等機

構，又到了當地的高中、初中及小學進行了工作交流，了解到新加坡在推動餘暇活動的校本

模式及運作情況，例如星國注重學生在服務學習方面的發展，尤其在社區投入及海外探訪方

面發展良好，其服務學習包含了品德教育及創意發展。藉着汲取新加坡校本策略發展的經驗

及發展聯課活動的技巧及能力持續優化本校聯課活動的發展。

國文科

本校中、小學國文科組老師、圖書館老師一行二十三人，於三月上旬前赴台灣大學、台

灣師範大學、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參觀交流。是次交流內容分別為：“全”閱讀之必要

與策略、書目治療法以及了解澳、台兩地語文教學現況，閱讀教學及寫作活動推展等，老師

們均獲益良多。

到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交流

於台灣師範大學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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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劉智軒博士主持數學講座

陳文初教授（ 左）與楊霖龍教授試範製作分子料理
本校同學獲許加聰博士釋疑

陳建成教授主持講座

擴闊視野　辦學科專題講座

為持續強化學生所學，吸取新知，澳校會定期舉辦學科專題講座，邀請專家學者到校主

講。一如既往，中學數學科和化學科在二零一三年一月，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劉智軒

博士、化學系教授陳建成、陳文初、許加聰以及香港科技大學教授楊霖龍到校，主持專題講

座，獲師生熱烈歡迎。

文學講座

本校參與「第二屆澳門文學節『雋文不朽』─文學走進校園」活動，邀請兩位著名詩人

席慕蓉和伊沙為高中學生進行文學講座，分享創作心得。台灣著名詩人席慕蓉在講座上開宗

明義以她的恩師葉嘉瑩先生教導的一句話「讀詩和寫詩是生命的本能」，勉勵學生從小培養閱

讀詩詞的習慣。而國內詩人伊沙回

想起他寫的第一首詩是在小學五年

級，這是一個百廢待興的年代，他

為詩歌所感動，認為文學創作是深

層次的，只要用心寫過一首詩，就

會明白箇中奧妙。講座讓同學們對

文學創作有了更深的體會，為師生

們帶來一場文學盛宴。

席慕蓉 ( 左三 ) 和伊沙 ( 右三 ) 與高校長等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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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從實踐中體現區角教學的真諦

幼稚園一貫以來重視優質教學，不斷改進教學的方式方法。本年度在劉玉玲主任積極推

動和得到澳門大學劉乃華博士的協助下，將探究室的空間劃分為益智、語文、科學、美勞四

個活動區，嘗試在原有的教學基礎上加入「區角教學法」。老師們共同研究、討論、策劃、搜

集資料、培訓，在掌握一定的理論知識後，根據幼兒不同的年齡特點和興趣規劃課程，製作

教具、佈置環境，調動課程進度，安排 K1、K2、K3 各級均有四個星期輪流進入探究室上
課。在一月中旬展開了以「美麗的星空」為主題的區角學習活動，讓幼兒了解宇宙太空的奧

秘，幫助他們建立對自然科學的興趣。在這四個星期的區角教學實踐中，教師發現其最大的

優勢是幼兒可以憑自己的興趣自由選擇、自由學習，主動地在活動區內觀察、發現，與同儕

一起探索，學會互相協作，在自己的基礎上得到提高，而更重要的是可滿足幼兒的好奇心、

求知慾和促進學習興趣。

透過「美麗的星空」區角教學活動，讓老師明白到「功在課下，效在課上」的道理，亦知

道學習區是幼兒們喜歡的教學活動之一，要有效的把區角活動開展起來，老師需要有極強的

愛心及責任心，要提供適合幼兒能力及需要的學習環境，去培養其主動求知、自主學習的態

度，這也正正是區角教學活動的目的。盼望把幼兒智慧的小花撒播在宇宙的軌道上自由地運

行，發出自己的光和熱。

幼稚園主題活動日精采

本校幼稚園各級於一月十九日上午按照各自的教

學單元主題，相應舉辦了一系列豐富的活動，旨在透

過不同形式的活動，加深幼兒對學習內容的認識。

幼高級舉辦「 世遺知多少」活動

為配合幼高年級的「我愛澳門」教學單元，當日幼

高四個班房都被精心佈置成小小的澳門世界遺產景點，

各班以走班的形式，到各班的課室進行各種的活動。

其一，幼高信班以「媽閣廟」為主題，把課室佈

置成媽閣廟的模樣，讓幼兒認識到中國傳統祭祀的風

俗。老師在課堂上鼓勵幼兒動手製作七彩風車，當他們完成手作後，用小口吹着自製的小

風車，使他們感到既滿足又開心，而吹動轉運風車亦是在媽閣廟祈福過程中常見的現象，

通過讓幼兒如親身到廟宇內參觀及手作風車，從而達到使他們加強對世界遺產歷史名城的

認識。  

幼高同學到東望洋燈塔一遊

劉乃華博士向幼稚園老師深入介紹區角教學 幼稚園新設的探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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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幼高望班以世遺「線條藝術畫」為主題，老師先教導學生觀察世遺建築的輪廓線

條，然後讓學生在黑色粉彩紙刻出色彩繽紛的線條，不出一會漂亮的大三巴牌坊和東望洋燈

塔等已呈現在大家眼前。

其三，幼高愛班以「東望洋燈燈」為主題，故課

室桌上擺放了的東望洋燈塔和聖母雪地殿大模型，

小朋友都禁不住爭相和它拍留念，有如親臨其景。

此外，老師亦播放了一些世遺介紹影片供學生欣賞。

最後，幼高善班則設計成澳門的市中心「議事

亭前地」，老師並針對世遺知識向學生進行問答比

賽，學生都踴躍回答，反應熱烈。

我是小廚師，用心為客人製作餐點

看我的世遺建築線條畫多漂亮

幼初級舉辦「 行行出狀元」活動

為配合幼初年級的「謝謝你幫忙」教學單元，學生透過扮

演廚師製作食物和侍應生傳菜服務客人，嘗試親身體驗廚師和

侍應生的工作，從中學習服務別人和接納別人服務的禮貌，對

為我們服務的人存有感恩之心。此外，學生又透過自選職業角

色的服裝及拍攝留念，享受扮演的樂趣，同時讓幼兒學習選

擇，學習做決定，亦從中嘗試幻想自己長大後未來的職業。

學生自選職業角色的服裝拍攝留念

幼兒級舉辦「 動物嘉年華」活動

為配合幼兒班「跟動物做朋友」教學單

元，當日幼兒各班都進行了以「動物嘉年華」

為主題的活動。幼兒以走班的形式到各班進行

活動。首先，幼兒信班的活動是「齊找動物」，

讓學生聽聽動物的叫聲找出到相應的動物；然

後幼兒望班的活動是「動物手偶」，學生用手

工紙摺成小狗來，然後貼在紙袋上；繼而幼兒

愛班的活動是「動物砌圖」，學生併砌出不同

的動物如兔子、魚、獅子、老虎、猫……最後

幼兒善班的活動為「海陸空飼養員」，學生跳

籐圈後，把手上之食物拋進動物口中。 「 看 ! 我找到動物了 !」

華夏園丁大聯歡

全國性大型教師交流活動「華夏園丁大聯歡」已舉辦多屆，今年活動地點在遼寧，來自

兩岸四地及海外華人地區的教師歡聚一堂，共討教育問題。高錦輝校長任副團長，與本校王

桂芬老師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廿六日至卅一日參加是次活動，其中參觀了瀋陽的學校、博物

館，對遼寧的社會面貌和歷史文化有另一番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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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無疆界　積極參加義教

為了關愛內地貧困山區兒童的成長和了解弱勢社羣

的生活，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期間，

張愷嘉老師和管淑賢老師帶領高一級黃冠霖和陳穎生同

學參加澳門教師志願者協會和澳門理工學院合辦的《澳

門師生義教進農村》活動。是次活動透過四天於湖南省

郴州市進行農村義教、探訪當地家庭和福利院，加强對

內地弱勢社羣的關注，體驗貧困地區的艱苦生活，學習

關愛和互助的精神。同時感受當地人對簡單生活的滿足

和快樂，讓師生明白「知足常樂」、「珍惜」和「施比受

更有褔」的道理。

而張嘉俊老師和鍾淑慧老師則帶領十六位中學生到

湖南貧困縣城義教，探訪當地農民家庭，體會甚深。

探訪當地農村特困生的家庭

學童們十分投入，表現得相當感興趣

探訪當地福利院時，婆婆與大家分享她的人生經驗

融入文化的葡語課程

本年度澳校得到教青局大力支持，於中、

小學分別開設葡語興趣班及葡語選修課程，深

受家長及同學歡迎。課堂上，老師除教授葡語

外，還加入土風舞、瓷磚畫等元素，並且還邀

請推廣葡國文化的團體向中、小學生表演木偶

劇，讓同學從不同角度認識葡國文化，提高學

習興趣，為培育三文四語之學生打好基礎。
有趣的葡文班活動

在饒田村小學進行義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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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  與  輔

積極參與研習，促進學校德育發展

梁主任出席「 促進學生會的健康發展」課程

本年度教育暨青年局在學校發展計劃中重點提出了「培養學生的品德和公民素養」，該局

其中一項措施為「促進學生會的健康發展」。為了使各校學生會領導老師更了解學生會的組

織、功能、推行形式、程序及策略，該局舉辦了有關的課程及工作坊，澳校德育主任梁永棠

應邀出席，課程的主要內容是學習帶領學生會及管理相關課外活動所需之理論及基礎知識，

探討學生會的實際運作、並對鄰近地區學生會的發展、近期的經驗及實踐活動改革項目有更

深的認識和反思。通過是次學習，參與課程的老師

得到啟發，對帶領學生會運作有一定的幫助。

為了能更有效地推行校本德育計劃及活動，澳

校林健邦主任、王錦鳳主任、黃潔冰主任參加了三

月至六月期間由教青局主辦的「學校德育工作小組

協調員」研習計劃。該計劃分為三部份：工作坊、入

校支援和總結分享。其中入校支援活動，在四月廿

五日進行，除了導師陳德恆校長及德育中心負責人

到校外，更邀請了本澳菜農學校、鏡平學校、廣大

學校三間友校的主任、老師蒞校交流參觀。導師與

學員一同檢視學校的德育規劃、協作機制及校內的

德育活動，修訂校本的德育規劃文件及擬訂相關的

改善方案。五月九日澳校更獲邀到訪鮑思高小學及

慈幼中學。藉着這兩次與澳門同工難得的分享與交

流，更有效地掌握規劃、統籌、實踐、協調學校德

育計劃所需的基礎知識及技巧。

黃主任應邀出席德育講座

黃潔冰主任於四月十三日應教育暨青年局德育中心邀請，出席「班主任茶座系列─親

師蜜語」，學校德育工作交流會，與澳門教育工作者分享澳校在德育工作上如何與家長成為

良好的合作伙伴，交流親師溝通和協作經驗。隨着社會經濟轉營，各校在德育工作上各自遇

到不同困難，會上老師們彼此分享其處理的方法並且互相勉勵，茶座氣氛溫馨。

學校德育工作小組協調員蒞校交流

中小學德育主任參加「 學校德育工作小組協調員」研習計劃

黃主任在班主任茶座與教育同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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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品德與公民科骨幹教師培訓

為了豐富品德與公民科教育思想和教學理念，了解澳門及內地的品德與公民的教育發

展，澳校歐陽效鴻牧師、林健邦主任、王錦鳳主任和黃潔冰主任參加了由教青局舉辦的品德

與公民科骨幹教師培訓。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之培訓已於上學期完成，而第三階段之教學實

踐則於本學期四月展開。德育處初中德育主任王錦鳳於四月二十三日以「感動」為主題，為

初一愛班學生演示一堂品德與公民教育課，而觀課者有教青局的代表、北京師範大學的兩位

教授、高校長、澳校主任以及兩位外校老師。課後，各

位教授與老師就此課題相互交流與分享，共同推進教學

研究。

健康講座及交流

三月十九日學校健康促進主管盧少梨姑娘與校醫歐

競湘，為澳校初三至高三年級學生進行性教育講座，內

容主要圍繞預防性病、愛滋病及如何自我保護等。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應用健康科學 Dr.Nay 
S.Kay，帶同十位學生到北京、曼谷、香港及
澳門旅遊學習。他們於五月十三日到澳校參

訪，欲了解學校健康促進方面的教育工作。澳

校就開展學校健康促進計劃的經驗作介紹，期

間，團員踴躍發問，氣氛熱烈，其後參訪團視

察校園設施及健康小賣部等。

性教育講座

初一二獲獎班級遠足行 學習至醒行動展示海報

推展校內德育活動

學習至醒行動 2013

為鼓勵初一二同學於第三段持續努力學習，德育處舉辦了「學習至醒行動 2013」。活動
以同學每天呈交作業和帶齊書本的情況作為評分標準，達標者即被評為「達標班級」。若「達

標班級」為同級達標班級中表現最優者，則可被評為「至醒班級」。「至醒班級」獲得的分數

為「達標班級」的一倍。活動為期共九周，各班在此段

時間內，學習態度有所改善，表現較積極。最後，初二

級獲得最高分數的兩班為初二愛與初二信；初一級為初

一正與初一望，又因初一愛班持續進步，獲得飛躍進步

獎。此五班獲得的獎勵為教育暨青年局推廣之「陽光新

一代推動計劃」，於五月廿四日由老師帶領前往黑沙水庫

公園野餐遠足。

Indiana University 學者、學生來校參觀，對於本校
健康促進的教育工作有了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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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我行成長計劃

德育處於本學年在小五至初二年級推行「伴我行成長計劃」，此計劃目的是以一位老師以

亦師亦友的形式帶領一至兩位的同學，老師定期跟進同學的情況，在同學成長的過程中給予

指導與關懷。在德育處的邀請下，眾多老師積極支持與參與，透過身體力行，以愛心關顧同

學。藉着該計劃，期望達到以下目標 :

 z 定期接觸，積極正面回應、跟進與指導同學的狀況。
 z 共同經歷，為同學營造成功經驗，糾正不良習慣。
 z 相互分享生活、工作、學習及人生經驗，彼此建立信任與關懷，共同成長。

最後，為鼓勵參與計劃的同學，德育處邀請初一二級同學參加由澳門日報讀者公益基金

會資助之三天兩夜香港學習之旅。同學在馬灣之挪亞方舟，全情投入由該處導師帶領之「愛

與夢同行」學習成長課程。而小五六級學生將於學期最後一天上課日與「伴我行」導師一起午

膳及進行遊戲活動。

同學前往挪亞方舟活動

小學伴我行計劃導師聚會

班級排隊進步獎勵計劃

為了提昇學生排隊秩序，在集合及行進期間能達至快、

靜、齊的要求，德育處於三月至六月份為小三至小六級舉行班

級排隊進步獎勵計劃比賽。活動先由班主任帶領學生共同撰寫

計劃書，讓所有任教該班老師對計劃明確、了解、配合，並且

共同執行。比賽期間，由任教該班有排隊需要的老師評分，每

月公佈統計結果，在周會和廣播操期間頒贈流動獎旗，以示鼓

勵。透過是次比賽形式的教育，各班的排隊秩序均有顯著的進

步，期望在活動結束後，同學們能養成良好的紀律習慣。

小學班級排隊比賽

捐血活動

本年一月十六至十八日，捐血中心來校進

行血液收集活動，一百三十四名師生參與了捐

血活動。

澳校師生積極參與捐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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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駐校輔導活動 ( 中學 )

班級講座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駐校社工

為初一級同學舉辦「齊建和諧校園」 講座，讓同學
們認識彼此相處時應採取的適當態度，並宣揚和諧

校園信息。五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舉辦「生命的

價值」講座，引導同學思考生命的價值，從而學習

尊重生命，珍惜生命，感恩所擁有的，培養積極的

人生觀。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日至十四日駐校社工為初

二級同學舉辦「兩性交往」講座，讓同學們思考兩

性交往的合宜過程以及中學階段適宜的兩性交往過

程，協助同學們辨別何謂友誼與愛情，真愛與迷

戀。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三日至十七日舉辦「財富與

人生」講座，協助同學探討自身對財富的觀念，認

識到人生中除了財富之外，還有很多值得我們珍惜

東西，不要為金錢而迷失自我 ; 並學習辨別想要與
需要，合宜地運用自己的金錢。

初一級齊建和諧校園講座

初二級財富與人生講座

同 Teen Home 小組

小組活動

為豐富同學的課餘生活，促進溝通、思維及創

意能力，駐校社工於二零一三年二月至三月期間

舉辦「荒失失四眼團」小組，並組織同學參加劇場

培訓及相關活動。於三月至五月，舉辦「同 Teen 
Home」小組，透過小組的互動及互勵，探討合宜
的社交技巧及培養積極正面的思想。

工作坊

二零一三年一月至二月期間，駐校社工為一些

時常欠功課、上課不集中、缺乏學習動機等問題的

學生，舉辦了「學習無限 F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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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不適應的問題。

營會活動

為表達對英語鞏固班同學的關心，促進師生

的溝通及了解，並為同學在學習方面加油，校方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分別為初一及初二英語鞏固班

同學在黑沙水上活動中心舉辦了共三期的教育日

營，營會由駐校社工及英語老師一起籌劃，藉體

驗式活動以及老師的經驗分享等，啟發同學們在

面對困難時的處理方法及信心，勉勵同學們繼續

努力，爭取進步。
初一英文鞏固班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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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煙大使」領袖訓練計劃

二零一三年一月至五月期間，駐校社工組織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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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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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煙標語設計比賽」、「無煙

攤位」、「無煙大掌印壁報」等多項無煙活動，向全校同學推廣無煙訊息。

義工隊活動

為了讓同學擴闊視野、發掘自己

的能力以及關心社會弱勢社羣，駐校

社工在二零一二年十二月至二零一三

年五月期間，為中學義工隊的同學舉

辦了「探訪恩慈兒童之家」、「探訪青

洲明愛老人中心」、「參觀澳門監獄」

以及「探訪曙光中心」等多項活動。

義工隊參觀路環監獄

澳門有心人計劃

駐校社工於四月及五月亦組織了第二

屆有心人義工培訓小組的同學參與澳門有

心人計劃之「關愛行動」，此計劃乃聯同多

間學校義工組的熱心成員，共同向澳門社

會表達關懷，宣揚助人為樂的精神，並使

同學能持續參與社會服務及了解不同弱勢

社羣的需要。

無煙大掌印壁報 無煙領袖訓練營

澳門有心人計劃之「 關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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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駐校輔導活動 ( 小學 )

班級講座

小學駐校社工在二零一二年十二月至二零一三年五月期間，舉行了各級的入班活動，主

題分別有：小二「我的身體小主人」、小三「時間管理」、小四「理財大富翁」、小六「升中適

應」，目的是藉着不同年級的講座主題，讓學生們能夠在人際、生活、學業各方面都能獲得

成長，並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及待人處事的態度。學生們在講座期間，都能夠積極參與投入，

也踴躍發言及提問。

小二學生在認真思考

小組活動

駐校社工張冰瑩姑娘在二零一三年一月至二月期間，舉辦名為「第二屆培正有心人」的小

組活動，對象為小五、小六學生，目的乃透過小組的活動及訓練，讓學生能夠在小組當中培

養關心社會和積極參與社會服務的習慣，校內有共六節的基本訓練及三次的外出服務，包括：

兩次的「一分鐘義工」活動，讓學生到澳門不同地區進行義工活動，服務社會及參訪「澳門愛

護動物協會」，使學生明白珍惜生命及愛護動物的重要。

本學年，駐校社工張冰瑩姑娘及陳翠琼姑娘在二零

一三年一月至三月期間，為小一至小四各級學生舉辦六節

的「行之有理─兒童社交訓練」活動，由老師挑選對象，讓

學生透過小組內的活動及遊戲，互相學習，提高社交技巧。

行之有理社交訓練小組

培正有心人義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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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駐校輔導活動 ( 幼稚園 )

幼稚園教育輔導服務推行情況

在下學期裏，學校、家長和學生們在參與和使用輔導服務情況有明顯增加，感謝學校

和家長們的支持和信任，以及抱着對教育孩子的熱誠與執着，幼稚園教育輔導服務才能順

利推行。

積極推行親職教育

要讓學生吸取正面訊息，從小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在安全的環境下健康成長，除有賴學

校的努力，家庭教育亦是十分重要的一環；因此，在十二月至六月期間，學生輔導員何嘉敏

每月定期向幼稚園家長派發《健康 100 分！》育兒系列通訊。目的是透過分享不同親職教育
主題，讓家長了解孩子成長發展的需要，認識與子女相處不同的方法和技巧，亦從中掌握相

關的社會資源，協助家庭關係有良好發展。當中所分享的主題包括：

 z 節日主題：聖誕篇「親子快樂迎聖誕」和新春篇「去舊迎新，做好理財第一課！」。讓家
長認識如何藉着特別日子，增進親子關係，以及爭取培養孩子建立正向行為的機會。

 z 身心成長主題：「聽聽說說很簡單」和「專注力 UP,UP,UP!」。孩子的語言和專注力發
展，一直都是幼稚園家長關心的議題，因此，內容特別講述孩子在該方面的成長需要和

發展特點，以及家長在培育上的注意事項和技巧，讓孩子能夠在輕鬆愉快的情況下學習。

 z 家庭關係主題：「我們一家歡迎你！」。主要講述新生兒到來，對孩童階段的哥哥姐姐所
帶來心理壓力，家長如何協助孩子適應新角色帶來的轉變，以建立手足相處的和諧氣氛。

另一方面，社工亦首次與學校合作，於本年一月和六月，邀請一些香港資深的社會工作

者，在本校舉辦不同主題和形式的家長活動。主要有針對 K1 學生家長的「提昇孩子生活自
理效能工作坊」，K2 學生家長為主的「培養孩子正確社交技巧工作坊」，以及 K3 學生家長為
主的「與你共行─升小一適應講座」。活動按幼稚園各級學生成長發展特質及需要，配合相

關的議題，讓家長瞭解孩子於不同階段所面對適應問題和發展重點，認識各種有效的培育技

巧，以陪伴孩子順利過渡成長的每個關口。

工作坊上，家長積極分享育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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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教 事 工

聖經科老師及團契導師交通祈禱會

為達致同心事奉，一起在校園傳福音，基教處於去年十一月十五日邀請了全體聖經科老

師及團契導師一起交通祈禱，歐陽效鴻牧師以聖經哥林多後書  5 :18 -20「一切都是出於神；
他藉着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這就是神在基督裏，叫世

人與自己和好，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所以，我

們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們勸你們一般。我們替基督求你們與神和好。」鼓勵老師盡

忠於神給予使人與神和好的職分，並協助栽培初信學生。

感恩周

為鼓勵同學常存感恩的心，基教處於十一月二十六及三十日舉行感恩周，在十一月

二十六及二十七日的小五至高二學生宗教周會上，校友及前任中學英文科老師林滿紅傳道聯

同校友林漢文弟兄及沙梨頭宣道堂彭志偉牧師，藉着詩歌《齊來感恩》、短片《一位聾啞姊妹

的感恩見証》、聖經帖撒撒羅尼迦前書第五章十八節「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

你們所定的旨意。」教導同學要對神對人常存感謝的心，得到神更多的恩典，便與人分享。

感恩操

在十一月二十七至三十日的小一至小四學生早操會上，梁建紅老師帶領同學跳感恩操；

歐陽效鴻牧師亦以聖經帖撒撒羅尼迦前書第五章十六至十八節「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

凡事謝恩。」教導同學不論遭遇好與壞，都要懂得凡事謝恩。

教職員感恩崇拜

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教職員感恩崇拜聚會上，名譽校董、校友、大埔浸信會澳門堂第一

屆受浸會友區宗傑弟兄分享神給他的恩典，在百般困難壓迫下，他仍不用服食安眠藥睡覺，

亦不用了斷自己的生命以求解脫，神幫助他重建事業，又在最近醫治他的疾病，他滿心感謝

神；大埔浸信會澳門堂陳天生牧師亦以「投靠與敬畏」為題，及以聖經詩篇三十四篇八至九

節「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

當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無所缺。」鼓勵老師投靠神、敬畏主，參加教會聚會，嘗嘗主恩的

滋味。

德社周斯敏校友見証分享

德社周斯敏校友趁着回母校參加離校二十五周年銀禧加冕之際，在十二月三日至六日的

中學聖經堂上，透過詩歌、個人信仰經歷，與同學分享神如何保守她在國外讀書、工作，及

在患癌病期間如何蒙神看顧、醫治，與及得到基督徒的關懷幫助，平安渡過困境。她鼓勵同

學們信靠耶穌，得神的保守，一生有平安、不走差。

工友聖誕崇拜

在十二月十一日的工友聖誕崇拜上，歐陽效鴻牧師以聖經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神愛

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及路加福音第二

章十至十一節「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

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鼓勵工友不要懼怕世界末日、生命終結，

接受耶穌作救主，在末日耶穌再來時被主接返天家，得享永遠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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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操

在十二月十二、十三日及十八日的小二至小四學生早操會上，梁建紅老師帶領同學跳聖

誕操《如果你想知道愛在那裏》；歐陽效鴻牧師亦以聖經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神愛世人，

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及路加福音第二章十至

十一節「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

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教導同學不要懼怕世界末日、生命終結，接受

耶穌作救主，在末日耶穌再來時被主接返天家，得享永遠的生命。在十二月十四日的小一學

生早操會上，梁建紅老師亦帶領同學跳聖誕操《如果你想知道愛在那裏》；毛劍賢傳道亦以聖

經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

亡，反得永生」及路加福音第二章十至十一節「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我報給你們大

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教導同

學認識聖誕節的真正意義，唯有接受耶穌為救主，才能得享平安和喜樂的生命。

教職員聖誕崇拜

在十二月十三日的教職員聖誕崇拜上，香港九龍城浸信會差傳主任林培喬牧師蒞臨分享

聖誕信息，他以「在恩中定位」為題，藉聖經羅馬書 12：1 -5 幫助教職員們明白到我們可以
在神的恩典中定位，他鼓勵教職員們接受耶穌作救主，成為神的兒女，生活在神的恩典中。

聖誕節故事

在十二月十三、十四日及十七、十八日的 K1 至 K3 的聖經堂上，萬國兒童佈道團五位
同工及義工向幼稚園同學講聖誕節故事、唱聖誕歌、玩遊戲，讓同學們明白基督耶穌降生，

拯救我們。

學生聖誕崇拜

在十二月十七日的小五至初二學生聖誕崇拜上，校友鄺景運傳道聯同浸信宣道會頌愛堂

洗錦光牧師、張志卿傳道及三位義工，藉着詩歌及福音剪紙向我們同學講述十字架的道理，

幫助同學明白「基督降世使我們與神恢復和好的關係」；在十二月十八日的初三至高三學生聖

誕崇拜上，校友鄺景運傳道聯同八位校友及浸信宣道會頌愛堂洗錦光牧師、張志卿傳道，藉

着詩歌及見証向我們同學講述基督降世，神的恩典夠我們用，神在我們孤單，在十字路口不

知去向時，會陪伴我們，指引我們正確的路向。校友洗樂瑜和林世豪鼓勵同學信靠主耶穌，

得着神的恩典及人生的指引。

基督少年軍軍訓營

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本校基督少年軍二十一位隊員，在歐陽效鴻隊牧、毛劍賢隊

長、黃小梅導師及五位導師帶領下，前赴香港烏溪沙青年村參加軍訓營。是次軍訓營除了

安排了一系列步操及歷奇活動訓練外，亦安排了參觀望道號福音船，加深隊員對聖誕節的了

解。在這次軍訓營中，隊員獲益不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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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少年軍第五分隊（ 培正中學）六周年紀念

在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九日的澳門基督少年軍第五分隊（培正中學）六周年紀念大會操上，

高錦輝校長檢閱了五位導師及二十五位隊員，並頒發了導師委任狀、隊員成功章及証書。是

次有四位隊員取得藍章、三位隊員取得綠章。檢閱禮暨大會操結束後，隊員及家長們去到 H
座六樓宗教室出席立願禮暨感恩崇拜，歐陽隊牧主持了導師及隊員立願禮，並鼓勵基督少年

軍要作鹽和光，有好行為榮耀神。

學生宗教周會

在一月二十一日的小五、六學生宗教周會上，基督少年軍的隊員表演了步操及小隊長葉

紹宜和溫芷晴與同學分享了他 / 她們在基督少年軍的學習感想。毛劍賢隊長鼓勵同學加入基
督少年軍，建立基督化的人格。在一月二十一及二十二日的中學學生宗教周會上，美國阿肯

色州 New Life Church 短宣隊一行八人，與同學分享詩歌、介紹 New Life Church 及其舉
辦的 youth conference；New Life Church 的牧師 Dr. Quentin Washispack 邀請同學於七
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十二日到美國參加 youth conference 作文化交流。另外，去年赴美參加
youth conference 的同學亦分享了他們的交流體驗感想，他們均表示是次交流不單提昇了用
英語溝通的信心，亦增加了對基督教的認識。在二月二十五及二十六日的小五至高三學生宗

教周會上，香港團契遊樂園音樂佈道隊一行

四人，蒞臨本校與同學分享團契遊樂園創作

的福音詩歌，分享見証及聖經信息，鼓勵同

學決志信主，經歷聖經寶貴的應許：「在人是

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可 10：27）。感謝
神！有九十七位小五、六、十八位初一、二、

十位初三、高一及五位高二、三同學站起來

表示願意接受耶穌為救主。決志信主的同學

亦在放學後來到基教處接受初信栽培，求主

保守他們繼續願意接受栽培，又參加團契，

靈命成長。
美國短宣隊員與同學交流

美國短宣隊員分享

在一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的初二、高一、二、三的英語會話堂及聖經堂上，Dr. Quentin 
Washispack 及美國短宣隊員與同學分享詩歌、聖經及分組以英語會話交流，不單幫助了同
學提昇用英語溝通的能力，亦幫助了同學學習如何愛神愛人。

教職員靈修會

在一月二十九日的教職員靈修會上，澳門聖經學院游偉業院長蒞臨分享信息，他以「來

經歷生命轉化之道」為題，藉聖經詩篇十九篇七至十四節幫助教職員們明白到聖經影響了歷

世歷代很多偉人，他們藉學習及遵行聖經的教訓，建立優美的人格，在社會上作出很大的貢

獻，例如培正黃啟明故校長、林子豐故校長、來中國傳道及教學的李愛銳、國父孫中山先

生、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等等。游院長鼓勵教職員們接受耶穌作救主，多讀聖經，藉聖經轉化

自己的生命，亦影響學生，幫助學生建立美好的生命。在二月二十五日的教職員靈修會上，

香港團契遊樂園音樂佈道隊亦與教職員分享團契遊樂園創作的福音詩歌及聖經信息，鼓勵同

事決志信主，經歷聖經寶貴的應許：「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箴 10：
22）。感謝神！有一位老師舉手表示願意接受耶穌為救主。求主保守她繼續願意接受栽培，
又參加團契、教會，靈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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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科老師及團契導師交通祈禱會

為達致同心事奉，一起在校園傳福音，基教處於三月七日邀請了全體聖經科老師及團

契導師一起交通祈禱。歐陽效鴻牧師以聖經加拉太書第二章二十節「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

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兒

子而活；祂是愛我，為我捨己。」鼓勵老師為替我們死而復活的救主而活，盡忠於祂給予我

們的大使命，在福音周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福音周
為幫助同學感受耶穌捨己的大愛，基教處於三月二十五至二十八日舉行福音周，主題是

「愛：捨己」；主題經文是加拉太書第二章二十節「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祂是愛

我，為我捨己。」主題詩歌是《這樣的愛》；內容包括：福音大電影《翻生奇兵》暨詩歌分享、

齊跳讚美操、復活節講故事、復活節詩歌分享、復活節崇拜、團契復活節特備節目、午間詩

歌廣播、書展、金句、郵票設計展及聖經科學生感言展。

向幼稚園講復活節故事
在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及二十五、二十六日的 K1 至 K3 的聖經堂上，萬國兒童佈道

團八位同工及義工向幼稚園同學講復活節故事、唱詩歌、玩遊戲，讓同學們明白基督耶穌受

死、復活，為要拯救我們出死入生。

在三月二十七日的復活節講故事活動上，萬國兒童佈道團八位同工及義工向同學講復活

節故事、唱詩歌、玩遊戲，又給同學體驗背負沉重十字架的滋味，讓同學們明白基督耶穌為

愛我們，甘願釘十架，受死、復活，要拯救我們出死入生，有百多位同學及家長出席。

小一至小四學生詩歌分享
在三月二十二、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的小一至小四學生早操會上，各班同學分享

詩歌慶祝復活節，在場的老師、家長十分欣賞。

小五至高三學生及教職員復活節佈道會
在三月二十五、二十六日的小五至高三學生復活節佈道會上，名譽校董吳宣倫博士蒞臨

與同學們分享「聖經預言中的世代」信息，幫助同學明白聖經預言在歷史中應驗。他鼓勵同

學接受復活的救主。感謝神！小五至高三有三百多位同學舉手表示接受耶穌作救主；吳博士

又在教職員復活節佈道會上與老師們分享「究竟靈界在哪裏」信息，幫助老師認識靈界的真

實。他亦鼓勵老師接受復活的救主。感謝神！有一位老師舉手表示接受耶穌作救主。

工友復活節佈道會
在三月二十六日的工友復活節佈道會上，大埔浸信會澳門堂陳天生牧師以聖經路加福音

第二十四章一至四十八節耶穌復活向門徒顯現並祝福他們平安，鼓勵工友不要憂愁懼怕，接

受耶穌作救主，得享平安及永遠的生命。感謝神！有兩位工友舉手表示接受耶穌作救主。

福音大電影《 翻生奇兵》暨詩歌分享會
在三月二十六日的福音大電影《翻生奇兵》暨詩歌分享會上，四位基督徒老師合唱了八

首詩歌，有百多位同學及家長觀看了《翻生奇兵》福音大電影，領略出在耶穌裏有起死回生

的盼望。

齊跳讚美操
在三月二十七日的齊跳讚美操活動上，有十多位老師、工友及十多位學生聯同讚美操團

隊二十多位團員一起唱詩、跳舞，讚美為我們死而復活的救主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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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少年軍參加信心堂學生團契

基督少年軍第五分隊十五位隊員，在導師帶領下，於四月十三日參加了基督教信心堂的

學生團契，該團契導師透過短片、詩歌、個人信仰經歷及遊戲，幫助隊員認識神如何使用教

會去關懷和幫助一些青少年健康成長，同時將聖經的真理教導他們，好叫他們將來能成為一

個榮神益人的人。

基督教與科學的和諧

在四月十八日的教職員靈修會上，校董陳城禮博士與老師們分享「基督教與科學的和諧」

信息，幫助老師認識真科學可以幫助我們認識真理，很多科學家都相信真神。陳校董亦向老

師指出進化論的謬誤，使我們更有理由相信起初神創造天地。

望道號 (Logos Hope) 福音船船員與同學交流

望道號 (Logos Hope) 福音船六位船員於四月二十二、二十三及二十五日蒞臨澳校在初
二及高一、二年級聖經堂上與同學交流，他 / 她們透過短片、個人信仰經歷及小組交通，與
同學分享神如何使用他 / 她們到世界各地去關懷和幫助一些弱勢社羣，將知識、聖經的真理
和救恩的盼望傳播。他 / 她們鼓勵同學們信靠耶穌，用愛心去服務別人。

教職員靈修會

在五月十四日的教職員靈修會上，義社校友鄭智明弟兄與老師們分享「夢想之旅」信

息，他引用詩篇  121 :1 -8「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耶和華要保護你」講述他在
人生低谷中及在追夢的過程中如何經歷神的幫助及保護，亦見證神在人所走的人生路上如

何賜下恩典。

香港迦密主恩中學到訪

在五月十七日香港迦密主恩中學林瑞

美校長及其師生合共十三人蒞臨本校交

流，由高錦輝校長陪同參觀了校園的設

施，又觀摩了初一愛聖經課，最後還與本

校女子籃球隊切磋球技，比賽氣氛熱烈，

促進了彼此在主裏的友愛。

香港迦密主恩中學與本校女子籃球隊切磋球技

基督少年軍第五分隊（ 培正中學）檢閱禮暨頒發成功章典禮

在五月十八日的澳門基督少年軍第五分隊（培正中學）檢閱禮暨頒發成功章典禮上，郭

敬文副校長檢閱了七位導師及三十二位隊員，並頒發了隊員成功章及証書。是次有兩位隊員

取得小隊長章及優秀隊員獎勵章、三位隊員取得金章、四位隊員取得紅章、一位隊員取得藍

章、三位隊員取得紫章、一位隊員取得綠章、二十位隊員取得白章証書。檢閱禮暨頒發成功

章結束後，隊員及家長們到宗教室出席聯歡活動及大食會，導師、隊員及家長們一起歡聚，

樂也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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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同學詩歌分享

小五、六學生詩歌分享會

在五月二十日的小五、六學生詩歌分享會上，高小團契團友在導師帶領下，為同學獻唱

了詩歌《恩典太美麗》，小六望吳之力、李家培、歐陽宇皓亦為同學獻唱了詩歌《我們愛讓世

界不一樣》、小五正李竣喬、陳甫融、高曉林、黃忻凝、鞏悅、何雅芷、謝曉銦、連雅詠、

張詠斯、張愷晴同學獻唱了詩歌《愛是不保留》，小六正李曼琪、陳穎心、梁栢澄為同學獻唱

了詩歌《若你能看見》，小五望劉泓智、陳俊喬、方俊林、黃子進、劉偉傑、江信熹為同學

獻唱了詩歌《因着信》及小六善二十三位同學為同學獻唱了詩歌《愛很大》。同學熱情投入獻

唱，獲得全體師生熱烈掌聲。

初一、二學生詩歌分享會

在五月二十日的初一、二學生詩歌分享會上，初一善全班同學為大家獻唱了詩歌《十架

的冠冕》，初二信全班同學亦為大家獻唱了詩歌《因着信》，初二望全班同學為大家獻唱了詩

歌《若你能看見》，初二愛全班同學為大家獻唱了詩歌《愛是不保留》，初二善全班同學為大

家獻唱了詩歌《路邊的一課》及初二正全班同學為大家獻唱了詩歌《實現理想》。同學熱情投

入獻唱，獲得全體師生熱烈掌聲。

初三、高一及高二學生詩歌分享會

在五月二十一日的初三、高一

及高二學生詩歌分享會上，初三、

高一級三十四位歌詠隊同學，由張

愷嘉老師帶領下，為同學獻唱了三

首很有意義的英文詩歌：《Heal the 
Wor ld》、《 St i l l》及《You Ra i se 
Me Up》；高二信全班同學亦為大
家獻唱《遇見神》、高二望全班同學

為大家獻唱《實現理想》、高二愛全班同學為大家獻唱《Blessed Be Your Name》、高二善全
班同學為大家獻唱《不要驚動愛情》。同學熱情投入獻唱，獲得全體師生熱烈掌聲。澳門聖經

學院劉惠蓮博士亦向同學介紹了 Life Game Macau 2013，鼓勵同學參加，重劃豐盛人生。

閃耀人生 Nonstop ！ Nick Vujicic 勵志人生分享會

初一愛及善班同學，在聖經老師帶領下，出席了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二時假威尼斯人金光

綜藝館舉行的閃耀人生 Nonstop ！ Nick Vujicic 勵志人生分享會。來自澳洲的生命鬥士力
克胡哲分享了他的成長經歷，鼓勵人積極樂觀面對人生困境，重燃人生希望。他向我們傳遞

神賜人的祝福與盼望。

初三、高一同學詩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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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活 動

培正舞蹈中樂台灣行獲讚賞

我校應台灣國立清華大學、台灣著名的正心箏樂團邀請，組織小學舞蹈隊和中樂團於三

月廿八日前往台灣進行為期五天的交流演出。一行四十八人由高錦輝校長率領，與台灣研究

頂尖、學術領先之世界名校的藝術社團同台演出，以及與台灣富有鄉土氣息之新竹東海雅集

交流，師生收穫甚豐。

兩校校長在清華大學人社院小劇場分別致辭，拉開了交流序幕。清華大學副校長葉銘泉

博士稱，屢獲獎項之培正小學舞蹈隊及中樂團應邀到校交流演出，感到親切和富有意義，在

校史上邀請該類型之藝術社團交流屬首例，建立了台灣高校與澳門中、小學交流的橋樑，希

望澳門及培正中學今後能為清華大學輸送更多的優秀人才。高錦輝校長致辭時表示，能得到

台灣首屈一指的大學學府邀請交流演出，感到非常榮幸和難得，冀盼師生能在交流中吸取精

華，從中讓學生建立抱負，開闊視野。兩校互贈紀念品後，演出隨即開始，先由培正中學擔

演創作舞《向前飛》，接着由清華大學世舞社、舞蹈工作坊、國樂社、古箏社及培正中學古箏

演出隊、古琴演出隊表演多支舞蹈及樂曲。精采的表現獲得全場熱烈的掌聲和喝采。演出後

師生參觀了該校的校園以及電子化、博大的圖書館，獲益良多。

翌日，交流團前往新竹與月桃山下的正心箏團雅集交流，多首古今箏琴名曲在山澗田

野回響，鳥語交織，恰

與培正學生所演奏之古

琴名曲《流水》、箏曲

《郊遊》等構成秀麗的

圖畫，饒有詩意，讓學

生真正感受和體會到大

自然的清新和魅力，令

人心曠神怡。演出後，

交流團參觀台灣著名景

點，以及創意文化產業

鳳梨酥博物館等，擴展

視野。

紅藍兒女參加全運會

全國運動會女子排球青年組預賽

於三月廿七至四月八日上海舉行，共

有七名紅藍兒女參加這次盛會，獲得

寶貴的參賽經驗。成員包括退休老師

黃紹華 ( 領隊 )、梁家嘉老師 ( 主教
練 )、梁永棠主任 ( 助理教練 )、高二
愛梁安盈、高二善何澄茵、高一善梁

可誼、莊楚詠。

紅藍兒女參加全運會

培正師生在台灣清華大學剛落成之圖書館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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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鋒中學生國際圓桌會議

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一日，本校派出高三同學高小雅、楊心妍前往深圳出席「二零一三

先鋒中學生國際圓桌會議」，本校為港澳區唯一代表。期間，同學們與參會之三十多間來自

內地及海外學校學生代表以「一所理想之學校」為題，深入探討教育的本質和意義，建言獻

策，共謀教育發展。

是次國際圓桌會議乃旨在提供機會讓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聚首一堂，坦誠交流。一連四

天的活動，先由各校代表介紹所屬學校之教學情況，並分組討論傳統教學模式在資訊科技發展

迅速的時代所面對的各種挑戰。本校學生代表於是次會議中亦分享了本澳的教育現況及問題。

經過一連四天反覆辯論和多次協商，各校學生代表成功設計「一所理想之學校」，提出以

網上學習輔助傳統授課，以全面的評核方式取

代只重視考試成績的評核制度，並且增加學生

參與社區的機會。各校學生於是次會議中除深

入討論教育議題，亦體驗到不同文化的差異，

學習尊重和包容不同的觀點，拓展國際視野。

「先鋒中學生國際圓桌會議」去年首次舉辦，今

年成立「先鋒中學生國際聯盟」，成員包括中國

內地高中十八所，澳門和台灣高中兩所，以及

美國、德國、芬蘭等國外高中七所。成員計劃

每年召開圓桌會議一次，討論各種社會議題。
高三同學到深圳參加圓桌會議

初中學生專場講座 小學家長專場講座

「 台灣創意大師」陳龍安講授成功人生的秘訣

本校邀請「台灣創意大師」之譽的陳龍安教授蒞校，先後於十一月十六日、十二月七日

為小五六級、初一二級學生及小學家長舉行了三場專題講座。陳教授妙語連珠，分別以「愛

與感恩讓你未來更成功」、「打造孩子的 3 Q 希望工程」為主題，分享成功創意的人生，學生
及家長反應熱烈。

史地學會慶二十一周年

史地學會於去年十二月六日在禮堂舉行「史地學會成立二十一周年紀念暨第二十二屆職

員就職典禮」。學會一衆顧問江葆康、呂曉白、崔家榮伉儷、陳永昌、黃永謙代表、黃就順、

彭海鈴等，以及第一屆史地學會會長楊日科，粵華中學、鏡平學校、坊衆學校等均派代表出

席，場面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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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上，培正副校長郭敬文在講話中肯定了史地學會開展的各項活動，該會貫徹「了解澳

門，認識祖國，放眼世界」的宗旨，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從出版《紅藍史地》、《澳門百業》、

《磚瓦的背後》、《漫畫說中國歷史》到《澳門飲食》，均獲社會各界認同，也展現了校方推行

的素質教育。種種成果實有賴於前輩老師的努力，以及指導老師的不懈堅持。同時，他衷心

感謝創會導師黃就順和陳子良的全力支持，薪火相傳，使學會的發展更趨完善，同學的研習

更具成效。目前，澳校重建之歷史室快將

竣工，郭敬文期望同學能鼎力協助建館的

相關工作，在已有的基礎上繼續努力，發

揮年青人的創意，並繼續發光、發熱。

隨後由史地學會會長黃秀勤作會務報

告，匯報去年及來年的工作計劃。會上還

播放培正學生參加「魅力嶺南」DV 創作
比賽的作品《紅色鐵將軍葉挺》，當中由

同學扮演歷史人物以助劇情表達。十多分

鐘的短片，盡現同學的創意與心思。 培正史地學會新閣就職

廣西寫生行

本校學生鄧振宇、林君朗、勞漢琛、

陳倬霖，在區穎斌老師帶領下，於三月底

赴廣西參加「桂澳學生寫生交流活動」，其

間與廣西藝術學院師生交流學習，並於景

致壯觀的德天大瀑布進行寫生，行程短短

三天，收穫豐富，滿載而歸。

師生於廣西德天大瀑布前寫生

語藝會瀋陽學習

語言藝術學會獲教青局資助，於三

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三日舉辦「瀋陽哈爾

濱考察學習之旅」，內容充實，參與者受

益匪淺。

語藝會由指導老師殷長松和林佩欣

帶領，同學們先後參觀了瀋陽、哈爾濱

兩大城市的著名景點，如張學良的少帥

府、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九一八歷史博

物館」、731 部隊遺址、索菲亞教堂等。

遼寧是滿族的發祥地，滿族文化豐

富多彩、鮮艷明亮。哈爾濱建築風格別

具特色，歐式建築遍佈市區各處，其中俄式風韻尤其濃郁，不僅薈萃了北方少數民族的歷史

文化，更融入了歐洲文化，所到之處，盡是風采。

行程中最難以忘懷的是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同學看到了中國軍人的毅力與堅持，

深深為中華民族的崇高精神感到驕傲，也認識到今天的美好生活來之不易。參觀哈爾濱 731
部隊遺址，更令同學感受到日治時期頑強的中國百姓寧死不屈的精神。

此次考察之旅充實豐富，讓同學能走出課室、進入社會的大課堂，加深對祖國的認識，

激發對祖國的熱愛之心，達至「認識祖國 • 愛我中華」的預期目標。

語藝會瀋陽行激發愛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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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隊助陣

自製巡遊標語—保護地球環境

小學歌詠隊參與地球日活動

培正中學小學合唱團於四月二十日下午應邀出席民政總

署及環境保護局合辦的巡遊活動以及進行主題表演響應地球

日。巡遊期間，同學們情緒高漲，氣氛熱烈。巡遊隊伍在到

達議事亭前地之後進行了主題節目表演，表演以舞蹈、獨唱

及合唱形式進行。小五愛陳溢朗、小六善鄧蘊翩擔任領唱。

同學們認真投入演出，表現獲

得好評。這次表演活動，讓同

學們接觸課堂教學以外的合唱

知識及技能，鍛煉了活動能力，

培養了他們團結協作的精神，

同時宣揚了環保訊息。

巡遊歡呼

物理小組往港參觀

五月，高一物理小組由曾玉金老師帶領前往香港科學館和香港太空館參觀學習，同學通

過欣賞能量穿梭機、走過光學世界、電磁學演示實驗等，學習課堂以外之科學知識。而高

三物理小組則隨科主任梁沛津到澳門科學館，觀看天文電影和親身經歷各類型的科學互動活

動，寓實踐於學習，獲益良多。

到澳門科學館學習

參觀香港科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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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與駐澳部隊互動活動

六月一日上午，我校小學合唱團及逾一百名小五六同學應邀前往澳門綜藝館參加「2003 
六 • 一國際兒童節小學生與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部隊互動活動」。活動精采紛呈，本校小學合
唱團表演了精采的高難度多聲部合唱，同學們觀看莊嚴的升旗禮，學生代表們更與解放軍遊

戲互動。

同學們聆聽解放軍介紹，了解國旗的意義
小學合唱團現場表演

義工隊探訪及參觀活動

去年十二月二十至廿五日，本校義工隊師生一行三十三人於聖誕節期間前赴貴州進行六

日五夜的服務學習。師生們在當地鴨池鎮博愛小學、雷屯小學義教以及舉行園遊會，極受農

村孩子的歡迎，體驗甚深。另外與天龍中學學生進行了拔河和籃球友誼比賽，加深了兩地學

生的了解和友誼。其中畢節巿鴨池鎮博愛小學乃澳門紅十字會在貴州的援建項目，藉着是次

的學習之旅，感受到本澳巿民對貴州省人民的關懷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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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九日，義工

隊師生一行三十人到明愛青洲老人

中心探訪，預祝中心長者春節快

樂，席間除了有團體遊戲、歌唱表

演、魔術表演外，亦設有長者與學

生交流環節。藉此同學了解到長者

的生活及過去澳門社會的變遷，從

而明白到敬老、尊長的重要性。

探訪明愛青洲老人中心

四月廿一日，義工隊代表在 YMCA 社
工帶領下，一行十六人前往澳門兒童院舍

進行探訪活動，活動內容包括互動環節、

製作壽司等，全程由義工隊同學策劃。期

間同學跟院友一同遊戲、交流，透過真摯

的互動及院長的講解，令同學們對院舍有

更深入的認識。

參觀兒童院舍

四月十三日，義工隊代表在 YMCA 社工帶領下，一行二十人前往澳門曙光中心進行探
訪活動，活動內容包括表演、遊戲、互動環節等，全程由義工隊同學策劃。期間同學與中心

學員一同遊戲、交流，透過真摯的互動及中心導師的講解，了解到中心的運作，體會到中心

學員及其家長積極面對人生的精神。

五月份，各小隊歡送高三級隊員及頒發高三級隊員證書及獎章。

2012 年度高三級獲頒發獎章之義工隊隊員名單

高三愛 崔穎瑜 金章

高三善 張麗敏 金章

高三善 蕭可晴 金章

高三善 梁嘉卿 金章

高三愛 邱子涵 金章

高三善 梁雅雯 銀章

高三善 黃子恩 銀章

高三善 譚嘉善 銀章

高三善 曾柔美 銀章

高三愛 譚亦敏 銀章

高三善 廖匡延 銅章

高三善 余利盈 銅章

高三善 周瑞瑩 銅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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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體比賽獎項

首次參加丘成桐杯 獲寶貴經驗

高二理組學生譚知微以作品「雲深不知處─代數學

在雲端存儲上的應用」取得第五屆丘成桐中學數學南部賽

區一等獎，並取得選手資格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九至

二十日，在黃燦霖老師陪同下，到北京參加第五屆丘成桐

中學數學獎全球總決賽，獲得第五屆丘成桐中學數學獎應

用數學科學獎優勝獎，可喜可賀。二零一三年五月，譚

同學代表澳門赴美國鳳凰城參加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

（ INTEL），其作品成為本屆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
主席獎學金特別獎的候選項目。

參加地理奧林匹克競賽

四月十四日，地理科主任周慧心帶領「地理奧林匹克競賽小組」八位同學參加由澳門地

理暨教育研究會所舉辦的二零一三年第三屆澳門地理奧林匹克競賽，頒獎禮於四月廿八日舉

行。本校成績卓越，奪團體獎冠軍，以及個人獎六金二銀的佳績。獲得銀獎的同學分別是高

一級馮文康和程朗宜，獲得金獎的

同學分別是初三梁峻瑜、高一李瑋

欣和梁子悠、高二林君朗、黎昕和

羅潔盈六位同學，該六位同學將會

接受該學會的培訓，成績優異者將

參加二零一四年於波蘭舉辦的國際

地理奧林匹克競賽，與世界各地的

地理好手競逐殊榮。此外，地理科

主任周慧心和譚達賢老師亦獲該會

頒發優良教師證書，以示鼓勵。

學生參加地理奧賽，成績卓越

數學比賽 成績優異

校際數學比賽成績

獲一、二等獎學生名單：
小學組 一等獎 李祉諺

小學組 一等獎 吳嘉駿

小學組 一等獎 古宏

小學組 一等獎 黎卓林

小學組 一等獎 梁子浩

小學組 二等獎 何俊毅

初中組 一等獎 周昊天

初中組 一等獎 鄧子俊

初中組 一等獎 賴慧寧

初中組 一等獎 魏可盈

初中組 一等獎 任凱翔

初中組 一等獎 鄧楚灝

初中組 一等獎 李祉諺

初中組 一等獎 何潤景

初中組 一等獎 王鑫洋

小學組 團體賽 A組亞軍 培正中學第 2隊
小學組 團體賽 C組冠軍 培正中學第 1隊
小學組 個人賽 冠軍 李祉諺

初中組 團體賽 初一組冠軍 培正中學第 1隊
初中組 團體賽 初中 A組季軍 培正中學第 2隊
初中組 團體賽 初中 B組冠軍 培正中學第 3隊
初中組 個人賽 季軍 周昊天

高中組 團體賽 冠軍 培正中學

高中組 個人賽 冠軍 周昊天

高中組 個人賽 季軍 李東權

譚知微同學在黃燦霖老師帶領下
赴鳳凰城參加科技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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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一、二等獎學生名單：
初中組 一等獎 黎卓杰

初中組 一等獎 鄭潁芝

初中組 二等獎 陳錦暉

初中組 二等獎 任凱翎

初中組 二等獎 何俊毅

初中組 二等獎 趙泓達

高中組 一等獎 周昊天

高中組 一等獎 李珺琳

獲一、二等獎學生名單：
高中組 一等獎 李東權

高中組 一等獎 區智傑

高中組 一等獎 鄧沛元

高中組 一等獎 陳俊程

高中組 一等獎 黎宗樺

高中組 二等獎 賴慧寧

高中組 二等獎 脫婉怡

高中組 二等獎 關朝哲

2013 第九屆華羅庚金杯數學賽

校際數賽成績優異

華羅庚金杯數學賽頒獎禮

級別 姓名 獲得獎項

小五六級

古 宏 二 等 獎

吳 嘉 駿 三 等 獎

黃 智 恆 二 等 獎

李 祉 諺 一 等 獎

李 瀚 恩 二 等 獎

陳 冠 泓 三 等 獎

鄭 溢 熙 三 等 獎

古 寬 一 等 獎

何 俊 毅 一 等 獎

黃 俊 銳 二 等 獎

梁 俊 琪 一 等 獎

吳 思 彤 一 等 獎

級別 姓名 獲得獎項

初中一級

何 潤 景 一 等 獎

吳 凱 滔 二 等 獎

李 梓 欣 三 等 獎

梁 詩 琪 二 等 獎

陳 嘉 怡 二 等 獎

趙 泓 達 二 等 獎

鄭 爾 軒 二 等 獎

鄭 潁 芝 二 等 獎

黎 卓 杰 二 等 獎

何 倩 頤 三 等 獎

林 志 聰 二 等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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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盃、華夏盃奪冠

「二零一三港澳盃」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暨「二零一三 AIMO」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
克公開賽選拔賽（澳門賽區），以及「二零一三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澳門賽區）

頒獎禮於三月三日舉行，本校囊括兩項賽事的中學組和小學組校級賽冠軍，不少同學亦獲得

個人賽冠軍，成績可喜。

華夏盃（ 澳門賽區） 二零一三港澳盃（ 澳門賽區）

個人賽奬項 小二組陳浩徽

個人賽奬項 小四組黎卓林

個人賽奬項 小六組李祉諺

個人賽奬項 中一組任凱翎

個人賽奬項 中二組周昊天

校際賽 小學冠軍、中學冠軍

個人賽奬項 小三組張証然

個人賽奬項 小六組李祉諺

個人賽奬項 中二組周昊天

個人賽奬項 中三組任凱翔

個人賽奬項 中四組黎宗樺

個人賽奬項 中五組李東權

校際賽 小學冠軍、中學冠軍

獲獎之中學同學合照獲港澳杯、華夏杯之小學同學

第 24 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第 24 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全國邀請賽」

於五月二十五日在香港舉行，本校小六年級李祉

諺、何俊毅、古寬、蘇志軒四位同學組隊，代表澳

門赴港參賽並榮獲季軍。

參加全國英語演講　喜獲一等獎 

第十一屆中國日報社 21 世紀杯全國中小學生英語演講比賽全國總決賽於三月廿一日至
廿四日期間在中國廈門舉行，本校同學參加是次比賽，收穫甚豐。白偉純同學勇奪高中組一

等獎、范笑鼎同學獲初中組三等獎，鄭啟悅同學獲小學組二等獎。

赴港參賽成績佳

英語演講─小學組 英語演講─初中組 英語演講─高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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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澳門參加國際性資訊科技競賽

澳校同學在資訊科技比賽中表現優秀，

在 2013 澳門信息學奧林匹克選拔賽（MOI）
中獲出線資格，高三呂少勤同學獲選為澳門

代表，於七月初到澳洲參加國際資訊奧林匹

克賽（ IOI）；而高二同學張顥霆、邱文俊和
高一同學曾學為則於七月下旬到中國四川參

加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NOI）。

此外，高一同學謝俊昇獲選參加於七月

初在德國舉行之第四十二屆職業技能競賽

（42 th WorldSkill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為作好賽前準備，謝同學隨大會於四月底
到澳洲參加模擬賽（2013 Global Skills Challenge），盼獲佳績。

「 愛儲蓄•創夢想」學生繪畫比賽

本校同學參加由大豐銀行主辦，慶祝該行成立七十周年紀

念活動之「愛儲蓄 • 創夢想」學生繪畫比賽，黎朗妍同學獲小
組亞軍、何依霖同學及梁凱瑤同學獲小學組優異獎。

郭敬文副校長與繪畫賽獲獎同學合影

盧屬靈同學喜獲金獎

2013 澳門小學網絡數學比賽

我校小學同學在一月二十六日舉

行的「2013 澳門小學網絡數學比賽」
中獲校際季軍獎項。

獲獎成員合影

大中華區兒童英語創
意寫作及演講比賽

《大中華區兒童英語創意寫作及演講比賽─澳門站》

決賽於一月二十六日舉行，小二善班盧屬靈獲得 Starters
組別金獎。

MOI 頒獎禮上與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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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屆全澳學生朗誦比賽

由中華教育會主辦之第二十八屆全澳學生朗誦比賽已圓滿結束，本校同學獲獎如下：初

小英語集誦獲得優異獎，高小英語集誦獲得一等獎。馮慶雯、潘凌子、鄭啟悅同學均獲得獨

誦優異獎，十一位同學獲得獨誦一等獎，十位同學獲得獨誦二等獎。

初小集誦表演 高小集誦表演

世界潔手日「 潔手與我」海報設計比賽

本校學生參加香港浸信會醫院舉辦之世界潔手日「潔手

與我」海報設計比賽，何銳桐獲小學高級組亞軍，徐彥傑及

林欣蓉均獲小學組優異獎。

第十七屆「 給聖誕老人的信」徵文比賽

由郵政局主辦第十七屆「給聖誕老人的信」徵

文比賽，本年度題為「我的理想居住環境」。我校

張証然同學榮獲中文組別第一組亞軍。

何銳桐獲小學高級組亞軍

嘉賓楊秀玲教授頒發獎項予張証然同學

學界乒乓球比賽

在二零一二年度學界乒乓球比賽中，我校初三望班梁立昆同學獲 B 組第三名、小六善班
龔學賢同學獲男子 D 組第五名、小六望班劉肇希同學獲第七名、小三望班黃奕瑾同學獲 E 組
第二名、小三信班林子堯同學獲 E 組第三名。

初三望班梁立昆同學獲 B 組獲第三名 小三望班黃奕瑾同學獲 E 組第二名 小三信班林子堯同學獲 E 組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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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正麥天恩 ( 右二 )、小六善龔學賢 ( 右一 ) 接受頒獎

2012 /2013 年度軟式排球聯校比賽

三月十日，小學排球隊組織五支隊伍參

加澳門軟式排球比賽，獲得優異成績。男 A
一隊、女 A 隊、女 B 隊均獲冠軍，男 A 二
隊獲亞軍，男 A 三隊獲季軍。

港澳學界埠際賽小學組籃球賽

本校師生於四月二十日參與港澳學界埠際賽小學組籃球賽，男子隊成員包括何正灝、蔡

頌濠和吳天恩，女子隊成員包括賴曉樂、區藹彤和楊遠瑩，男子隊教練為張永豪老師，男、

女兩隊皆獲得亞軍。

獲獎團隊合影

勝利的歡呼

乒乓球隊表現出色

全澳兒童 ( 十二歲及以下 ) 乒乓球單打賽，四月廿八日於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舉行決
賽。吸引了澳門各校五十多人參加，而澳校乒乓球隊隊員在比賽中表現出色，敢打敢拚，獲

得可喜成績，其中小三正麥天恩同學以八歲之齡擊敗眾多比他年長之對手，獲第三名，獲得

澳門乒乓球界一致讚揚。小六善龔學賢獲第四名、小六望劉肇希獲第八名。麥天恩同學及龔

學賢同學更獲得參加八月底在韓國舉行「第 22 屆東亞希望之星乒乓球錦標賽」之澳門代表資
格，為校爭光。

全澳兒童乒乓球單打賽健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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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比賽 碩果豐盛

徵文比賽

理科比賽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參加年月 得獎同學（ 中學）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澳門青年聯合會
2012年

11月 【高中組入複賽】譚嘉善

2012國際博物館日全澳中學生徵文比賽
──博物館致力於社會和諧

博物館 
學生研究員協會

2012年
11月

【三等獎】沈業恆

【優異獎】林莉婷

第十四屆全國青少年春蕾杯徵文活動
澳門紅十字會 
（澳門區）

2012年
12月

【二等獎】曹佳妮、韓璦蔚

【三等獎】李詠琪、黃秀勤、關永誠、 
李穎怡、寧文嘉、林之雅、馬崇喆、 
黃秀麗、陳崇山、陳倬霖、黃舒韻

【優秀奬】陳梓晴、區海軒、劉宏、 
溫珍莉，劉頌予、甄富坤、 
高諾文、馮明俊。

第十七屆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
澳門基金會、 
澳門日報

2013年
1月

【高中組亞軍】譚曉彤

【高中組季軍】蘇倩賢

【高中組優異獎】吳文意、譚亦敏

【初中組優異獎】曾浩倫、陳浩賢

粵港澳「世界閱讀」日創作賽 澳門中央圖書館
2013年

2月
【優勝獎】黃芷悠、黃丹鈮、 
譚禧睿、羅睿芳

青少年參觀展覽寫文章比賽 2013 澳門中國語文 
學會青委會

2013年
4月 【優異獎】林嵐

項目名稱 舉行日期 學生姓名 獲獎情況

第 26屆全國高中學生化學競賽暨冬令營 2012.11.29- 
2012.12.05 徐嘉鋒 三等獎

2013中學物理競賽 2013.01.05  / 團體獎

2013中學物理競賽 2013.01.05 / 團體獎

2013中學物理競賽 2013.01.05 鄧沛元 三等獎

2013中學物理競賽 2013.01.05 徐嘉鋒 優異獎

2013泛珠三角物理奧林匹克競賽 (澳門區 ) 2013.02.15 徐嘉鋒 高級組三等獎

2013泛珠三角物理奧林匹克競賽 (澳門區 ) 2013.02.15 鄧沛元 高級組三等獎

2013泛珠三角物理奧林匹克競賽 (澳門區 ) 2013.02.15 曾慶暉 高級組優秀獎

2013泛珠三角物理奧林匹克競賽 (澳門區 ) 2013.02.15 林嵐 初級組三等獎

2013泛珠三角物理奧林匹克競賽 (澳門區 ) 2013.02.15 劉宏 初級組三等獎

2013泛珠三角物理奧林匹克競賽 (澳門區 ) 2013.02.15 李瑋欣 初級組優秀獎

2013泛珠三角物理奧林匹克競賽 (澳門區 ) 2013.02.15 黃澤筵 初級組優秀獎

2013年澳門青少年科技創新作品選拔活動 2013.04 譚知微 科技創新成果競賽高中組個人項目優異獎

2013年澳門青少年科技創新作品選拔活動 2013.04 吳綺琦 科技創新成果競賽初中組個人項目優異獎

2013年澳門青少年科技創新作品選拔活動 2013.04 戴銓佑 科技創新成果競賽初中組個人項目甲級獎

2013年澳門青少年科技創新作品選拔活動 2013.04 張綺彤 科技創新成果競賽小學組個人項目優異獎

2013年澳門青少年科技創新作品選拔活動 2013.04 李凱楠 科技創新成果競賽小學組個人項目優良獎

2013年澳門青少年科技創新作品選拔活動 2013.04 黃禧泓 科技創新成果競賽小學組個人項目優良獎

2013年澳門青少年科技創新作品選拔活動 2013.04 陳柏言 科技創新成果競賽小學組個人項目甲級獎

2013年澳門青少年科技創新作品選拔活動 2013.04 老曉泠 科技創新成果競賽小學組個人項目甲級獎

2013年澳門青少年科技創新作品選拔活動 2013.04 李瀚恩 科技創新成果競賽小學組個人項目甲級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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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舉行日期 學生姓名 獲獎情況

2013年澳門青少年科技創新作品選拔活動 2013.04 李珺琳 青少年科技實踐活動優異獎

2013年澳門青少年科技創新作品選拔活動 2013.04 羅芷晴 青少年科技實踐活動優異獎

2013年澳門青少年科技創新作品選拔活動 2013.04 孫德浩 青少年科技實踐活動優異獎

2013年澳門青少年科技創新作品選拔活動 2013.04 陳俊喬 少年兒童科學幻想繪畫優異獎

2013年澳門青少年科技創新作品選拔活動 2013.04 黃子進 少年兒童科學幻想繪畫優異獎

2013年澳門青少年科技創新作品選拔活動 2013.04 魏上行 少年兒童科學幻想繪畫優異獎

2013年澳門青少年科技創新作品選拔活動 2013.04 林穎賢 少年兒童科學幻想繪畫優異獎

第 11屆全國中小學信息技術創新與實踐活
動澳門區選拔賽－視頻創作比賽項目

伍嘉麟 高中組冠軍

第 11屆全國中小學信息技術創新與實踐活
動澳門區選拔賽─視頻創作比賽項目

葉浩然、
勞雅儀　
（組合）　

亞軍

徐嘉鋒獲全國化學賽獎項

參加泛珠三角物理賽得獎合照

高三鄧沛元獲選為澳門隊代表，於五月到
印尼茂物參加第十四屆亞洲物理奧林匹克

由澳門青年聯合會主辦之“ 珍惜生命與幸福─青年
創作比賽”頒獎禮已於日前圓滿結束，本校初二級學生 
林文浩、曾浩倫、張天祐以“ 金風朝露”為隊名參加 
比賽，榮獲季軍，他們是該項比賽中唯一一隊初中學
生獲獎，值得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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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 A 隊獲獎舞蹈《 山裏娃》

文藝比賽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時間 得獎者

「新秀劇場」 澳門藝穗會
2012年

11月

【整體演出嘉許奬】鄺穎詩、毛君傑、林智潼、

梁子悠、陳韻凝、蘇韻峰、米弘禎、葉浩然、

何嘉欣、周思琪、鄧碧怡、李新輝、譚禧睿、

唐樂臨、陶志威、戴浩然、勞雅儀、韓杰樨、

岑諾思、林莉婷

【演技嘉許奬】林智潼

第十二屆澳門學界硬筆書法比賽   2012年
11月

【二等獎】李紫晴、林嵐、李穎晴、黃潔瑩、

【入選獎】林樂恒、黃思齊

「全澳短劇匯演 (第三屆 )」 澳門藝穗會
2012年

12月
【演技奬】及【整體演出獎】鄧碧怡、譚曉彤

第二十二屆校際戲劇比賽 教青局
2013年

5月

【優良獎】農綺瑩、陳采蓮、許欣彤、毛君傑、

楊凱蘭、米弘禎、葉浩然、蘇韻峯、勞雅儀、

譚曉彤、李新輝

【甲級獎】潘凌子、許嘉瑩、梁淦峰、方凱倫、

袁錦城、梁子悠、林智潼、戴浩然、陳韻凝、

葉浩然、郭斯源、韓杰樨、周思琪、岑諾思、

鄧碧怡

第 28屆全澳學生朗誦比賽 中華教育會
2013年

5月

【普通話獨誦優異獎】潘凌子

【普通話獨誦一等獎】程梓軒

【普通話獨誦二等獎】林莉婷

【粵語獨誦一等獎】譚曉彤、鄧碧怡

【粵語獨誦二等獎】陳采蓮、陳崇山

第十八屆國際郵票設計比賽 韓國郵政 2012.11底 【青少年組別銅獎】吳漢預
“寄．回憶”2012全澳青少年 
混合媒體藝術創作比賽

澳門文創智庫協會 2012.12.17【學生組優異獎】鐘文彥

氣象科普常識問答比賽 2013 澳門地球物理 
暨氣象局

2013.03.23
【冠軍】組員：蔡啟祥、余澄觀、容浩凱、 
吳天蔚、陳嘉欣、胡文俊、黃子晴、張詠欣、

柯淇俐、程朗宜

小學 B 隊獲獎舞蹈《Follow Me》

小學 A 隊及 B 隊均獲優異獎，A 隊並獲創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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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歌詠隊獲優良獎

小學歌詠隊獲優良獎

中學舞蹈隊獲優異獎

中學獲獎舞蹈《 畬家女兒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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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賽 獎          項

學界排球比賽
男 A、B 及女 A、B、C冠軍 
男 C亞軍 
女 C季軍

學界籃球比賽
女 B、C、D冠軍 
男 C、D冠軍

學界柔道比賽 2冠、3亞、4季

全澳學生環山跑
余珞琳奪女 D冠軍， 
兼破歷屆記錄

學界越野跑 余珞琳奪女子 D組冠軍

學界羽毛球單打比賽
黃潔瑩女 A第三名  
盧學文男 B第一名  
黃達濠男 C第五名 

學界網球單打比賽

關朝哲奪男 A第二名 
關善文奪女 C第一名 
許翠盈奪女 A第三名 
黎宇軒奪男 D第一名 
吳卓灦奪男 D第三名

第四屆 
校際盃保齡球錦標賽

黃子榮奪男子單打第三名 
謝穎詩奪女子單打第二名、 
個人全能第三名 
四人隊際賽第二名

學界乒乓球單打比賽

梁立昆奪男 B第三名 
龔學賢男 D第五名 
劉肇希男 D第七名 
黃奕瑾奪男 E第二 
林子堯奪男 E第三

學界游泳比賽 
22金、18銀、12銅 
取得之金牌及獎牌總數均為 
全澳學校之冠

學界武術比賽 

官宏浩奪男A傳統拳術第二名、
傳統器械第三名 
岑嘉錫奪男 D傳統拳術 
2項第二名 
許文朗奪男 E長拳第四名  
賴曉樂奪女 D長拳第五名

學界田徑比賽 

劉睿婷獲女子C組 100 M冠軍，
兼打破學界紀錄 
女子 C組 4 x100 m第二及三名 
余珞琳獲女子 E組 50 M第四名

比    賽 獎          項

青少年劍擊錦標賽
黃學謙奪男子重劍第一 
黃駿傑奪男子重劍第二 
陳雋欣奪女子重劍第三

第 9屆亞洲游泳錦標賽 本校 3位學生入選澳門代表隊
亞洲青少年劍擊錦標賽 黃學謙入選澳門代表隊

第 12屆全國運動會 本校 4名女子排球成員及 7名 
男子排球成員入選澳門代表隊

粵、港、澳、閩學界 
埠際排球錦標賽

本校 9名男、女子排球隊成員 
入選澳門代表隊

港澳學界埠際賽小學組 
籃球賽

本校 6名男、女子籃球成員入選
澳門代表隊

澳門單車聯賽 韓杰樨奪女子組第一名

第十三屆澳門公開分齡 
花樣游泳錦標賽

高芊奪雙人、集體及組合第一名 
兼團體總錦標

全澳青少年鐵人公開賽 林正敏獲女 B第一名
學界羽毛球埠際賽 盧學文奪第三名

全澳羽毛球公開賽 盧學文奪第三名

亞州羽毛球錦標賽 盧學文入選澳門代表隊

世界田徑日暨春季公開賽 男子少年組 4 x100接力第二名
2013年全澳兒童乒乓球
單打賽 (12歲或以下 )

麥天恩與龔學賢奪得分別獲 
第三及第四名

韓國第二十二屆東亞 
希望之星乓乓球錦標賽

麥天恩與龔學賢入選澳門代表隊

第一屆亞洲三人籃球 
錦標賽

本校林正康、冼樂珩、廖匡延 
入選澳門代表隊

第二屆澳門校際劍擊比賽

全場總冠軍 
A組男子重劍：第一名黃學謙、
第三名朱文浩 
B組男子花劍：第三名黎泓杰 
B組女子重劍：第一名梁子悠 
C組男子花劍：第三名戴梓健

2012 /2013年度軟式排球
聯校比賽

男 A包辦冠、亞、季 
女 A、女 B冠軍

學界埠際賽小學組籃球賽
本校男女子運動員各有 3人入選
澳門代表隊

港澳籃球埠際比賽
本校冼樂珩、廖匡延及容毅燊 
入選澳門代表隊

學界球類比賽大豐收

體育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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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本地學術評審申請

書院於二零一三年五月初步完成向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工商管理高級文憑」

及「創新產品設計高級文憑」，此兩項課程連同資「訊及通訊科技高級文憑」和「創意媒體科

技高級文憑」現正招生。

( 二 ) 1 +3 銜接台灣學位課程

二零一二年書院首辦 1 + 3 銜接台灣學位課程，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銘傳大學、義守大
學、大葉大學、明道大學、南台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

台灣首府大學合共十所台灣大學合作，開辦九個學系，包括傳播學、生命科學、管理學、商

業管理、餐旅及觀光管理、營養學、應用日語、設計學及造形藝術。課程首年有一百零九位

同學註冊入學，為加強同學的品格培養，書院增設不同主題的月會，內容涵蓋台灣文化、香

港時事及生命教育，並藉此向同學發放書院重要訊息。

課程首屆生畢業，將於二零一三年九月新學年遠赴台灣繼續升學，預計以三年時間完成

餘下的學位課程。因台灣文化與香港相近，學雜費相宜，加上校園環境優美，學術風氣濃厚，

赴台升學漸成為香港學生海外留學的新途徑。此課程以漸進的方式使本地學生更容易適應台

灣的學制及普通話教學，課程首辦已建立了良好的口碑，成功吸引學生和家長的注意，二零

一三至二零一四新學課程新增了四所大學加盟︰靜宜大學、實踐大學、崑山科技大學及育達

商業科技大學，合作大學增至十四所，學系增至六十多個，學生的選擇更多元化。

1 . 2013 年 5 月 25 日 培正 1 + 3 升學台灣學位課程─資訊日及優先面試

申請及查詢 各台灣院校代表為學生及家長講解課程資料

岑錦康校長主持升學講座 即場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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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學校活動花絮

3 . 大葉大學學生作品展

講者：Mr. Vivek MAHBUBANI 講者：邱一峰教授 月會中，各同學認真聆聽嘉賓的演說

全港楝篤笑冠軍
(2007中文、2008英 )
主題：人生楝篤笑
日期：2013年 3月 11

嶺東科技大學
國際與兩岸交流中心主任
視覺傳達設計系助理教授
主題：戲曲的喜樂與哀愁
日期：2013年 4月 15日

月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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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台灣高等教育展

( 三 ) 2 + 2 銜接台灣學位課程 / 2 + 1 銜接英國學位課程

學生首先入讀培正專業書院兩年制高級文憑課程，成功完成課程後可銜接台灣學位課

程，以兩年時間完成台灣學位課程，下學年合作大學包括南台科技大學及其他科技大學。

學生首先入讀培正專業書院兩年制高級文憑課程，成功完成課程後可銜接英國學位課

程，以大約一年時間完成英國學位課程，下學年合作大學包括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和
Middlesex University。

( 四 ) 培正教育中心─中小學教育服務

1 . 第八屆全港小學數學遊蹤比賽

由培正教育中心主辨，香港培正小學、浸信會永隆中學、香港教育學院數學與資訊科技

學系協辦的「第八屆全港小學數學遊蹤比賽」已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假浸信會永隆中

學順利舉行。今屆比賽吸引了五十間小學參賽，每校派出四名代表，合共二百人，場面熱鬧

非常。

得 獎 結 果

冠軍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亞軍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季軍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優異獎
( 排名不分先後 )

天主教善導小學

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港大同學會小學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聖安當小學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靈糧堂秀德小學

鳳溪創新小學

上年度本書院在培正中學舉行台灣高等教育展，今年九月會再舉辨「 台灣高等教育展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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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軍 )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 亞軍 )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 季軍 )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我們的策略就是運用各隊友的
長處進行分工合作。在比賽中，
這種方法能提高效率而且增加答
題的準確性。

我們學到課堂以外的數學知識，
例如：利用數序排列拆解題目。」

「我們在這個比賽除了利用工具
量度距離外，更學懂運用身體作
為量度工具。我們的策略就是分
工合作，以確保盡快完成所有題
目。」

「我們在比賽當中分工合作，
從而互補不足。每一個賽站
也有不同的數學題目，有些
更需要實地考察，令數學融
入生活。」

比賽花絮可瀏覽：www.puichingcentre.edu.hk/act/mathtrail facebook.com/puichingcentre

一如以往，每逢學校復活節假期，我們都會為小學生提供一系列多元智能課程。今個復

活節，我們共開辦了十一組興趣班，約一百二十人參加。除了向來受歡迎的「科學大揭秘」、

「模型製作班」及「魔術工作坊」，今年新增的「輕黏土製作課程」，亦吸引了不少同學參加。

同學利用汽球製作模型車

輕黏土程學生作品 - 「 復活節 3 D 相架」

同學們很專注地製作模型

同學自行設計 3 D 相架

學生們很專注聆聽導師講解

輕黏土課程學生作品 -「 快餐店小食」

得 獎 學 校 的 感 受 及 致 勝 之 道

2 . 2013 復活節活動─花絮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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