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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來， 隨 着 澳 門《 非 高 等

教育發展十年規劃 (2011-
2020 年 )》、《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

教學人員制度框架》的落實，以及《正

規教育課程框架》、基本學力要求將

要出台，澳門教育展開了嶄新一頁。

澳門培正中學貫徹「提高教學質量，改

善學習環境，保持嚴謹校風」的辦學

方針，並配合教育部門的政策，自二

零零三年起，訂定了「發展優質教育，

創建美好校園」十年發展規劃。隨着

B 座、E 座及 H 座教學大樓竣工，硬

件設備漸趨完善，與此同時，課程的

設置，向來是澳校發展教育的核心，

回應不同時代的社會需求，調整教學

步伐，全面關顧學生健康成長，提供

適合學生身心發展的課程，提昇整體

素質，發掘多元人才，務求做到沒有

一位落後的孩子。

一般 而 言， 課

程 結 構 主 要

有 正 規 課 程（Formal 
Curriculum）、 空 無 課 程

（Null Curriculum）、空白

課程（Blank Curriculum）

和 潛 在 課 程（Hidden 
Curriculum）四種。澳校向

來重視課程的發展及質量，

從不間斷地規劃，有序地把

課程結構的核心融入校園，

更不時創設具社會特質及校

本特色的課程，並落實以

「宗教教育」、「閱讀教育」、「健康教育」、「環保教育」為重要課題，當中配以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等，使學生獲取更多的知識途徑，拓闊視野，在不同的課堂上

發現個人之處，綻放特質，讓學生的不同才華洋溢校園，同時，澳校也肩負重任，

為社會培養優秀的人才而做好儲備。

讓紅藍兒女在校園裏綻放光芒

iPad 融入教學，提昇學生綜合素養

前　言



植根過去，立足現在，放眼未來。澳校向來承襲優良傳統，並發揮具時代特色的課程，

全面體現「以人為本，作育英才」。以下四個計劃，正好展現了澳校的教育方案。

一、促進學生愉快及有效學習，
貫徹實施「 沒有落後的孩子」方案

澳校以「因材施教」及「有教無類」作
為教學的重要方針，在正規課程

外，還透過「增潤課程」和「補底課程」，致
力提昇學生整體素質並減低水平的差異。再
者，澳校了解每位學生都有潛能，明白多元
智能的重要，所以透過開展不同的培訓小組，
以發掘及培養不同才能的學生，一展所長。

澳校還致力營造學校文化氛圍，以「紅
藍精神」主導全校師生各自發揮所長，點亮
生命。通過級社的成立、學長學姐不時回校
辦升學講座及以薪火相傳的小老師形式指導
興趣小組的學弟學妹學習，全校壁報展示及攤位遊戲等潛在課程，為每一位培正人播下愛校種
籽，這種文化氛圍，實是學校的重要資產。

級社成立，標示着學生的成長，是一輩子的事，也是紅藍潛在課程的深刻體現

英語優化班同學正在分享研習專題學生接受培訓班課程後，在校園設置攤位，
廣傳知識

「中華美食」專題，是結合國文課與寫作的延伸課堂，是優化及活動教學的最佳體現

澳校課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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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養終身學習，
實施校本語言學習及閱讀教學方案

澳校以「言以足志」和「文

以足言」兩大目標作為開

展項目。前者是透過語言，能表達

自己的個人志向，澳校將其細分為

「語言興趣班」及「優化語言班」，

訓練學生用言語表達內心情感，深

化學生語言技巧，從語言中感悟文

字之美，也能體會人文精神，藉語

言走進世界，關愛世人。就如本年

度中學重開葡語課程為例，以餘暇

形式進行，深受同學歡迎。其中兩

位初學葡語同學，更參加全澳葡語

朗誦比賽，並榮獲一等獎。這樣的

課堂，既是語言的習得，又能從中

感悟澳門文化。而「文以足言」的

意思是透過完美的文采來展現語言

魅力。澳校深信，只要讓孩子懂得

「學會閱讀」和「從閱讀中學習」，

做好閱讀教學，就能提昇學生閱讀

能力，從中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一

個重要途徑。

楊心妍、林丹雅同學學習葡語半年後，參加葡語朗誦比賽，
均榮獲一等獎

學生每年均會出版不同的刊物，豐富校園生活

英語興趣班同學分別到南華早報及澳門郵報
取經，回校編製校內英文刊物 Post-it

學生從閱讀中學習，從學習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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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導賞員，培育責任心

三、栽種道德心靈，培養情理兼備的好公民方案

澳校學生可從關懷自己、他人、社會、環境和世界出發，以「見賢思齊」、「仁者愛人」

及「愛人知人」為目標開設的課程，讓學生從生活的情境中學習並塑造個人思想、品

格及價值觀。

栽出優良品格的樹苗

本年度邀請校友余宗軒回校指導社團同學拍攝短片及
開展社團網站等活動，體現薪火相傳的紅藍精神

透過開展少年飛鷹及國防教育營等活動，
培養學生良好品格，確立健康人生

見賢思齊

透過校本品德及公民教

育、生命教育等課程及生涯

規劃活動，讓學生訂立志向。

發展系統的健康教育課程，

期望學生在幼稚園到高中畢

業的學習階段中，奠下健康

的身心靈基礎。

仁者愛人

透過學生在校內開展的課外活動，培養領袖人才並成為同儕的學習榜樣。開展排版設計等

課程，從學生出版的刊物中，令學生對學校產生歸屬感。開展對本澳歷史、人文地理、社會時

事等的研習專題及透過史地考察、語言學習、義務服務、參與國家盛事為主題的「認識祖國，

愛我中華」活動課程，加深學生對祖國的認識，強化愛國愛澳的公民教育。

愛人知人

將環境教育的意識及知識融入正規

課程和潛在課程之中，並透過小組活動、

藝術表達及實踐活動等多元化的教學，

促進師生明瞭人類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結合校園的設施優化及綠化環境，以「境

教」來提昇學生的環境意識及知識，共同

推動綠色校園建設，最終培養學生對自

然環境的關愛、責任及奉獻的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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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提昇學生自學能力的方案

澳校透過推行電子學習，培養學生使用網上學習平台來進行溫習和自學的習慣，從而培

育學生在現今及未來資訊世界的自學能力； 協助學生整理資料，讓他們反思學習歷

程及修訂、規劃學習方向。

澳校希望老師能有效地使用資訊科技來提昇教學，裝備學生迎接資訊年代，把學校變為充

滿活力和創意的學習場所，及建立學校、學生與社區之間的協作。未來將以提昇資訊素養，促

進學生發展為目標，輔以移動學習平台發展相關配套教學及學習資源，如使學生提昇語文能

力、促進學生愉快及有效學習等，形成大小齒輪關係，推動學校、學生和教師的全面發展。

小朋友正用電子白板互動配對大楷 F 和小楷 f

師生利用 iPad 上課，促進愉快學習

學生利用 iPad 創作節能環保家居

美國學者 Beane（1997）認為，

「課程統整應該是要讓學生有機

會把知識應用到與社會和個人相關的重

要問題和關懷之上。因而，不同學科間

的界限應該予以解除，而知識也應該在

這些問題和關懷的脈絡中重新定位。」澳

校在課程改革的工作上，正不斷朝着這

個方向發展，期望為學生創設不同的平

台，培育出具有多元才能的紅藍兒女。

讓資訊科技成為生活
的一部份，隨時隨地
也在學習

學生利用資訊科技撰寫
數學科小論文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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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德育發展 

幼稚園聖經課融入了幼兒的

校園生活，如在吃茶點和

托管班午膳前學生會先一起禱告。

此外，本年幼稚園同萬國兒童佈道

團合作，特於聖誕節和復活節前夕

來到為幼兒分享主耶穌的故事，讓

幼兒加深對主耶穌的認識，為良好

品格奠定厚實的基礎。 同學們感受小耶穌在馬槽裏降生

拔蘿蔔的故事活動真好玩 幼稚園的家長和同學參加
「親子館中遊」活動 小朋友在課堂上認真地續寫句子

萬國兒童佈道團姐姐分享聖經故事

提昇語言能力

幼稚園階段志在培養孩子對閱讀的興趣，積極營造一個自由、愉快和開放的閱讀環境，

讓小朋友從小就沐浴在書香之中。為此，除課室設有圖書角外，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

落成的幼稚園閱覽室，為幼兒提供另一個良好的閱讀場所。同時幼稚園提倡親子共讀，鼓勵父

母一同參與，如閱讀工作紙和節日日記是家長和孩子合力完成，讓孩子在父母的關懷下養成閱

讀習慣。

為提高幼稚園學生的英語能力，英語課分成三大部份，包括

英語主題、自然拼音和英語話劇 / 英語情景會話教學。其中英語

話劇 / 英語情景會話教學是本學年才增設，課堂上老師們利用兒

歌、遊戲、角色扮演和故事等，讓幼稚園學生在一個生動、有

趣的環境中學習英語，增加學生們的英語詞彙，提高口語表達

的能力。

找到了我的字啦！ 朋友，我找到你了！ 我們透過生動活潑的方式學習普通話

幼稚園課程改革

齊來拼出彩虹上的顏色英語生字

同學們聽着老師發音，玩拼字遊戲

同學們專注地玩英語拼字遊戲
看誰釣得多 ! 5



加強身心素質培養

為推廣校園健康飲食文化，幼稚園在每

次生日會上設有 "Birthday Party" 健

康小食比賽，鼓勵家長烹飪健康又美味的小食，

帶返學校和幼兒分享。活動反應良好，每次生

日會上均有不少家長積極參與，可見學生及家

長已進一步了解健康飲食文化。

另外，小幼托管班推行「健康飲食獎勵計劃

記錄」，計劃內容為每次學生把整份午餐 ( 包括

湯和水果 ) 全吃光，老師便會在學生的記錄表上圈出「獎」的印章以示獎勵； 若有剩餘食物，

則會圈出「加油」的印章。每月累計表上獲十枚「獎」印章的小朋友，可獲精美紀念品一份。從

而鼓勵幼童養成健康的飲食習慣，促進健康成長。

老師鼓勵我們多吃水果身體好

齊來刷刷牙，健康教育對幼稚園的
學生是很重要的

幼稚園生日會舉行健康小食比賽，
目的推廣健康的飲食文化

積極發展創新思維

從音樂中體現綜合教學

本年度幼稚園音樂課在原有的律動和節奏內容

上，新採用了「奧福教學法」，「奧福教學法」是統

合音樂、舞蹈、戲劇、故事、圖畫等各種藝術領域

的教學。學生透過多元化的教學活動，培養學生對

音樂的興趣，啟發學生的音樂潛能及提昇學生的想

像力和創作力。
美育奧福的音樂融合了故事、節奏、
舞蹈和音感的訓練

齊來奏奏樂
同學們隨着音樂起舞

培養幼兒身心素質及創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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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為配合現今的資訊科技發展和互動教學模式，讓教學內容變得更生動有趣，澳校幼稚園近

年積極採取電子教學模式，相繼引入 EVI 兒童教育資訊網、iPad 平版電腦和電子白板教學，

從中加強了教與學的交流。

JELIC 的腦部開發教具，可訓練學生多元的能力

高班同學在分組活動中用
iPad 玩時鐘遊戲

利用電子白板教學，趣味性高 EVI 教育網站可幫助老師教學外，
EVI 的家校傳真可讓家長看到學生
在校的情況

為了使學生更了解培正學校的歷史及環境，
我們的專題是校園大搜查

我們的專題是熊貓

高校長專心聆聽小朋友介紹他們研究的成果

從專題研習中建立自理能力

幼稚園 K2 和 K3 級設有專題研習周，是「以

兒童為本位」進行活動教學，在教與學的過程

中，教師以引導者的角色，促使學生思考問題，

引發學生的好奇和興趣，從而提昇學習和解決

問題的能力。在兩周內，教師按學生的興趣為主

題，編制主題網，並由老師、家長及學生共同搜

集資料和研究。

幼兒從多元課程中建立自理能力
開展 JELIC 多元智能課程

澳校幼稚園自二零一零年度開始設有 JELIC
多元智能課程。JELIC 是一套完整及系統化的

腦力開發工具，全套包括四百五十個寶盒，超過

三千多個多元智能遊戲，透過這套完整及系統化

的智能遊戲能開發幼兒的腦力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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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校以德、智、體、群、美、靈六育均衡發展為教育

目標，以學生為本，推動學生多元化學習。校方利

用課餘時段安排興趣活動，藉以增長課外知識，豐富校園生

活。幼稚園課外活動志在啟發幼童的興趣，本年興趣班 (K2
及 K3) 共有七大共同活動項目： 普通話班、英語班、幼兒戲

劇課程、視覺藝術班、音樂啟蒙班、舞蹈班及古箏班。另 K3
設有圍棋班。

而 K1 因年紀尚小，家長的陪同參與是關鍵，可讓幼兒更

投入學習。故此，澳校幼稚園首次於下學年度為幼兒班開設了

兩項親子興趣班―「親子英文律動課程」和「親子玩樂點、線、 面 」。課堂上家長和學生都

表現十分投入，一同參與，一同學習，一同遊戲，大家都樂在其中，親子關係良好。

為擴闊學生視野和配合學習單元主題，幼稚園善用社

區資源，不時安排學生外出參觀，加深學生的認知能力。

親子視覺藝術班，可增加親子關係 鐵片琴真好玩

圍棋班可訓練學生頭腦靈活

澳校為貼心照顧學生以解家長後顧之憂，多年來

為幼稚園及小一至小三年級學生提供課後托管

服務。為使學生在校托管期間能夠得到全面發展，培養良

好的生活、學習習慣及課外興趣，故每班均安排現職教師

負責，提供不同學科及豐富多元的學習活動，以生活教

育、閱讀、體能、藝術、文化活動等為主要內容，並兼顧

生活照顧與作業輔導。

擴闊幼兒視野，從遊戲中學習

參觀交通安全城真有趣 看！我們變了消防員多神氣

同學們參觀熊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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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長與老師們一起接受專業培訓

小學課程改革

貫徹創新精神，開展課程改革，促進師生發展                                                                 

如果教師有創意，學生就會有興趣； 如果學生有興趣，教學的效果會更令人滿意。因

此，我們聘請台灣「中華創造力學會」理事長陳龍安教授擔任澳校「開啟創意之門」課

程顧問及培訓導師。透過創意工作坊，專家入室觀課及評課，進行個案診斷，強化教師創意教

學之實務運作體驗。導師實地批改教案，分享創思教學的經驗，提昇了教師的創造力，更為以

後的教育工作注入新思維、新動力。

陳龍安教授、錢秀梅老師與小學教師專業培訓課程學員合照
陳龍安教授 ( 前排左三 )、錢秀梅老師 ( 前排左四 )和參與「開啟創意之門」課程老師合照

陳教授以小組形式輔導教師們 優勝隊伍喜獲「校長請飲咖啡」

老師們專心聆聽創思教育的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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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小學生「開啟創意之門」，展示創思教學

為提昇學生的創思能力，澳校於二零零九年度開展「開啟創意之門」課程。澳校教師根

據台灣陳龍安教授所提倡的「十二創意金鑰匙」創意教育模式，編寫適合小一、二年

級學生的教材，以小組合作學習、討論及分享為基礎，透過「問」、「想」、「做」、「評」等

方式進行教學活動，以漸進引導式協助學生針對

問題進行思考及解決方案，讓學生有更多的機會

發表自己的想法，以達致「學會認知」、「學會做

事」、「學會成長」及「學會相處」的目標。

齊齊動手做實驗

學生正嘗試用口來揭開圖書，感受殘障人士生活上的困難

同學們正在和老師分享他們的想法

學生用英語介紹他們設計的作品──

「怪獸朋友」
匯報能提高同學的表達技巧，並培養欣賞別人的良好態度

學生們正在分工合作，專心地創作「My Song」

瞧，我們「小奇兵」陣容多鼎盛！大家懷着好心情整

裝待發，出發尋寶啦！ Yeah ！

學生以小組形式運用不同的材料進行創作，
設計各具特色的時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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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繪本作品 善用社區資源，到不同的圖書館參觀

讓小學生「讀書好，好讀書，讀好書」

讀書給人以快樂、給人以光彩、給人以才幹。澳校一直致力於引導學生閱讀，大力推廣閱

讀計劃以培養學生良好的閱讀習慣。通過晨讀、閱讀課、閱讀樂、閱讀小領袖等課程，

讓學生吸收、思考、討論及回饋，提昇閱讀效能，達到「讀書好，好讀書，讀好書」的目標。

學習整理書車

小老師講故事 親親圖書

利用 iPad 進行閱讀

閱讀課上故事重組

繪本作品共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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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們在早讀時向同學們講英語故事

從閱讀出發，領導孩子走進英語的

世界。二零一零年度開始，澳

校小學開設英語閱讀寫作課，希望延伸孩

子接觸英語的時間，培養學生對英語的興

趣，讓英語自然融入校園生活。課堂上多

元化、有趣的閱讀活動，有效地吸引學生

參與其中。課室內圖書角不同種類的英語

圖書，讓同學暢遊在英語的海洋。

同學們在英語閱讀寫作課上靜靜地看故事書

你看！故事中的主角跟我一樣可愛呢。
不用急，我看完後借給你

完成閱讀後，同學們在寫作課上結合故事
內容，寫出自己的感受

老師們，請你看看我寫了些甚麼？

這些內容很有趣，讓我告訴你吧！

英語「悅」讀，小學生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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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小學生資訊素養，開展 iPad 教學計劃

為培養學生的資訊科技素養，讓學生真正享受科技帶來的學習樂趣，本年度小學各級開

始將 iPad 融入教學活動。老師們開展跨學科教學活動，利用不同的 Apps 進行教學，

帶領學生用 iPad 搜集資料、拍攝影片、進行中英文閱讀、寫作、繪圖、作曲、測量方向等，

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主動探索，分組合作，體驗成功的喜悅。

同學們用 iPad 進行配樂

拍完照片後，同學們忙於挑選相片以備課堂分享 「老師，我們選擇這個景點來進行描寫，好嗎？」

大家學得很開心

視藝科利用 iPad 進行設置埸景及
視像效果的教學 利用 iPad 進行圖文並茂的詩歌創作

利用 iPad 教導學生查找資料，以增進課外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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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影中尋」活動是圖書館、視覺藝術科、

語文科跨科教學的最佳體現。學生透過眼睛去捕

捉『閱讀』的瞬間之美，用圖片呈現生活中不同的閱讀風貌； 運用文字去記錄日常生活中容易

被人遺忘的閱讀時光，讓人體會到閱讀帶給他們的感動。

聖經科結合澳門歷史，在馬禮遜墓園上課。

中學課程改革

整合課程，展現跨科合作魅力

課程是學校的靈魂，能整合課程，打破

單一課堂的學習模式，讓學生的知識

能融會貫通，成為生活的一部份，這是澳校近年

發展課程的方向。

「閱讀影中尋」冠軍作品 「閱讀影中尋」亞軍作品 「閱讀影中尋」季軍作品

閱讀‧樂　

我拍這張照片背後的原因，是
希望我的作品可以讓人感受到
閱讀的喜悅，以及身處圖書館
裏的樂趣。書本並不沉悶，只
要細心品讀，它就會成為我們
的良師益友。

忘‧閱書　
圖書館，記載着你與我的回憶。
放學後，我們總愛在這兒研究功
課、閱讀書籍。也許，數月後，
我們倆就要各散東西了。答應
我，即使以後不常相見，這本屬
於你與我的友情錄也要延續下
去……

閱讀夢  

從手提起書本的一刻，閱讀這個
念頭油然而生，這就是閱讀的第
一步。閱讀的世界是多姿多彩
的，它既可以使我們增廣見聞，
又可以提高我們的語文水平，因
此，為何我們不嘗試翻開書本，
進入夢寐以求的「黃金屋」呢？

國際研習小組集歷史、地理、政治、
經濟四方面去評論「茉莉花革命」事件

同學們透過人文關懷、社會時事、經典名
著等多角度去剖析書籍內容，並結合寫
作，分享心得，藉以提昇綜合能力。

音樂科老師對繪本配樂作指導

一個「生命」的誕生。從視覺藝
術課與生命教育課結合，讓學生
親自製作陶藝，體現生命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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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中學課程，落實做好「因材施教」

澳校歷來不斷完善課程，完善教學。其中，能夠令澳校學生在基礎課程下，做到因材施

教，有教無類，讓落後的學生能夠掌握基礎，而資優學生也能夠得到適合他們發展的

課堂，皆因澳校提供了一套合適的課程，並積極開展活動教學。

學生把課堂習得的天文氣象知識，
融入觀星活動中

高校長正在指導學生拍攝技巧

圖書館邀請盧冠廷於圖書
館周舉辦環保議題講座

同學們實地考察哪吒廟，加深對澳門歷史的認知

聖經科課堂與菲律賓歌
詠隊交流，從歌詞中體
現聖經道理

讓知識成為生活的一部份

紅藍科學家，就在這裏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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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習融入生活，提昇中學生綜合素養

生物科利用 iPad 教授學生觀察校園內
的動植物，並以此撰寫報告。

利用 iPad 撰寫課堂報告

數學科利用電腦學習數學繪圖技巧

學生利用蘋果電腦上課

老師介紹環保圖片及網站，讓學生課後利用資訊科技查找資料

利用 iPad 進行物理實驗

澳校向來對資訊科技均有前瞻性，引進了不少優良的設備讓學生學習。面對充斥着不少

質量參差的網絡世界資訊下，學校向來以發展資訊素養為重要的教育方針，讓學生明

辨是非，分清黑白，從而掌握世界上最高的資訊科技，讓學生走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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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A 成績，體現課程改革成效

澳門自二零零三年開始，參與全球「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俗稱 PISA）。澳校過去

三屆（二零零三、二零零六、二零零九）無論在閱讀、數學、科學能力上，成績都超

出全澳平均線上。由此可見，澳校的課程，能配合教育發展的趨勢，適應社會變遷。

在 PISA2003 的測試結果中，澳校同學在全部四項能力 ( 數學能力、閱讀能力、科學能力

及解難能力 ) 的成績皆高於全澳學生的平均成績，超越之百分點達九至二十，全部在統計學上

有顯著差異，成績驕人。

在PISA2006 的測試結果中，澳校在三大素養範疇均表現優秀，成績與世界排名前列之

國家或地區相符。而在 PISA 素養量尺的分析中，澳校有超過 16% 的同學達到最高

的水平 5。能夠達到水平 5「被視為高表現，是當今知識型社會科學進一步發展所需的人才，

值得珍視。」

精練水平
澳門學生所佔的百分比 澳門培正學生所佔的百分比

科學素養 數學素養 閱讀素養 科學素養 數學素養 閱讀素養

受試樣本 4 ,760 168
6 0 .3 3 .8 -- 2 .2 18 .1 --
5 5 .1 13 .6 3 .0 21 .3 29 .6 16 .7
4 22 .9 24 .4 18 .5 44 .2 29 .0 40 .7
3 35 .7 27 .3 36 .6 25 .0 17 .6 34 .1
2 25 .9 20 .0 28 .9 7 .1 4 .5 8 .1
1 8 .8 8 .3 10 .1 0 .1 1 .2 0 .4

低於 1 1 .4 2 .6 2 .9 0 .0 0 .0 0 .0

在PISA2009 的測試結果中，澳校閱讀素養名列前茅，雖在澳門公佈的報告中未有提及

科學和數學素養的詳細結果，但從表中可見，本校在這三個素養的表現都非常理想，

尤以科學和數學素養更為突出，各素養表現在最高精練水平 6 的比例是澳門整體的 4 至 6.5
倍； 同時沒有低於精練水平 1b 的學生，反映澳校成功培養高素養表現學生且能有效地輔助後

進生的成長。

精練水平

學生所佔的百分比 (%)

閱讀素養 數學素養 科學素養

全澳 澳門培正 全澳 澳門培正 全澳 澳門培正

6 0 .1 0 .4 4 .3 17 .7 0 .2 1 .3
5 2 .8 10 .4 12 .8 31 .2 4 .5 15 .0
4 16 .9 39 .2 24 .5 31 .3 22 .7 43 .3
3 34 .8 35 .7 27 .8 15 .4 37 .8 33 .6
2 30 .6 12 .1 19 .6 3 .9 25 .2 6 .5

1 a 12 .0 2 .1
8 .2 0 .4 8 .1 0 .3

1 b 2 .6 --
低於 1 b 0 .3 -- 2 .8 --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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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升學，展示學生多元發展

畢業生升學情況

澳校中學課程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裝備學生於

畢業後繼續接受高等教育。多年來澳校高中

畢業生獲大專院校錄取率及升學率均維持百分之九十八

以上，自 2008/09 學年起，澳校畢業生全數升讀高等

院校。

年度 畢業生人數 升學率 (%)

2006 /2007 163 100 %
2007 /2008 185 98 %
2008 /2009 157 100 %
2009 /2010 160 100 %
2010 /2011 175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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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工作

澳校一向重視畢業生升學出路，近年更增設專職升學輔導人員，除為學生及家長提供升

學資訊、輔導及辦理升學有關事宜外，亦加強與不同地區高等院校、機構之聯繫與合

作，如邀請機構代表來校舉辦講座、組織同學參觀大專院校等，以擴大資源網絡。

此外，澳校校友亦秉承薪火相傳及關顧學弟學妹之優良傳統，每年均有來自不同大專院

校地區就讀之培正校友回校，為準畢業生舉辦分享會，介紹大學生活，亦協助學弟妹思考升

學路向。

多元升學路向

多年以來，本澳、台灣及中

國內地高等院校均為澳校

以至澳門高中畢業生之主要升學路

向，但隨着近年澳門社會及經濟發

展，選擇往其他地區 ( 包括英、美、

澳洲、香港以至日本等 ) 升學之學

生人數亦有所上升，畢業生升學路

向更呈多元化。

亞洲 北美洲

(中國內地)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

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

(台灣) 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

(日本) 東京大學．大阪大學

(香港) 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USA) UC-Berkley．Harvar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Iowa．University of Maryland．
University of Michigan．MIT．Penn. State 
University．Purdue University

(Canad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University of 

Calgary大洋洲及歐洲

(Australia)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Melbourne．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UK) University of 

Edinburgh．University of Exeter．University of Manchester．University of Warwick 
(Europe) Universidade Catolica de Lisboa．Universidade de Coimbra．Les Roches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Hotel Management．Swiss Hotel Management School

各地主要大學錄取澳校畢業生的名單（2007 －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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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大學錄取
1168人, 55%

先修班錄取
133人, 6% 國立大學錄取

846人, 39%

2012台灣聯招錄取統計
全澳總錄取人數：2147人

先修班錄取
1人, 1%

私立大學錄取
43人, 36%

國立大學錄取
76人, 63%

2012台灣聯招錄取統計
本校總錄取人數：120人 

 

 

 

復旦大學, 13
北京大學, 8

清華大學, 8

上海交通大學, 8

華中科技大學, 5

南京大學, 3

中國人民大學, 2

北京中醫藥大學, 2

華東師範大學, 2

中山大學, 8

浙江大學, 6

中國傳媒大學, 1

北京師範大學, 1

北京語言大學, 1

南開大學, 1

上海財經大學, 1

上海外國語大學, 1

東南大學, 1

華南師範大學, 1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1

廈門大學, 2

保送、公開試成績理想
中國內地高等院校每年均以保送生形式招收本澳優秀高中畢業生，自二零零七年起，澳校

共七十六位畢業生，獲內地二十一所第一批次高等院校錄取成保送生。

澳校畢業生赴台升學者眾，過去人數均達全級約百分之四十，且歷年來於台灣聯招考試表

現良好，考獲優秀大學者眾。以本學年應屆畢業生參與台灣聯招考試為例，澳校整體錄取率及

國立大學錄取率都較全澳平均為佳 ( 見表六 )。以本年度國立台灣大學錄取本澳學生為例，第

一類 ( 文商 ) 組二十五人錄取名單中，十三人為澳校同學； 另有十二位理科同學獲得理工、醫

農組錄取，其中只有三個僑生名額的醫學系，澳校同學佔其中兩席位，成績斐然。

中國內地保送錄取人數 (2007-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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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澳總錄取人數：214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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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錄取
76人,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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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總錄取人數：120人 

 

 

 

復旦大學, 13
北京大學, 8

清華大學, 8

上海交通大學, 8

華中科技大學, 5

南京大學, 3

中國人民大學, 2

北京中醫藥大學, 2

華東師範大學, 2

中山大學, 8

浙江大學, 6

中國傳媒大學, 1

北京師範大學, 1

北京語言大學, 1

南開大學, 1

上海財經大學, 1

上海外國語大學, 1

東南大學, 1

華南師範大學, 1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1

廈門大學, 2

澳門培正中學畢業生升學理想，是體現課程成效的其中一個重要指標。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與培正人所追求的「至善至正」境界，
一直是澳校的教育核心理念： 探尋知識，彰顯個人良好品格，展現推己及人的美德，追求
人生的完善。所以，澳校在社會變化的潮流中，不斷革新課程，務求讓每一位紅藍兒女在
不同的崗位上，綻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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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任職廣州培正中學的趙經良校長在《發揮學校優勢 辦出培正特色》

一文中提到：培正「解放前是一間很有名氣的私立學校。許多開明人士、愛國華僑都

為學校集資建校舍，很多著名專家如冼星海、馬思聰等都曾在此任教，有『北有南開，

南有培正』的美譽。孫中山先生一家對培正中學也十分讚賞，他的孫子、侄孫共七人

先後到培正就讀。廖仲凱、鄒韜奮、李宗仁等著名人士的子女也曾在此就讀。」

其實孫中山先生一家在培正就讀的不止七人。從以下「孫中山家族譜系圖」可以

看到，孫中山先生的子孫輩，不少都與百年培正有着密切聯繫。

孫中山先生和培正 ( 下 )

廣州培正同學會朱素蘭會長

孫中山家族譜系圖

● 曾在培正學習、工作過的孫中山先生的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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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婉（1896 ～ 1979），孫中山與元配盧慕貞所生的次女。
據資料所說，孫婉曾在廣州培正學校讀小學。(注 20 )

孫婉生於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檀香山，與父親同月同日誕
生。孫婉的童年是在檀香山度過的。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隨母
遷居香港九龍牛池灣。清宣統二年（1910），與母離開香港赴廣州
與父親團聚，曾在培正學校讀小學，後隨父訪滬、鄂、閩、粵等地。

學長黃聯安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中山日報發表過一篇
題目為《孫中山的嫡孫、侄孫和侄曾孫》的回憶錄。全文如下：(注 21)

從二十年代起，孫中山先生的後裔和親屬，曾經陸續在廣州東
山培正中學讀書。根據培正同學總會出版的第一百零六期《培正

同學通訊》記載，孫氏家族在培正求學的，最早為一九二五年畢業的孫振；其次是一九二七年
畢業的孫滿、孫乾，他們兩兄弟是孫中山先生的侄孫，即孫眉的孫子；再次是三十年代就讀的
孫治平、治強兄弟，他們是孫中山先生的嫡孫，即孫科的兒子；還有在四十年代就讀培正附小
的孫必達，是孫中山先生的侄曾孫，即孫乾的三公子。

上述孫氏子弟，只有孫振一人在《孫中山後裔親屬世次表》中，沒有找到他的名字，不知
是培正同學會弄錯，還是編表人疏忽，須進一步弄清楚。

三十年代前半期，我曾在廣州培正中學求學，是和孫治平、治強兄弟同時代的，但不同班
級，治平是有些印象，但治強就不認識。當時的培正是一間寄宿學校，他們兄弟家在東山，是
走讀生，只是上課時來校，放學就回家，他們都很少參加公共活動，但由於和孫中山先生的關
係，還是格外受到同學們的注意。

有一年的中秋節，學校童子軍大隊部帶領我們一部份同學到孫治平的花園裏開賞月會。
這是在二沙頭對面的一座華麗別緻的花園別墅，當年曾經是赫赫有名的廣東省員警廳長魏邦
平的公館，後來被孫科買下了。

現在，治平、治強都在台北，治平曾任廣播電視有限公司的董事長，治強則任中央信託局
顧問，然而他們都已年逾古稀了。

對孫乾，他給我的印象是較深的。我讀初中時，他早已畢業離校，但由於他是一位排籃球
宿將，不僅在全校，而且在全國都聞名的。他和一些校友如梁質君、趙善勝、黎連盈、羅南科
等排球好手組成了校友隊，經常回到學校練球。由於他們都是遠東名將，往往吸引不少同學
觀戰，這一校友隊，實力雄厚，在廣州是所向無敵的。

孫乾體格魁梧，球藝出眾。他原是培正排球隊的主帥，一九二四年全國第三屆運動會，廣
東隊以培正全隊人馬代表出席比賽，並且獲得全國冠軍，以一間中學的球隊稱雄全國，這是
沒有先例的，孫乾身為隊長，其功勞是不小的。一九二七年第八屆遠東運動會，孫乾被選入國
家排球隊，與日本、菲律賓隊對抗，又榮獲冠軍。從此孫乾躋身於排球國手之列。一九八一年
七月十五日的《體育報》，發表了《昨日的球星孫乾》一文，對孫乾有很高的評價。

前幾年，七十五歲高齡的廣州培正同學會會長冼子恩曾訪問了美國的校友，回國後寫了一
篇文章，　述他在洛杉磯的一次聚餐會，見到了孫乾。他寫道：「我一進門就遇到一位身材高
大結實的老同學。他第一句就問：『阿恩，你認得我麼 ?』我抬頭一看，真未想到一九四二年夏
天在韶關見面後，過了四十三年，經歷了重大的變化，還能見面，使我十分激動。我立即回答：
『是孫乾大哥，化了灰也認得。』我們兩人都熱淚盈眶，親切握手。」老校友異國相逢，同窗之
情，倍感親切。而孫乾，已是近九旬的老人了，身體還是很健康呢。

一九八五年七月，《羊城晚報》連續三天刊登了一篇訪問記，孫乾老先生的兒子孫必達提
到他父親孫乾是孫中山先生和宋慶齡撫養成人的。當年，孫中山先生親自送孫乾入培正讀書，
孫乾後來又親自送孫必達入培正讀附小。一九四八年（注：孫必興先生指正為「一九四九年」）
孫必達離開祖國隨父親到美國（注：孫必興先生指正為「香港」）定居，後來赴美國升讀康乃

孫中山先生的女兒孫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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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大學旅館管理學院，並獲商務管理碩士學位。以後曾分別在美國和香港多家著名飯店擔任
領導職務。一九八零年他重返祖國，籌建北京長城飯店，並任總經理。長城飯店是一座具有國
際一流水準的大型旅遊飯店，它造價達七千五百萬美元，共二十四層，擁有一千零七間客房，
包括兩個總統套房。一九八四年美國總統列根訪華時曾在這裏舉行答謝宴會，隨同訪問的記
者團及其他工作人員四百五十人就住在這飯店，長城飯店由此揚名世界。

人們都渴望知道一些孫中山先生後裔和親屬成長的情況，這是對孫中山先生的尊崇和懷
念。我這裏僅憑個人記憶以及從培正通訊和報章上收集所得，作為對這位中國革命的偉大先
行者略表崇敬之忱而已。

按照以上學長黃聯安的回憶，記錄了孫中山先生的後代們在廣州培正讀書的史實。

關於孫振，經查證，他是孫中山先生的堂伯祖孫尊賢的曾孫，是孫中山的侄輩。孫尊賢祖
父為孫殿侯，是孫中山十四世祖孫殿朝之胞兄。孫尊賢生子孫富成、孫萬成。孫富成有女無
子，孫萬成生子孫梅生（字德修）、孫贊生，均僑居檀香山。孫梅生生子孫華祥、孫帝景。孫
華祥收藏有《翠亨孫氏先祖牌位紙》，其妻女與孫治平、孫滿有所來往；孫贊生兒子為孫振，
一九二五年畢業廣州培正中學，後於上海讀大學期間病死。(注 22)

孫滿、孫乾兩兄弟是孫中山先生的侄孫，即孫中山胞兄孫眉的孫子。

孫中山先生宣導革命大業，得到胞兄孫眉物質、精神的支持和鼓勵，對他的革命生涯起了
極其重要的作用。孫眉後又參加革命，奔走湛江香港兩地，進行反清活動。辛亥革命爆發，孫
眉迅速組織南路各地起義，光復高雷地區，為民國建立作出傑出貢獻。

孫滿、孫乾自幼隨祖父孫眉在澳門生活，祖父孫眉去世後不久，父親孫昌，在黃埔奉孫中
山先生命令運送軍餉時，被誤傷而亡，殉職時年僅三十七歲。噩耗傳來，孫中山先生十分悲
痛。之後孫中山先生曾為他親筆題寫了「為國捐軀」四字，並晉升其為上校。孫滿和孫乾自父
親孫昌過世後，母親王金順亦相繼離開人世。他們由孫中山先生帶在身邊撫養、供書教學。那
時，孫滿、孫乾才十多歲，正是上學的年紀。培正校長李錦綸到訪大元帥府謁見孫中山，得悉
孫滿、孫振準備入小學就讀，經李校長當面親身推薦，結果兩兄弟一同入讀廣州培正。(注 23)

入學後，每天都是由宋慶齡為兩個小孩準備上學的書包和文具。到週末，宋慶齡還會帶
着他們上街買日用品。

對此，孫滿在《對「孫中山祖籍問題爭論的始末」一文之答復》中提到：「民國六年
（1917），先父為國捐軀，滿與弟乾返鄉就養於先祖母譚太夫人。先叔祖德明公（即國父中山
先生）憫於兄弟孤苦，令人接余兄弟出廣州，使居於廣州河南大元帥府，由宋太夫人（慶齡）
照料，後又送余兄弟至廣州培正中學就讀，滿兄弟皆承先叔祖撫育，得以成立。」

孫滿（1906 ～ 2001），字名譽，號貴華，孫中山侄孫，孫昌的長子。清光緒三十二年
（1906）出生於美國奧克蘭。因父母早亡，由孫中山先生撫養。就讀於廣州培正中學，先後
完成小學、初中、高中學業。

學生會職員照片（ 孫振任職學生會外交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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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李樸生《童子軍概況》記載：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廣東童子軍界為了籌建孫中山
先生紀念堂，特開表演大會，共二十八團一千五百四十七人參加表演和會操。有超過一百名童
子軍參加的學校只有三所，嶺南大學一百二十人，廣東大學一百一十五人，培正中學即由孫滿
任團長，共一百二十名童子軍參加會操，並負責表演搭橋、搭架和搭幕。

從《中山政協‧烈士孫昌及其後裔》一文中，可以看到：孫滿「他身體建碩，質直豪爽，
音量豪獷。他一貫重視曾祖達成公以來的孫氏家族譜記，珍藏各種版本族譜、家譜，對遠祖來
香山縣的源流作過一番研究。對社會上傳說其祖先源衍於東莞，或是紫金，是否客家人等問
題，亦悉心研究，且將資料對比分析，堅持己見。他還協助翠亨村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研究人員
及廣州中山大學研究人員座談商計孫氏祖籍問題，發表談話（已錄音），並提供祖存資料，述
其祖上源流來自東莞，並否定是客家人。他已親自整理資料，並委託侄兒必勝編輯出版《翠亨
孫氏達成祖家譜》。一九九二年六月五日，他以八十六歲的高齡，偕同八十四歲的胞弟孫乾返
回故里，托鄉親把新遷葬的陳粹芬及蘇仲英骨塔分別建墳於翠亨村，祭掃一番。於次日驅車
到東莞市訪問遠祖孫姓人氏進行座談，還往廣州培正中學母校、西村士敏土廠訪問，然後返
回住居地美國。」

　 孫乾（1908 ～ 1999）又名治
乾，字良，號貴就，孫中山先生的侄
孫。自幼隨祖父孫眉在澳門生活，
祖父孫眉、父母亦相繼離開人世後，
十歲的孫乾就隨孫中山和宋慶齡生
活，就讀於廣州培正小學，為廣州培
正中學一九二七年會仁社學長。

培正學長黃汝光在回憶「培正
年代」時寫道：「讀培正小學有很多
趣事，一次我和孫乾在竹棚課室下
面打波仔，被校長四叔黃啟明看見，
嚇得我們立即藏匿起來，但給認出
來，因為犯了校規，本應受罰托槍可
是被罰坐校長室外至下課為止。」
(注 24)

培正學生當時積極參與革命運動—「培正的銀
樂隊是非常威風的，每次培正、培道的聚會例必先由
樂隊奏樂，而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間，廣州學生經
常有巡遊，凡是巡遊，亦必由銀樂隊帶領先行。我們
在遊行完畢返抵東山培道校門經過時，必奏得特別起
勁，藉以吸引培道學生出來觀看。」箇中原因是當時
培正是男校，培道是女校。黃汝光記得清楚，當時銀
樂隊的隊友就有孫乾同學。(注 25)

正如 學長黃聯安的 回 憶 說，在 二十世 紀 二十
年代，孫乾是一位活躍於中國球壇上的風雲人物。
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孫乾在培正中學度過他的
中學時代。當時的培正中學排球隊正稱雄廣州，一米
八五身高的孫乾既魁梧碩健又球藝高超，跳得高、揮
臂快、扣得重、吊得巧，是球隊的主力隊員。起初，
他被安排打後排，每次出戰，他飛身撲救險球時魚躍
的雄姿往往使對方的扣球手為之嘆服。後來，他擔

二十年代培正銀樂隊成員合照及名錄

1994 年 5 月，孫滿 ( 前排中 )、後妻孫妙娟和孫乾、女兒孫紹如夫婦
( 後排 ) 在南加州舊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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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籃球隊 ( 後排右 1 為孫乾 )

任主攻手，扣球落點刁鑽，其威力就像落地開花的炮彈，使
對方無法招架。因而，隊友給他起了個綽號叫「炮仔」，傳
媒讚譽他為「孫拳」。

一九二四年，中華民國第三屆全
運會在武昌舉行，培正中學排球隊參
加比賽，摘取桂冠。一支中學校隊竟
取得全國排球之冕，在我國排球史
上是首次，這其中自然少不了主攻手
孫乾的功勞。

之後，孫乾被選入國家排隊球，
代表我國出席一九二七年在上海舉
行的第八屆遠東運動會，不願當「東
亞病夫」的他與隊友努力拼搏，結果中國隊戰勝日本隊和菲律賓隊，奪得冠軍。為祖國爭了
光，孫乾內心十分高興。身為排球國手的他不但球技精湛，球風也一流。他對教練十分尊重，
他和他中學時代的教練林超雲結下了深厚的情誼。孫乾始終堅持打文明球，以技術制勝對方。
一九二七年秋，孫乾考入上海滬江大學政治系。原屬培正中學的梁國權、陸鐘恩等籃球好手都
在該校籃球隊，新來甫到的孫乾即加盟校隊，時高手雲集的滬江大學籃球隊縱橫上海籃壇，
戰果顯赫。

孫乾不僅擅長排球，在球類運動中，他是個多面手，無
論籃球、足球、網球，都有一定造詣。而當時的培正中學，在
這幾個球類項目的戰績至少在廣州範圍裏是有口皆碑的。

培正參加 1924 年第三屆全國運動會成員 ( 前排左第一個孫乾 )

第七屆遠東運動會之培正排球選手，
中間為孫乾

培正排球隊 ( 後排左 4 為孫乾 )

紅藍五虎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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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航的文章《昨日的球星孫乾》還提到：「孫乾不僅是一個出眾的排壇健兒，還是一個好
騎手，同時也是一個業餘的話劇演員。記得一齣以一九二五年孫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這樁震
驚中外的大事為題材的話劇在培正中學演出時，孫乾扮演了孫中山先生這個角色，演得惟妙
惟肖。」

隨着國民黨退守台灣，孫乾先赴台灣，後長期旅居美國。人老思故土。改革開放後，孫乾
數度回家鄉觀光，看到家鄉的變化，以及地方政府把孫家的祖屋、祖墳保護完好，甚感欣慰。
他還始終惦記着祖國的統一大業，認為：「搞『台獨』不得人心，是炎黃子孫都不會答應的！」
孫乾於一九九九年病逝，享年九十二歲。

孫治平（1913 ～ 2005），孫中山先生的嫡長孫，孫科的長子，母親是陳淑英。孫治平
與弟弟孫治強都是其父孫科和母親陳淑英留學美國加州大學期間出生的。孫治平一九一三年
十一月十六日出生，他出生時，時任臨時大總統的祖父孫中山，希望自己親自創建的新生共
和國—中華民國國泰民安，天下太平，就給自己的這位長孫取名「治平」。一九一五年一月
二十七日，孫中山先生的第二個孫子在美國出世後，孫中山為他取名為「治強」，顯然是他感
到治國須先求平安，再求國家強盛，國家強盛了，方能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天下無敵，不受欺
凌。

孫治平、孫治強自幼備受世人的關注，他倆雖然沒
有經歷過其父那樣艱辛的童年，但卻和其父一樣，飽受
中西文化薰陶，學識都很豐富。孫治平童年時返回廣州。
一九二五年，在北京為祖父孫中山守靈。一九二九年，參
加孫中山先生奉安大典。曾在北京吳稚暉創辦的海外補習
學校學習，繼而在廣州培正學校讀小學，在嶺南大學附中
讀初中，在廣州培正學校讀高中，後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就
讀三年，一九三七年赴美國加州大學完成大學學業，繼而
轉入紐約大學攻讀，獲政治經濟學碩士學位。

孫治平自一九四九年離開大陸後，時刻想着祖父孫中
山先生在南京的陵墓，一心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回到南京
祭拜祖父。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在離開祖國大陸五十二年後，孫治平攜兒孫返回南京祭祖及回
到家鄉中山訪問。

二零零四年四月，孫治平在香港接受採訪時，曾對當政的陳水扁和民進黨「去中國化」
表示極大的不滿與憤慨。他介紹說，一九九八年，陳水扁在競選台北市長時，其競選陣營曾搞
過「國父也稱讚阿扁做得不錯」的宣傳活動。那夥人在一家工廠的外牆上畫了一幅漫畫，意
思是孫中山「稱讚」陳水扁競選一事，還說什麼這是「新新人類的幽默」。孫治平說，這嚴重
地玷污了孫中山先生的形象。二零零零年陳水扁登上台灣「總統」寶座後，更是大搞「去中國
化」。孫治平說：「陳水扁主張『 台獨』，不承認『中華民國』，也不承認孫中山，還企圖以孫
中山騙選票。這是騙人的行為，我不排除對他採取法律行動。」

孫治平一生貫徹其祖父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尤其是近年來致力加強兩岸三地的文化、思
想及學術交流，推動兩岸和平統一。

孫治平因病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六日在香港逝世，享年九十三歲。

在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李金強博士《孫治平先生訪問初記》一文中，有以下記載：

「我小時候曾入讀書塾，搬到澳門後入讀小學，名稱記不起。直到父親當廣州市長之際，
我們一家遷往廣州東山，我亦轉往培正小學就讀，當時兩個堂兄孫滿、孫幹則在培正中學讀
初中，我們兄弟二人讀小學。他們二人寄宿，我們兄弟則住在家裏，有專人接送上學、放學。
在澳門居住期間，祖母盧太夫人逢星期日必帶同我們二人前往白馬巷浸信教會上主日學，初
期聽到莫名奇妙，不太明白，至廣州讀書，開始有認識。」

孫中山先生的兒子孫科、兒媳陳淑英及
其子女治平、治強、穗英、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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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讀書情況，從未在同一間學校就讀三年以上，大學情況亦如是。返廣州，仍住東
山，入讀嶺南初中三及寄宿，後往培正入讀高中。初中三年級時，因身體不好，母親決定不去
寄宿，住在家裏，在培正高中畢業。當時兩間學校均在廣州是數一數二，不少港人及華僑子弟
入讀。有一部份同學知道我的身份。老師也知道，但沒有任何優待，跟其他人一樣。」

 孫治強，和哥哥一起就讀培正中學，曾留學加州大學。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隨父親孫
科返台後，有些懷才不遇，僅擔任「中央信託局」及台北故宮博物院顧問。

孫治強先生在古稀之年，即一九九二年及一九九三年兩次回大陸，受到中國領導人的親
切會見，還遊覽了北京、上海、武漢、廣州等地方，並回翠亨村瞻仰過祖父的故居。

二零零一年夏天，孫治強不顧年邁體弱，抱病赴美參加小兒子孫國升大學畢業典禮，因心
臟病突發在洛杉磯辭世，享年八十七歲。

有網站資料提到：孫治平、孫治強兄弟的同父異母妹妹孫穗芳，也曾在香港培正中學
讀書。( 注 26)

孫穗芳，又名孫強生。生於上海，
孫中山之孫女、孫科之女。現為夏威
夷太平洋大學校校董、孫中山和平教
育基金主席和夏威夷中國婦女慈善
會會長，是孫氏家族社會活動方面最
為活躍的一員。

一九三六年三月，孫穗芳在上海
出生。她的母親叫嚴藹娟，和孫科未
婚同居，斷斷續續生活了約四年。在
上海完成小學學業，一九四九年赴香
港，就讀於九龍異群中學及培正中

學。一九五一年返回上海，一九五五年畢業於上海第八女中，儘管她成績名列前茅，有關部門
明確通知她，她不能進入任何大學讀書。

孫穗芳在萬般無奈之下，給祖母宋慶齡寫了一封信，傾訴自己的遭遇和想法。在企盼中等
待的孫穗芳很快收到祖母的回信。宋慶齡在信中開導她說，上大學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
過，祖母在信末最後一行提到，但願她明年能進大學。不久，有一位幹部來找孫穗芳，安慰她
說：這個學期入學太遲了，等明年她會獲准進入大學讀書。一年後，孫穗芳經努力終於欣喜地
進入上海同濟大學建築系。

一九五九年肄業後赴香港，曾在香港大學半工半讀。一九六五年結婚後舉家移居美國夏
威夷，畢業於夏威夷太平洋大學。現任建築設計師，兼營房地產，是夏威夷太平洋大學和夏威
夷交響樂團董事。

一九八零年以後訪華數十次，關心中國的各項建設事業，為促進中美兩國和海峽兩岸關
係的發展而奔走，受到中國領導人的接見。

為了讓世人能夠更多地了解孫中山先生，她不辭辛勞在世界各地巡迴演講了一千一百多
場，並且用了將近十年的時間撰寫了《我的祖父孫中山先生》一書。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
年，孫穗芳決定在世界各地捐贈一百座孫中山先生銅像，以弘揚孫中山先生革命精神。

除了孫必達曾讀廣州培正小學外，學長黃聯安的回憶錄沒有提及的孫中山先生的另幾位
侄曾孫、即孫乾的大公子孫必勝（忠社）、二公子孫必興（輝社）、四公子孫必成（正社）、五公
子孫必立（恒社），其實和三公子孫必達（光社）一樣，也是香港培正的學生。

孫穗芳博士在香港培正小學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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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必勝兄弟五人分別在不同地方出世，名字都是孫科所取。「由於出生於抗戰時期，我得
名必勝，寄望抗戰必勝。」孫必勝說起自己的名字由來，頗為自豪。他說，他們兄弟五人的名
字「必勝」、「必興」、「必達」、「必成」、「必立」都與國家命運相聯，寄託着對國家的美好
祝福。

老大孫必勝現在定居中國大陸，數年前
在翠亨村買了新房子；老二孫必興長期定居
美國，住北加州聖馬刁；老三孫必達住香港，
老四孫必成住波士頓，老五孫必立在澳門
酒店業工作。五兄弟各生了兩個孩子，十個
孩子中正好是五男五女。大陸在紀念孫中山
一百四十周年的時候，五兄弟曾受邀請並得
以在中國聚會，孫中山先生後人孫國雄、孫
必成、孫必勝、孫必興、孫必達、孫必立等人
統一穿着筆挺的深藍色中山裝亮相，成為現
場的一大亮點。

老大孫必勝是香港培正中學一九五五年
級忠社同學，從小由孫中山先生的伴侶陳粹
芬照顧，兒時在孫科及宋慶齡身邊生活過。他
雖然沒有見過孫中山先生，卻聽着孫中山先
生的故事長大。孫必勝在意大利出生，在廣州
培正小學讀過書，然後又到香港培正讀中學，
再到美國讀大學，生活在美國，退休前是建築
工程師。懷着對祖國的熱愛，孫必勝退休後
回到了家鄉，在中山市置業定居。

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曾有一電視劇集，
內容　述孫中山先生一些事蹟，由忠社鍾景輝同學監製，當年孫必勝客串飾演孫中山，又一位
忠社同學鄺修麟飾演孫中山的兄長孫眉，兩人皆演得活靈活現，這個劇集亦可以說是培正忠
社同學的天下了。(注 27)

關於父親在廣州讀書時的故事，孫必勝提到：「孫中山先生是我的太叔公，我的父親孫乾
和我的伯父孫滿曾經在廣州大元帥府生活過一段時間。那是一九一七年，那時我的祖父孫昌
犧牲後不久，而祖母王金順、太公孫眉也早於一九一五年去世，眉婆因年老，故商量把我的父
親和伯父送到廣州去，交由孫中山和宋慶齡照顧。那時伯父十二歲，父親十歲。他們在大元帥
府住了幾個月，後被送到培正讀書，因為孫中山與當時校長李錦綸相熟，週末仍回大元帥府。
我與父親和伯父長時間居住在一起，常從他們的回憶中了解到孫中山。在父輩的口中，孫中山
是一個很勤奮讀書的人，人很沉實，不喜言笑。兩兄弟在大元帥府樓下玩耍的時候，太叔婆宋
慶齡總會告訴他們，要節制聲音，不要嘈吵，因為孫中山在樓上看書。」

近年來，孫必勝擔任中山市孫中山研究會和中山海外聯誼會的名譽會長，又兼中山市華
僑華人文化學會及孫中山基金會的顧問。孫必勝正在寫一本有關曾祖父孫眉的人物傳記。他
說，這本書目前接近完成，將在辛亥革命百年時出版，作為獻給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禮物。

1948 年孫乾夫婦和五個兒子與陳粹芬在中山石岐的合影

( 由左至右 ) 孫必立、孫必興、孫必勝、孫必達和孫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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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弟孫必興是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會長，香港培正中學一九五七年級輝社同學。孫必興在
香港培正中學校友錄中自我介紹：一九五七年入美國紐約高潔大學，本想承繼家人願望進修
醫學預科，但結果轉行讀工科預科，三年後轉入哥倫比亞大學，畢業電機工程系。孫必興住在
三藩市灣區中半島聖馬刁市一山頂服務式的公寓。他身高六呎一吋，身體健朗愛運動。孫必
興的太太吳冰明是護士，所以家中窗明几淨，一塵不染。

孫必興的事業在矽谷。他從事電子自動化設計 (EDA) 入門，主要工作是開發軟體輔助電
路系統設計、分析及驗證。「早期灣區矽谷正開始發展電腦和半導體技術，在當時 EDA 研發
方面，我亦算做了一點先鋒的工作」，當年雖然本地華人很少，但是對孫必興來說卻是事業的
契機。孫必興的人生最初十八年在中國，中文很好。在培正讀書時，與太太吳冰明在香港認
識。到美國之後，兩岸傳書，三年後，二人在美國團聚。太太修讀護士專業，一九六三年成婚，
有兩個孩子。大兒子偉國四十五歲，在 CISCO 工作；女兒少英，在保險公司任職，有四個孩
子。由於孩子們都住在灣區，孫必興很高興地說，子女和他的往來走動很容易。他在十三年前
起，開始從工程師轉型擔任市場銷售工作，被派駐香港，負責亞太區的業務。所以也有很多機
會去台灣和大陸。二零零二年退休，生活很寫意，每年都去旅遊，也常去中山和香港。

孫必興回憶起父親孫乾時說，爸爸是個軍人，在意大利讀軍校。父母生了他們五兄弟，而
五兄弟的出生地點各不同，因為隨着父母的遷徙，大哥孫必勝在意大利出生，孫必興在馬來
西亞宜保 (Ipoh) 出生，孫必達在香港出生，孫必成在大陸出生，孫必立在澳門出生。孫必興記
得，曾經也有個妹妹在廣東出生，但是兩歲時夭折。至今，五兄弟定居於世界各處。

學長黃聯安回憶錄提到的在四十年代就讀廣州培正附小的孫必達，是孫中山先生的侄曾
孫，即孫乾的三公子。孫必達是香港培正中學一九五九年級光社的同學。他時常聽父親孫乾
說起，那時孫中山先生在廣州的大元帥府內，每天都很忙，很多時候都忙着接見客人談事情，
家裏經常有客人排隊等着見他。不會客時，孫中山先生就忙於寫文章，幾乎沒什麼私人時間。

對家人來說，孫中山先生雖然很慈愛，但同時又很嚴肅。他平時話不多，經常沉默寡言，
吃完了飯就去工作。他做事非常專注，一絲不苟，吃飯很快，往往是在飯桌上匆匆吃上幾口
飯，便回到書房內潛心寫作，不是草擬建國藍圖，就是規劃興國大計。

孫中山先生的這些故事，孫必達和家人百聽不厭，「因為我總在想，中山先生為什麼能被
後世稱為偉人，這與他為國事操勞而忘我的情操有關，這種精神時刻激勵着我們不斷奮鬥。」

孫必達於一九八零年率先回到祖國，出任中美合資的北京長城飯店總經理。他雖然旅居
海外幾十年，但對祖國—他敬愛的曾叔祖父孫中山為之奮鬥畢生的祖國卻始終懷着一腔摯
愛之情。

「我見過宋慶齡，她很幽默的！」孫必達說：「一九七九年底，我從美國回到北京，她（宋
慶齡）聽說我回來了，就安排我去見她。因為孫家後代大部分都在美國，聽說我回來，她很高
興。算起來她是我的曾叔祖母，我就叫她 GrandGrandma，然後她就說『你怎麼這麼叫我呢？
把我叫老了！』我問她『那我應該怎麼叫呢？』她笑着說『就叫 Grandma（祖母）吧！』」

宋慶齡曾親筆寫信給他，那一頁頁已經發黃的信紙上，一行行流利娟秀的英文字句，飽
含着老人對孫必達的厚愛與期望。孫必達還曾經收到老人親自寄給他的兩幀寶貴的照片，一
幀是一九八零年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期間老人站在票箱前投下莊嚴一票的情景，另
一幀是老人坐在書房沙發上的鏡頭，她的面前是一盆盛開的鮮花。老人手捧一本刊物，正在
凝神思考，面部表情慈祥而安詳。孫必達回憶說，他收到這兩幀照片時，又驚又喜、愛不釋手。
他將照片和老人親筆書寫的信封珍藏於一本精美的相冊中，把他們看作最寶貴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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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在北京做工程，建長安飯店，飯店建了三年，來的時候她還在，建成的時候她已

經去世了。」孫必達面色有些凝重，「她當時身體不好，坐在輪椅上，但還是很幽默。有一次我

去看她，她指着自己輪椅的輪子，用英文跟我笑着說：『這是我的勞斯萊斯！』」孫必達在北

京的那段時間，經常去看宋慶齡，他向記者回憶起與宋慶齡第一次見面的情景。「最讓我驚訝

的是，她見我第一面，就指着我說你怎麼跟你的父親長得那麼像？我當時已經四十多歲了，她

上次見到我父親也是六十多年前，我父親當時才十幾歲，隔了半個多世紀，她竟然還記得我父

親的樣貌！」孫必達仍感歎，晚年的宋慶齡有着驚人的記憶力。

孫必達深情地回憶說，曾叔祖母宋慶齡在逝世前一次見面中曾拉着他的手親切地說：「必

達呀，你是咱們孫家第一個回大陸參加祖國四化建設的人，希望你能帶動更多的人回來為祖

國做貢獻！」宋慶齡病危彌留之際，就是他代表全家守護在老人身旁，直到老人安詳地逝世。

最近，有記者採訪了孫必達先生。站在記者眼前的孫必達西裝革履，黑髮　亮，還真難以

相信面前是一位年過七十的古稀老人。當記者表明自己是《廣州日報》記者時，孫先生馬上用

一口流利的粵語打開了話匣：

「我對廣州很熟悉，先後在廣州讀書生活近十年。我小時候在廣州培正小學讀書，到二

年級才回到了出生地香港。我在一九七九年曾回廣州一次，住在東方賓館。曾經回到闊別三十

年的母校去看看，發現一切依舊，沒有變化，感到很親切。」

「我現在還很懷念小時候在廣州玩的遊戲，如推鐵圈，放風箏。我還記得當時放風箏是為

了將對方的風箏弄下來（粵語叫　紙鳶），就要用很多碎玻璃來蠟線。」

他還透露說，他的伯伯孫滿和他的爸爸孫乾都曾在廣州的培正小學讀過書，是孫中山先

生送他們去的。他的爸爸曾在廣州孫中山大元帥府住過。

四弟孫必成是香港培正中學一九六零年級正社同學，中學畢業後便赴美留學，先後在普

渡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分別取得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孫必成在紐約市居住

了三十多年，曾在美國國防部軍用直升機研究部門工作，之後跟岳父經營餐館，十年後轉營

車隊管理 (Fleet Management) 業務。一九九九年退休後遷居波士頓住近兒女，聚享天倫之

樂。大兒子孫偉明，在 IBM 工作，女兒孫凱玲是眼科醫生專家，現任哈佛大學教授。孫必成有

男女孫兒各一，還有一對男外孫。

父親孫乾曾對孫必成說：當初在廣州孫中山大元帥府住的時期，一天培正校長李錦綸到

訪大元帥府謁見孫中山，得悉他和哥哥孫滿準備入嶺南小學就讀，經李校長當面親身推薦，

結果兩兄弟一同轉讀廣州培正。

五弟孫必立是香港培正中學一九六七年級恒社同學。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後，赴美入讀

康乃爾大學，主修酒店管理。自一九七五開始，孫必立在酒店行業服務凡三十六年，在這段期

間，他曾在美國和中國大陸的大小規模酒店擔任過重要財務管理及總經理職務。孫必立定居

美國南加省，他兩位千金分別在藥劑和顧問公司就業。

孫家後代還有孫必勝的兩個小孩曾經就讀於香港培正。一九七九年孫必勝一家移居美國

時，大公子孫偉倫和女兒孫慧珍，分別讀完培正小學四年級和培正幼稚園。在過去六十多年，

培正已成了孫乾一家三代接受培育的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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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二月，戴恩賽被任命為國民政府駐巴西全權公使。孫婉隨丈夫前往巴西。將兩
個孩子戴成功、戴永豐托給定居澳門的母親盧慕貞撫養。一九四九年十月，廣州解放前夕，戴
恩賽、孫婉、戴成功移居澳門。戴永豐沒有隨父母、姐姐到澳門，他卻仍然留在廣州，後進入
嶺南大學攻讀畜牧，獲碩士學位，一九五二年畢業後留校攻讀研究
生，從事畜牧免疫學的研究。

一九五二年初「五反」運動開始，戴永豐積極報名參加，因政
治上一貫表現較好，要求進步，獲得學校和系裏的批准，被分配到
廣州市東山區「五反」工作隊，住在培正中學內。入隊後第四天，因
患肺結核病發，在母親孫婉曾經就讀的培正學校咯血窒息而去世，
葬於嶺南大學墳場（現廣州中山大學西區墳場）。(注 28)

在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際，慎終追遠，回顧孫中山先生和
培正學校的密切關係，追尋曾在培正讀書、工作的中山後人足跡，
以此緬懷孫中山先生，充實培正史冊，很有意義。畢竟歷史悠久，
對於孫中山先生及後人在培正學習、工作、生活的資料掌握有限，
恐怕還有一些人和事錯漏，謹此希望各位學長和知情者補充。

孫中山的女婿戴恩賽、女兒孫婉一家
及其子女戴成功、戴永豐

孫中山的外孫戴永豐長眠於
廣州中山大學西區墳場

注釋：

 20： 「孫婉」生平資料來源於互聯網網站《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孫中山》。 
http://www.sunyat-sen.org:1980 /b5 /sunyat-sen.org/sun/showqshy.php?id=19

 21： 見《中山日報》2002年 11月 26日第 2881期 D3版《孫中山的嫡孫、侄孫和侄曾孫》，作者：黃聯安學長。

 22： 「孫振」家族资料來源於互聯網網站《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孫中山》有關「孫尊賢」一文。 
http://www.sunyat-sen.org:1980 /b5 /sunyat-sen.org/sun/showqshy.php?id=3

 23： 關於「李錦綸校長當面親身推薦，孫滿、孫振兩兄弟入讀廣州培正小學」的資料由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會長孫必興
向作者提供。

 24： 見《蒙厚恩的人—黃汝光回憶錄》「少年時代—培正年代」，作者：黃汝光。

 25： 見《蒙厚恩的人—黃汝光回憶錄》「少年時代—培正年代」，作者：黃汝光。

 26： 「孫穗芳」生平資料來源於互聯網網站《中華僑鄉網》「人物資料庫‧孫穗芳」。  
http://www.chnqxw.com/2011 /0518 /5738 .html

 27： 見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七十五期通訊之《中山市晤忠社孫必勝同學—兼談談孫中山先生與孫眉先生之一些史

事》，作者：李君聰（誠社）。

 28： 「戴永豐」生平資料來源於互聯網網站《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孫中山》。 
http://www.sunyat-sen.org:1980 /b5 /192 .168 .0 .100 /sun/showqshy.php?id=34

據記載，跟培正有生死淵源的還有一位孫中山的後人—

戴永豐（1923 ～ 1952），孫中山的外孫，戴恩賽與孫中山的

次女孫婉之子。

一九二三年，孫婉生一子。這年陳炯明叛變革命，孫中山
先生廣州蒙難，於永豐艦上指揮抗擊叛軍。為了紀念這件事，
教育後一代，孫中山先生給這外孫取名「永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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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動 態

「 樹木樹人樹風範 臺灣教育新里程」植樹紀念活動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二日本校與九龍總商會、香港中文中學聯會、培正專業書院、香港園

藝專業學會及生命教育學會合辦「樹木樹人樹風範 臺灣教育新里程」植樹紀念活動。是次活
動邀請到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朱曦先生主禮，並由九龍總商會理事長鄭君旋先生及葉賜

添校長致歡迎辭、培正專業書院校監楊國雄博士祈禱、陳之望校監致謝辭。活動由九龍總商

會贊助於培正中學校園內種植羅漢松及蕨類植物，象徵樹木樹人，標誌臺灣教育新里程的啟

動。植樹儀式結束後，朱曦處長主持了「臺港教育新突破」專題講座，介紹入讀臺灣大專院

校的新途徑。

主禮嘉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朱曦先生致辭 陳之望校監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

眾嘉賓植樹前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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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再奪學界體育王者殊榮─

「 運動校園計劃」及「 一人一體藝計劃」成效顯著

『中銀香港紫荊盃』男女校組冠軍

培正再奪中銀香港紫荊盃冠軍殊榮

第二次奪中銀香港紫荊盃冠軍

「中銀香港紫荊盃」自一九六五年成立以來 (二零零一年以前此獎項名為歐米茄玫瑰盃 )，
一直是各校爭相競逐的學界體育殊榮。本年度獲獎的學校，男校組冠軍是拔萃男書院，亞軍

是喇沙書院；女校組冠軍是協恩中學，亞軍是拔萃女書院。而男女校組冠軍在過去一直為國

際學校所壟斷，能夠躋身三甲的華人學校佔極少數。記憶猶新，本校在二零零七至二零零八

年度曾改寫了華人男女校的歷史，首度打破壟斷，成為第一所奪得男女校組冠軍的華人學

校，轟動學界一時。

創出歷史性高分

本校並未因獲獎而放鬆腳步，相反更加肯定了「運動校園計劃」及「一人一體藝計劃」的

成效，鎖定了工作目標，繼續加強學生體育訓練，縱使在新高中課程的壓力下，師生們仍然

上下一心，奮力向前。今年，我們的努力換來美好的成果，培正以歷史性的高分 ( 178 分 )，
再度成為「中銀香港紫荊盃」男女校組冠軍。

「中銀香港紫荊盃」的冠軍殊榮，是對學校體育工作質量的肯定，能有效落實「運動校園

計劃」及「一人一體藝計劃」，實在有賴體育團隊，包括校長、老師、教練、校友、家長及同

學的支持和貢獻，我校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團隊努力的成果。

32

中學記要



本校近三十年中銀香港紫荊盃的排名統計表

本校各體育項目得分圖表

學界「中銀香港紫荊盃」
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年度

培正中學各體育項目得分情況

學界「中銀香港紫荊盃」
一九八零至二零一一年度

男女校排名

體育科主任鄭景亮老師的分享

本校體育科科主任鄭景亮老師說：「今天我們站在高峯，再次創出歷史性的成績，是值

得鼓舞和高興的，但培正在體育發展的理念，並不在於奪取獎項，而是透過體育運動的培

訓，強健學生體魄，培養學生品格，普及精英並重，達至全民運動，使學生有良好的身心發

展，學會奮鬥人生。無論是否得到獎項，我們會繼續落實培正的體育格言，以謙卑的心努力

向前，為培正再創傳奇。」

在此，跟大家分享培正體育格言：「 專心─可以發揮潛能、堅毅─可以創造奇蹟、

勇敢─可以排除萬難、謙卑─可以贏得尊崇。」

33

中學記要



參觀澳門科學館及訪澳校交流

四月十三日為教師培訓日，本校全體教職員於早

上八時出發，約九時三十分抵達澳門科學館，在澳門

科學館館長葉賜權的歡迎下，眾同工欣賞了一齣 3 D
球幕電影─「勇闖太空」。這個全球第一部超高解像

度的立體影院，將人類勇闖太空的歷史、太空科技的

發展和美麗的太空環境活現眼前，實在令人大開眼界。

之後大家到科學館的不同展館參觀。

下午的行程是到澳門培正中學訪問交流，感謝高

錦輝校長及一眾行政人員在酒樓設宴熱情款待，飯後帶領我們步行前往澳校。在澳校的安排

下，雙方校長交流了學校的發展情況，然後澳門培正中學語言藝術學會預備了「唐宋名篇音

樂朗誦會」，同學們在美妙音樂的襯托下，朗誦了多首唐宋著名詩詞，讓大家體會中國古代

詩詞美麗的意境和動人的情感。朗誦會後港澳教職員便分組會談，在行政、國文科、英文

科、數學科、理科（物理、化學、生物、科學科）、史地科、聖經科、體藝科、資訊科技科九

個小組中互相分享心得，隨後安排了兩地教師籃球友誼賽及參觀校園。至下午六時大家乘船

返港，結束一天的行程。

戴上澳門科學館提供的眼鏡欣賞立體球幕電影

觀看澳門科學館的話劇演出

港澳兩地教職員分組交流

培訓日全體教職員前往第一站澳門科學館

全體教職員在澳校合照

欣賞澳門培正中學唐宋名篇朗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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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與訪問一覽表

13 /6 /11 本校前任校長張子江牧師由美返港探訪
母校。

4-8 /7 /11 本校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安排高
中學生前往香港、中山、廣州及武漢進
行辛亥革命歷史考察活動。

27 /7 /11 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學老師來校交流並商
討兩校未來學生交流活動安排。

8-14 /8 /11 陳曉瑩老師帶領本校十位籃球代表隊隊
員參加臺灣大專院校校園體驗 籃球訓練
營，並訪問高雄義守大學及彰化明道大
學進行參觀及籃球訓練。

26 /8 /11 喇沙書院老師來校訪問交流籌辦校慶活
動及大型學術會議經驗。

2 /9 /11 協和書院校長聯同五位老師來校交流「知
識管理」經驗。

15 /9 /11 臺灣朝陽大學教授來校參觀。

26 /9 /11 臺灣明道大學汪大永總校長來校參觀。

28 /9 -22 /10 /11 
14/11-17/12/11

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本校與國民
教育學會合辦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專
題展覽《辛亥革命的足跡》。

30 /9 /11 臺灣逢甲大學張保隆校長來校參觀。

30 /9 /11
14 /10 /11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人員來訪參觀校園
及與校方商討在校興建可再生能源的
可行性。

7 /10 /11 一 九 五 三 年 級 誠 社 黃 秉 祥 學 長 及
一九五七年級輝社黃秉權及鄭國輝學長
由美返港探訪母校。

14 /10 /11 江玉葉學長由美訪港探訪母校。

19 /10 /11 一九五七年級輝社孫必興學長由美返
港與一九五九年級光社孫必達學長探
訪母校。

28-31 /10 /11 本校與香港中文中學聯會、臺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海華服務基金、臺灣海外聯
合招生委員會聯合舉辦「 2012臺灣升學
匯展」。期間與廿二所臺灣公私立大學簽
訂「 2011臺港學校合作協議」，加強臺灣
高等院校與本校合作。 

3 /11 /11 英國愛丁堡獎勵計劃國際理事會主席威
塞克斯伯爵英國愛德華王子蒞臨本校訪
問並欣賞中樂團表演，更與本校參與香
港青年獎勵計劃師生進行交流。

7-8 /11 /11 新加坡 Chestnut Drive Secondary School 
三位老師及二十位學生來校交流訪問，
本校安排二十位中三及中四級學生接待。

11 /11 /11 一九五四年級匡社梁永超學長由美返港
與匡社石濟民學長及一九五三年級誠社
吳漢榆學長探訪母校。

14-17 /11 /11 本校林慧嫻主任帶領中四及中五級共十
位學生參加由教育局主辦的「同行萬里」
高中學生內地交流計劃往四川體驗學習。

15 /11 /11 瑩社畢業五十五周年慶典，共有五十八
位瑩社學長返校參加慶典，並參觀瑩社
會議展覽中心及培正自然教育徑等，葉
賜添校長向各學長介紹培正未來發展。

16-20 /11 /11 葉賜添校長與李家傑主任、劉寶貞主任
及馬漪楠老師參加「香港浸信會國情考察
團」前往北京訪問，今年主題為中國高新
科技發展。

30 /11 /11 本校鍾偉東主任及李國柱主任帶領十六
位學生出席拔萃男書院由丘成桐教授主
講的數學講座及午餐交流會。 

3 /12 /11 臺灣嶺東科技大學副校長陳仁龍教授及
邱一峰教授來校訪問交流。

15 /12 /11 本校安排特首候選人一九七零年級謙社
唐英年學長回母校與師生聚談。

19 /12 /11 廣州培正中學七位師生到訪。

13 /1 /12 一九八八年級曦社楊松炎學長探訪母校。

2 /2 /12 十多位來自臺灣不同大專院校的教授學
者到本校參觀交流，由葉賜添校長、鍾
偉東主任及馬凱雄主任分享培正發展資
訊科技教育的成功經驗。

6-11 /2 /12 李國柱主任帶領四位學生參加新加坡
Raffles Institution主辦的 2012 Raffles 
Invit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與八個國家的一百名高中學生進行交流
比賽。

7 /2 /12 北京西城華英培訓學校梁智校長及北京
市半臺區東高地第二小學吳萍華校長來
校參觀。

18-26 /2 /12 本校電腦科應邀派出五位學生參加瑞士
達沃斯 (Davos)舉行的瑞士奧林匹克訓練
營，與俄羅斯、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學
生一起接受訓練並參加交流比賽。

2-3 /3 /12 本校葉賜添校長、潘嘉衡主任及學生會
八位代表出席廣州培正中學交流活動及
培正註冊權回歸祝捷紀念活動。

13 /3 /12 新加坡 Marsiling Secondary School 及
Curriculum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Divis ion , Minis t ry of Educat ion in 
Singapore共二十多位成員訪問本校。主
要參觀校本課程設計、電腦科、英文科、
地理科、校園電視台、放眼世界、移動
學習、知識管理等範疇。

15 /3 /12 臺灣首府大學六位人員來校參觀。

16 /3 /12 九龍地域校長聯會組織四十位校長來校
訪問，主要參觀電子學習、校本電子課
程設計、放眼世界、移動學習及知識管
理等範疇。

20-22 /3 /12 葵涌循道中學七位中五級學生來校上課
交流三天，以體驗本校學生的學習態度
及不同類型的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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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12 本校前任何澤乾校長從加拿大返港探訪

母校。

1-10 /4 /12 本校鍾偉東主任與羅恩銘老師、鍾靈秀老

師、蔣肇麟老師及丘敬峰老師帶領四十

位優才學生前往北京育才學校交流。本

年度的主題為「體育訓練及交流」。

13 /4 /12 本校教師培訓日，全校教職員前往澳門

參觀澳門科學館及往澳門培正中學交流

訪問。

20 /4 /12 一九七三年級勤社梅美萍學長由美返港

探訪母校。

25-29 /4 /12 葉賜添校長與潘嘉衡主任參加由香港中

文中學聯會舉辦的「臺灣升學考察團」，

參觀及訪問當地十間高等院校。

10 /5 /12 應培正同學會永遠名譽會長孫啟烈太平

紳士邀請，葉賜添校長、潘嘉衡主任、

區志玲主任、林慧嫻主任及陳永鏗老師

前往深圳探訪外資廠商及參觀廠房，為

高中學生「其他學習經歷」安排活動。

17 /5 /12 本校英文科老師安排學生利用視像會

議與新加坡南華中學學生進行友誼辯

論比賽。

29 /5 -3 /6 /12 本校馬漪楠老師及鄭英煒老師帶同

十二位學生出席新加坡 Dunman High 
ASEAN Plus Summit 2012「模擬國際
高峰會議」。

1 /6 /12 九龍城浸信會林培喬牧師聯同印尼差會

四位領導到校參觀，與葉賜添校長、基

督教事工主任梁振忠老師及生命教育導

師交流有關本校生命教育的教學經驗。

4 /6 /12 青松侯寶垣中學五位老師來校與本校理

科老師進行科學教育學習領域專業交流。

本校前任何澤乾校長從加拿大返港探訪母校

葉校長聯同本校多位主任參觀孫啟烈學長在深圳的廠房

九龍城浸信會林培喬牧師聯同印尼差會四位領導到校參觀，與葉賜添校長、基督教事工主任梁振忠老師及
生命教育導師交流有關本校生命教育的教學經驗

2-5 /7 /12 本校支援老師黃永雄先生帶領九位學生

參加由九龍地域校長會主辦的青年匯聚

「清遠連州交流團」。

5-9 /7 /12 本校安排十七位老師帶領一百六十多名

中四學生前往臺灣參觀及了解當地大學

學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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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及就業輔導部門

 z 本年度為高中同學舉行了十五場升學講座。十
月十日，澳洲昆士蘭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商學、經濟及法律學院國際關係
部陳健榮先生到校為中六同學介紹澳洲升學情

況及該學院對文憑試學生的收生要求。

 z 十月十三日日本名古屋大學入學處副經理吳曉
康女士到校為中六同學介紹該大學的國際課

程。

 z 十月廿七日加拿大阿爾塔大學 (University of 
Alberta)招生協調員 Ms. Joanna Gill到校介
紹加拿大的學制及阿爾塔大學提供的課程及收

生要求。

 z 十一月九日香港理工大學教務處課程推廣副主
任梁淑君小姐到校為中六級同學介紹新學制下

理大提供的課程及取錄學生的分數計算方法。

 z 十一月九日香港理工大學酒店及旅遊管理學院
行政主任 Mr. Willie Chan到校為中七級同學
介紹該學院提供之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

 z 同日禧社校友袁學謙代表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
理學院為中六及中七同學介紹商學院提供的課

程。

 z 十一月十一日香港城市大學資訊系統學系一級
導師梁漢榮先生為中七級純數及電應組同學介

紹 BBA(IS)學系提供的課程及收生要求。
 z 十二月七日香港城市大學招生處事務主任李泳
欣小姐到校向中六級同學講解該校於四年制下

的各學院及其收生要求。另外，人文社會科學

院助理教授陳玉華博士介紹人文社會科學院的

課程結構及詳情。

 z 十二月七日舉行中七級升學講座，會上五位老
師分享升學心得。呂艷蘭主任講解大學面試技

巧，羅子軒老師介紹社會學系的課程及畢業生

出路，林芬芬老師分享科大的生活及數學系課

程，陳子軒老師介紹港大社會科學院的課程，

邱敬峰老師講解心理學系的課程及畢業生出

路。

 z 三月五日職業訓練局招生處教育顧問陳秀明
女士到校為中五同學介紹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及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 (Thei)提供的
課程及入學要求。

 z 三月六日澳洲昆士蘭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的市場開發經理 Miss Sue 
Dengate及商學、經濟及法律學院國際關係部
陳健榮先生到校為中五同學介紹該校提供的學

士及基礎課程。

 z 三月八日台灣朝陽科技大學鍾任琴校長、設計
學院院長黃台生博士、副教務長林基源博士及

教務處林育生先生到校為中五級同學作課程介

紹。

 z 三月廿一日舉行認識工作世界講座，會上邀請
了堡獅龍企業有限公司人士部經理黎鳳翔女士

為中四及中五同學介紹零售業的工作及求職面

試技巧。

 z 三月廿六日恒生管理學院新聞及傳播系高級講
師及課程統籌主任鄭雪愛女士到校為中五同學

介紹該校新開辦的學士課程。

 z 另外，中四及中五級班主任於四月十六日至四
月廿七日兩週內跟學生進行「生涯規劃」輔導

活動。呂艷蘭主任於四月廿五日為中五級同學

作「生涯規劃」活動之總結演講。

舉行各級家長會  解答升學及就業問題
 z 中七級家長會於九月廿三日舉行，主題為大學
聯招的運作、選科須知及畢業生的出路，由升

學及就業輔導主任呂艷蘭老師主講。另外會上

邀請了十位希社校友回校分享大學生活，並介

紹各院校的教學模式、課程內容和收生要求。

 z 中六級家長會於十月廿一日舉行，主題為大學
聯招的運作、選科須知及高中畢業生的出路，

由葉賜添校長及呂艷蘭主任主講。

 z 中五級家長會於十一月十八日舉行，會上課
外活動主任潘嘉衡老師講解「其他學習經歷」

(OLE)及「學生學習概覽」(SLP)，呂艷蘭主
任介紹新高中學制下本港大學收生要求。

 z 中四級家長會於十二月二日舉行，會上中文科
科主任梁柏鍵老師講解新高中中文科公開評估

及校本評核事宜，學務主任鍾偉東老師講解中

四升中五選科及應付中學文憑試的部署和計

劃。

 z 中三級家長會於十二月九日舉行，會上呂艷蘭
主任介紹「三三四」學制最新發展，大學收生

要求及選科策略，鍾偉東主任講解中四選科及

編班安排。

升學及就業講座

畢業生消息

軒社校友廖睿曦 2011 年香港高級程度考試成績優異，獲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頒發獎
學金 (Lim Por Yen 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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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事工部

紀念耶穌基督救主受苦及復活

為紀念耶穌基督救主受苦

及復活，本校舉辦了一系列活

動，包括清晨獻詩、復活節崇

拜及培靈會。清晨獻詩於三日

廿八至三十日及四月二至三日

舉行，由基督徒聯合詩班在早

上七時三十分至五十五分在校

園獻唱，每天平均三十二人參

加。培靈會於三月三十日在宗

教館舉行，主題是「鹽與光」，

鼓勵基督徒學生及老師努力為

主活出見證。四月三日舉行了

復活崇拜，同頌主恩。當日上

午同學們在校園照常上課，下午到九龍城浸信會參加復活崇拜。當日邀請了九龍城浸信會負

責崇拜所有程序，並由蔡少祺牧師講道。此外，中二團契還演出短劇，重演主耶穌基督受苦

及復活的歷史片段。

中二學生於復活節崇拜演出短劇

復活節崇拜

栽培小組

學校一向着重福音工作，實踐耶穌基督頒佈的

大使命，就是要傳揚基督及培育門徒。基督教事

工部在三月開設「初信栽培小組」及「進深栽培小

組」，讓學生自由報名參加。結果共有一百七十二

名學生報名參加「初信栽培小組」及「進深栽培小

組」，參加學生共分為三十一組，其中廿八組由基

督徒老師、培正道浸信會及九龍城浸信會教牧同

工和導師擔任小組導師，其餘三組由六位「栽培員

訓練班」畢業學員擔任導師工作。栽培工作於六月

初完成，部份小組完成栽培課程後仍然繼續聚會，推展延伸課程。

栽培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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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及中二團契領袖訓練

為培育基督徒學生在主裏成長，九龍城浸

信會為本校中一及中二團契職員舉辦領袖訓

練。訓練內容透過活動建立團隊精神、解難

技巧及領導技巧。九位中一及中二團契領袖

已於四月十至十一日完成第一階段的訓練，

第二階段也在五月五日完成。受訓的團契職

員都在團契中繼續學習及實踐真理，繼續忠

心事奉主。

中一及中二團契領袖訓練的體驗活動

團契

各級團契仍於星期三放學後聚會，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七日舉行第一次團契，並於二零

一二年五月三十日舉辦了最後一次聚會。各級團契內容及形式都有點不同，多樣化的活動及

查經都有，期望同學們在活動中進一步認識神及實踐聖經教導。其中以中一及中二團契的活

動較多，「小食會」的次數也較頻密。中

一團契於下學期推出「品格系列」，分別

以「温柔」、「忍耐」、「誠實」及「負責

任」為主題。各導師在內容設計上都花

了不少心思，期望團友們都在活動和經

文中學習以上各項品德。例如在「忍耐」

此課題，為了使各人在歡笑中學習，我

們就設計了一項以「忍耐」才能解難的

活動 ( 千方百計砌鐵釘 )。團契成員都
在活動及聖經教導中學習及培養良好品

格，而且所有參與「品格系列」的畢業

團友都獲證書一張。

團契品格篇

見證分享

為了培養基督徒學生的成長、學習傳揚基督、見證上帝，基督教事工部每年都安排學生

分享見證，並以福音劇的形式在集會中演出。本年度稍為變化，以「詩歌及見證分享會」形

式舉行。分享會以「上帝的信實」為主題，內容環繞兩位學生的信仰經歷，並配合多首詩歌

分享。

除此以外，中四聖經科習作也以「見證分享」為內容，要求學生以小組形式製作一份見

證影片。學生可以邀請基督徒同學、老師或家人分享「得救見證」或「生活見證」。

培正道浸信會中一至中三補習計劃

培正道浸信會一向為學校的夥伴，立志在校園培育學生。培正道浸信會在五至六月推

展補習計劃，特別為本校中一至中三學生而設。補習班導師是現屆大學生及中六畢業學

生，他們都是義務為參加者提供全科補習服務。這項活動報名情況相當踴躍，三天之內共

一百七十八名同學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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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培正、天天響應

環保學會在本學年舉辦了多個環保活動，包括廢紙

飛機大賽、墨匣回收、攝影比賽和環保展覽等。環境教

育部門亦與生命教育部門合作，在中三級的生命教育課

進行「綠色培正、天天響應」的活動。是次活動透過讓

學生觀察校園的環境，鼓勵他們檢視校園細節，利用照

片找出他們心目中最佳的環保學校生活，然後進行小

組活動，讓學生建立一個「更綠色、更環保」的生活方

式。此外，課外活動部門及公民教育部門更合辦了環保

旅行日，旨在提高學生的

環保意識，鼓勵在生活中

實踐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部

充電池回收

本校積極鼓勵學生參與校外不同活動和比賽，期望學生能

走出課室，學習更多環保知識。由大埔環保會主辦的「充電池回

收設備模型設計及遊戲攤位設計比賽」，我校八名同學撰寫及設

計了「電池大歷險」的充電池回收攤位遊戲，在中學生組中進入

最後十二強，並於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在中環天星碼頭進

行攤位遊戲，通過

遊戲讓公眾認識環

保知識。

全港墨兜回收校獎賽

我校同學在充電池回收設備模型設計及遊戲攤位設計比賽中獲頒獎座及證書

由學生設計的宣傳充電池
回收的書籤及標語

同學參與「 綠色培正、天天響應」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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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是封回收

環保學會在本學年舉辦了多個回收活動，

包括利是封、墨匣和光碟等。每年農曆新年，

中國人的傳統舊觀念促使港人使用過億個新利

是封，故環境教育部在農曆新年假期後進行回

收利是封的活動，期望通過活動讓學生明白要

珍惜資源。是次活動合共回收約二千一百八十

個利是封，當中約五百個利是封是不曾使用的。

回收利是封大行動

圖書館服務組同學勇奪本屆聯校圖書館管理員比賽冠軍

圖書館消息

聯校圖書館比賽

聯校圖書館管理員比賽為本港學界一項歷史悠久的比賽，比賽目的主要是提昇同學對圖

書館學的知識及認識圖書館的運作，同時透過比賽，讓不同學校的學生進行交流，促進友

誼。本屆的比賽共分七部份，包括圖書館學及時事必答題、搶答題、圖書上架、圖書搜尋、

索書號編目、圖書包裝及分類。

本校圖書館服務組的同學，每年均積極參加聯校圖書館管理員比賽。今年同學在經歷了

初賽及準決賽的激烈交鋒後，終於成功出線，並首次進入決賽，最後更憑藉同學們的充足準

備及充分合作，一鼓作氣勇奪冠軍獎盃，為校爭光。

是次比賽的致勝關鍵，是賽前同學們仔細地商討了比賽的策略及分工，又透過服務學校

圖書館，對各個不同項目進行練習。此外，最重要是在事前的準備及比賽的過程中，組員間

建立了良好的默契及合作精神。

在整個比賽過程中，同學們均抱着「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心態作賽，重要的是同學

們享受比賽過程，各人互相鼓勵，共同向目標進發，能夠獲獎是錦上添花。

全港墨兜回收校獎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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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與  教

二零一二年，香港教育

邁向新一頁，首屆中學文憑

試舉行，高級程度會考完成

歷史任務。新舊制度交替之

際，中六及中七學生面對史

無前例的壓力，既擔憂考試

內容艱深，又憂慮學額競爭

激烈。為舒緩同學考試壓

力，中文科特邀請教育局高

級課程學校主任黎耀庭先

生，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廿

四日蒞臨高中集會主持中文

科口試講座。

講座前兩星期，中六、中七同學把有關口試的各種問題，例如小組討論技巧、考試題

型、應變方法等，一一摘錄下來，交給中文老師。然後，中文老師把問題分門別類，再轉達

黎耀庭主任，希望黎主任給同學解答。講座當天，黎主任盛讚同學

熱心求學，提問精確，給同學細心解答。講座結束後，黎主任更邀

請中七同學留在禮堂內，鼓勵同學即場提問，然後逐一回答。

二零一二年一月四日，黎耀庭主任再應中文科邀請，第二次蒞

臨本校，主持中國語文及文化科考試講座。講座在 F 座七樓黑盒劇
場舉行，以卷一實用文寫作及卷二文化評論為題。黎主任評述了多

屆考生表現，扼要指出答題要項及技巧，又回答了師生提問。

通過兩次講座，我校同學不僅獲指導應試技巧，得到最新考試

資訊，更深刻感受到教育局先進給學子的關懷。中文科衷心感謝教

育局對本校師生的愛護和支持。

黎耀庭主任與中七同學合照

感激黎主任  物輕情義重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兩次蒞臨本校主持考試講座

「 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本校學生一展才藝  屢獲殊榮

本校同學積極參加「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希望與友校同學切蹉觀摩，以

提高口語表達及溝通能力。本學年，本校仍以中五及中七同學為主力軍，參賽者人數多達

四百四十一人次。同學都樂意參賽，視比賽為公開考試前哨戰，力爭上游。於初中、中學文

憑及預科各個組別裏，三十八位同學在政策辯論、即席演講、備稿演講及小組討論等項目，

榮獲小組優異獎。決賽成績也十分理想，中七望何愷霖同學奪得預科小組討論最佳論手獎

( 即總冠軍 )，中七愛鄭由同學奪得預科即席演講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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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耀庭主任與一眾中文科老師合照

中文科「 口語溝通」聯校模擬練習
師生同心參與  為文憑試作準備

中文科與教育局合辦培訓活動
攜手探討寫作卷學與教

為了解中學文憑試的要求，做好學與教的準備，以及協助學生考取理想成績，本校中文

科參加了由教育局主辦的「口語溝通」學與教聯校模擬練習活動。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日，梁柏鍵老師和李敏儀老師先參加了教師工作坊，通過專題演講

及即場模擬評分活動，掌握文憑試「口語溝通」卷的模式及評估準則，並探討、交流教學策

略。我校教師必先參加這個工作坊，方可安排學生參加十二月中舉行的聯校模擬口試活動。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教育局假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舉行模擬口試活動。這次活

動，共十三所學校，三十位老師，四百六十位學生參與。本校四十位同學有幸參與活動，獲

得實習、觀摩的機會，與友校同學交流，提昇說話的信心及能力。本校派出梁柏鍵老師、李

敏儀老師、虞美曄老師和劉建紅老師擔任主考，為此學界活動略盡綿力。

參加模擬口試同學，名單如下：

六信 汪嘉希、陳博軒、呂紈漫、余穎欣、馮百駒、仇立然

六望 林焯麟、黎曜廷、沈進謙

六愛 黃瑞翔、賴浩恩、郭愷兒、趙紫軒、盧海欣、余穎彤

六光 謝嘉穎、黃家僑、羅文樂、劉惟仲、鄭聖諭、盧卓彥、何若嵐、蘇朗希、黃慧倫、招得蔚

六善 葉文熙、簡祺峯、何熹霖、劉嘉淇、賴淳暐、蕭韻蓉、孔俊軒、馮穎文

六正 周澔楊、何卓穎、張德熙、譚嘉裕、吳彥琪、譚以諾、祝澔廉

教育局語文教育發展支援組應本校中文科之邀請，為本校中文老師舉辦教師培訓活動。

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七日，中文科梁柏鍵老師、段麗珊老師、李敏儀老師、黃佩儀老師、虞美

曄老師、熊潔婷老師、陳伊玟老師、劉建紅老師、劉劍武老師及教學助理黎美兒小姐，一行

十人抵達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參加是次培訓活動。活動以寫作教學為主題，由教育局高級

學校發展主任黎耀庭先生親自主持。黎主任以二零一二年中學文憑考試練習卷為例子，說明

寫作教學的最新發展趨勢，也就寫作教學的重點提出了寶貴意見。本校老師又帶來同學的作

品，與黎先生深入討論，一起研究提昇學與教效能的策略與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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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ma Night 2012

The school held its Drama Nights 2012 
on the 20th and 21st of April. I believe that 
all of you remember the wonderful English 
Drama Night last year, “Happiness”. The 
drama of last year’s event was “Wholly 
Jolly”, a slapstick comedy that showed the 
audience what true joy was. This year, the 
theme of the drama night is ‘Growth’. It is 
certainly a successful event as we got a full 
house at both nights.

Drama Night 2012

The first programme of the Drama Night 2012 was “As My Nails Grow Long”, a drama play written 
by our teacher, Mr. Edgar Cheung, who was also the playwright of the Drama Night previously. The drama 
was directed by Frankie Wong and Ashley Pang. It, despite containing unmerited behaviour and language, 
was aimed to give an important message to the audience. It is indeed a masterpiece that is entertaining while 
meaningful.

The drama is a two-lane narrative, showing the contrast of 
how people at different stages of life view the process of “growth”.  
The first lane is about two scavengers and a beggar, who are looked 
down upon and bullied by three naughty “monkeys”. A family 
of three, meanwhile, is the other lane of the play. The daughter 
is unfortunately suffering from a strange disease and would stay 
forever at the age of 10, even though her actual age is 20. Having 
such a disease, she is not allowed to leave home since her mother is 
so protective and does not want her to get into danger. At the end of 
the play, the daughter is eventually allowed to explore the outside 
world. She discovers the scavengers and the beggar, and is very 
curious about things happening around the “underprivileged”.

The merge of the two lanes demonstrates that growth is a very ironic process. Our elderships always want 
us to grow, but their maternity love brings them the nature of protecting us and not wanting us to leave them, 
just as the brother of the unfortunate girl suggests, “we let our nails grow, but we cut them when they get 
long.” What’s more, the adolescents themselves also want to be independent and enjoy their own lives. This 
contradictory stage of time is really a precious opportunity for us to explore the meaning of growth and life, 
and it is truly a bittersweet experience. Let’s cherish our adolescence and enjoy this irreplaceable experience!

Nina’s mother, Nina and Nina’s brother, 
Samson (from left to right)

The tramps are fighting with the gangster

As My Nails Grow Long

Teachers-in-charge, Mr Edgar Cheung (left at the back) and 

Mr Gabriel Yau (right at the back), directors and actors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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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acle Men” is a fabulous musical with dual 
storylines. Both the story of John and Moses are 
delivered to the audience crisscross. John, the boss 
of KFB, has once owned a lot of money, fame and 
a kind wife. Yet his life changes drastically after 
the economic depression, his infidelity to his wife 
and the diagnosis of final phase of liver cancer. He 
loses everything suddenly. During this desperate 
moment, he is encouraged to read the Holy 
Bible and rely on God by his wife. Then something 
unexplainable happens. Through communication with God, John is told 
the story of Moses. With God’s help, Moses successfully led the Israeli to extricate from 
the torture of Egyptian. In John’s story, God does a miracle again after John has eventually trusted God 
completely. Going through this miraculous experience, John makes his life anew, which he donates 
much of his fortune to help the unfortunate. This is “Miracle Men”, which shows how men can grow 
into better beings from one generation to another.

The songs sang and played in “Miracle Men” were chosen from 
“Mamma Mia”, “Les Miserables”, “The Prince of Egypt” and many 
more well-known movies or musicals. The two theme songs this year 
are “I Dreamed a Dream” and “You Raise Me Up”. These two songs 
brought a sharp contrast to the audience. While the former shows 
the despair and hopelessness of the protagonists in such harsh real 
world, the latter demonstrates how humans face against adversities 
unyieldingly with the strength of God. They tell the audience whatever 
has happened to you, God will be with you. The love of God will never 
die, and He will always be forgiving you. 

Oftentimes, we feel powerless and minute in front of the brutal reality irrespective of our fame, 
wisdom and so on. Trying to either give up ourselves like John or to solve the problem by own limited 
power, we usually find out that it does not make much significant changes to the problem. Therefore, 
the musical team aims at inspiring the audience that the only panacea is to have faith in God. Since 
no matter how harsh the situation we are encountering, God always offers us a helping hand and does 
miracles. 

“The performance is magnificent and I am particularly impressed by the scene that the students 
sang ‘You Raise Me Up’ with their shinning gloves. It is a creative and brilliant idea.” An audience 
member exclaimed after watching the performance.

Having undergone months of hardship, the 
students’ work are finally given approval and 
appreciation. Thanks to the endeavors of all students, 
including the actors, actresses and backstage crew, 
it is beyond question that the performance is a huge 
success. Although most of them are not professionals, 
they made every effort during the show so as to bring 
a superb night to the spectators. From the feedbacks 
and warm cheering of the audience, it is a precious 
and unforgettable performance indeed.

Written by
Clarice Lee, William Mak (1F)
Minnie Yim, Zebedee Ng (4F)

Dancing at the pub

The Red Sea Miracle: Moses delivered 
the Hebrew slaves to the promise Land

Dancing at Sunshine Orphanage

Miracle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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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1st Century ‧CASIO Cup” National High School and 
Primary School English Speaking Competition

About the Event

My Reflection on the Kunming Trip

“The 21st Century • CASIO Cup” National High School and Primary School English Speaking Competition 
is a well-known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 in China. It has been organised by China Daily for ten years.

Participants come from different provinces of China. They all represent their own provinces. Before 
participants are allowed to stand on stage to deliver their speeches, they first have to undergo a lot of tryouts in 
their hometowns in order to be the province representatives. In other words, all participants are the best of the 
best. It is really a great honour for our students to join the event.

Joseph Hin Yan LAM (4F)

Undoubtedly, it is my great honour to represent my school and Hong Kong to 
join the competition. I have learnt a lot through this competition.

First,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is rising. All the people there try their best 
to learn English. As a result, they speak English fluently. I know that we should 
never rest in the past. We have to strike for improvement in English, not only in 
speaking, but also broadening our vocabulary.

After setting up our goals on learning English, we have to change our attitude 
towards learning. Participants from China grabbed every chance to talk to foreign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I think this is what Hong Kong students lack – the 
motivation. Hong Kong is a good place providing a lot of resources for us. We 
should treasure it.

Last but not least, I think Hong Kong students have a lot of advantages. 
Living in an international city, we can browse a lot of different information quickly. 
We should cherish this. We should read the news, and use them as examples in 
speaking and mirrors of our lives.

Finally, as saying goes, “Language is a living quality that is not just about 
examination. It is about thinking for yourself.” I am sure it is a valuabl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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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萊佛士數學邀請賽

2010 -2011 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

中四正樊昕霖同學和潘嘉永同學、中五正蕭駿軒同學和區家麒同學代表本校參加 2012
萊佛士數學邀請賽，表現優異，勇奪兩枚銅牌。是項活動由新加坡萊佛士書院主辦。賽事

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六日至十日在新加坡

舉行。是次活動吸引了來自新加坡、中

國、馬來西亞、印尼、台灣、菲律賓、

澳洲、泰國及香港特區的四十個代表隊

共一百位選手參加。

銅牌
Bronze Medal

潘嘉永 (中四正 )、
區家麒 (中五正 )

榮譽獎狀
Certificate of 

Honorable Mention
蕭駿軒 (中五正 )

參賽者獎狀
Certificate of 

Participant
樊昕霖 (中四正 )

左三和左四分別是潘嘉永同學和區家麒同學

左起：樊昕霖同學、任志立同學和林顯恩同學左起：樊昕霖同學和任志立同學向評判團簡報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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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RTHER EXPLORATION OF 
MARION WALTER'S THEOREM」奪得冠軍，隊伍成員包括任志立 ( 中四正 )、樊昕霖 ( 中
四正 )、林顯恩 ( 中四正 )。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2011 香港選拔賽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為一年一度國際性中學生數學比賽。香港選拔由教育局及國際數學奧

林匹克香港委員會合辦，於二零一一年五月舉行，本校獲獎同學有陳天佑 ( 中六望 ) 獲得銀
獎，以及區家麒 ( 中五正 ) 獲得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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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澳洲數學比賽

第四屆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左起：黎鑑鋒老師、老綽禧同學、謝沛銓同學、
黃德顥同學、黃梓駿同學和呂如意博士

總決賽隊伍：( 左起 ) 喇沙書院、伊利沙伯中學和
香港培正中學

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由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及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聯合

舉辦，目的是讓學校發掘更多數學資優學生，並給他們發揮數學創意潛能、解決問題和互相

合作的機會。本校參賽同學包括黃梓駿 ( 中一光 )、黃德顥 ( 中一善 )、老綽禧 ( 中二愛 )、
謝沛銓 ( 中二愛 )，獲初賽金獎及決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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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過去十年亦有參加此項比賽，並獲取良好成績。

本校獲獎同學如下：

卓越 PRIZE  
(該地區同一年級成績最佳之 0 .3 %參賽者 )

中級組： 區家麒 (中五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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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二善 )、陳達臻 (中三信 )、 
 楊皓晴 (中三善 )
中級組： 黎乙生 (中五正 )
高級組： 張朗生 (中六正 )、吳彥琪 (中六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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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有二十位同學獲獎

良好 CREDIT 
(該地區同一年級成績最佳之首 50 %參賽者 )

本校有十五位同學獲獎

第二十九屆香港數學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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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參賽同學為樊昕霖 ( 中四正 )、潘嘉永
( 中四正 )、林浩宏 ( 中五正 )、劉詩翔 ( 中五正 )、
區家麒 ( 中五正 )、黎乙生 ( 中五正 )，成績如右：

初賽個人獎項
一等獎：區家麒、林浩宏

三等獎：劉詩翔、潘嘉永

初賽團體獎項 九龍二區優異獎

決賽團體獎項 優異獎

48

中學記要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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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二十多年來，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每年均在世界不同地方舉行。自

一九九七年始在香港舉行，二零一一年香港約有一萬四千二百八十一名學生參與。本年度，

本校共三百三十九名同學參與數學科評估，成績如下：

獎牌 Medal  
(組別最高分數的參賽者 )

中三組：潘力行      中四組：區家麒、賴曉霖
中五組：周澔楊      中六組：孫浩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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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一組：楊樂遙、謝沛銓、劉弘毅、祝曉嵐、關誌諾

中二組：徐曳、朱立賢、司徒加珩、余文瀚、鄭浩光、 
　　　　譚芷欣、楊皓晴、許英洋、易維濱

中三組：潘嘉永、黃子豐、林倩筠、盧卓賢、招建霆、 
　　　　樊昕霖、姜楚灝、黃進業、任志立、張竣祺、 
　　　　林顯恩

中四組：李曉峰、馮以諾、王筠淇、鄭喻升、李宗浩、 
　　　　吳世鏘、鄧梓琪、易維汗

中五組：鄭嘉銘、張朗生、吳彥琪

中六組：陳柏熙

榮譽 Distinction (其後的 10 %參賽者 ) 本校有九十四位同學獲獎

優異 Credit (再其後的 25 %參賽者 ) 本校有一百零二位同學獲獎

左起：賴曉霖同學、區家麒同學和潘力行同學 左起：孫浩鈞同學、周澔楊同學

第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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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獲獎同

學如下：

左起：黎鑑鋒老師、陳達臻同學、易維濱同學、
司徒加珩同學、余文瀚同學、謝沛銓同學

個人獎項 一等獎： 謝沛銓 (中二愛 )
二等獎： 陳達臻 (中三信 )、 
 余文瀚 (中三愛 )、 
 司徒加珩 (中三愛 )、 
 易維濱 (中三正 )

團體獎項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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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屆培正數學邀請賽

2012 EPGY 資優生選拔大賽

第十一屆培正數學邀請賽初賽及決賽分別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四日及五月四日在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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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二十間和參賽者約二千八百十五人。本校於決賽中獲獎的同學如下：

EPGY 資優生選拔大賽由及美國史丹福大學青少年資優計劃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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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取得認可學分，有更好機會進入
世界頂級大學，並可於更短時間修畢大學學位。在過去九年，香港有超過八千二百名中小學

資優生參與選拔，他們來自一百二十多間學校。本校同學獲得獎項如下：

個人賽銀獎
中三組：易維濱 (中三正 )  中四組：潘嘉永 (中四正 )、任志立 (中四正 )
高中組：區家麒 (中五正 )

個人賽銅獎
中一組：黃德顥 (中一善 )   中三組：陳達臻 (中三信 )
高中組：陳栢熙 (中七愛 )

個人賽優異獎

中一組：黃梓駿 (中一光 )  
中二組：謝沛銓 (中二愛 )、余梓丰 (中二善 )、羅兆聰 (中二正 )  
中三組：余文瀚 (中三愛 )  
中四組：樊昕霖 (中四正 )
高中組：孫浩鈞 (中七望 )

團體賽獎項 優異獎

優異 High Distinction
(The Summa Cum Laude Scholarship) 謝沛銓 (中二愛 )

優良 Distinction 黃梓駿 (中一光 )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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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所獲獎項如下：

個人賽

數學優異獎 周浩賢 (中三望 )
解難優異獎 雷千泓 (中二善 )
雙優生 ( 數學及解難 ) 劉弘毅 (中二愛 )
中學組中二級數學科最佳表現獎 謝沛銓 (中二愛 )
中學組解難分析科最傑出表現學校獎 香港培正中學

精英邀請賽
金獎 謝沛銓 (中二愛 )、陳達臻 (中三信 )
金獎並獲獎學金 王啟軒 (中四正 )

中國青少年數學論壇─香港青少年數學比賽

香港青少年數學比賽由香港數學教育普及協會舉辦，旨在提昇中學生數學應用能力，培養廣

大中學生正確思維方式，透過生動有趣的數學學習中感受數學美妙。本校同學獲得獎項如下：

中一年級組
二等獎 劉子充 (中一愛 )
三等獎 郭愷軒 (中一望 )、林耀獻 (中一光 )

中二年級組 三等獎 老綽禧 (中二愛 )、劉弘毅 (中二愛 )、祝曉嵐 (中二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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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屯門區校際初中數學比賽

青松侯寶桓中學訪校與理科教師交流

第二十九屆香港數學競賽 
海報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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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中一光黃梓駿同學獲金獎，中一善李翹光

同學獲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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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科技學系聯合舉辦，

目的是推廣香港數學競賽，令學生提高對數學

的興趣。本校中六正班關韻婷同學榮獲冠軍。

冠軍作品：關韻婷同學設計

二零一二年六月四日青松侯寶桓中學五位化學及生物教師訪問本校，與我校理科教師交

流。是次活動由李景倫副校長、梁廼文老師、龍麗貞老師等安排，內容包括：分享理科的

語文策略、介紹有關新高中課程的實驗及校本評核、到科學實驗室觀看中一同學進行科學實

驗考試、觀看中三化

學課、參觀生命教育

園圃及培正自然教育

徑，最後兩校理科老

師在校史室交流教學

心得，彼此獲益良多。

李景倫副校長介紹有關新高中課程的實驗

兩校理科老師合照

葉校長致送紀念品予訪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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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人文 ( 地理 ) 拔尖班活動

初中地理拔尖課程的主要目的，是為能力較高的學生提供在正規課程以外的學習機會，

而我科以校本地理內容為基礎，加入考察活動及地理信息系統兩大增潤部份。

中一地理信息系統工作坊

本工作坊由對地理信息系統具專業知識的黃麗賢老師設計教材。學生於課堂上使用

1 :1000 的紙地圖研習本校及鄰近地區的空間特徵。是次工作坊利用本校電子地圖，要求學
生為同學介紹「午膳好去處」。學生需在自己設計的習作中加上地圖要素，如比例尺、方向、

標題及路線等，再插入有關餐廳的資料和照片。學生可以基礎知識，運用自己的創造力，設

計一張獨有的地圖，讓他們在學習過程中更明白地圖要素的重要性和地理電子化的實用性。

黃麗賢老師講解設計地圖的內容 學生正在創作自己的地圖

學生作品 1 學生作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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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澳門考察日

繼去年帶領中二學生到境外考察的經驗，加上香

港培道中學地理科呂志強主任的寶貴意見，本年度澳

門考察的設計更切合中二學生的程度。是次活動除了

由黃志偉老師、黃麗賢老師、伍孟姿老師以及黎祉謙

老師 ( 實習老師 ) 一起修訂考察內容外，更由鍾偉東
主任作活動的評審工作，而統籌事宜則交由中五的周

曉昌同學和謝志朗同學

負責。考察活動於五月

十九日進行，研習的議題圍繞可持續發展的框架，以「澳門航

空運輸於國際及區域的重要性」、「澳門黑沙海灘海岸研習」，

「澳門商業中心區的變遷」及「黑沙灣固體廢物回收」為主題，

希望學生日後到

澳門旅遊不只是

到 大 型 酒 店 玩

樂，也能實地體

驗經濟發展對環

境保育和社會民

生帶來的衝擊，

從而更關注市區

可持續發展的理

念。

帶領澳門考察的老師團隊

師生品嚐澳門的葡國餐

學生在黑沙海灘感受幼細的黑色海沙

師生在澳門大三巴前合照

學 生 感 想

我們一到達黑沙海灘，我很奇怪我們是否到錯了地方。
沙不是黑色，是黃色的，而且跟香港的沒有太大分別。雖然
在出發前已經知道澳門政府已從外地購入沙粒作補充，但親
眼看見時真的不敢相信。

另一項跟出發前的簡報會有天壤之別的是澳門政府在近
石地的地方興建了一道牆，作用應該是防止後方的沙被沖走
而導致地陷。這也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但十分礙眼，亦
十分奇怪。

我們培正的同學都很勇敢地玩，有兩位女同學更脫了鞋
子去踩在離岸邊較遠的黑沙，有的就用一根樹枝比賽玩插樹
枝遊戲，結果當然是鞋襪全濕了，而我卻有點後悔沒有跟他
們一起玩。

最難忘亦是最有意義活動的是分組跟隨導師由大三巴牌
坊沿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 ( 新馬路 ) 走到十六蒲酒店，一邊聽

着澳門市中心內城區轉變的講
解，令我們有回到過去的感覺，
也明白市區的變遷是經歷了很
多的事情，並非一朝一夕的事。

我十分慶幸能參與這次地
理考察，跟隨五位老師及三十
多位同學一起去考察，相信這
會是我初中最美好的回憶﹗

陳梓朗 中二善

透過這次的地理考察我了解到澳門的另
一面，跟平常旅遊看到的截然不同，我更深
入了解澳門的地理和文化。另一方面我也真
正認識到上課時書本所說的土地規劃。

麥榮溱  
中二正

我 們 跟 隨
地理科老師前
往 澳 門 考 察，
到訪了澳門國

際機場、黑沙海灘和澳門市中心。老師講解
了沙灘的成因以及沙粒被海水沖走的情況。
這樣壯觀的地貌，面對大自然的破壞，實是
可惜。但究竟政府作出的保育措施又是否真
的能解決問題呢？這真是我們值得思考的問
題。我們從市中心遊走到十六蒲，望着一片
頹垣敗瓦，彷彿能幻想出該地昔日作為市中
心的繁華。若不是這次考察的安排，我亦不
會知道市中心背後，有一片曾是輝煌萬千的
地區。我們探究了市中心遷移的原因，並進
行實地考察，令我增進了不少地理的知識。

單允聰 中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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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 ( 中四級 ) 地理考察：荃灣川龍河流研習

在下學期的課堂上，學生已學習必修議題「管理河流及海岸環境」

中河流上各河段的形貌和作用的理論。黃麗賢老師和伍孟姿老師在考察

前派發考察手冊，講解是次考察評核的要求，考察後學生須分組討論。

於考察當日，經可觀自然教育中心的導師講解後，學生分組抵達四個考

察點利用儀器蒐集相關數據作分析。

高中人文 ( 地理 ) 考察活動

學生在川龍觀察城市蠶食的影響 學生觀察蒐集得來河水中的微生物 學生利用乒乓球量度河流流速

學生在流道蒐集數據

新高中 ( 中五級 ) 地理考察：灣仔內城區研習

這考察活動由黃志偉老師繼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後再進行的灣

仔考察更新設計。學生在課堂先學習市區更新的時間及空間概

念，以兩人小組形式擬定有關的考察議題，如服務和貨物檔次

的高低與可達度的關係。考察當日，分別由伍孟姿老師和黎祉

謙老師協助，伍孟姿老師於考察手冊設計有豐富經驗，而黎祉

謙老師在大學主要研習舊區發展。學生必須在兩小時內既要完

成 1 :1000 及 1 :5000 的樣條圖習作，也要盡量蒐集一手資料進
行分析。在整個考察活動中，學生可了解內城區的水平和垂直發

展，以及在不同情況下的重建、復修、保育和活化工作的重要性。

學生在皇后大道東觀察重建與復修的分別

老師安排學生到石水渠街一間新開
業的鐘錶公司作訪問

學生了解重建後公有空間的改變

黃志偉老師講解舊灣仔街市
改建為新樓盤「 壹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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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駐校活動：城市規劃署

五月十五至十八日，我們邀請了規劃署舉辦駐校活動，主題為優化海濱。期間除了有展

板介紹署方有關填海的最新發展方向外，於五月十六日，規劃師卓小姐更蒞校主持專題講

座，講解中環填海及東九龍啟德的發展方案。這講座既讓學生認識更多更新的規劃資訊外，

更可讓他們就修讀規劃的門檻請教講者，有助他們將來選擇規劃作為專業發展。

校長頒發錦旗致謝署方的駐校專題講座 學生在參觀「 優化海濱」的展板

小學幼童軍考察：由混合用地走到商業用地

小五、六年級幼童軍的考察課程為「我們的社區」，去年我科與高中學生帶領幼童軍到西

九龍圓方商場及其鄰近地區進行考察，而今年的考察地點是由油麻地至尖沙咀。幼童軍乘搭

巴士途中，要學習運用地圖，如巴士行駛中的路線和地圖中的慣用符號。幼童軍在九龍中央

郵政局觀察混合用地的特徵，探討居住在該地區的利弊，繼而行經廟街，訪問遊客，了解該

處的吸引地方。接着，我們前往佐敦道觀察西九龍填海後的變化，了解「再城市化」的概念。

最後，幼童軍以小組活動，由中港城到香港文化中心為最終考察點。在討論有關改造城市的

問題時，部份幼童軍更能就主動表達自己的看法，並對政府某些政策作出評鑑，可見近年的

教改讓小學生更關心身邊所發生的事情，時事觸角更見敏銳。

小五、六年級幼童軍在廟街的大合照

幼童軍觀察樓宇是否有僭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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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電腦奧林匹克代表隊三連勝

培正電腦奧林匹克代表隊於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年度再次奪得全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冠

軍，實現首次三連勝。本年度由迪社陳栢熙同學及哲社易維濱同學一老一少擔任隊長一職培

訓學弟學妹接棒出征。經過大家的努力，過關斬將擊敗勁敵，再次衛冕全港電腦奧林匹克競

賽的校際冠軍。

二零一二年二月上旬本校電腦奧林匹克代表隊再次獲邀參加瑞士達沃斯 (Davos) 舉行的
瑞士奧林匹克訓練營，與瑞士、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俄羅斯國家隊代表交流比試。領隊為

希社校友沈亦軒，代表隊成員包括中三易維濱、

司徒加珩、中四李奕熙和中五蕭駿軒。在訓練營

的最後有一個名為 I-Cup 的比賽，三正易維濱
同學更在廿九位同學當中排名第六，可喜可賀。

哲社易維濱同學於稍後的加拿大電腦比賽

香港區遴選賽表現出色，入選香港代表隊出席

五月於加拿大舉行的加拿大電腦比賽總決賽，

並於決賽為港隊奪得一面金牌，是香港有史以

來在決賽中獲金牌的最年輕選手，實在是培正

之光！
後排右一易維濱同學於加拿大決賽勇奪金牌

2012 HKOI 學校大獎冠軍，實現首次三連勝

2011 -2012 年度培正電腦奧林匹克代表隊大合照

剛過去的賽季

培 正 同 學 收 穫 豐

碩，希望大家在稍

後的香港代表隊組

隊賽可以繼續做出

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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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中日韓（國際）青少年兒童書畫交流大賽

中一正班朱穎心同學於第四屆中日韓（國際）青少年兒童書畫交流大賽中奪得特等獎。

本大賽由中國少兒書畫協會、中國書法函授學院及中華書法網聯合主辦，日本東洋書畫藝術

研究院協辦，旨在加強國際青少年

兒童書畫的交流學習。

獎項方面，設特等獎 1 %、金獎
5 %、銀獎 10 %、銅獎 30 % 及優秀
獎若干名。朱同學奪得特等獎佳績，

亦即名列首百分之一，並獲授予「中

日韓小書畫家代表」稱號，同時獲得

加入中國少兒書畫協會和作品編入

《作品集》資格，實屬難能可貴。

朱穎心同學的獲獎證書

梁家榮副校長頒獎予朱穎心同學

何阡瑜的獲獎作品
《 太空加油站》

香港青少年創新科技大賽

中一光班何阡瑜同學參與由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主辦的香港青少年創新科

技大賽，以一幅以《太空加油站》為題的幻想畫獲得二等獎。

有關這太空加油站，何同學的構思是：科學家有見人類面對全球暖化、環境污染及地球

上的能源將不足以供不斷膨脹的人口應用等問題，於是研製出能收集各星球稀有物質並用作

製造新能源的「太空加油站」，配合「運

輸氣球」來運作。「運輸氣球」加油站把

地球上的廢物送到太空，並將加油站所製

造的能源運返地球上使用，令能源開發及

廢料處理能循環不息。而運輸氣球本身使

用的能源自然亦是來自「太空加油站」。

何同學的作品除了充滿想像力，畫

面更富有圖案美及節奏感，而且用色艷

麗，有別於人們心中對科幻作品的冰冷

或陰沉印象，足見何同學思維別樹一幟，

敢於大膽創新，實在難得。 梁家榮副校長頒獎予何阡瑜同學

海洋公園熱帶雨林天地 x 小克保育繪畫及漫畫創作比賽

中一望班楊愷恩同學去年暑假參加由海洋公園主辦的「海洋

公園熱帶雨林天地 x 小克保育繪畫及漫畫創作比賽」，奪得高級組
冠軍。

是次比賽反應熱烈，參加者超過五百

人，楊愷恩同學奪得高級組冠軍，殊不容

易，更獲小克表揚其作品說：「超現實的點

子，一針見血，很富戲劇性，充份運用了

四格的規限。」小克作品一向以鬼馬靈巧、

點子多多、心思慎密見稱；楊同學能獲得

他如此高度評價，足見她潛質優厚，假以

時日，定能在美術創作方面取得驕人成就。

楊愷恩同學手持獎狀留影 楊愷恩同學的獲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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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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際音樂比賽

本校銀樂隊、弦樂團及管弦樂團再創佳績

今年本校弦樂團出戰香港青年弦樂團比賽（中學組），勇奪銀獎，是我校自一九九八年創

團以來首次獲獎；而本校銀樂隊亦在今年的香港青年管樂團比賽（中學組）中奪得銅獎。銀

樂隊和弦樂團成員在賽前積極準備，過程雖然艱苦，但隊員最後都能盡展所長，同時亦與優

秀學校樂隊互相切磋音樂技巧，獲益良多。

此外，我校管弦樂團於本年的管弦樂團比賽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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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弦樂團於香港青年音樂匯演弦樂團比賽中奪得銀獎

校內音樂活動

中三哲社音樂匯演

本年藝術科為全體中三同學準備的「中三哲社音樂匯演」已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五日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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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數達二百四十人。「中三哲社音樂匯演」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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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期盼藉着是次音樂匯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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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回憶。

今年的中三音樂匯演有以下特色：

1 .  全體學生參與：全體中三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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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台前幕後所有工作人員合共二百五十
人，由中三級社（哲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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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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共有超過八百位來賓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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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哲社同學在社長湯悅晴同學的帶領下，齊唱匯演主題曲《最珍貴的角

落》及校旗歌，現場的氣氛亦隨着紅藍旗幟的揮動被推至最高峯。

今年的「中三哲社音樂匯演」展現出哲社師生「上下一心，創意無限」的合作精神。在大

家激昂的歌聲中，「哲社音樂匯演」終於圓滿結束。

中三哲社社長  中三信　湯悅晴

中三哲社音樂會終於圓滿結束了，練習、綵排也一併結束
了，但哲社同學的友誼永恆不變。

在初中的三年之中，我們經歷了很多，有開心的回憶，也
有傷心的片段。走到中三的尾聲，也正是中學生涯的轉捩點，
即使有十萬個不捨，我們也要掀到人生的新一頁。所以，我
們以一個音樂會，為初中劃上一個完美的句號，讓這三年來
的回憶，永遠埋藏在哲社同學心中最珍貴的角落裏。

事實上，這個音樂會對哲社的意義重大，它不但讓我們透
過音樂與觀眾互動、藉此對老師表達謝意，還讓我們彼此更
深地交流與認識、齊心面對困難和挑戰，增加我們對哲社的
歸屬感。

我希望藉這個機會感謝母校，給予這樣的空間，讓我們舉
辦中三哲社音樂會。透過這一手包辦的音樂會，我們獲益良
多。無論在音樂技巧、籌備能力、應變技巧等方面，我們都
有所得着，這個音樂會的確對每一位哲社同學的個人成長有
莫大益處。因此，我希望中三音樂會這個傳統能延續下去，
薪火相傳，讓更多學弟學妹能親歷這個活動。亦十分感謝曾
教導我們的老師和學長們。

我們的演出可能不算完美，但我相信老師們看見了我們的
努力，家長們也看見了我們的成長，觀眾們也看見了我們的
用心；而我則看見了哲社同學，由籌備到演出互相的鼓勵和
支持。我看見哲社同學互相打氣，同心協力做好音樂會，一
心一意做好屬於哲社的音樂會，我相信這就是哲社最珍貴的
角落了。

中三哲社音樂匯演活動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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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哲社音樂匯演籌備委員會合照 中三鋼琴五重奏高水平的演出

中三流行樂隊

中三各班精采合唱表演

中三管樂組

中三各班精采合唱表演

中三合唱組

中三笛組

中三哲社音樂匯演大合照 中三敲擊樂組

中三管弦樂組



中三中樂組

中三弦樂組

勇於承擔的後台工作人員

司儀用心介紹樂曲 校長勉勵全體哲社同學

學生忘我投入演出

中三管弦樂組



音樂交流活動

第三屆聯校管樂團交流會

為讓我校同學增加校外音樂交流的機會，本校銀樂隊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一日與拔萃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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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樂隊成立 55 周年音樂會

為慶祝本校銀樂隊成立五十五周年，展示學生音樂才能，培正中學銀樂隊將於二零一二

年七月十四日 ( 星期六 ) 晚上七時三十分於本校禮堂舉行「銀樂隊成立 55 周年音樂會」，由
多位銀樂隊校友、中學管弦樂團、培正小學管弦樂團及九龍真光中學管弦樂團攜手演繹多首

美妙樂曲。

培正中學銀樂隊是本校歷史最悠久的課外活動之一，過去曾九奪校際音樂節比賽冠軍，

近年亦在其他比賽中有傑出的表現。本校冀藉此音樂會總結銀樂隊師生過去五十多年來的努

力，聯繫校友，承

先啟後，讓學生在

「德智體羣美靈」六

育上均衡發展，貫

徹本校全人教育的

辦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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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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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圓滿結束。由

音樂科主辦的班際歌唱比賽，是本校歷史最悠久的班際比賽活動，至今已是第三十六屆。

今年比賽的目標是鼓勵學生學以致用，進一步提昇歌唱技巧，強調學生整體的合作性，

以展現各班最優美的歌聲及最團結的一面。

各班在賽前都把握午膳及放學時間排練，各出其謀；比賽期間更落力演出，深得校外評

判和老師們的高度讚揚。

「第 36 屆班際歌唱比賽」比賽結果如下：

冠軍 亞軍 季軍

初中部 中三正 中三望 中二愛

高中部 中四善 中四正 中四光

中五翹社音樂劇晚會

中五翹社音樂劇晚會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七日 ( 星期六 ) 晚
上七時三十分於本校禮堂舉行。翹社學生以原創音樂劇《遇

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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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音樂劇晚會乃中五翹社學生的畢業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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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會詳情，請留意下一期校刊。
中五翹社音樂劇晚會

銀樂隊 55 周年音樂會

銀樂隊全體師生期待在音樂會中跟大家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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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輩子一次的天文課：金星凌日觀測活動

二零一二年六月六日早上，培正校門口顯

得特別熱鬧，本校天文學會的幹事和幾位老

師，特意架起了天文望遠鏡，指向了正東方，

透過安全的放大投影法，將百年難得一見的金

星凌日現象，展現在同學眼前，吸引了很多同

學和老師都駐足觀看一番。

所謂「金星凌日」是指當金星運行到地球

和太陽之間，從地球上觀看太陽時，金星成為

太陽表面一個移動的黑點的天文現象，凌日現

象的成因與月球造成日食現象相似，但較為罕

見，近代歷史記錄中透過望遠鏡精細觀測的只

有六次，分別是一六三一年、一六三九年、

一七六一年、一七六九年、一八七四年及一八八二年。

現在我們已清楚知道此現象是可以預測的，它是以二百四十三年的週期重複出現，而且

發生的模式是「成雙成對」的，相鄰的「一對」金星凌日現象之間相隔八年，而不同的「兩對」

事件之間則有漫長的一百二十一點五年和一百零五點五年，而在二零一二年之後，下一對的

金星凌日現象將會於二一一七年和二一二五年的十二月出現。所以，錯過今次機會，恐怕今

生都難有機會再看一次了 !

因此，天文學會不但準備了專用的太

陽濾光片，以助同學直接觀測太陽，又把

天文望遠鏡放在校門口、其後又搬移到丘

耀西劇場及田家炳花園，好讓有更多同學

在上課前或小息時，能有機會一睹此天

文奇觀，很多同學還是第一次如此細緻和

「近距離」觀測太陽，一些同學還發現當

日太陽表面的太陽黑子數目不少，由此引

發對觀測太陽的興趣，天文學會也期望日

後會有跟進觀測太陽的活動。

太陽的投影 : 大黑點就是金星  小黑點是太陽黑子

同學們小息時在校園觀測金星凌日現象

葉校長百忙之中也不錯過觀測的機會，並與老師和同學合照 63

中學記要



訓  與  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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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一年度，輔導組推行以下不同的

輔導計劃。

1 . 中一朋輩輔導計劃

五十位中三至中五的「大哥哥大姐姐」朋輩輔導員透過不同的活動，向中一同學提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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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小組飯聚及功課輔導等。

2 . 輔導計劃

• 輔導組及學校社工為中一及中二級同學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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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計劃於三月至六月舉行。

• 舉辦「魔術工作坊」，擴闊同學視野並豐富其生活內容，建立學生正面的個人形象和提
昇其自信心。

• 學校社工為中六及中四級同學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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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校社工為幫助同學學習處理壓力，午膳時間舉辦「讀書加油站」及「健康生活加油
站」，設立有獎遊戲攤位，為學生預備考試打打氣；此外，舉辦「健康 36 小時」，預防
濫用藥物攤位遊戲及進行體格檢查。

• 學校社工舉辦不同的成長活動，包
括「黑暗中對話─體會視障人士活

動及體會後分享」、「從心出發─

正向心理學入門」小組、「Big Teens 
Club」社交技巧訓練小組及「全身得
歷」歷奇挑戰日。

• 六月為中一家長舉行「處理親子衝
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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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處

理親子衝突的技巧。 輔導組舉辦的魔術工作坊

3 . 資優教育

本年度三十五位同學獲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取錄

香港資優教育學院的目標是為資優學生獲得合適的學習和發展機會，讓他們在寬廣的學

習範疇中展示潛能。每年學院都會邀請中學老師提名校內在人文學科、領導才能、數學或

科學方面四個範疇具傑出表現或極高潛能的學生加入學院，雖然學院建議提名學生人數約為

十二名（單一範疇約四名），但每所中學亦可因應實際情況提名更多學生，惟學生需成功通過

多輪測試或面試，才有機會被取錄成為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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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疇 取 　錄　 學　 生

數　　學 謝沛銓 劉弘毅 老綽禧 余梓丰 羅兆聰 陳達臻 張其睿 司徒加珩 余文瀚  楊靜宜 
胡浩揚 趙尹韜 樊昕霖 江潤生 林顯恩 吳德育 任志立 劉詩翔 李宗浩

科　　學 任恩翹 蘇  翠 招建霆 李曉峰
人文學科 房穎儀 祝曉嵐 陳思晴 何愷盈 周俊熙 老兆熙 黃偉樑
領導才能 區展豪 鄧穎芝 呂文熙 周曉昌 馮靈昕

培正中學本年度十分榮幸能有三十五名同學獲學院取錄成為學員，名單如下 :

網上學習課程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聯同教育城及各間大學，自二零零七年起推出「網上學習課程」，邀

請各大學相關學科編寫課程，為高小至初中的資優學生提供適切學習機會，讓資優生盡展所

長，課程最初包括天文學、地球科學，其後又加入數學、人文學科 ( 中國改革開放及當代中
國的崛興 )，今年還加入了古生物學。每間學校每個課程可提名不超過十名學生參與。每年
全港約有五百間中小參與其中，修讀課程的學生超過三千人次，但由於課程要求嚴謹，能成

功完成課程的學生只有數十人。

每個課程歷時約一年，分三個階段，每階段完結時，學生都需要進行測驗，成績及格才

可晉升至更高階段，最後階段的課程達高中程度，課程形式以網上自主學習為主，面授導修

為輔。

過去幾年，我校已有以下同學修畢課程  :

天  文  學 地  球  科  學

余子羊  李奕熙  戴麗盈  麥子俊  張皓揚 李雋義  周子朗  梁卓智  梁璥璁  盧卓賢  李奕熙

完成整個課程的同學，經過甄選還可參加各大學舉辦的增潤課程和良師計畫

(Mentorship Program)，例如中三梁卓智同學參加了香港大學地球科學系的課程，課程主
題涵蓋板塊構造、岩石、地質工程學、地震和全球暖化等，並會配合多次實地考察活動。另

外，中三戴麗盈同學、中四李奕熙同學、麥子俊同學和張皓揚同學參加了香港中大學物理系

的天文課程，並選擇了「光譜學」作為研習課題，他們會在大學學者的指導下分組研習，並

完成有關研習報告，在一年的研習期間會有導師定期與各組學員會面，檢討學員的表現及研

習的情況，並給予適當的指導。

古生物學導修課 左起 : 三光楊靜宜、陳子芊、
港大導師及三光戚詣茵

地球科學 實地考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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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師計劃 (Mentorship Programme)

同學感想天文學

地球科學

參加者 :  

參加者 :  中三望梁卓智

參加這個天文學良師計劃的同學，必須已修畢教育局所舉辦的天
文學網上學習課程，然後再經激烈的選拔競爭。最後，我們四個培正
同學均能入選，實在是非常難得，培正亦是最多學生入選此計劃的學
校。

天文學的良師計劃是由二零一二年一月七日開始舉行，我們四位
培正同學自成一小組，選擇了研究光譜的題目。我們每個月與中大的
導師有兩次會面，學習及討論我們所選擇研究的天文學研究題目，最
後遞交一份專題報告向教授匯報。學員有機會進入中文大學的物理實

驗室做一些與天文有關
的物理實驗，亦獲中大
教授和研究生教授天文知識。

大家在多次活動中分別學習到大量與光譜有關的
知識，這些知識正正是對於認識天文學有着重大幫助。
除此以外，我們亦曾以日常生活常見的用品，如光碟，
刀片等，來製作簡單而實用的光譜儀，從而學習內裏
所包含的原理及理解光譜儀所能帶給天文研究者的資
訊。中文大學方面亦特意為同學準備了一系列大學課程
實驗，包括透過氫燈探究氫原子的巴耳末系 (Balmer 
series)，計算可見光的波長。透過同學們親自進行探
究，達至清晰了解課題的目的。

其後，我們將會再進行一些光譜實驗，對光譜作更加深入的了解，並會利用中文大學的設施紀錄
太陽、其他恆星和行星的光譜，再利用紀錄得出的光譜進行分析，探究星體的溫度及其化學成份，最
後完成研習報告，並向其他組的同學和教授匯報，將所學到的與其他組別交流。

左起 :  組長 ( 中大學生 )、四正麥子俊、李奕熙、 
張皓揚和三光戴麗盈

進行氫燈實驗

4 . 駐校社工及教育心理學家服務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的駐校社冼月圓姑娘、張綉賢姑娘負責學校的個案和輔導工作，為同

學及家長提供輔導服務。此外，保良局為學校提供「校本教育心理服務」，教育心理學家鍾珮

琪女士隔週週一駐校，為學生、老師和家長提供支援性和發展性的服務，包括評估、諮詢、

個案輔導工作及教授增潤課程等。

實地考察活動 同學攀下斜坡

中三光戴麗盈、中四正李奕熙、
中四正麥子俊、中四正張皓揚

同學感想

去年，我有幸參加了教育局網上學習課程的地球科學課程，大
半年內，我順利完成了三個階段的課程。其中在第二階段更參與了香
港大學地球科學系舉辦的五天工作坊，在陳龍生教授及其學生的指導
下，深入了解有關地球的知識。內容包括岩石與礦物、化石、氣候轉
變、考察鶴嘴保護區，以及分組利用專業儀器量度校園內輻射粒子數
目。在工作坊我學會很多有用的知識，加添我對地球的興趣。

完成網上課程後，我亦有幸入選良師計畫，期間我參與了兩次實
地考察活動，地點分別是東坪洲和蒲台島，親身認識該地的岩石結構、
侵蝕作用的形成、風向等。其後，我們需要設計一個礦物收集箱，我
們還需辨別各種礦物，並加入資料，定期呈交報告。這不但增進我的
知識，在小組活動中，也令我認識了三位分別來自皇仁書院、沙田官
立中學及匯基書院的新朋友，與他們合作能輕易地完成各項任務。年
底前，我們還會考察香港鹹淡水中的含盬量和含氧量，並到荔枝莊進
行另一次實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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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活動

1 . 社會民族教育

為加深學生對現代中國的認識，本校於五月三十日邀請了全國政協劉漢銓先生蒞臨高中

部主講集會，內容是介紹國家的政治體制。

本校學生會為響應小童群益會主辦的「青年選特首」活動，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廿一日舉

辦「培正模擬特首選舉」，中一至中五級學生將以一人一票形式選舉特首。而通識科更為三名

特首候選人分別安排三個由學生組成的競選團隊，各團隊會就候選人政綱進行宣傳及拉票，

並於集會時間舉辦論壇，藉此加深同學對各候選人的認識。當日總投票人數為九百三十人，

投票率達 85 .64 %。投票結果：梁振英二百二十四票、何俊仁
一百八十六票、唐英年三百七十四票、白票一百一十五票、廢

票三十一票。是次活動投票率理想，既引起學生對社會時事的

關注，又能培養學生的公民責任。

2 . 社會服務

本校社會服務團獲

永亨「義人行」學界義

工計劃贊助，於二零

一二年一月廿一日在校內舉辦「與孩共創開心新年」

的義工服務。當日節目非常豐富，包括競技賽、校園

定向、書寫揮春、創意手工藝。是次服務計劃的構

思、籌備以致推展由同學一力承擔，雖然服務時間只

是短短數小時，但同學從中體會到人際之間和諧合作

的重要性，以及分享快樂的愉悅！

義工們與小朋友進行競技活動

義工們與小朋友進行競技活動

「 與孩共創開心新年」義工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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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在二零一一年總義工服

務時數達一萬四千一百六十七小時，榮獲義

工服務嘉許金狀；個人方面，本校有兩位

同學獲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委員會頒發金

狀；九位同學獲銀狀；廿九位同學獲銅狀；

八十八位同學獲優異獎。名單見下頁 :

李家俊副校長與高中部嘉許金狀得獎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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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狀 (服務時數為 200小時以上 )： 銀狀 (服務時數為 100 -199小時 )：

銅狀 (服務時數為 50 -99小時 )：

優異狀 (服務時數為 30 -49小時 )： 

班別 姓   名

中三信 陳   卓
中五善 呂文熙、葉璦媛

中七望 王凱晴

班別 姓   名
中三善 陳天訢

中五望 周穎晶

中五光 陳詠欣、劉俊希、梁嘉靖、湯逸翹

中五善 招康婷

中五正 羅庭鋒

班別 姓   名 班別 姓   名

中三信 劉璦綸 中三望 侯天恩、黎弘毅、趙善德

中三愛 梁曉楓、袁曉晴 中三光 徐沛楹

中三善 秦穎彤 中四望 鄭婷殷、何穎蓉、彭馨婷、朱朗然

中四愛 區展豪、姜文曦 中四光 陳昕寧、梁懿德

中四善 陸駿霆、溫健鈞、楊荔嫣 中五信 錢澄、余卓朗

中五望
陳韋諾、郭欣琪、吳銘傑、彭樂軒、

沈鴻樂、鄧穎芝、胡曦文
中五愛

張加恩、馮詩詠、羅淖譞、李啟慧、林蘭蕊、

黃靖然、黃愷翹、楊芯樺、余欣璐

中五光 張嘉琳、鍾皓光、何慕靈、關倩琦 中五善 劉曉彤、梁逸鴻、李樂怡

中六信 仇立然、梁芷晴 中六愛 徐海茵、簡碧慧、金曉霖、嚴樂靖、余心怡

中六善 陳耑婷、吳頌元 中六正 潘樂琳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中二正 薛芷穎、戚睿珈、葉達熹 中三信
陳銘灝、鄭德融、張筱瑜、江郁妍、盧樂琳、 

盧煥筠

中三望
曾慶寧、呂家浩、陳佩婷、林盈盈、 

林曉茵
中三愛 陳泳霖、鄧明浩、許子喬

中三正 區曉琳、黃昱林 中四信 譚安婷

中四望 羅蕙寧、于曉楓、余穎芯 中四愛 周嘉瑜、林佩茵、劉娉琦、李宗穎、林倩筠

中四光 陳傲芯、葉旨睿、黃子俊 中四善 戴鼎鴻、謝婉盈

中四正 陳品全、鄭晉宏 中五信 梁亦彤、廖君囅、王錦雯

中五望
莊蓓恩、范正心、關昭儀、盧美霖、 
謝顯淘、黃宣瑜、黃嘉慧、黃敏靈

中五愛 陳子恩、陳榕珍、張樂謙、李俊儀、黃偉樑

中五光 莫景誠、鄺健枝 中五善
鄭鈞澤、張植智、朱沛然、劉述鏗、李蘊琛、 

吳皚純、鄧穎愉、王筠淇

中五正 許懷恩、賴曉霖、林正豐 中六信 李宥霆、呂紈漫、麥耀中、黃廷林

中六望
周添朗、張洛韻、黃夢雨、陸子鏗、 

文皓瑩、蔡依彤
中六愛 何國韜、郭愷兒、梁施欣、盧海欣、黃瑞翔

中六光
招得蔚、何若嵐、謝嘉穎、鄔文皓、 

黃慧倫、余葦村
中六善 陳希彤、何敏、何諾衡、劉熙揚、盧子和

中六正 房嘉謙、何卓穎、勞杞然、羅梓泓、吳浩楠、譚嘉裕、謝明希、王鈞達、黃梓維、任穎聰

同學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下學期的服務活動計有：

1 . 本校共六位同學參加由社會福利署九龍城及油尖旺區福利辦事處、九龍城民政事務處、
九龍城區議會及九龍城區老人福利康樂聯會聯合舉辦的歲晚探訪長者計劃。(2012 年 1
月 8 日 )

2 . 本校共廿二位同學參加鄰舍輔導會九龍區賣旗籌款活動。(2012 年 4 月 14 日 )

3 . 本校共十六位同學參加香港基督少年軍賣旗籌款活動。(2012 年 4 月 21 日 ) 

名單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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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長會

學生長會於復活節假期間舉行了本年度的

第三次訓練活動。是次訓練為兩日一夜的宿營

活動，旨在培養學生長的領導才能，訓練學生

長的團隊合作及促進學生長們的友誼。

為此，學生長會特意安排不同組別的中三

和中四的學生長於入營前分組策劃遊戲，並於

訓練營中帶領其他學生長參與。藉着準備和進

行遊戲的過程，考驗學生長的觀察力和組織能

力，並提高學生長處事及應變能力。

此外，學生長會亦策劃了一個定向活動。在活動中，學生長須於指定時間內，利用所獲

的提示，在營地裏找出定點並完成各項任務。每項任務都需要組員們的互相幫助和積極投入

才能順利完成。學生長會期望學生長們能從中發揮團隊精神，克

服各項困難。

在完成所有活動

後，學生長們利用反

思和互相評估的環

節，彼此檢討過往的

不足，並提出了對學

生長未來的期許。我

們深信，是次訓練活

動有助提昇學生長的

領導及應變能力，並能於校內當值時學以致用、積極克服困難，

為學校、為同學服務。

學生長營前大合照

考眼界
水戰考反應

報紙坦克車

交誼時間─替同學慶祝生日

大行動 合作

跨越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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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吳彥琪同學獲得九龍城區傑出學生

「 良師益友」計劃

中六正吳彥琪同學獲九龍

城區傑出學生獎，她積極參加

各項課外活動表現出色，多年

來均代表學校參加學界田徑、

數學及電腦比賽，亦曾代表香

港參與全國及海外數學和電腦

奧林匹克比賽，屢獲獎項。另

外，吳同學亦獲選香港特別行

政區傑出學生最後二十名，稍

後將參與最後十名之遴選。

吳彥琪同學獲頒發九龍城區傑出學生證書

本年度我校學生會與香港培正同學會合辦「良師

益友」計劃，旨在邀請不同工作界別的人士主持講座，

讓同學了解各行業的特性，選擇適合自己志向的專業

發展。本計劃的目標對象是高中同學，他們可自由參

加感興趣的講座。香港培正同學會在四月至六月期

間，邀請了不同專業的人士（不限於培正校友）義務參

與；所參與的活動包括主持講座、安排學生參觀有關

機構等。主講嘉賓名單包括前入境處處長白韞六學長

( 公務員界 )、保險業監察主任陳德華學長 ( 精算界 )、
香港工程師學會會員吳漢榆學長、朱鎮龍學長 ( 工程
界 )、香港測量師協會會長劉詩韻學長 ( 測量界 )、三針草堂中醫師姚恩重學長 ( 中醫界 )、
渣打銀行人事部代表 ( 銀行界 )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 IT IBM China & Hong Kong吳淑明
學長 ( 資訊科技界 )、佐雄證券有限公司主席李佐雄學長 ( 證券界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暨男
士成長中心督導主任黎偉倫先生 ( 社工界 ) 和胸肺科及小兒專科醫生陳柏堅學長 ( 醫學界 )。

陳柏堅醫生與參加同學合照

呂會長致送紀念品予中醫師姚恩重學長

課 外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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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育才優秀學生交流活動

參加香港學校戲劇節共囊括八個獎項

本年度北京育才優秀學生交流活動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十日順利舉行。團員名單如下：

鍾偉東主任 羅恩銘老師 鍾靈秀老師 蔣肇麟老師 丘敬峰老師

樊昕霖 (長 ) (中四正 ) 何晉熙 (長 ) (中四正 ) 錢澄 (長 )(中五信 ) 李雋義 (長 ) (中四正 ) 虞姬璽 (長 ) (中四正 )
連穎琛 (副 ) (中四正 ) 黃卓琪 (副 ) (中四善 ) 黃漪霖 (副 ) (中五信 ) 何愷寧 (副 ) (中五愛 ) 陳易呈 (副 ) (中五善 )
潘力行 (中四正 ) 陳韋彤 (中四正 ) 陳奕熙 (中五正 ) 李啟慧 (中五愛 ) 梁殷瑜 (中五愛 )
黎朗希 (中四正 ) 陳籽呈 (中二信 ) 楊鎧傑 (中三光 ) 李翹穎 (中三信 ) 廖樂恩 (中四望 )
陸丹屏 (中二愛 ) 張啟哲 (中二愛 ) 鄭弘信 (中三光 ) 楊靜宜 (中三光 ) 李詠妍 (中二善 )
郭子瑩 (中二善 ) 香曜昕 (中二正 ) 顏道謙 (中二信 ) 施樂雯 (中二信 ) 談藹茵 (中二信 )
沈鎧霖 (中一善 ) 梁彩意 (中一信 ) 郭偉程 (中二愛 ) 陳瑋珈 (中一信 ) 李承昕 (中二善 )
馬昕 (中一善 ) 陳茜彤 (中一望 ) 鍾懷恩 (中二光 ) 王靖琳 (中一信 ) 黃君宜 (中一望 )

北京姊妹校育才學校計劃於本年度十月八日至十月十三日回訪本校，活動包括上課交流

及家庭住宿。現招募中一至中五級培正同學擔任接待家庭招待一位北京同學回家小住一至二

天。有興趣參加的同學請前往鍾偉東老師辦公室登記，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兩校籃球友誼賽

師生於北京鳥巢前合影

本校參加了第二十屆香港學校戲劇節，成績令人鼓舞，共獲得八個獎項，包括 :

是次製作班底以中四雋社戲劇組為骨幹，再加上中五翹社同學仗義相助，大家為戲劇不

辭勞苦，台前幕後各司其職，在舞台上彼此團結同心，教人非常難忘，二月底評判來校觀看

演出，給予高度評價。後來我們因為獲得「評判推介演出獎」，於五月十三日在荃灣大會堂重

演該劇，對培正同學來說，可以置身專業舞台演出，實在是難能可貴的機會。

本年參賽劇《Unforgettable》，創作靈感來自一則在報章上的真人真事，故事講述一對
六十年代在北角邂逅的青年男女由相識、相愛、相分，再於晚年在老人院重逢的故事，全劇

充滿懷舊味道。

 z 評判推介演出獎

 z 傑出劇本獎 ( 中四信 譚安婷 )

 z 傑出導演獎 ( 中四善 賴映彤、中四信 張焯烽 )

 z 傑出男演員獎 ( 中四正 杜雋饒 )

 z 傑出女演員獎 ( 中四愛 陳映熹 )

 z 傑出舞台效果獎

 z 傑出合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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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安婷 中四信   
第二十屆香港學校戲劇節終於圓滿結束，既忙碌又疲累的日子也隨着演員謝幕的一

刻而告一段落，可是我卻帶着萬分不捨之情離開舞台，腦海沒有一刻平靜過，不斷回憶
一眾同學共同為戲劇奮鬥的片段……

我是此劇的作者，能看到同學們在舞台上演出我筆下的小故事實在感動萬分，劇本
雖有不足之處，但這次比賽我們僥倖獲得多個獎項。由傑出男、女演員獎至傑出整體合
作獎，我們都沒有落空。即使是一件小小的道具，配襯的服裝以及親手設計的雪糕車，
我們都一絲不苟，加上何力高老師的悉心指導，為此劇加上各式各樣的舞台效果，令演
出不但成功，還推上了高峰。

控制室及後台工作的同學不辭勞苦地籌備，目的就只有一個─希望把最好的一面
呈現在舞台，獻給所有支持我們的觀眾們，因此何老師以及所有為此劇付出汗水的同學
都是功不可沒，一個都不能少。

我除了是編劇外，還有幸擔當了劇中一名角色李美娟。阿娟一角對我來說其實是一
項挑戰，她是一個滿腦鬼主意、行為粗魯又無賴的女孩，當初實在難以捉摸她的行為性
格特徵，我總是不能把阿娟的精髓演繹出來。正當我意志消沉之時，何老師卻不斷的教
導我、鼓勵我，加上其他同學們的支持，漸漸我就能專心致志地演繹出來。雖然我不是
劇中的女主角，但卻為此劇作了點綴之用，使故事錦上添花，令我充滿了成功感。

經過這一次的演出，我們各人都上了寶貴的一課，整個排戲的過程雖然艱辛困難，
但我們都彼此扶持，共同進退。我希望各同學可以延續培正戲劇之路，為紅藍劇社寫上
光輝的一頁。在此，再一次衷心感謝所有付出努力的同學以及─何力高老師。

又 編 又 演
學生心聲

五十年後重逢，恍如隔世

互生情愫，盡在不言中

同學們分享演出心得 幕前演出精彩，有賴幕後不少同學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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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人生難忘的第一次，第一次代表香港女
童軍參加國際交流團。從汶萊返港的一刻，臉
上仍流露着充滿回味的笑容。是次交流團的目
的是想讓一班女孩子透過不同的討論和活動，
認 識 本 國 以 外 的 文 化 和 發 揮 女 童 軍 精 神。 汶
萊，給予別人的感覺是神秘和擁有無窮無盡的

財富，我一直都好奇地
想知道當地女童軍的生
活跟我們有分別嗎？

交 流 團 中 有 各 式 各
樣的活動，包括場面震
撼的開幕和閉幕典禮、國際之夜、小組討論時間、乘搭水上的士、
認識當地兒童生活、植樹活動、認識汶萊的傳統婚禮儀式、拜訪
當地的接待家庭、文化攤位等等。頓時，心情亦隨着視野的改變
而雀躍起來。令我最難忘的是兩次的典禮：在開幕禮，汶萊的太
子妃也抽空來到我們當中，一起分享我們的喜悅。在閉幕禮的前
一個晚上，我在床上緊張得輾轉反側，不能入睡。令我緊張難耐

的原因，就是我參加閉幕禮的表演活動，經過當地跳舞導師數天的教導，我與其他國家的
女童軍有幸在汶萊公主面前，表演一幕汶萊傳統的舞蹈。

這短短的五天中，我認識了很多來自汶萊和其他國家的女童軍。遇上語言不同的情
況，我們有時感到有口難言，但憑着制服上的世界章，彼此都知道「 我們都是女童軍」而
打破隔膜，使大家成為朋友，令我多麼的雀躍！令我刻骨銘心的是那一段汶萊女童軍獨有
的「 歡呼聲」，每當她們高興時，都會一邊拍手，一邊說着歡呼的馬拉語。在「 歡呼聲」的

尾段，所有女童軍都會舉高右手並大喊一聲「 唏！」
這種場面震撼的感覺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在汶萊的日子，當地的女童軍都非常熱情地接
待我們，她們非常有禮，即使是當地的女童軍國際
總監，對我們都關懷備至。令我們都深深感受到，
珍貴友誼的建立、個人品格的增進和心靈上的滿足
和得着，任何東西都不可以取代的。

隨着閉幕禮的結束，為我們這次交流活動畫上
圓 滿 的 句 號。 令
我 最 深 刻 是 在 臨
別 的 最 後 一 個 晚

上，交流團活動已經隨着閉幕典禮而結束。然而，當
地女童軍領袖仍駕着她的車子，載我們到市中心晚餐
和參觀著名的清真寺，令我窩心無比，真的非常感謝
當地女童軍的友善招待。這五天的學習和經歷都透過
照相機紀錄下來，離別時，每位女童軍都懷着依依不
捨之情，我流下了眼淚，大家都互相擁抱向對方送上
祝福。

汶萊國際交流團

中五愛馮詩詠同學代表香港女童軍前赴汶萊參加國際交流團。大家一起來看看她的見聞

和心情。

汶萊的太子妃抽空出席開幕禮

出發前留影，前排左二為馮詩詠同學

當地報章報道

這次交流大家建立了珍貴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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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度第一學段中一至中五優異生及勤學生名單

香 港 培 正 中 學

優異生：

中一望

中一善

周毓沛　黃君宜　楊愷恩

沈鎧霖

中二信

中二望

中二愛

中二光

中二善

中二正

陳籽呈　馮昕曈　龔卓文　顏道謙　施樂雯　談藹茵

鄭天虹　蔡暉鴻　房穎儀　熊儆愈　曾　進　楊樂遙

謝沛銓　祁曉晴　劉弘毅　老綽禧　陸丹屏　伍泳雅　孫弘滔

祝曉嵐　單允聰　黃采瑩

陳梓朗　郭子瑩　李詠妍　姚子慰　阮淙儀

羅兆聰　李恩彤　潘朗程　薛芷穎　任恩翹

中三信

中三望

中三愛

中三光

中三善

陳　卓　魯穎恩　彭泳汶

李浩綸　梁卓智

陳思晴

李曉洋　蕭凱茵

范愷逸　蘇　翠　楊皓晴

中四正 吳俊羲　任志立　嚴燕妤

中五愛

中五正

周俊熙  
區健聰　劉詩翔

勤學生：

中一信

中一望

中一愛

中一光

中一善

中一正

陳柏熹  陳瑋珈  馮靖恩  林曉蔚  李淨潼  梁彩意  王靖琳
陳品雅  陳茜彤
趙慧呈  鍾雨蓁  劉卓敏  劉曉晉  梁穎然  林翠怡  黃銘熙
蕭沛承  胡頌靈  葉青穎
鄭文琪  劉在心  李翹光  馬　昕  曾柏賢
李淨欣  梁思睿  王文軒

中二信

中二望

中二愛

中二光

中二善

中二正

陳銘聰  陳欣彤  梁梓謙  羅希賢  羅正睿  司徒弘朗  譚珮筠  曾紫琳  余鑑洋
鄭善衡  蔡劻諺  何卓恩  梁澤恩  彭曉晴  司　陽  　謝卓熙  董海琳
張啟哲  鍾慧怡  郭偉程  李朗軒  梁諾烜  曾芷晴
張駿豪  莊子健  鍾懷恩  梁正言  羅君睿  羅倚華  蘇衍瑜  孫昊賢  田昆祐  黃進禧  黃鈞樂
趙澧航  劉樂兒  李承昕  莫詠茵  鄧慧妍  黃俊文  余梓丰
戚睿珈  朱瑋縈  香曜昕  黎祉穎  麥榮溱

中三信

中三望

中三愛

中三光

中三善

中三正

張浩楠  張其睿  張筱瑜  何倩珩  江郁妍  林子喬  李翹穎  林　鍵  湯悅晴
林曉茵  曾加樂
朱立賢  何愷盈  羅樂生  司徒加珩  溫凱翹
鄭弘信  張澤康  林沛餘  蘇琬婷  　戴麗盈  徐沛楹  楊靜宜  楊鎧傑  余迪舜
陳彥彰  陳肇彤  何卓思  何　昶  　何　勗  劉述欣  梁碩軒  譚芷欣
區曉琳  鍾凱妍  黎曉藍  林凱溢  　梁璥璁  吳鎧淇  易維濱

中四望

中四愛

中四光

中四善

中四正

羅蕙寧  李倩彤  廖樂恩  彭馨婷  彭欣穎
區展豪  符菀芯  林佩茵  林倩筠  梁穎端  盧卓賢
陳昕寧  周啟堯  郭思宇
陳兆康  何子文  許早恩  賴映彤  利子謙  陸駿霆  吳文熙  曾朗軒  黃卓琪  楊荔嫣  姚嘉榮  姚天朗
陳沛熹  陳韋彤  張皓揚  招建霆  趙尹韜  樊昕霖  黎朗希  林顯恩  劉菁堯  李雋義  李奕熙  連穎琛  
麥子俊  麥君愉  潘力行  曾允聰  黃進業  黃子豐  吳德育  虞姬璽

中五望

中五愛

中五光

中五善

中五正

郭欣琪

陳榕珍  趙文灝  何愷寧  林嘉希  李啟慧  梁殷瑜  李俊儀  老兆熙  黃偉樑
張嘉琳  周曉昌  徐曉恩  關倩琦  李曉峰  文凱晴  莫景誠  湯逸翹  黃敦為  胡廣兒
張鑑榮  江珮儀  周易旻  馮以諾  夏健祺  許嘉汶  劉曉彤  劉昕僖  梁凱琪  梁家善  李樂怡  呂文熙  
吳倩儀  伍穎柔  曾　皓  謝志朗  王筠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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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浩  梁敏灝  林雲彩  呂卓徽  
吳世鏘  蕭駿軒  譚家祈  鄧梓琪  易維汗  葉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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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2012 年度本校學生參加校際比賽得獎錄

學 術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第 6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The 63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英語詩詞獨誦
Solo Verse 
Speaking

冠軍 
1st Place

Cheung Chun Hei  
Lee Lip Hei

香港學校及音樂朗誦協會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亞軍
2nd Place

Chan Wai Shan Judy  
Chu Wai Yee Annette

Fung Yuen Yu
Lam Jeannie
Leung Hei

季軍
3rd Place

Chan Lok Woon
Chiu Wan To
Choi Sin Yi

Chu Long Yin
Chu Wai Ying Jasmine

Hong Pui Kei
Kwong Siu Ting Angie

Ma Jenice
Yip Chin Kwong George

英語二人戲劇對話
Dramatic 
Duologue

冠軍 
1st Place

Cheung Chun Ho Billy
Tin Kwan Yau
Lam Tsz Kiu
Tsui Yai Isaac

亞軍
2nd Place

Chan Wai Ka Daisy
Mak Ho Yin

So Tsui Midori
Wong Jacqueline Gee Kaye

季軍
3rd Place

Au Hon Ming
Lui Ka Ho

Chau Shun Hei
Sin Wing Ki

英語集誦
Choral Speaking

季軍
3rd Place 5ADE & Other Students

英語個人公開演說
Public Speaking 

Solo

亞軍
2nd Place

Chau Chun Hei
Cheng Kwan Chak

Lai Wai In
Lam Ka Hei

季軍
3rd Place

Au Chin Ho
Chan Cheuk Ying

Lai Ying Tung
Wan Ki Fung

英語散文獨誦
Solo Prose 

Reading

冠軍
1st Place Chan Wai Shan Judy

亞軍
2nd Place Chan Wai Ka Daisy

季軍
3rd Place Szeto Sien

第 10屆 21世紀‧ 
CASIO杯英語演講比賽

The 10th“ 21st 
Century‧CASIO Cup” National 
High School and Primary School 
English Speaking Competition

初中組
Junior High School

總決賽亞軍
1st Runner-up at 
the Grand Final

Isaac Tsui
中國日報社
China Daily高中組

Senior High 
School

總決賽季軍
2nd Runner-up at 
the Grand Final

Joseph Lam

第 5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
The 5th Hong Kong Youth and 

Kids Arts Festival

英語獨誦 (少年組 )
English Solo Verse  
Speaking (Teenage 

Group)

冠軍
1st Place Ma Jenice

中國藝術家協會香港秘書
處、香港文化及藝術協會 
China Artist Association 

HKSAR Secretariat, Hong 
Kong Arts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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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3屆學校朗誦節
The 63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普通話詩詞集誦
Putonghua Choral 

Verse Speaking

冠軍及 
獲評判推薦表演

Champion & 
Adjudicators’ 

Award 

香港培正中學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粵語詩詞獨誦
Cantonese Solo 
Verse Speaking

冠軍 
1st Place 顏智琛、陳瑋珈、陳瑋珊

亞軍
2nd Place 林子喬

季軍
3rd Place 李心言

粵語散文獨誦
Cantonese Solo 
Prose Reading

亞軍
2nd Place 李卓謙、梁思齊

季軍
3rd Place 許子喬

粵語二人朗誦
Chinese Duologue

冠軍
1st Place

張穎琦、何愷盈；
林子喬、劉述欣；
陳彥彰、陳思言　

亞軍
2nd Place

何慕靈、江珮儀；
李倩彤、楊荔嫣；
謝希童、李衍萱； 
譚安婷、康晴　　

季軍
3rd Place

許子喬、錢嘉晞；
羅佩楹、林盈盈；
陳榕珍、陳穎妍　

普通話詩詞獨誦
Putonghua Solo 
Verse Speaking

冠軍
1st Place 陳瑋珈、何子文

季軍
3rd Place 朗瑤、連穎琛、吳倩儀

普通話散文獨誦
Putonghua Solo 
Prose Reading

亞軍
2nd Place 吳倩儀

季軍
3rd Place 楊惠琳

第 8屆當代作家詩文朗誦比賽
The 8th Contemporary Writers 
Poetic Prose Recitation Contest

普通話詩文合誦
Putonghua Poetic 

Prose Choral 
Speaking

冠軍
1st Place

譚安婷、康　晴、馮琬愉、
梁悅筠、杜雋饒、麥子俊、

區展豪、黃皓俊 蔡麗雙博士詩文朗誦協會、
香港朗誦藝術語言中心 

The DR.Choi Lai Sheung 
Poetry Recitation Socity, 
Hong Kong Recitation 

Language Centre

粵語散文詩獨誦
Cantonese Solo 

Poetic Prose 
Reading

亞軍
2nd Place 許子喬

粵語詩文對誦
Cantonese Poetic 
Prose Duologue

亞軍
2nd Place 許子喬、劉述欣

第 18屆聖經朗誦節
The 18th Bible Reading Festival

廣東話二人對誦
(中一至中三 )

Cantonese 
Duology (F.1 -F.3 )

優異獎
Merit Award 許子喬、劉述欣

漢語聖經協會
Chinese Bible International 

Ltd.

第 5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
The 5th Hong Kong Youth and 

Kids Arts Festival 

廣東話獨誦
Cantonese Solo 

Speaking
冠軍

1st Place 馬昕

中國藝術家協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秘書處
China Artist Association 

HKSAR Secretariat 
第 12屆 

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
The 12th Hong Kong Schools 

Putonghua  Speech and Art 
Competition 

三人組集誦
Trio Choral 

Speaking
亞軍

2nd Place 鄭可炘
普通話教師學會

Putonghua Jiaoshi Xue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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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術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第 6屆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The 6th Speaking Contest for 
Hong Kong Students  

政策辯論 (初中組 )
Policy Debate 

(Junior Secondary 
Division) 

小組優異獎
Group Merits 

Award
李卓謙

香港教育學院、 
理性溝通教育學會

Rational Communication 
Educational Society and  

The HKIED

中學文憑組 
即席演講

Impromptu 
Speech (HKDSE 

Division)

小組優異獎
Group Merits 

Award
林顯恩  

中學文憑組 
備稿演講

Prepared Speech 
(HKDSE 
Division)

小組優異獎
Group Merits 

Award
李奕熙

中學文憑組 
備稿演講 (普通話 )

Prepared Speech 
(HKDSE 
Division-

Putonghua)

小組優異獎
Group Merits 

Award
鄭鈞澤、嚴燕妤

中學文憑組 
小組討論

Group Discussion 
(HKDSE 
Division)

小組優異獎
Group Merits 

Award

司徒蒨、陳韋諾、彭樂軒、
李駿唯、鄧眷情、何愷寧、
陳榕珍、盧雋軒、黃智恆、

梁亦瑜　

預科組即席演講
(初賽 )

Impromptu Speech 
Heat (HKALE 

Division)

小組優異獎
Group Merits 

Award

馮詩雅、陳　綾、陳栢熙、
鄭浩賢、  鄭　由、趙文瀚、
方展橋、何愷霖、許曦文、
劉懿慧、羅瑋邦、梁雅姿、
黃家詠、王天澤、胡子禾、

楊偉俊

預科組即席演講
(決賽 )

Impromptu Speech 
Final (HKALE 

Division)

總冠軍
Overall 

Champion
鄭由

預科組小組討論
(初賽 )

Group Discussion 
Heat

(HKALE Division)

小組優異獎
Group Merits 

Award

陳芷昕、陳麒匡、王沛衡、
姚承軒、陳逸鈞、何愷霖、

王天澤　

預科組小組討論
(決賽 )

Group Discussion 
Final

(HKALE Division)

最佳論手獎
Best Debater 

Award
何愷霖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China Essay Competition for 

Secondary Students

香港賽區 -初中組
Hong Kong 

Region- Junior 
Secondary Level

銅獎
Bronze Award 房穎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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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lture

優異獎
Merit Award 林沛欣

香港賽區 -高中組
Hong Kong 

Region- Senior 
Secondary Level

優異獎
Merit Award

胡頌靈、鄭天虹、梁穎端、
梁凱琪 、王鈞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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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術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2012香港物理奧林匹克    
Hong Kong Physics Olympiad 

2012

高級組
Senior Level

一等獎
First Honour 劉詩翔

教育局、香港物理學會、 
香港科技大學和 
香港資優教育學院

Education Bureau,  Physical 
Society of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Gifted Education

二等獎
Second Honour 呂卓徽

初級組
Junior Level

學校最佳表現獎
Best School 

Award
香港培正中學

二等獎
Second Honour

溫健鈞

吳德育

三等獎
Third Honour

李雋義

黃進業

優異獎
Honorable 
Mention

曾允聰

2011-2012香港科學青苗獎
2011-2012 Hong Kong Scientists 

Award 
中學組  

Secondary Section

科學知識測驗
一等奬

First Class 
Honour in 
Science 

Knowledge Quiz

李曉洋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等

Gifted Education Section 
of Education Bureau,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etc.

科學知識測驗 
三等奬

Third Class 
Honour in 
Science 

Knowledge Quiz

劉沛熹、梁梓謙、
曾曦楠、雷千泓　

2011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
科學科

2011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Assessment for Schools -

Science

中一組 S.1

高級榮譽
High Distinction

任恩翹、田昆祐、郭子瑩、
雷千泓、潘朗程、馮昕曈、

阮淙儀　

新南威爾斯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中二組 S.2 楊皓晴

中三組 S.3
潘嘉永、李皓婷、陳沛熹、
潘力行、鄭晉宏、麥子俊、
溫健鈞、李奕熙、周子朗、

吳俊羲　

中四組 S.4 李曉峰

香港創意思維活動競賽
Hong Kong Odyssey of the Mind 

Programme

第三組別
(15歲或以上 )

Division III
(Aged 15 or above)

第 5名
5th Place

何美善、伍穎柔、黎乙生、
梁穎端、陳卓豐、李奕熙、

杜雋饒　

香港青年協會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第一屆萊佛士數學邀請賽 
(新加坡 )

1st Raffles Invit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Singapore)

個人賽高中組
Individual Event

Senior Level

參賽者獎狀
Certificate of 

Participant
樊昕霖

萊佛士書院
(新加坡 )

Raffles Institution
(Singapore)

榮譽獎狀
Certificate of 

Honorable 
Mention

蕭駿軒

銅牌
Bronze Medal 潘嘉永、區家麒

2010-2011中學數學專題習作 
比賽

2010-2011 Mathematics Project 
Competi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s

團體賽
Group Event

冠軍
Champion 任志立、樊昕霖、林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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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屆 

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The 4th Hong Kong Mathematics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Competi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

決賽團體
Final Group

冠軍
Champion Award

黃梓駿、黃德顥、
謝沛銓、老綽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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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賽團體
Heat Group

金獎
Gold Award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2011 
香港選拔賽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Preliminary Selection 

Contest - Hong Kong 2011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銀獎
Silver 陳天佑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香港委員會

The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Hong Kong Committee

銅獎
Bronze 區家麒

第 29屆 
香港數學競賽

The 29th Hong Kong 
Mathematics Olympiad

初賽個人賽
Heat Individual 

Event

一等獎
First-class 

Honour
區家麒、林浩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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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詩翔、潘嘉永

初賽團體 - 
九龍二區

Heat Group Event- 
Kowloon Region 2

優異獎
Merit

區家麒、林浩宏、劉詩翔、
潘嘉永、樊昕霖、黎乙生　

決賽團體
Final Group Event

優異獎
Merit

區家麒、林浩宏、劉詩翔、
潘嘉永、樊昕霖、黎乙生　

第 14屆 
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The 14th Hong Kong Youth 

Mathematical High Achievers 
Selection Contest

個人賽
Individual

一等獎
First Class 

Honour
謝沛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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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維濱、余文瀚、
陳達臻、司徒加珩

團體
Group 

優異獎
Merit

謝沛銓、易維濱、余文瀚、
陳達臻、司徒加珩

第 11屆培正數學邀請賽
11th Pui Ching Invitational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個人賽中一組
Individual S.1

優異獎
Merit

黃梓駿

香港培正中學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個人賽中二組
 Individual S.2 謝沛銓、余梓丰、羅兆聰

個人賽中三組
 Individual S.3 余文瀚

個人賽中四組
Individual S.4 樊昕霖

個人賽高中組
 Individual Senior 

Secondary
孫浩鈞

個人賽中一組
Individual S.1

銅獎
Bronze

黃德顥

個人賽中三組
Individual S.3 陳達臻

個人賽高中組
Individual Senior 

Secondary
陳栢熙

個人賽中三組
Individual S.3

銀獎
Silver

易維濱

個人賽中四組
Individual S.4 潘嘉永、任志立

個人賽高中組
Senior Secondary 區家麒

決賽團體
Final Group

優異獎
Merit

黃梓駿、黃德顥、謝沛銓、
余梓丰、羅兆聰、余文瀚、
陳達臻、易維濱、樊昕霖、
潘嘉永、任志立、孫浩鈞、

陳栢熙、區家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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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術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2012世界數學測試 (香港區 )
2012 World Class Tests (Hong 

Kong Region)

個人賽中二組
Individual 

Secondary 2

數學優異獎
Mathematics 
Distinction

周浩賢

香港科技大學
世界數學測試亞洲中心

HKUST 
WCT Asia Center 

解難優異獎
Problem Solving

Distinction
雷千泓

雙優生 
(數學及解難 )

Double 
Distinction

(Mathematics 
and Problem 

Solving) 

劉弘毅

精英邀請賽
Elite Competition

金獎
Gold Award 謝沛銓、陳達臻

金獎並獲獎學金
Gold Award 

with Scholarship
王啟軒

中二年級
Secondary 2

最佳表現獎
Most 

Outstanding 
Candidate

謝沛銓

解難分析科最傑出表現學校獎
Most Outstanding Group 

Performance in Problem Solving
香港培正中學

澳洲數學比賽 2011
Austral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2011

中級組
Intermediate Level

卓越
Prize 區家麒

澳洲數學基金會
Australian Mathematics Trust

高級組
Senior Level

優異
High Distinction

張朗生、吳彥琪

中級組
Intermediate Level 黎乙生

初級組
Junior Level 余梓丰、陳達臻、楊皓晴

2012 EPGY資優生選拔大賽
2012 EPGY Academic Talent 

Search
初級組

Junior Level

優異
High Distinction 
(The Summa Cum 
Laude Scholarship)

謝沛銓
美國史丹福大學
青少年資優計劃

Stanford University 
Education Program for 

Gifted Youth優良
Distinction 黃梓駿

中國青少年數學論壇 - 
香港青少年數學比賽

National Mathematical Forum 
for Youths-

Hong Kong Youth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中一年級組
Secondary 1

二等獎
Second Class 
Honour Award

劉子充

香港數學教育普及協會
Hong Kong Mathematics 

Education Promotion 
Association

三等獎
Third Class 

Honour Award
郭愷軒、林耀獻

中二年級組
Secondary 2

三等獎
Third Class 

Honour Award
老綽禧、祝曉嵐、劉弘毅

2012屯門區校際
初中數學比賽 

2012 The Tuen Mun 
Inter-School Junior Secondary 

Mathematics Contest

中一年級組
Secondary 1

金獎
Gold Award 黃梓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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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獎
Silver Award 李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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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術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2011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
數學科

2011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Assessment for Schools-

Mathematics

中三 S.3
獎牌

Medal

潘力行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中四 S.4 區家麒、賴曉霖

中五 S.5 周澔楊

中六 S.6 孫浩鈞

中一 S.1

高級榮譽

High Distinction

楊樂遙、謝沛銓、劉弘毅、

祝曉嵐、關誌諾

中二 S.2
徐曳、朱立賢、司徒加珩、

余文瀚、鄭浩光、譚芷欣、

楊皓晴、許英洋、易維濱

中三 S.3

潘嘉永、黃子豐、林倩筠、

盧卓賢、招建霆、樊昕霖、

姜楚灝、黃進業、任志立、

張竣祺、林顯恩  

中四 S.4
李曉峰、馮以諾、王筠淇、

鄭喻升、李宗浩、吳世鏘、

鄧梓琪、易維汗

中五 S.5 鄭嘉銘、張朗生、吳彥琪

中六 S.6 陳柏熙

資 訊 科 技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2011國際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International Olympiad in 

Informatics 2011

香港代表隊

Hong Kong 
Representative 

Team 

銀獎

Silver Medal 陳栢熙

2012年主辦國：泰國芭堤雅，
國際電腦奧林匹克競賽委員會監督

Organized Country in 2012 : 
Pattaya, Thailand, supervis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IOI
第 28屆全國青少年信息學
奧林匹克競賽 (中國吉林 )

The 28th National Olympiad 
in Informatics (Jilin, China)

香港代表隊

Hong Kong 
Representative 

Team

團體對抗賽三等獎

Team Competition
Third Class Honour

吳彥琪、易維濱
中國計算機學會

China Computer Federation

2012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Hong Kong Olympiad in 

Informatic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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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栢熙、吳世鏘、

陳逸鈞　

銀獎

Silver Medal
房嘉謙、吳彥琪、

黃梓維　

銅獎

Bronze Medal 易維汗、蕭駿軒

初級組

Junior Group

金獎

Gold Medal
易維濱、梁敏灝、

樊昕霖　

銀獎

Silver Medal 黎乙生

銅獎

Bronze Medal
司徒加珩、李奕熙、

王啟軒

個人獎項

Individual Prize

最佳年輕選手

The Best Young 
Contestant

易維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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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科 技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2012瑞士電腦奧林匹克 
訓練營

Davos Training Camp 
for Swiss Olympiad in 

Informatics, I-Cup 2012

香港代表隊

Hong Kong 
Representative 

Team

第 6名
6th Place 易維濱

瑞士電腦奧林匹克訓練隊

(達沃斯 , 瑞士 )
ETH Zürich (Switzerland, Davos)

第 20名
20th Place 蕭駿軒、李奕熙

第 28名
28th Place 司徒加珩

2012加拿大計算機競賽 
(香港 )

Canadian Computing 
Competition–Hong Kong 

Contes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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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栢熙

良好

Honorable Mention 易維汗

初級組

Junior Section

卓越

Certificate of 
Distinction

李奕熙、梁敏灝、
王啟軒　

優良

Certificate of Merit 黎乙生

2012加拿大計算機競賽 
(加拿大滑鐵盧 )

Canadian Computing 
Competition–Canada 

Waterloo 2012

香港代表隊

Hong Kong 
Representative 

Team

金獎

Gold Medal 易維濱
加拿大滑鐵盧大學

University of Waterloo,
Canada

藝 術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香港學校戲劇節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英文組 
English

傑出整體演出獎
Award for Commendable 

Overall Performance
香港培正中學

教育局、香港藝術學院
Education Bureau, 

Hong Kong Art School

傑出合作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香港培正中學

傑出女演員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Actress
Cheng Tin Hung, Rainbow
Wong Jacqueline Gee Kaye

傑出男演員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Actor
Wong Chun Sum, Jackie  

Huang Yu Lin, Alex

傑出劇本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Script
Cheung Ho Ka, Edgar

廣東話組
Cantonese

傑出劇本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Script
譚安婷

傑出導演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Director
張焯烽、賴映彤

傑出男演員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Actor
杜雋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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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術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香港學校戲劇節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廣東話組
Cantonese

傑出女演員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Actress

陳映熹

教育局、香港藝術學院
Education Bureau, 

Hong Kong Art School

傑出舞台效果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Stage Effect

香港培正中學

傑出合作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香港培正中學

評判推介演出獎

Adjudicators' Award 香港培正中學

第 3屆 
健康網上短片創作大賽

The 3rd Healthy Internet 
Video Contest

學校組

School Group
最佳女主角

Best Actress 譚安婷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署及 
香港青年協會 u21青年網站

Office for Film, Newspaper and 
Article Administration & u21 .
hk of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第 46屆工展會－全港中學生

廣告短片創作比賽

The 46th Chines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Video Advertising 
Competi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s

- 創新卓越大獎

Best Innovation Award

李殷綝、張敏嘉、
陳處中、馮卓傑、

梁思齊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青年委員會

Chines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Youth Committee

第 48屆學校舞蹈節
The 48th Schools Dance 

Festival

現代舞 (中學組群舞 )
Modern Dance 

(Secondary School 
Section Group)

乙級獎 (團體 ) 
Commended Award 

(Overall Award)

林倩瑜、蕭韻蕊、
胡安祈、周芷晴、
陳子芊、冼康澄、
鄭婷殷、彭馨婷、
林靜莉、于曉楓、
謝婉盈、楊芯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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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The 64th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大提琴獨奏 (高級組 )
Cello Solo(Senior)

亞軍

1st Runner-up 顏智琛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小提琴獨奏 (七級 )
Violin Solo (Grade 7)

亞軍

1st Runner-up 陳睿智

鋼琴獨奏 (六級 )
Piano Solo (Grade 6 )

亞軍

1st Runner-up 尹浩謙

小提琴協奏曲 
(18歲以下 )

Violin  Concerto 
(Age 18 or under )

季軍

2nd Runner-up 徐穎彤

小提琴協奏曲 
(12歲以下 )

Violin  Concerto 
(Age 12 or under )

季軍

2nd Runner-up 陳睿智

鋼琴獨奏 - 
中國作曲家 (初級組 )
Piano Solo-Chinese 
Composer (Junior)

亞軍

1st Runner-up 蘇文韜

鋼琴獨奏 - 
中國作曲家 (高級組 )
Piano Solo-Chinese 
Composer (Senior)

季軍

2nd Runner-up 鄭可炘

鋼琴獨奏 (八級 )
Piano Solo (Grade 8 )

季軍

2nd Runner-up 林凱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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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術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第 6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The 64th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笙獨奏 (高級組 )
Sheng Solo (Senior)

冠軍
Champion 彭軍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中阮獨奏 (高級組 )
Zhongruan Solo 

(Senior)

亞軍
1st Runner-up 彭泳汶

箏獨奏 (深造組 )
Zheng Solo 
(Advanced)

亞軍
1st Runner-up 謝珊琳

箏獨奏 (高級組 )
Zhang Solo (Senior)

季軍
2nd Runner-up 姚紫京

箏獨奏 (初級組 )
Zhang Solo (Junior)

季軍
2nd Runner-up 莫倩盈

揚琴獨奏 (中級組 )
Yangqin Solo 
(Intermediate)

季軍
2nd Runner-up 梁悅筠

聲樂獨唱 
(外文歌曲 -女聲 -
中學 -16歲或以下 )
Vocal Solo- (Foreign 

Language-Female 
Voice-Secondary 
School-Age 16 or 

under)

季軍
2nd Runner-up 司徒蒨

聲樂二重唱 
(中學 -女聲 -18歲

或以下 )
Female Voice 

Duet(Secondary 
School-Age 18 or 

under)

季軍
2nd Runner-up 廖樂恩、陳諾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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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ond Division-

Intermediate-Age 16 
or under)

優良獎狀
Certificate of Merit 培正中學合唱團

口琴獨奏 (中級組 )
Harmonica 

Solo(Intermediate)

季軍
2nd Runner-up 蔡卓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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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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術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第 64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The 64th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弦樂團 
(中學 –中級組 )
String Orchestra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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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笛隊 (中學組 )
Recorder Band 

(Secondary School)

優良獎狀

Certificate of Merit 培正中學笛隊

中樂隊 
(中學 –中級組 )

Chinese Instrumental 
Group (Secondary 

School-Intermediate)

優良獎狀

Certificate of Merit 培正中學中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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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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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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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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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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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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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二十項

2011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2011 Hong Kong Youth Music 
Interflows

管樂團 (中學中級組 )
Symphonic Band 

Contest (Secondary 
Schools Intermediate 

Class)

銅獎

Bronze Prize 培正中學銀樂隊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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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獎

Silver Prize 培正中學弦樂團

2012年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2012 Hong Kong Youth  Piano 

Competition

公開組

Open Class
銀獎

Silver Prize 李啟慧
元朗大會堂社區中心

Yuen Long Town Hall 
Community Centre

第 16屆
聖西西利亞國際音樂大賽

The 16th St. Cecilia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鋼琴獨奏 (七級 )
Grade 7 Piano

優良獎狀
Certificate of Merit 戴菁慧

澳洲聖西西利亞音樂學院
St. Cecilia School of Music  in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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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術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第 11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
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The 11th "Star River" 
National Children's Fine Arts 
Calligraphy & Photography 

Contest

書法

Chinese Calligraphy
二等獎

Second Class Honour 林沛餘

中國青少年研究會 
China Youth and Children 

Research Association

第 16屆全港中小學 
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The 16th Hong Kong 
Schools(Primary & 

Secondary)Hard Pen 
Calligraphy Competition

中文硬筆 
(中學初級組 )

Chinese Hard Pen 
(Secondary Junior 

Section)

優良獎

Merit Award 林沛餘、林沛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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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igrahists’ Association
「劃破界限‧愛共融」 
全港原子筆中文書法比賽

Hong Kong  Chinese
Calligraphy(Ball  Pen) 

Competition

初中組

Junior Section
亞軍

1st Runner-up 林沛餘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 
社會服務中心

Aberdeen Kai-fong Welfare 
Association Social Service 

Centre

第 28屆中國 - 
日本國際書畫大賽

The 28th Sino-Japanese 
International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Competition

書法

Chinese Calligraphy
金獎

Gold Award 林沛欣

日本大阪日中文化交流會、
日本アジア文化交流會

The Osaka China-Japan Cultural 
Association, The Japan Asiatic 

Cultural Association 

書法

Chinese Calligraphy
銀獎

Silver Award 林沛餘

繪畫

Painting
金獎

Gold Award 徐曉恩

繪畫

Painting
優秀賞

Merit Award 馮靈昕

第 29屆 
香港數學競賽海報設計比賽

Poster Design Competition for 
the Twenty-Ninth Hong Kong 

Mathematics Olympiad 

- 冠軍

Champion 關韻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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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IEd

紫荊盃兩地青少年書畫大賽

Youth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Competition in 

Mainland and Hong Kong 

書法

Chinese Calligraphy
入選獎

Entry Prize 林沛餘、林沛欣
紫荊雜誌社

Bauhinia Magazine

中日韓 (國際 )青少年兒童書
畫交流大賽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Exchange Competition for 

Youth Children (China, Japan 
and Korea)

繪畫

Painting
特等獎

Outstanding Award 朱穎心
中國少兒書畫協會

China Children’s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ssociation

香港青少年創新科技大賽 
科學幻想畫

Hong Kong You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vention 

Competition-Science Fiction 
Drawing

中學組

Secondary Division
二等獎

2nd Place Grand Award 何阡瑜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科學創意中心

Hong Kong New Generation 
Cultural Association Science 

Innovation Centre

海洋公園熱帶雨林天地
小克保育繪畫及 
漫畫創作比賽

Rainforest Conservation 
Drawing and Comic Design 

Competition 

高級組

Senior Group
冠軍

Champion 楊愷恩
香港海洋公園

Ocean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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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2011-2012中銀香港紫荊盃
2011-2012 BOCHK Bauhinia  

Bowl Award
男女校組

Co-Educational Schools
總冠軍

Champion 香港培正中學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Hong Kong Schools 

Sports Federation

2011-2012中銀香港紫荊盃
傑出運動員

BOCHK Bauhinia Bowl 
Outstanding Athlete
Award 2011-2012

女子組
Girls

最傑出田徑運動員
Outstanding Athlete 
Award in Athletics

呂麗瑤

學界籃球比賽 -九龍區第一組
Inter-School Basketball 

Competition-Kowloon Division 1

女子團體
Girls Overall

殿軍
4th Place

培正女子籃球代表隊

女子甲組
Girl A Grade

殿軍
4th Place

女子乙組
Girl B Grade

第五名
5th Place

女子丙組
Girl C Grade

第五名
5th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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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etition-Kowloon Division 2

男子甲組
Boys A Grade

殿軍
4th Place

培正男子籃球代表隊
男子丙組

Boys C Grade
殿軍

4th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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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etition-Division 1

男子組 
Boys

第五名
5th Place

鄭晉宏、黃竣楷、
陳品全　

女子組
Girls

季軍
3rd Place 梁樂霖、王恩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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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丙組
Girls C Grade

殿軍
4th Place 培正女子排球代表隊

學界足球比賽 -第二組
Inter-School Football  

Competition-Division 2
男子丙組

Boys C Grade
亞軍

2nd Place 培正男子足球代表隊

學界羽毛球比賽 -九龍區第一組
Inter-School Badminton 

Competition-Kowloon Division 1
男子丙組

Boys C Grade
殿軍

3rd Runner-up
余鑑洋、張進熙、
李家俊、蕭重匡、 
鄭志杰、文卓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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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etition-Kowloon Division 2
女子乙組

Girls B Grade
亞軍

2nd Place
葉愷晴、廖樂恩、 
余穎芯、伍穎深、

李詠妍　

學界網球比賽 -第二組
Inter-School Tennis  

Competition-Division 2
男子公開組

Boys Open Group
殿軍

4th Place 培正男子網球代表隊

學界乒乓球比賽 -九龍區第三組
Inter-School Table Tennis 

Competition-Kowloon Division 3
女子甲組

Girls A Grade
殿軍

4th Place 培正女子乒乓球代表隊

學界手球比賽 -港九區第一組
Inter-School Handball Competition- 

Hong Kong-Kowloon Division 1
女子甲乙組

Girls AB Grade
第五名

5th Place 培正女子手球代表隊

學界田徑比賽 -第一組
Inter-School Athletics  

Competition-Division 1

男子丙組 100米
Boys C Grade 100m

亞軍
2nd Place 郭偉程

男子乙組 100米欄
Boys B Grade 100m 

Hurdles 
第五名

5th Place 顏道謙

男子甲組 110米欄
Boys A Grade 110m 

Hurdles
第五名

5th Place 陳奕熙

男子甲組 400米欄
Boys A Grade 400m 

Hurdles

第五名

5th Place 陳易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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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學界田徑比賽 -第一組
Inter-School Athletics  

Competition-Division 1

男子甲組 400米欄
Boys A Grade 400m 

Hurdles

第六名

6th Place 錢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Hong Kong Schools 

Sports Federation

男子甲組 4 x 100米
Boys A Grade 4 x 100m

季軍

3rd Place
葉文熙、林學文、
陳易呈、陳奕熙　

男子乙組 4 x 100米
Boys B Grade 4 x 100m

第六名
6th Place

楊鎧傑、顏道謙、
劉健希、蔡寶珩　

女子甲組 100米欄
Girls A Grade 100m 

Hurdles

冠軍

Champion

呂麗瑤女子甲組 400米
(破大會紀錄 )

Girls A Grade 400m
(Break Record)

冠軍

Champion

女子甲組 100米欄
Girls A Grade 100m 

Hurdles

季軍

3rd Place
黃漪霖

女子甲組 100米
Girls A Grade 100m

第五名

5th Place
女子甲組 1500米

Girls A Grade 1500m
殿軍

4th Place
黃芷銦

女子甲組 800米
Girls A Grade 800m

季軍

3rd Place
女子甲組 4 x 100米

Girls A Grade 4 x 100m
季軍

3rd Place
黃漪霖、周皓欣、
胡曦文、呂麗瑤　

學界越野比賽 -第三組
 Inter-School Cross Country 

Competition-Division 3

男子團體

Boys Team
總冠軍

Overall Champion 培正男子越野代表隊

男子甲組團體

Boys A Grade Team
冠軍

Champion

何晉熙、陳侹安、
曾皓文、蔡君偉、
郭健鈞、錢　澄、

梁浩然　

男子乙組團體

Boys B Grade Team
殿軍

4th Place

陳韋彤、李東霈、
張啟哲、曾梓軒、
劉睿正、陳銳庭、

羅志昊　

男子丙組團體

Boys C Grade Team
冠軍

Champion

萬方翔、容啟進、
郭偉程、官嘉焌、
林稚漢、歐陽健一

男子乙組個人

Boys B Grade Individaul
季軍

3rd Place 陳韋彤

男子乙組個人

Boys B Grade Individual
第八名

8th Place 李東霈

男子丙組個人

Boys C Grade Individual
第六名

6th Place 萬方翔

男子丙組個人

Boys C Grade Individaul
第七名

7th Place 歐陽健一

學界拯溺比賽

Inter-School Life Saving  
Competition

男子甲組 4x25米
運送假人接力賽

Boys A Grade 4 x 25m
Manikin Relay

冠軍

Champion
柯銘浩、劉達浠、
陳侹安、侯諾憲　

男子甲組團體

Boys A Grade Overall
季軍

3rd Place 培正男子拯溺代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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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學界拯溺比賽

Inter-School Life Saving  
Competition

男子乙組拋繩接力

Boys B Grade  
Line Throw

季軍

3rd Place 蔡君豪、鄧皓旻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Hong Kong Schools 
Sports Federation

男子甲組 4 x 50米
混合接力賽

Boys A Grade 4 x 50m 
Medley Relay

季軍

3rd Place
何晉熙、江俊朗、
唐晧綜、趙紫軒　

學界體操比賽

Inter-School Gymnastics  
Competition 

女子新秀組跳馬

Girls Novice Team 
Vaulting

冠軍

Champion 關穎霖

女子高級組跳馬

Girls Senior Vaulting
冠軍

Champion 伍婉然

女子高級組平衡木

Girls Senior Balance 
Beam

亞軍

2nd Place 伍婉然

女子高級組個人全能

Girls Senior Individual 
All-round

亞軍

2nd Place 伍婉然

學界野外定向比賽 -九龍區
Inter-School Orienteering 

Competition - Kowloon Region

男子甲組

Boys A Grade
冠軍

Champion 郭建均

香港野外定向總會

Orienteering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男子丙組

Boys C Grade
季軍

3rd Place 余梓丰

女子乙組團體

Girls B Grade Team
亞軍

2nd Place 培正野外定向會

男子甲組團體

Boys A Grade Team
季軍

3rd Place 培正野外定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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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甲組

Boys A Grade
冠軍

Champion 郭建均

男子丙組

Boys C Grade
冠軍

Champion 余梓丰

男子丙組團體

Boys C Grade Team
季軍

3rd Place 培正野外定向會

男子團體

Boys Overall
季軍

3rd Place 培正野外定向會

培正立方盃排球賽

Pui Ching Lup Fong Cup Volleyball 
Competition

男子組

Boys
冠軍

Champion 培正男子排球代表隊
香港培正同學會

Hong Kong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第 1屆新加坡亞洲青少年
沙灘排球比賽

Singapore 1st Asian Youth Games 
Beach Volleyball Competition 

男子組

Boys
亞軍

2nd Place 鄭晉宏、陳品全

新加坡體育理事會、 
新加坡教育部

Singapore Sports 
Council & Singapore 

Ministry of 
Education

服    務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2011聯校圖書館管理員比賽
2011 Joint School Librarianship 

Competition
- 冠軍

Champion

呂文熙、王筠淇、蔡頌曦、劉曉彤、
楊荔嫣、余穎芯、陳諾思、趙善德、
楊嘉怡、袁曉晴、何倩珩、江郁妍、
黃梓謙、任恩翹、薛芷穎、戚睿珈、

鄭天虹、胡日禧　

聯校圖書館管理員比賽
籌委會

Joint School Librarianship 
Competition Preparation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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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仕浣校長榮休
李 仕 浣 校 長（ 1963 年 級 真 社）是 香 港 培 正 小 學 首 任 校 長。

一 九 六 八 年 大 學 畢 業 後 回 母 校 服 務， 在 中 學 擔 任 英 文 科 老 師。
一九七四年獲林英豪校長推薦，到小學先後擔任小學助理教導主任、
教導主任及小學主任。一九八四年，中小學行政各自獨立，分別註冊
為「 香港培正中學」及「 香港培正小學」，李校長擔任小學校長一職，
直至二零一二年一月，在母校服務達四十四年之久，貢獻良多。

為表達對李校長之謝意，校董會、同學會及小學聯合舉辦「 李仕
浣校長榮休晚宴」。晚宴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十四日（ 星期六）假何文田
百樂門宴會廳舉行，筵開五十八席。李校長縱橫教育界四十多年，相
識滿天下，當晚出席的嘉賓眾多，包括香港浸信會聯會總幹事及委員、
現任及前任校監、現任及前任校董、香港培正同學會會長及各級社學
長、海外校友、香港培正中學校長及同工、培正專業書院校長、澳門
培正中學校長、澳門培正同學會會長、廣州培正中學校長、廣州培正
同學會會長、浸聯會友校校長、恩典浸信會教牧同工、培正道浸信會
教牧同工，中小學家長、退休同工、小學及幼稚園全體教職工等，場
面熱鬧。

晚宴開始時，全體一同唱校歌，然後分別由香港浸信會聯會總幹事
徐彼得牧師、校董會主席羅永祥博士、校監陳之望博士、香港培正同學會
呂沛德會長、香港培正小學張廣德校長、香港培正小學教職員會主席劉敏
儀老師致辭。隨後觀看短片，片中播放了李校長在培正四十四年服務的點
點滴滴。接着由各單位致送紀念品予李校長，包括香港浸信會聯會、校董
會、香港培正同學會、澳門培正中學、廣州培正中學、澳門培正同學會、
廣州培正同學會、浸聯會友校、各級社及中、小學教職員會等。

為多謝李校長對培正的貢獻，學校特別設立《 李仕浣校長榮休培
才基金》，推動學生在各學科、體育藝術、科學創作、環境教育等各方
面的發展，並於席間進行啟動儀式。除了小學及幼稚園教職員會率先
捐出港幣五萬元外，顧明均學長亦慷慨捐出港幣二十萬元，而宴會期
間也陸續收到校友的捐款。接着由李校長分享四十多載在培正服務之
經歷，校方亦借李校長之手送上一束鮮花予背後默默支持他的太太，
當校長獻上情深一吻時，全場報以熱烈掌聲。

校董會主席羅永祥博士致辭

浸聯會總幹事徐彼得牧師代表浸聯會
致送紀念品予李校長

校監陳之望博士致辭

呂沛德會長代表同學會致送紀念品給
李校長

李校長與一眾嘉賓合照
90

小學動態



徐 彼 得 牧 師 謝 飯 祈
禱後，各人即享用菜餚，
言談甚歡。席間，李校長
逐一到各席與來賓合照，
留下美好的回憶。音樂科
科主任陳春玲老師偕夫婿
黃穎文先生為李校長榮休創作了一首紀念歌，名為【 只因你】。全體教職員為李校長獻唱此歌時，場面溫馨感
人。另外，校友曾慶瑜小姐專誠從台灣飛返香港，為她當年的英文老師李校長獻唱數首歌曲，並細訴往事。

李校長別具心思，訂製了精美鎖匙扣贈予每位赴宴人士，以作紀念。鎖匙扣上印上李校長喜歡的聖經金
句─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腓立比書 4 :13）這節金句可說是李校長四十多年在培正工作的
總結。他靠着神加給他的力量，無懼各種的挑戰，迎難而上，在校舍、設施、課程等各方面，將培正小學帶
進新里程。

除了一月十四日榮休晚宴外，教職員會、家長義工隊及愛家園地於一月三十一日在九龍灣 Mega Box 御
苑皇宴為李校長舉行了另一次榮休晚宴。當天晚宴筵開十九席，小學老師、幼稚園老師、家長義工隊及愛家
園地家長各自預備了表演節目及紀念品，向李校長表達謝意。

感謝顧明均學長捐出二十萬元予「 李仕浣校長榮休培才基金」

眾嘉賓一同舉杯祝願 
李校長榮休後生活愉快

廣州培正中學及同學會向李校長送上紀念品 澳門培正同學會致送紀念品

愛家園地家長向李校長獻上一顆心

葉賜添校長代表中學向李校長送上一幅對聯

91

小學動態



此外，當日的學生集會
堂亦舉行了「 李仕浣校長榮
休歡送會」。小四至六年級同
學往中學禮堂參與歡送會，
而小一至三年級則在課室觀
看視像直播。在歡送會中，
李 校 長 與 學 生 作 坦 誠 的 分
享。而各級老師及同學亦親
手製作不同的紀念品，由學

生代表致送給李校長。在學生表演的環節中，同學分別以普通話及英語朗誦，表示對校長的敬意及謝意。
最後，全體學生獻唱【只因你】。歡送會結束
後，同學在操場及走廊依依不捨地揮別李校
長，並與校長拍照留念。

李仕浣校長數十年來與培正結下不解之
緣，忠心服務，建樹良多，深信他榮休後仍
心繫培正。但願上帝繼續賜福李校長的退休
生活。

歡送會上，同學與李校長大合照

教職員會送上五萬元大支票支持
「 李仕浣校長榮休培才基金」

各教職員向李校長唱出「 跨出闊步只因你」

曾慶瑜校友與李校長細談昔日往事 學校以一束鮮花多謝李太太多年來
對校長的支持及體諒

家長義工與子女一同向李校長表達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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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錦嫦副校長榮休
梁錦嫦副校長在本校服務達二十五年，從幼稚園老師、幼兒班組長，至後來擔任幼稚園

主任、幼稚園副校長，她在每一個崗位上均忠心服務，教導幼小，協助學校發展。在她的帶

領下，幼稚園校務蒸蒸日上，紅藍兒女亦經歷了愉快的幼兒學習生活。

雖然梁副校長多年來擔任行政的工作，但是她熟識學生，不僅是在學的幼稚園同學，甚

至是已升上小學或中學的學生，她仍能叫出他們的名字。她待人親切友善，臉上總掛着一絲

絲笑容，給予初踏足紅藍大家庭的小孩溫暖的感覺，建立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

銀 禧 足 印                  梁錦嫦副校長

一九八七年自薦應徵培正幼稚園教席，面試當天，
卻因事故而遲到，心想：第一次見面即給人留下不好印
象，入職的願望肯定泡湯。但感謝  神！接見我的李仕
浣校長及余群英主任，不但沒有將我的求職信投籃，反
而讓我成為培正大家庭的一份子，轉瞬間便踏過廿五個
年頭了。

還記得，當年工作的地點是在舊 A 座，任教於高誠
班，往後四年也是該班的班主任，後來得知小一的老師
很喜歡接收我的學生，這使我得到很大的鼓舞，教學工
作亦不敢鬆懈。一九九一年 A 座「百周年紀念大樓」重
建落成，同時增設幼兒班，於是我被安排擔任幼兒班組
長，協助學校的發展。三年後即一九九四年，因盧紹清
主任計劃隨夫回歸澳門定居而離職，校方便讓我接替主
任職務，直到二零零五年得蒙校董會不棄，獲晉升為幼
稚園副校長，直至如今。

不 經 不 覺 在 培 正
─這紅藍園地渡過了
四分一世紀，回想過去
那些年日，感恩事情實
在多不勝數。首先，感
謝  神，賜我好上司：
李仕浣校長、張廣德校
長、余群英主任和盧紹
清主任，他們時常提
醒、 指 導、 支 持 和 鼓
勵，對我在工作上出現
的錯失或不善之處，以愛包容寬恕和接納；他們
亦對我信任有加，讓我得以在自由的空間，愉
快融洽的氣氛下工作；感謝  神賜我好同事，大
家情如手足，彼此分享喜樂，互相承擔憂愁；
其次，感謝  神，我雖未成家，卻擁有一個大家
庭，又有愛護我、關心我的家人，就是上上下下

在舊校舍校徽前留影

與李仕浣校長合照

與余群英主任合照
與盧紹清主任（後排左二）攝於親子遊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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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與競先生榮休

的同事、每一位學生家長、因培正關係
而認識的學長，甚至是校車部及飯堂的
職員；最後，感謝  神，我不用經歷生產
之痛，卻有無數活潑可愛，天真純潔的
仔仔女女圍繞跟前，眼看他們的成長，

心中確實感到
莫大安慰和滿
足。這一切一
切都源自  神豐盛的厚恩。
即將離開這個熟悉的環境，
告別培正大家庭，心中湧起
依依不捨的思緒，校園內的
一花一草、一桌一椅、一張
張親切的面孔，往日一幕幕
窩心的情景，都成為我人生
美好的回憶。

祝願培正繼續在地上成
為  神榮耀的見證、賜福之
泉源，使每位踏進這校園的
人得沾恩澤。

莫與競先生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加入培正大家庭，任職中學事務員，繼而於八十年代初轉

職小學，負責圖書館的工作。

當年教學資源不多，教育電視節目可說是老師們有效的輔助教材，但由於教育電視節目

限時播放，未必能配合老師的授課時間，莫先生負責錄影節目，方便老師上課時播放。

時光飛逝，轉眼間莫先生已在培正服務超過四十年，見證着圖書館數度搬遷及小學校舍

的變遷，不變的是他在崗位上之盡忠及待人溫文有禮之態度。

莫與競先生在培正工作四十一年，敬業樂業

莫先生與同學在Ｃ座地下之舊圖書館留影

與幼稚園新舊同事到國內遊玩
梁副校長深受小朋友愛戴

張廣德校長與幼稚園校務四人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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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校園」榮 譽

本 校 參 加 由 香 港 基 督 教 服 務 處 主
辦、教育局及香港輔導教師協會協辦之

「 關愛校園獎勵計劃」，以「 最關愛家校合
作」為題，撰寫報告書，陳述上學年兩個
家長組織為學校所作的關愛行動及家校合
作下所推動之關愛工作。經大會評選後，
本校獲頒「 關愛校園」榮譽，頒獎禮於三
月三日舉行。

本校兩個家長組織分別為「 家長義
工隊」及「 愛家園地」。「 家長義工隊」擔
當不同工作，包括課室助理、課外活動助
理、協助老師製作教具和維持遊戲場的秩
序等，減輕老師的工作量。近年家長義工
隊不遺餘力為校方興建新教育大樓籌款。
他們訂製了不少紀念品售賣，包括風褸及旅行袋等，亦親手製作了飾物作義賣，例如手繩及圍巾等。
在上學年，「 家長義工隊」共為學校籌得三十八萬元之多。

「 愛 家 園 地 」是 本 校 與 恩 典 浸 信 會 合 辦 的 家 長 小
組。上年度「 愛家園地」家長親手在石頭上繪畫圖案，
送給老師作紙鎮，又為工友製作蛋糕及潤膚品，表達對
老師及工友們的感謝和關懷。她們亦協助帶領學生福音
營活動及福音週攤位遊戲，還親手縫製過千件十字架小
掛飾，送贈給學生。去年七月，「 愛家園地」四十名家
長及其子女與恩典浸信會教牧同工更衝出香港，將愛心
及福音帶到台灣屏東縣水門村。

是次獲獎是外界對本校家校合作推動關愛工作的肯
定及認同，本校在此多謝家長對學校的關愛及支持。

家校合作下所獲得的關愛校園獎

家長義工落力為學校義賣籌款

愛家園地家長手持十字架掛飾在攤位前留影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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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成立級社

為秉承培正的傳統，每學年均在

小五年級成立級社，薪火相傳；讓培

正紅藍兒女能緊密聯繫，發揮互助互

愛，團結一致的紅藍精神。本屆定名

為〈君社〉。

澳門培小訂於五月十九日舉行成

立典禮。當天上午由龐芷坤主任、劉

慧賢老師、朱加勤老師帶領港校級社職員及籃

球隊前赴澳門，祝賀澳校小五年級成立級社，

同時進行籃球友誼賽。

港校於五月二十六日舉行級社成立典禮。

當天上午八時三十分港校梁璧姬主任、劉婉玲

老師、林劍萍老師帶領十多名級社職員到信德

中心迎接澳校師生。而澳門培正馮少嫻主任、

黃主任及老師亦帶領澳校小五級社代表來港

祝賀〈君社〉成立。上午安排各位遊覽紫荊廣

場，到十時許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同學們對

香港歷史甚感興趣，還購買手信留念。   

午膳後，於下午二時三十分在中學禮堂舉行成立典禮，承蒙各嘉賓、家長及老師參與盛

會，使大會生色不少。典禮在嚴肅的氣氛中進行，小五君社同學就依據培正傳統正式成為同

學會新成員，由社長劉映廷同學帶領發展社務。

出席嘉賓包括有香港培正同學會羅志明副

會長、澳門培正同學會莫志偉會長、澳校高錦

輝校長、梁永棠主任、培中葉賜添校長、培小

張廣德校長、澳門培正小學老師及小五年級代

表等。會後有精采節目表演，包括有國語朗

誦、中國舞及粵劇組演出等，使大會增添不少

熱鬧氣氛。

君社級社職員
社　長：劉映廷

副社長：鍾曉楠

文　書：楊采霖、盧樂瑤

司　庫：郭澤丞

學　術：樊子晴、陳思維、王綽蔚

事　務：譚熹賢、招頌然、戴焯堯、招頌皓

康　樂：鄭曉楓、羅穎琛、姜穎欣、張家維

港澳籃球友誼賽

比賽要有策略

君社成立大合照

學 校 動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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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社級社職員港澳級社職員合照

各位嘉賓參與成立典禮

澳校社長致送賀金

葉賜添校長頒發社旗設計優異獎 高錦輝校長頒發請柬設計獎

同學們到金紫荊廣場遊覽

劉映廷社長將一面社旗送給同學會，
羅志明副會長代為接受

培正中學級社代表也到來祝賀
小五成立級社

幼稚園代表獻花祝賀

莫志偉會長頒發社旗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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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聚會

1 . 十一月十八日是愛家園地台灣短宣體驗
分享會，家長帶同子女一行四十九人到

台灣作宣教體驗，在過程中經歷神的大

能─令風雨平靜和改變人的生命。有

一名小學生分享體驗和學習，並且有家

長分享信主的見證，大家都感受到神的

祝福和同在。  

2 . 十二月二日是工友聚會，由李仕浣校長
負責，李校長多謝工友用心工作，營造

清潔又衞生的學習環境，並且引述來訪

嘉賓讚賞的說話，以肯定工友們的付

出，李校長更引用聖經「在小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來勉勵工友繼續努力。

3 . 十二月二日是教職員團契，主題是「爐
邊談心事，生命添暖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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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十二月二十日是中學、小學、幼稚園及
專業書院教職員及工友聖誕崇拜，由香

港浸會大學院牧葉敬德博士負責分享信

息，題目是「彼此服事」，葉博士講述耶

穌降生的目的是拯救罪人，並且服事有

需要的人，祂為門徒洗腳，為病患者醫

治，留下一個美好的榜樣，讓我們一起

來學習，更鼓勵我們面對困難時，總要

互相扶持，彼此幫助。

5 . 一月六日是教職員團契，主題是「靠主
渡逆境，生命更堅挺」，同事們分享個人

曾經遇到的艱難和困境，並當中的感受

和體會，還有如何信靠主來渡過。

6 . 一月三十日是中學、小學及幼稚園教職
員新春團拜，由校監陳之望先生、葉賜

添校長、李仕浣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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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二月十日是教職員團契，題目是「安穩
主手中，凡事都亨通」，同事們分享在生

活和工作上安穩的經歷，從而學習對神

常存感恩的心。

8 . 二月二十四日是由老師負責分享，曾志
雄主任分享往北京交流（資訊科技）的經

歷，溫勇杰主任分享校外比賽成績，李

永威老師分享科學創作成績，李佩玉主

任分享學藝比賽成績，劉婉玲老師分享

成為國際體操裁判的經過，朱加勤老師

分享成為籃球高級教練的經歷，藉以彼

此勉勵，說明只要願意付出努力，必然

得到美好的成果。

9 . 三月九日是教職員團契，題目是「等待
主指引，生命得教訓」，同事們彼此分享

學習等待的功課，從而操練對神的信心。

10 . 三月十六日是由「環保觸覺」機構同工
何小姐負責分享，何小姐一方面講解環

保活動在香港推動的情況，另一方面鼓

勵同事們積極參與和推行跟環保有關的

活動。

11 . 四月三日是教職員退修會，地點是赤柱
聖士提反書院，主題是「夢想之旅─

夢想是人生的動力（一團火）」，首先有

詩歌敬拜時間，隨後播放多名老師夢想

的分享片段，並有老師親身分享個人夢

教職員團契─火鍋派對

葉敬德博士負責分享聖誕信息─「 彼此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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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且見證自己夢想幻滅的原因，又如何依靠神的力量來重拾夢想，最後由黃鳳珊老師

作總結，指出人生需要有神的同在，夢想才會有方向和動力。

12 . 五月四日是教職員團契，題目是「施與受有福，生命真滿足」（大食會），同事們分享食
物以前，先分享施與和接受對生命的影響，並工作和生活上的經歷。

13 . 五月十一日是「理想 BMI」防病工程工作坊，由社區營養師廖泳琪小姐負責主講，廖小
姐首先講解肥胖的成因，並指出均衡飲食的重要。繼而提及運動對減肥和健康的幫助，

最後更示範一些運動的基本動作和模式。

社區營養師廖泳琪小姐示範運動的基本動作退修會教職員大合照

聖誕崇拜

復活節

聖誕崇拜聚會於十二月二十一日舉行，

主題是「耶穌的降生」，由恩典浸信會的牧

者及愛家園地的家長一起負責，透過詩歌、

聖景的演繹、金句、互動遊戲、聖誕信息及

送贈禮物包，將耶穌降生美好的消息向學生

傳講，讓他們明白神所賜的救恩，並且願意

成為那顆「星」，引領別人尋找耶穌。

學生聖誕崇拜聚會

透過早禱的廣播，並集會的分享，加上

送贈「奇趣繽紛復活人生」小冊子，向學生

傳達主耶穌為世人的罪而受死和復活的信

息，提醒他們要紀念主耶穌犧牲的大愛。

向學生送贈「 奇趣繽紛復活人生」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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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會

福音週

感恩會於十一月十四至十八日舉行，今

年透過繪畫及書寫「感恩祈禱簿」，讓學生

在家庭、學校、生活等多方面思想向神感恩

的事項；另一方面向食物銀行捐贈食物（包

括米、麵和罐頭等），藉此幫助有需要的人

士，協辦機構包括聖雅各福群會、新福事工

協會及循道衞理觀塘社會服務處。

1 . 主題是「美好的生命」，日期由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金句選用傳道書三章十一節，主
題曲選用培正詩歌第五首「美麗光明物歌」。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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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簽設計比
賽，小五、六年級學生在聖經課有福音性查經。

3 . 中午節目包括有福音藝坊（由學生和家長以詩歌表達福音信息）、Watoto 希望之聲音樂
會、為小一至小六年級學生而設名為「福音樂園」的攤位遊戲及福音卡通片的播放。

4 . 小一至小二的集會是由劉小玲姑娘主領，小三至小四的集會是由張駿威傳道主領，而小
五至小六的集會是由譚廷蔚傳道主領。

5 . 小五年級有四十四位學生決志信主，小六年級有十六位學生決志信主。

6 . 舉辦福音週決志者聚會兩次，向已決志信主的學生講解清楚福音的內容，堅固他們信主
的決心，並鼓勵他們參加團契活動，出席學生共有五十人。

學生樂意捐出食物來關懷貧窮家庭

家長向學生講解福音內容

家長在福音藝坊獻唱聖詩 福音攤位遊戲

Watoto 希望之聲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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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贈聖經 步行籌款

遠程視像專題講座活動

國 際 基 甸 會 於 十 一 月 十 日 送 贈

二百四十八本中文新約聖經給予小五年級

學生。

本校有二十名學生於十一月十二日參與

由香港浸信會聯會舉辦之第十七屆步行籌款

活動，共籌得七千一百一拾五圓正。

本學年舉行了兩個遠程視像專題講座活動，詳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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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者 參與學校 題目

環保署人員 本校、聖公會置富始南小
學、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 節約能源，減少廢物」

關顯彬校長 
( 家 庭 及 兒
童理財教育
顧問 )

本 校、 保 良 局 黃 永 樹 小
學、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
學、東莞學校

「 理財 CEO」教育課程

在「 理財 CEO」教育課程中，我
學會了理財的道理，就是好好管理自
己的財富和金錢，此外，還認識到人
類交易的演變，當中提醒我們使用八
達通要注意的事項，接着教導我們如
何運用零用錢，讓我們明白綠色理財
的三個原則，分別是愛己、愛人和愛
地球，而其中提到三個綠色理財的方
法，分別是增值、保值和儲蓄等，對
我有很大的益處呢！

四信   葉衍堃

同學參與「 節約能源，減少廢物」遠程講座情況

關顯彬校長於紅藍
電視台主持講座

同學積極舉手回答問題

同學將答案展示給友校同學觀看

同學參與上述遠程視像專題講座活動都

表現得十分投入，其中「理財 CEO」教育課
程共有四節，其中一節課，講者關顯彬校長

親自到本校的紅藍電視台作主場授課，而每

節課都設有問答比賽，令到同學更加投入聽

課及踴躍參與比賽，促進課堂學習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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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義工隊

環境教育小組

在這學年由鄺何妙華隊長及陳陳家鈺副

隊長的帶領下，發揮團隊精神，家校合作無

間。

1 . 十二月十七日同學日賣物籌款。
2 . 三月運動週，家長義工協助比賽工作，
使活動能迅速順利進行。

3 . 三月三十一日舉辦親子一天遊，地點：
大尾督、天水圍綠田園。

4 . 四月十九日運動會得到二十多名家長義
工協助工作，使大會工作及比賽安排更順暢。

5 . 在十一月至五月期間為家長舉辦編織班、高爾夫球班。
6 . 五月期間家長義工製造產品為建大樓籌款，產品包括有：防水袋、背囊、水壺等，亦有
不少學生購買；現正銷售至中學和幼稚園。

7 . 六月一日召開本年度最後一次會議。
8 . 本年度推薦三位家長為九龍城區學校優秀家長：張潘美儀、翁盧素娟、陳陳家鈺。

1 . 2011 香港環保卓越計劃研討會
本校較早前榮獲由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主辦及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負責評審工作之

2010 香港環保卓越計劃界別卓越獎 ( 學校 )
比賽 ( 小學組 ) 金獎。應大會邀請於二零
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在本校舉行研討會，向

其他學校之校長及老師分享本校在環境教育

方面之經驗及參加界別卓越獎比賽之心得。

當日出席之校長及老師共四十多位。期間由

張校長及李主任分別向與會者講解本校環境

教育之特點，另安排了三位同學演出短劇及由李主任及李永威老師帶領各與會者參觀本校的

環境教育設施。

張校長歡迎各與會者並介紹本校環境教育項目

官教練教導家長練習高球 大家試一試身手

我們的好幫手─家長義工隊籌備賣物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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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沖沖五分鐘
二零一一年十月至二

零一二年二月本校參與由
綠色力量主辦的「沖沖五
分鐘」活動，老師於十二
月六至八日早會時間宣傳
教育珍惜水資源及節約用
水意識，並邀請學生參與
兩項活動：

I. 挑戰學生連續二十一天用少於五分鐘洗澡

學校向綠色力量取得一百二十個五分鐘計時漏斗，分發

九十六位環保天使及二十位環保科學組學生。結果七十位學生

完成活動，其中三十位學生更挑戰成功，連續二十一天於五分

鐘內完成淋浴。

II. 聰明用水達人大挑戰

同學需建議三項聰明用水方法。本校共二百七十位學生參

與，其中六信陳子淇獲優異獎；六善洪天蔚更獲最聰明用水大

獎。她們建議把節省用水的標語印製成新年揮春，以軟銷手法

宣揚珍惜用水訊息；另外又在水煲內劃上刻度，只用恰到好處的水量蒸熱餸菜，避免浪費食

水。綠色力量在全港中小學生中各選取其中十五項聰明用水方法，包括本校上述兩位同學的

意見，與全港市民分享。

李主任向嘉賓分享有機耕種的經驗 李永威老師在花果山向嘉賓介紹植物徑

同學成為環保大使向嘉賓分享環保心得

三位同學用短劇介紹本校各項環境
教育項目及活動

本校歷年獲得之環保獎項

小六洪天蔚獲「 最聰明用水大獎」

連續 21 天沐浴少於 5 分鐘！

參與學生獲發 5 分鐘沙漏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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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二零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第
九節安排漁農自然護理署
職員到校，與小一及小二
年級環保天使同學進行
「小魚兒歷險記」工作坊。
漁農署職員向同學講述有
關「小魚兒」的故事，透
過故事、提問及遊戲，向
同學介紹香港各海岸公
園，提醒他們要愛惜海洋
資源及生物。

5 . 二零一二年三月七日教育
小組在雨操場舉行攤位遊

戲，以「回收」為題，主

要希望同學回收之餘懂得

背後的真正意義。當日參

加攤位遊戲的同學眾多，

大家都盡興而歸。

6 .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六日安排「環保觸覺」職員在小學及幼稚園教職員聚會中分享保護環境
訊息，並向老師們提供相關教材套。

7 .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有兩位職員到訪本校，了解本校之
環境教育工作，用作參考個案，編印在稍後出版的澳門學校環境教育指南中。當日張校

長及李主任向有關人員介紹本校環境教育之項目及特色，並帶領他們參觀校園的環境教

育設施。

8 .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日響應世界自然基金會主辦之「 2012 地球一小時」，於校內舉行校
本活動。當日要求各班在小息及中午時段關上課室之電燈，以提醒同學節能之重要性。

李佩玉主任於當天中午時段向學生播放有關地球

一小時之宣傳短片，並向學生解釋有關資訊。

9 .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李主任在三
天集會堂向小一至小六年級學生分享由「環保觸

覺」提供之資料，指出香港人耗用很多地球資源，

又向同學介紹瀕臨絕種的動物，提醒同學要愛惜

天然資源，學習「環保 7 R」。此外，李主任亦跟
各同學總結本年度的有機耕種活動、「環保孩子

自我挑戰獎勵計畫」和「校園回收、持續不休」班

際回收比賽成績。

3 .  資訊小組於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份午膳時間安排了

兩次的影片欣賞活動。影

片名為「熱爆地球村」， 
主要介紹現時人類的生活

方式如何影響地球的生能

環境，提醒同學保護環境

的重要性。

同學專心觀看影片

同學觀看影片後爭相回答老師問題

漁農署人員帶領活動 小一二同學認真討論問題答案

環保回收攤位遊戲相當吸引 大家都要為環保出一分力

同學經過多月來的辛苦耕種終於獲得豐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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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有機食物的展板 同學參與有機食物的攤位遊戲

齊來認識校園樹木

健康校園計劃 ─「 健康小王國」

二零一一年度公益金籌款活動

本校於上年度推出「『我愛樹寶寶』校園樹木認捐計
劃」。計劃推出後，反應熱烈，樹木迅即超額認捐。校方
運用所籌得之款項訂製樹木名牌及出版《校園植物誌》，
餘款將用作日後校園樹木保育工作。

樹木名牌
新造的樹木名牌已擺放在樹木旁，牌上刻有樹木的編

號、樹木的中英文名稱及認捐者芳名。當同學每天途經校
園時，如駐足觀察，定有助對樹木名稱及形態的認識。

《 校園植物誌》
《校園植物誌》已於三月出版。書中介紹了本校所種

植之六十七個品種樹木，共二百二十五株，列出每種樹木
的編號、學名、別名、科名、產地分佈、形態及花、葉、
果的特徵等，是認識校園植物的一本參考書。

所有小學及幼稚園同學均獲派一本《校園植物誌》，
冀能引起同學對植物的興趣，豐富他們的知識，並提高大家對環境保育的關注及實行。

校園樹木遊蹤　　
五月八至十日中午，在

接近三十度的高温下，一隻
隻臉蛋通紅的「濕水小雞」
在校園走來走去，為的是尋
找十八個掛在樹木上的密
碼，進行校園樹木遊蹤。

同學們除了尋找密碼
外，還要翻查《校園植物誌》
內的樹木資料，填寫在工作紙上。各種樹木的科屬、形態、果花葉莖的特徵等，通通都是同
學們需要觀察的重點。其實有《校園植物誌》這本植物啞老師相助，完成任務並不艱難。因
成功解碼而獲贈的小書籤當然是同學們的心頭好，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因此而加深了對校園植
物的認識，也期望同學們能珍惜校園的一草一木。

停一停，看看它的名字

看看這本啞老師，校園植物話你知 成功尋找黃皮的密碼

二零一二年五月份之健康

小王國壁報板以「有機食物」

為題，向各同學介紹如何精明

選擇真正的有機食物。五月

十一日中午舉行相關主題的攤

位遊戲，鞏固有關知識。

本年度公益金籌款於二月初完成，如往年般受同學及家長大力支持，共籌得十萬零
六千四百七十元，當中十萬元捐作「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活動、六千四百七十元捐作「環保為
公益」慈善花卉義賣，讓有需要人士能獲得公益金的幫助，解決困難。公益少年團同學更於籌款
週內進行「校園清潔運動」及「盆栽種植」，一方面可保持校園清潔，種出的花更能美化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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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與  教

全國中小學英語演講比賽

中 普 雙 週

我的感想               六光 陳倩華

由中國日報社和 Casio（上海）貿易有限公司合辦的第十届

「 21 世紀• CASIO 杯全國中小學生英語演講比賽」於二零一二

年四月七日在雲南省昆明市舉行，我很榮幸能有機會代表學校參

加。

今次是我第一次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參

與這麼具規模的比賽。參賽者來自全國的

精英，他們英文水平之高，實在令我刮目相

看。雖然這次我幸運地取得了「一等獎」，但

這更令我明白到天外有天的道理，而我必須

更加努力，希望未來能有機會再次代表學校

參加中學組的比賽。

要說我在今次比賽中最大的收穫，必定

是認識了一班來自各地的新朋友，亦加強了我說普通話的信心呢！比賽完畢後，我們互相交

換了通信和電郵地址，希望不久將來可以再次重聚。

陳倩華同學在全中國英文演講
比賽中取得一等獎殊榮

陳倩華與其他得獎者合照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

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小二年級

同學們琅琅的唸詩聲為本年的中文週掀開了序

幕。看，台上的同學們多投入啊！他們讓台下

的伙伴們也一起唸起來。哈！唸唐詩真有趣。

「嗯……大象啊，是又扁又大的，就像扇

子一樣，對吧 ?」

「不對！大象像根繩子，又細又長的。」

三年級的同學們在台上用普通話演繹出「瞎子摸象」的成語故事，演員們演出賣力，觀

眾們看得專注，有時捧腹大笑，有時高聲叫好，有時甚至加入演出。三、四年級的同學演繹

的十多個成語故事，通過兩次的中文週集會，就活靈活現地印在同學們的心中了。

五年級的哥哥姐姐們要表演甚麼呢？他們要為同學們介紹中國的世界遺產。從搜集資

料、製作投映片到現場匯報，同學們一手包辦。哥哥姐姐們匯報起來頭頭是道，還真有點像

電視節目中的主持人在介紹風景名勝呢！大家要留心聽啊，午休的攤位遊戲也會問到這些內

容的。北京猿人生活的年代距離現今社會多少年？成都的都江堰有甚麼功用？這些問題一點

都不難，五、六年級的同學來説説答案吧！ ( 答案在篇末尋找 )

説到攤位遊戲，一、二年級的同學可樂透了。學長説：「拼一拼，排好次序才讀。」學

弟妹迅速地拼唐詩，再用流利的普通話把唐詩唸出來。唐詩好聽，遊戲好玩，同學們樂此不

疲，一玩再玩。

「比肩？踵」、「？草春暉」三、四年級的同學把成語都讀得滾瓜爛熟了，這個攤位遊戲

要求同學完整地讀出這些成語，這實在太簡單了，同學們玩得多高興呀！四年級的攤位遊戲

看，台上的同學們多投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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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要求較高，同學

需要配對古今繁簡

字型。雖然如此，

「 龟 」 對「 龜 」； 
「   」對「足」，四
年級的同學們也覺

得易如反掌，看！

他們取得了很多獎

品呢！

連續兩週的中

普雙週很快便過去了，希望同學在玩遊戲之餘也對中文和普通話增加了興趣吧！

( 答案 : 二十四萬年至五十萬年、防止水患 )

大象像根大柱子？不對！ 快要出場了，很緊張啊！

這是甚麼字呢？「 龜」字是也 我們是大贏家，收穫豐富

看我唸得多好聽！

第十四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由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主辦，語常會合辦，教育局、香港電台

普通話台及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協辦的「全港中小學普通話

演講比賽」，今年已經踏入第十四屆。今屆共有三百七十六所中小

學，合共一千九百二十名同學參賽，比去年增加一成。本校亦派出

四位小三同學參加中小組賽事，同學需自撰文章或選取坊間的故

事，於三分鐘內以普通話演繹，並加入個人感受。

初賽於三月十七日舉行，三誠班勞蘊霖同學獲得優異獎，三信班植永祺同學、三正班黃

文定同學、三真班蔡一非同學獲得優異星獎並進入複賽。複賽於四月十四日舉行，其中三真

班蔡一非同學更以優異成績榮獲九龍區中小組金獎，同時順利進入總決賽。

總決賽於五月十九日假九龍灣國際展覽貿易中心舉行，當日來自港島區、九龍區、新界

區的九位金獎得主聚首一堂，切磋較量。不少家長、教師出席觀賽，場面熱鬧。蔡一非同學

表現鎮定，吐字準確清晰，表情、動作配合得宜，恰到好處。經過一輪緊張刺激的賽事，蔡

一非同學榮獲中小組全港總冠軍，為校爭光。

蔡一非同學的比賽情況

蔡一非同學榮獲中小組全港總冠軍

蔡一非同學與中小組一眾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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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Week 2011
為了幫助同學認識全球飢餓問題、童工問

題及喚起同學們對全球失明人士的關注，本年

度英文週，我校與奧比斯及香港宣明會合作，

並以「關愛世界」為主題。

我們邀請了奧比斯職員利用集會堂向同學

們講解全球有眼疾人士問題。大部份有眼疾問

題的病人均集中在落後國家，由於家境貧窮，

以致沒有金錢接受治療。講座中，同學除了學

會如何保護自己一雙明眸，更認識到奧比斯如

何為世界各地貧窮而患有眼疾的人士進行治療，讓他們重見光明。

十二月十六日，我們在校舉行奧比斯襟章義賣日。當天中午在小操場進行義賣，同學和

家長十分踴躍，一千多個襟章在短短半小時內售罄，部份熱心同學更在中午一時前便開始排

隊等候購買。

今年各級均設計了不同的午間攤位遊戲及工作紙，例如小三、小四年級的主題是全球飢

餓問題，透過遊戲及工作紙，學生認識到全球飢餓成因以及如何協助貧困國家解決飢餓問

題，並透過活動學會珍惜食物。至於小五、小六年級探討童工問題，透過展板介紹，同學們

了解世界童工現況及成因，以及機構如何協助孩子擺脫童工歲月。

精采的英文週活動在短短一星期內完成，但「關愛世界」這個訊息將會令同學留下深刻

印象。透過是次活動，同學認識到世界各地因天災、戰亂、貧窮、落後等等原因而導致生活

上的困難，讓他們學會關懷世界上有需要的人，不要少看自己的一分力或一點愛心，你我一

點關懷，可以改變這個世界。

同學們帶備「 我的學習歷程」紀錄冊出席
午間英語攤位活動

透過展板介紹，小五、六年級同學認識到童工問題

參與義賣襟章的同學和家長十分踴躍 同學的捐助，可以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透過攤位遊戲，讓小三、小四同學認識到飢餓問題，
學會珍惜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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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o Drama Competition

本校有兩隊同學參加由聰穎教育舉辦第四

屆港澳學生英語廣播劇比賽，在百多支隊伍中

脫穎而出，進入十七強初賽，最後進入五強總

決賽。在五月十二日的總決賽中，獲得小學組

冠軍、亞軍及最佳播音員大獎。本校已連續三

年獲得此比賽之冠軍，實有賴各位英文老師的

悉心教導。

獲獎項目 :

1 . 六善洪天蔚、張卓琳、六光錢達熙、六正黎樂妍、 
五誠羅可翹

 英語廣播劇小學組冠軍

2 . 六光陳倩華、六信胡倬熊、五善鍾曉楠、 
五真張家維、四善莫翌林

 英語廣播劇小學組亞軍

3 . 六正黎樂妍
 最佳播音員大獎

我 的 分 享                    最佳播音員　　小六正 黎樂姸

我是小六正班的黎樂姸。我很榮幸能為學校爭光，獲得第四屆港澳學生英語廣播劇

比賽的小學組最佳播音員獎，我隊也榮獲小學組的冠軍。在此，我向指導老師彭家輝

老師、何美珊老師、文靜思老師和李敏儀老師及各隊員致謝。

比賽當天，我校的兩隊參賽隊伍乘坐校巴到達比賽場地─柴灣青年廣場。在向主

辦機構的工作人員報到後，我們便把握時間，努力排練多次。上台比賽時，我們各人

的心情都很緊張，害怕比賽時失準。幸好，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都能把兩套廣播劇

發揮得淋漓盡致，得到台下的評判和觀眾認同。最後，我們兩隊分別獲得比賽的冠軍

和亞軍，真開心！

我很高興能夠有機會參加這個比賽。雖然在過程中會遇到一些困難，例如安排時間

排練、怎樣投入角色和運用聲線表達情感等，但在組員和導師互相合作下，這些問題

都逐一解決了。

在這比賽中，我深深感受到主對我的看顧，也令我明白到團隊合作的重要。

我校囊括三個大獎

六善洪天蔚、張卓琳、六光錢達熙、六正黎
樂妍和五誠羅可翹獲英語廣播劇小學組冠軍

六正黎樂妍獲最佳播音員大獎
六光陳倩華、六信胡倬熊、五善鍾曉楠、五真
張家維和四善莫翌林獲英語廣播劇小學組亞軍 兩隊得獎同學與訓練老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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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秋季世界數學測試

校外數學比賽

本年度十月份小五至小六年級數學科老師挑選了三十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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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數學測試共有數學和解難分析兩科試卷。有百分之

九十七和百分之九十一應考學生分別獲得數學科和解難分析科

良或以上成績。在這三十名考生當中，有二十二名同時報考數

學和解難分析兩科試卷，其中十四名學生獲得雙優成績 ( 見附
表 )，而小六善葉駿曦更越級挑戰世界數學測試精英邀請大賽
中學卷，獲得雙優成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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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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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測試精英大賽、全港小學數學遊蹤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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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本校更擊敗三百多間學校獲得第
三十七屆保良局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數學競賽隊際賽優異獎，是歷年成績之冠。除此之

外，小六善葉駿曦越級挑戰世界數學測試精英邀請大賽中學卷，獲得金獎。

獲得雙優成績的學生如下：

本年度班別 學生姓名

五信
戴 逸 晴
黃 樂 陶

五愛 黃 煜 行

五善
鍾 曉 楠
邵 敏 櫻
黃 鈺 瑩

五正
張 燡 熙
郭 澤 丞
羅 曉 旻

五真
周 力 行
張 家 維

五誠 戴 焯 堯

六望 林 崇 熙

六善
葉 駿 曦

(中學組卷 )

校外數學比賽名稱 本年度班別 姓名 獎項

第七屆 IMC國際數
學競賽 (新加坡 ) 小六善 葉駿曦 銀獎

第九屆余振強紀念
盃九龍城區小學 
數學比賽

小六信
小六望
小六光
小六誠

楊文雋
林崇熙
陳倩華
魏子奇

優異獎

2012年世界數學測
試精英邀請大賽

小五真
小六信
小六善
小六真
小六誠

周力行
葉祈

葉駿曦 (中學卷 )
吳思朗
魏子奇

金獎

第八屆香港小學數
學創意解難比賽 

初賽

小五誠
小六信
小六望
小六善

談知衡
楊文雋
林崇熙
葉駿曦

金獎

第七屆全港小學數
學遊蹤比賽

小六信
小六望
小六善

楊文雋
林崇熙
葉駿曦

優異獎

第三十七屆保良局
香港小學數學 
精英選拔賽

小六信
小六光
小六善
小六善
小六誠

楊文雋
林晉良
葉駿曦
林晉生
魏子奇

一等獎

隊際賽成績：數學競賽
隊際賽學生：

小六信 楊文雋 小六望 林崇熙
小六光 林晉良 小六光 陳倩華
小六善 葉駿曦 小六誠 魏子奇

優異獎

左起：林崇熙、魏子奇、楊文雋及陳倩華代表本校
參加余振強盃九龍城區小數數學比賽獲得優異獎

前排左起：周力行及葉祈；後排左起：葉駿曦、魏子奇及
吳思朗獲得世界數學測試精英邀請大賽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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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數學比賽名稱 本年度班別 姓名 獎項

香港數學
奧林匹克比賽
(小五及小六 )

小六善
小六善

葉駿曦
林晉生

金獎

小六信
小六望
小六誠

楊文雋
林崇熙
魏子奇

銀獎

小五望
小五正
小六信
小六光
小六正

湯諾陶
郭澤丞
葉祈
林晉良
戴文熙

銅獎

本校擊敗三百多間學校，獲得第三十七屆保良局
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數學競賽隊際賽優異獎

校內數學比賽

本年度本校進行了多項數學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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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至小六棋藝比賽獲獎名單如下：個人成績

( 棋藝比賽 )  隊際成績

級別
獎項

冠軍 亞軍 季軍
小一 一誠 鄧芷朗 一光 陳以諾 一望 高兆廷

小二 二望 黃瑞豐 二信 王朗軒 二信 王宏曦

小三 三誠 黃凱聰 三信 陳祉軒 三愛 陳泳錩

小四 四望 張沛笙 四光 吳有孚 四愛 莊子穎

小五 五善 邵敏櫻 五誠 談知衡 五善 鍾曉楠

小六 六善 葉駿曦 六望 林崇熙 六誠 謝昭浩

級別
獎項

男子組 女子組
冠軍 亞軍 冠軍

小一 一望 高兆廷 一誠 劉子睿 一望 陳欣希

小二 二愛 岑鎧泓 二光 許瑋晉 二正 許綽允

小三 三真 李致達 三真 陳子賢 三真 曾芷端

小四 四望 陳雋睿 四善 盧俊樂 四善 梁紫惠

小五 五誠 談知衡 五誠 張安曦 五望 林思溢

小六 六信 葉祈 六信 曾憲維 六信 陳子淇

級別
獎項

冠軍 亞軍 季軍

小一 小一望 小一誠 小一信

小二 小二愛 小二善 小二光

小三 小三真 小三誠 小三愛

小四 小四善 小四望 小四誠

小五 小五誠 小五望 小五正

小六 小六信 小六正 小六誠

小五、六男子組正在進行冠軍爭奪戰，究竟鹿死誰手？

小一女子組波子棋比賽的激烈戰，看她們多緊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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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2012

塗蜜糖機
三月三十一日在九龍灣會議展覽中心，香

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的一個攤位旁，集結了

一班老饕，圍觀着一部小小機器，這部充滿魔

法的機器就是小五張萱彤、盧樂瑤及譚朗晴三

位女同學發明的塗蜜糖機。這是一部自動塗蜜

糖、煉奶或果醬在麪包上的機器，運用磨擦

力、活門、離心力、閉合電路和馬達轉動等科

學原理，幫助快餐店和麪包工廠減少製作麪包

的時間，也可以在大型活動上大派用場。這項

發明除獲得發明品三等獎外，還填滿了不少評

審及嘉賓們的肚子呢！

冰棒甚麼時候吃是最甜的？
另一項獲得科學論文三等獎的題目是：冰棒甚麼時候吃是最甜的？小六林崇熙、葉頌晞

及李天淦將有果汁味的冰棒拿出來吃的時候，發現剛開始融化的糖水會比較甜，越遲融化的

糖水就越不甜了。他們便思想到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除了因吃冰凍的冰棒引致味覺麻痺

的原因外，到底還有沒有其它可能的因素及解釋？

他們以本氏液來檢驗不同樣本的葡萄糖濃度，最後他們確立了物質對水的溶解度會隨着

溫度的升高而增加。而他們建議在吃冰條或喝思樂冰時，應盡快喝或吃，以免甜度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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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 項 姓 名 及 班 別
冠 軍 鄧 安 穎 ( 小 一 誠 )
亞 軍 姚   蔚 ( 小 一 望 )
季 軍 陳 紀 彤 ( 小 一 誠 )
優 異 吳 樂 怡 ( 小 一 真 )
優 異 黃 朗 威 ( 小 一 愛 )
優 異 楊 芷 芊 ( 小 一 光 )

獎 項 姓 名 及 班 別
冠 軍 沈 鎧 晴 ( 小 三 望 )
亞 軍 黃 梓 謙 ( 小 三 正 )
季 軍 伍 逸 木 ( 小 三 望 )
優 異 李 沂 穎 ( 小 三 真 )
優 異 陳 彥 琪 ( 小 三 光 )
優 異 黃 紫 晴 ( 小 三 光 )

小一迷宮設計比賽冠軍作品─鄧安穎 ( 小一誠 )
小三棋盤設計比賽冠軍作品─沈鎧晴 ( 小三望 )

女同學的塗蜜糖機很受歡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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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方法煲水是最節能的？
小五黃樂陶研究以甚麼方法煲水是最節能的。研究方法包

括：分開兩次煲水、使用不同形狀的容器、使用不同的物料、使

用不同火力、使用攪拌方法、加鐵珠及加保溫層。

經過多次實驗後，發現了一次過用闊身生鐵鑊，以小火來煲

水是最節省煤氣的。若果能同時攪拌，效果會更好。若考慮到實用

性，則建議用不銹鋼闊身圓形鍋或闊身生鐵鑊，並以中火煲水。這

項環保小發現更為他帶來科學論文一等獎。

風扇「 升呢」有辦法
冷氣機是家居總用電量最高的電器，現時溫室效應，全球

暖化，夏天就特別熱，若使用更多冷氣，便造成惡性循環。但

是開風扇又不夠涼快，所以小六李恩立便想到發明一座「升呢」

風扇，令人感到更涼快，更舒服，又能過減碳生活。他利用一

般被人視為垃圾的柑橘皮，攝取它們的果膠製成環保冰。因柑

橘皮中果膠含豐富的天然高份子聚合物，果膠環保冰的效果

可媲美市面的製冷

器，那麼既可減少

使用冷氣，又不用

額外買製冷器，實

在是省電、省錢、

省資源的好方法。

李恩立在是次

比賽中除獲得發明品一等獎及最高榮譽的個人創

作大獎外，還會與小五黃樂陶一起代表香港在八

月參加第二十七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做足準備

張校長及老師們到場打氣 張燡熙獲科學幻想畫二等獎

黃樂陶獲科學論文一等獎

接受無線電視台訪問

李恩立獲個人創作大獎及發明品一等獎

沈祖堯教授頒發發明品獎項給三位女同學

科創獲獎同學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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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蔚憑環保聖誕小屋奪優異獎

全港中小學生「 廢 ‧ 盡心機」設計比賽

小五科學日營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學校派出四位學生

參加由大埔環保會及公民教育委員會主辦的

全港中小學生「廢 ‧ 盡心機」設計比賽。

小一姚蔚利用一般紙皮創作了一個環保聖誕

小屋而獲得優異獎。小二陳沚瑜更在飲完水

後，儲起樽蓋，在蓋面上花點心思，創作了

一副精美的中國象棋而獲得冠軍，展現了學

生的無比創意。

三月十日一班小五學生參加了由培英中學主辦的科學日營。早上進行了一連串的科學實

驗，包括進行電解實驗；如何破壞水的表面張力以推動小紙船在水上運行；搗碎新鮮紫椰

菜，抽取菜汁做酸鹼試紙；以碳酸鈣份量測試酸的濃度；捽取士多啤梨的絲狀 DNA；分辨
串聯並聯電路的優劣等。活動有趣，學生親身按照指示及步驟完成各項任務，學習了不同的

科學原理及實驗技巧。午膳過後，又與其他十多間學校同學進行了一項數理競技及問答比

賽， 勝 出

了比賽固

然 高 興，

但更重要

的是學生

能獲取一

次寶貴的

科 學 經

驗。

環保聖誕小屋陳沚瑜的環保象棋奪冠軍

頒發活動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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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表面張力

捽取士多啤梨的 DNA 酸濃度測試

用紫椰菜做酸鹼試紙

電解實驗

串聯並聯電路

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考察

我 的 分 享                        小六善  張卓琳

在這次「 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考察」中，我不但獲益良多，而且還認識了很多新
朋友，增進了大家的友誼。

今次是我第一次自己出外考察，因此感到很興奮。在考察中，我們參觀了不少地
方：孫中山故居、孫中山紀念館、黃埔軍校、中山紀念堂、大元帥府紀念堂和鴉片戰
爭博物館等。

黃埔軍校舊址是一所專門訓練軍人的軍校，培育了不少在抗日戰爭中聞名的指揮
官。現時軍校除了培育軍人之外，還可以讓人們參觀。踏入黃埔軍校，一邊聽導遊講
解，一邊欣賞校內的事物。這座建築物雖然不高，卻很龐大，十分恬靜，走廊與走廊
之間還有一個魚塘，是個休憩的好地方。最特別的是當那些軍人在大路上練跑時，他
們發出的「虛虛」聲吸引了我們一大羣人跑去湊熱鬧，像一班「小粉絲」在大聲呼叫。

幸好我沒有錯過這個好機會去認識孫中山，了解他的生平、他的朋友和他們對國
家作出的貢獻，以及整個革命的經過。此外，我可以了解更多中國的歷史，學習更多
的知識。

在大元帥府前的孫中山像下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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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天下為公的愛國情操

我 的 分 享                    小五光  劉景行

去年暑假，我參加了學校舉辦的兩天遊學團。由於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
念，所以這遊學團的內容是考察有關辛亥革命的事蹟。我們共有四十位五至六年級
的同學參與。

我們參觀了很多地方，足跡遍及中山、東莞和廣州等。其中有些地方是很著名
的，如黃埔軍校、鴉片戰爭博物館、孫中山故居和孫中山紀念館等。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地方是鴉片戰爭博物館。它是位於廣東省東莞市虎門。
博物館內有各式各樣的照片、雕塑、圖畫、歷史檔案和戰爭的遺物，詳細
記載了鴉片戰爭的前因後果。但最令我難忘的就是在博物館外
的銷煙池。銷毀鴉片不能用火，而是用石灰和鹽等化學物品產
生高熱，然後銷毀鴉片。這個銷煙池面積大得驚人，可想而知
當年要銷毀的鴉片數量有多大和鴉片對人民的禍害有多深。另
一個令我難忘的地方就是孫中山故居了。看到孫中山先生的成
長環境這樣普通，真難想到他長大後是個如此偉大的人物。

在這遊學團中，我認識了很多新朋友和新事物，希望日後有
機會再參加其他遊學團，藉此增廣見聞。

辛亥革命 100 周年是很好的學習機會

陸軍軍官學校培養了不少精英份子

學生需在歷史景點尋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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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度音樂週

小五年級歌詞創作比賽

二零一一年度之音樂週以

「穿梭時空音樂漫遊」為主題，

由五月十四日至十八日舉行，

為期五天。節目包括集會堂播

放多首音樂短片，內容有關四

大音樂時期的作品及音樂家，

以加強學生鑑賞音樂的能力及

認識西方音樂的演進。午間音

樂會由小一至六年級香港校際音樂節的冠軍人馬表演，演出他們的得獎樂曲。另有各級學生

代表輪流在操場演奏樂器，以及最具吸引力的師生樂器演奏會。各項活動反應熱烈，深受師

生及家長歡迎。

本年度五年級歌詞創作比賽以「愛」為

主題，他們的作品不但貼合主題，音韻與

文字亦諧和協調，極具創意。

午間音樂會表演者他們合奏的樂曲真動聽

白老師與小二合唱團一起高歌 你看小一年級的同學多可愛 校際音樂節獲冠軍之同學拍攝留念

小五年級歌詞創作比賽冠軍人馬

小五年級歌詞創作比賽亞軍得主 小五年級歌詞創作比賽季軍組合

小五年級歌詞創作比賽冠軍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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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藝術大使計劃─舊物新裳

電腦科活動及比賽

本校第三年參與由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之校園

藝術大使計劃，五正班張燡熙與六正班蔡悅心同學

入選成為校園藝術大使，於校內推廣藝術活動。二

人帶領五善班楊采霖、六信班朱樂庭及六誠班劉季

霖合共五位同學參與了計劃中的「潮裝香港．舊物

新裳」時裝設計比賽。

作品名稱為「破壞重建 = 未來？」，創作靈感
來自近年來的都市生態，市區內建築物被不斷收

購、強拍、破壞再重建，似乎成為發展的唯一方

向。但同學們製作作品期間，發現舊物、舊建

築其實是很美的，是值得被保留及保護的。同

學們希望能透過作品，令觀眾反省個人的價值

觀及反思我們城

市的發展方向。

同學們於這

次活動中投入了

大 量 時 間 與 心

力，希望此作品

能於是次比賽中

獲獎。

( 另外亦要多謝六誠班郭賢霽同學多次提供協助。)

校園藝術大使團隊

我們的舊物新裳

石板街褲子與龍鳳鞋

服裝的上半部份

1 . 一年一度的英文打字比賽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六至九日順利舉行，共有三百五十位小二至
小六同學參加，各級同學也投入比賽，希望爭取獎項及為自己班別而努力！各級成績如下：

小二年級
冠軍：二望黃瑞豐；亞軍：二愛郭加信；季軍：二正許綽允

優異獎：二愛紀智琛、二望吳梓銘、鄭子欣、二真姚涵瑛、謝天詠

小三年級
冠軍：三善王俊豪；亞軍：三光胡以誠；季軍：三望沈鎧晴

優異獎：三正林棹昕、三光吳昊駿、葉紀軒、陳迦曦、戴奕文

小四年級
冠軍：四光陳籽潼；亞軍：四正陳功亮；季軍：四光林晉傑

優異獎：四真張顥正、四信謝家熙、四正梁靖暐、四誠李一鳴、吳思卓

小五年級
冠軍：五真梁鏡璧；亞軍：五正劉琛薏；季軍：五真梁智燊

優異獎：五真劉詠芝、五善鄭思雋、五愛黃慧恩、黃蔚然、五信劉映廷

小六年級
冠軍：六誠王倩瑜；亞軍：六誠邱天珩；季軍：六正饒沛樂

優異獎：六信李瑋怡、劉承暉、六愛錢昕喬、六誠黃健鈞、六善林健朗

最佳表現班別獎 二望、三光、四誠、五真、六誠

同學們很認真地比賽 小二年級同學第一次在中午參加打字比賽 家長義工也來比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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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本年度小五年級同學使用 PhotoImpact 製作級社成立之請柬，得獎結果如下：

3 . 小二同學今年在電腦科的課程內學習使
用「非常好色」的繪圖軟件，同學更運用

此軟件，加上創意，設計精美獨特的生

日卡！以下是得獎結果：

4 . 本年度共有十位小六同學及兩位小五同學全部通過校外評審，獲得由香港電腦教育學會主
辦的資訊科技挑戰獎勵計劃金章，包括六信劉承暉 ( 最優秀金章 )、吳哲睿，六望趙鍵澄、
六愛周雋軒、六光錢達熙、六善莫景麟、六正張瀚仁、羅博民、六誠何博恆、魏子奇、五

愛劉子揚及五真容靖喬。

冠軍：五愛郭愷祐 優異獎：

亞軍：五愛黃蔚然 五真梁凱茗、五正黃晧桁、五愛陳文琛

五光闞之均、盧樂瑤、五信廖元瑋季軍：五信古晧　

冠軍：二信黃迪　

亞軍：二誠張文彥

季軍：二善張宇騫

優異獎：二光蔡愷桐、二真符哲滔

季軍五信古晧之作品亞軍五愛黃蔚然之作品冠軍五愛郭愷祐之作品

同學在聖言中學新校舍進行金章校外評審後合照，
大家都信心十足！ 共十二位同學獲得金章

季軍二善張宇騫之作品亞軍二誠張文彥之作品

冠軍二信黃迪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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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本校早前連續三年奪得「現代傳說之旅網上激答」之一月份台主 ( 即全港分數最高 )，能
獲得參觀數碼港作獎勵。四月十八日下午，四十位小三至小六同學懷着興奮的心情到數碼

港參觀。數碼港負責人首先介紹數碼港的心臟地帶，然後透過模型講解數碼港的規模及發

展，同學亦到香港無線發展中心及科技中心參觀，利用 3 D 電視及眼鏡觀看 3 D 短片得獎
作品、參觀影像製作及控制室、虛擬實景系統、動作捕獲系統等。同學們進入 3 D 虛擬實
景藍幕環境時都感到十分有趣。接着，前往 LEAD 中心學習使用 Scratch 軟件，製作遊
戲。這次參觀令同學大開眼界，更能了解多媒體製作的技巧及新科技的迅速發展。

6 . 一年一度的中文打字比賽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廿二至廿四日於中午時間舉行，共有二百五十
多位小三至小六年級同學自由參加，各同學雖然不太掌握中文輸入法，但仍然積極參加比

賽，希望能為自己班別而努力！各級成績如下：

在虛擬實景下了解模擬實體影像的情形
在 LEAD 中心參與用 Scratch 製作的遊戲，留心聆聽
製作遊戲的方法並用心製作自己的遊戲

小三年級
冠軍：三光胡以誠；亞軍：三真李致達；季軍：三光戴奕文

優異獎：三望蔡儆冽、三光葉紀軒、陳迦曦、李駿濠、三信吳家希

小四年級
冠軍：四愛袁樂勤；亞軍：四信鍾卓螢；季軍：四光羅愷頌

優異獎：四誠徐勵謙、陳溢希、張詩晴、李一鳴、四正梁靖暐

小五年級
冠軍：五望湯諾陶；亞軍：五正劉琛薏；季軍：五善鄭思雋

優異獎：五真梁鏡璧、吳宜璟、五誠談知衡、五善葉梓浩、陳樂熙

小六年級
冠軍：六望葉頌晞；亞軍：六誠王倩瑜；季軍：六信劉承暉

優異獎：六誠連家亮、六正饒沛樂、六光潘正樂、六望伍穎藍、六真馬卓俊

最佳表現班別獎 三光、四誠、五望、六誠

同學們在欣賞 3 D 短片的得獎作品，非常投入
在數碼港二座大堂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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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戲劇節

2011 /12 香港戲劇節為學屆盛事，本年度的戲劇比賽
吸引了五百多間學校組隊參賽。二月廿五日進行決賽，本

校獲得多項大獎，包括傑出合作獎和傑出整體演出獎，另

四善班莫翌林獲傑出男演員獎，五誠班羅可翹、六善班洪

天蔚獲傑出女演員獎。在比賽中大獲全勝，證明大家的努

力沒有白費。

英語話劇組同學換上戲服，各人的角色造型都很突出

四善莫翌林同學獲傑出男演員獎

英語話劇比賽完結後，評判與同學
進行賽後檢討

參加英語話劇組的感受                 六善  洪天蔚

能夠參加英語話劇組是我的榮幸！同學之間由互不相識，直至比賽後各人依依不
捨地離開，可說是既漫長又短暫的經歷！

說它「 漫長」，那就不得不提及我們練習時的情況。每星期一次的練習中，導師
會先以一些輕鬆的小遊戲作序，然後才正式綵排。綵排十分辛苦，還要背誦英語劇
本，但我們仍十分享受當中的過程。話劇組的導師是一位既古怪又幽默的男外籍老
師，我們常以英語與他溝通。在耳濡目染之下，我們的英語能力大大提昇。

說它「 短暫」，那是因為大家無論對表演英語話劇，抑或是對同學和老師，都建
立了一份風雨不改的「情」。現在我們完成了整個比賽，要分別了，才驚覺時間流逝，
就好像第一天的練習只是昨天發生的事。

所謂「 天下無不散之筵席」，雖然活動已經完滿結束，但當中的每一個片段，都
會永遠留在我的心中。

評判稱讚英語話劇組同學演出投入，
最後獲傑出合作獎和傑出整體演出獎 這次話劇比賽中，六善洪天蔚、五誠羅

可翹同學獲傑出女演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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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做運動  齊來護眼睛

今年的運動週及班際眼保健操比賽已完滿結束，在大家的努力下，各級的成績都非常接

近，真難分出勝負。加油！加油！努力！努力！

眼保健操各級得獎班別

小一年級 冠軍信班、亞軍誠班、季軍望班

小二年級 冠軍正班、亞軍愛班、季軍真班

小三年級 冠軍光班、亞軍愛班、季軍真班

小四年級 冠軍信班、亞軍誠班、季軍光班

小五年級 冠軍真班、亞軍正班、季軍善班

小六年級 冠軍望班、亞軍善班、季軍真班

小一年級 ----- 拋接膠球
班別 班號 中文姓名 性別

P1 D 31 楊 芷 芊 女

P1 B 15 劉 衍 進 男

P1 E 10 劉 禧 曈 女

P1 C 2 陳 培 熙 男

P1 C 5 周 沐 恩 女

P1 C 28 黃 泓 熹 男

P1 A 31 吳 芷 薇 女

P1 D 32 徐 嘉 禧 女

P1 E 23 戴 尚 瑤 女

小三年級 ----- 籃球拍球
班別 班號 中文姓名 性別

P3 D 4 張 紫 晴 女

P3 H 11 熊 睿 鈞 男

P3 B 9 蔡 儆 冽 男

P3 D 7 馮 君 頤 男

P3 D 21 戴 奕 文 男

P3 C 20 潘 朗 謙 男

P3 D 18 陸 珈 慧 女

P3 D 26 徐 子 軒 男

P3 H 4 陳 敬 賢 男

小五年級 ----- 硬排球下手墊球
班別 班號 中文姓名 性別

P5 C 25 戴 柏 樂 男

P5 C 13 鄭 曉 楓 男

P5 F 10 簡    約 男

P5 F 2 陳 臻 樂 男

P5 F 6 張 澤 軒 男

P5 D 27 黃 君 右 男

P5 D 30 余 領 軒 男

P5 A 2 區 俊 言 男

P5 A 26 鄧 友 圖 男

P5 C 12 黃 煜 行 男

小二年級 ----- 籃球拍球
班別 班號 中文姓名 性別

P2 B 13 郭 加 智 男

P2 E 6 曹 智 謙 男

P2 C 26 潘    朗 男

P2 D 16 梁 梓 彥 男

P2 A 29 黃    迪 男

P2 C 33 胡 承 天 男

P2 D 6 蔡 愷 桐 女

P2 G 28 黃 宏 惠 男

P2 C 3 陳 樂 旻 男

小四年級 ----- 軟排球下手墊球
班別 班號 中文姓名 性別

P4 E 5 夏 子 康 男

P4 E 7 祁 朗 賢 男

P4 E 24 蘇 睿 祺 男

P4 D 12 林 晉 傑 男

P4 D 4 范 麒 智 男

P4 E 11 林 愷 澧 男

P4 G 4 鄭 文 皓 男

P4 G 8 周 焯 楠 男

P4 H 17 李 一 鳴 男

小六年級 ----- 籃球傳接球
班別 班號 中文姓名 性別

P6 E 8 徐 振 康 男

P6 B 14 李 天 淦 男

P6 B 3 張 浩 輝 男

P6 F 9 戴 文 熙 男

P6 B 13 劉 裕 勤 男

P6 G 28 鄔 迦 曦 男

P6 F 7 周 盈 慧 女

P6 F 22 吳 禧 臨 女

P6 D 28 余 昀 蓁 男

P6 F 23 顏 朗 峰 男

運動週得獎班別

( 各級參與人數最多的班 )

小一年級：信班 小二年級：愛班

小三年級：誠班 小四年級：誠班

小五年級：望班 小六年級：望班

運動週各級前十名得獎學生

運動週班級冠軍

運動週小二年級獲獎同學

小二同學進行籃球拍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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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劇場 2012

《 保家衛港》香港海防博物館互動劇場

本年一月十九日，小六年級學參與了由香港演藝學院舉辦的「《保家衛港》香港海防博物

館互動劇場」。活動由專業演員扮演不同的歷史人物，在古蹟現場闡述他們在戰爭中的立場，

同學如親歷其境，以身份代入互動劇場形式，見證各歷史人物之間的對質與角力，並了解他

們怎樣在亂世下表達對國家之情，讓同學在「愛國」這抽象的觀念中，找到個人的觀念與立

場。這確實是一次難能可貴的學習旅程。

他們扮演名牌中的歷史人物 同學勇敢地發表自己的觀點

參與活動的同學來一個大合照同學面對日軍也毫不畏懼

看看同學的感受
同學喜歡戲劇表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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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小組 2011

創意小組今年繼續招攬創意無限的小四至

小六同學，部份同學上年已是組員，對一切安

排均很熟悉，想不到新加入的成員亦很快投入

於每次的活動中，這確實有賴舊組員的帶領及

照顧。每次我們均會邀請精於不同科目、不同

範疇的老師協助，今年繼續有陳春玲老師的戲

劇教育活動，同學能成為演員，代入角色，演

出生動有趣。白樺和楊愛恩老師的「音樂樂無

窮」，帶領同學創作樂曲。潘珍儀老師預備了

不少簡單而有趣的科學遊戲，讓同學進行腦力

思考。龐芷坤主任與同學一起玩「我是推銷員」、「從封面看故事」等活動，讓同學發揮口才。

張艷紅、陳惠萱老師的趣味普通話遊戲，令同學學會了不少普通話用語。最特別的是本年度

增設參觀薈萃館活動，透過短片和展板，同學認識了來自不同學校的資優生，了解他們利用

天賦才能，加上後天努力，創出奇蹟，從而勉勵同學以他們為目標，奮發向上，發揮所長。

透過一連串的創意活動，同學們在當中不但可以參與一些課程以外的學習活動，發揮創

意，更可學習與人協作，尊重別人意見。若你對創意小組的活動感到興趣，不妨在課堂上多

表達意見，顯示你的無限創意，或許下年班主任會推薦你參加創意小組呢！

為了投入戲劇角色，同學們瞓身演出 齊來動手做紙袋

他們都是一羣創意滿分的同學

同學利用普通話字咭創作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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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小特首

九龍城區傑出小學生

SBT 攀峰計劃 2011

訓  與  輔

香港今年舉行特首選舉，而香港小童群益

會亦主辦了「第六屆香港小特首選舉」，本校

提名同學參加是次活動。此選舉旨在為學生提

供一個自發籌備及參與社區事務的機會，並讓

兒童表達對社會的期望及意見。

小特首的參選過程殊不容易。各參賽者須

製訂參選政網，並拍攝宣傳短片，透過大會

將片段上載網頁，供外界人士進行網上公開

投票。香港特首候選人在選舉期間不斷落區

拉票，小特首候選人亦曾到鰂魚涌進行街頭拉票活動。參賽者還需進行面試。最後大會從參

賽者中選出三十二位香港小特首，本校成績令人鼓舞，共有四名同學當選，分別為六善洪天

蔚、六誠黃健鈞、六誠林棹然及劉在心（已升中一）。

小特首就職典禮於一月十五日舉行，洪天蔚同學獲大會挑選擔任其中一位司儀，大會邀

請陳兆愷法官為小特首主持宣誓儀式。在未來兩年任期中，他們將有機會參與不同的活動，

以豐富其學習經驗及增加生活的體驗。

本校參與由九龍城區校長聯絡委員會及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主辦之「九龍城區傑出學

生選舉」。此項選舉之目的為獎勵和表揚在學

業、品行、課外活動及服務等方面有傑出表

現之學生。六善洪天蔚同學獲校方提名參與

是次選舉。洪同學在初步評選中順利進入前

十名，取得面試資格。她在面試中表現優異，

最終在選舉中勝出，獲得「九龍城區傑出小

學生獎」，並於三月三日出席大會主辦的頒獎

典禮。本校同學已連續三年獲得此項殊榮。

四位小特首要努力為兒童發聲呀

洪天蔚同學領獎的一刻

《 突破自我  攀越高峰》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進行攀峰計

劃結業禮，會上邀請張廣德校長、李

強光副校長、班主任和家長出席典禮，

一同見證各成員的成就。三十位成員

經過不同活動，學習解決問題方法，溝

通技巧，發揮團隊合作精神；在過程

中能提昇自信自律，積極面對挑戰。此計劃亦得到家長認同，他們看見孩子的轉變，做事積

極，學習態度也認真了！在會上更頒發各獎項，以鼓勵成員繼續努力；同時亦多謝梁璧姬主

任、林保怡老師、廖秀汶老師、鄭曉璇老師和吳德華先生帶領，使各成員從學習中成長。

SBT 成員與張廣德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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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T 成員心聲

我們能夠參加攀峰計劃，感到很高興，也

很自豪。從活動中，我們學會了欣賞自己，不

覺間自信心也增強了。以前上課時，我們都很

被動，很怕回答老師的提問；現在上課會較主

動，也會主動舉手發問。

在活動中，最值得回憶的是送暖行動和歷

奇軍訓營。送暖行動是我們第一次到長者中心

向長者表達關懷，看到婆婆們的笑臉，讓我也

感受到溫暖。參加歷奇軍訓營是一個難得的體驗，我們透過不同的活動學習了紀律、聆聽、

互相尊重和承擔責任。

最後，我們希望能將在 SBT 所學到的，應用於日常生活中。現在我們已經成長了，勇
於接受挑戰。之後，我們會繼續努力，做好自己，永不放棄。

梁梓樂家長分享
孩子成長了！

張廣德校長頒發傑出表現獎

成員們投入地唱出小組主題曲：信

李強光副校長頒發攀峰里數獎

梁璧姬主任與得獎者合照

陳政希同學多謝導師
循循善誘

梁梓樂在會上真情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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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營

福音營於四月四日至六日舉行，主題是「不一樣

的生命」，地點是粉嶺浸會園，共有三十位小五及小

六年級學生參加，透過分組查經、見證分享、詩歌敬

拜、福音歷奇（精兵任務及花花世界）、活潑的生命

（由恩典浸信會的教牧同工及愛家園地的家長負責）

等活動，讓學生明白生命因着耶穌的愛而罪得赦免，

並立志決心相信主耶穌，從而的得着豐盛的生命。

學 生 活 動

校友、家長及師生友誼賽多位嘉賓撥冗參與本校運動會

學生演繹蛻變中的毛蟲

福音營學生和導師大合照

運動會

本年度運動會分兩天舉行，小一及小二年級於四

月十八日在學校小操場舉行，小三至小六年級於四月

十九日假九龍灣運動場舉行，邀請了富力地產主席李

思廉先生 (1974 年級基社 ) 擔任主禮嘉賓。期間多位
校友、老師及學生參加友誼接力賽，本年度更有多名

家長義工及愛家園地家長參賽，場面熱鬧。小一及小

二年級進行啦啦隊表演，而小三至小六年級則進行級

際啦啦隊比賽。

陳校監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
李思廉學長

學 生 活 動 小學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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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年級勇奪本年度啦啦隊比賽冠軍

小一年級啦啦隊成員個個精神抖擻

小一二年級運動會開始

愛家園地家長參與接力賽

每年都協助運動會工作的家長義工隊

小二年級啦啦隊表演很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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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高爾夫球 2011
本年度培小高爾夫球隊參加各項公開比賽，也獲得較佳成績，多謝劉紹其、官玉麟、區

瑞明等教練悉心指導。

十二月二十八日

假日高爾夫球校際比賽
小六真 官家宏 十三歲組別淨桿冠軍

男子青年組季軍 中一   談耀彰
男子兒童組季軍 小三善 單學賢 
女子少年組季軍 小三正 周樂晴
女子兒童組冠軍 小三光 張紫晴
女子兒童組亞軍 小三愛 王翠鈴
女子兒童組季軍 小三善 嶈恩茹

五月十二日

第五十五屆中銀校際高爾夫球練習場比賽
女子十一歲組別 季軍 小五真 梁鏡璧
女子十歲組別 季軍 小四愛 鍾卓言
男子十歲組別 季軍 小四善 李卓浩

二月份屯門高爾夫球練習場比賽：

官家宏同學在校際假日高爾夫球比賽中獲冠軍

我們在各組別獲得季軍
屯門練習場比賽得獎者

小學高爾夫球隊參加中銀練習場比賽

比  賽  成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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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樂團消息

1 . 十二月初，應九龍城區文娛促進會邀
請，於該會主辦的「九龍城區青少年

中樂演奏會」中表演五首樂曲，當中

兩首為團員劉子揚及彭泳汶演奏的中

阮及琵琶獨奏曲。由於稍後將在同樣

場地參與比賽，因此團員視此次為賽

前實地綵排，為即將參與的比賽作好準備。

2 . 十二月中參與二零一一年度同學日表演，
在體育部門前的露天表演場演出多首中樂

合奏曲、器樂獨合奏和獨奏曲。雖然在露

天場地演出有一定難度，但各團員多年來

身經百戰，在不同場地演出過，對露天場

地演出亦是駕輕就熟，不易受周遭環境影

響，輕鬆地完成表演。

3 . 中樂團參加由九龍城區兒童合唱團及九龍
城民政事務處主辦的「第二十四屆九龍城

區學校音樂匯演」比賽。本年度共有十八

間中、小學參加，最後中樂團擊敗十間小

學及五間中學，與餘下兩間中學進入最後

三間獲獎學校，並由大會四位評判選出成

為「最佳合作獎」得主，此獎亦是中樂團計

上年度後，連續兩年獲得的獎項。

4 . 為慶祝培正註冊權官司勝利，培正校名回
歸母校，由培正校名註冊工作委員會主辦

之「培正註冊權回歸祝捷大會」於三月初在

廣州舉行。中樂團六名二胡組同學，代表

小學於當日晚宴中演出二胡合奏《賽馬》，

獲廣、澳校長及呂沛德會長讚賞。

5 . 復活節期間，中樂團協助粵劇組同學排演
三段折子戲，準備在級社成立及七月一日

「慶祝香港回歸十五年慈善敬老晚宴」中演

出。由於已非首次合作，大家都有一定默

契，使三天全日的綵排都能順利完成。

6 . 由於近年中樂團參與校外比賽都取得佳
績，四月初獲邀申請參加由中國人民對外

友好協會、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協會、中國

宋慶齡基金會和天津市人民政府聯合主

辦之「二零一二天津國際少年兒童文化藝

術節」。是次活動為天津市兩年一

次的國際藝術性活動，入選代表將

獲天津市政府津貼所有活動費用，

因此要經過嚴謹的評審方可成為代

表團。最後中樂團通過一連串的初

選、表演影片評審及現場評審後，

終獲得香港區代表團資格，將於七

月底代表香港到天津出席此項國際

少年兒童文化藝術節活動，與世界

各地兒童進行交流。全團共有學生

三十一人、領隊老師二人、隨團家

長七人、導遊一人，合共四十一人。

綵排中的小休

大小敲擊齊起鑼鼓

劉子揚中阮獨奏

我們的獎盃 完「 秀」後的大合照

「 最佳合作獎」得主與李副校大合照

與頒獎嘉賓留影 培正註冊權回歸祝捷大會二胡合奏《 賽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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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弦樂團

1 .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管弦樂團
參加由音樂事務處及康文署主辦之

二零一一香港青少年交響樂團比賽

( 小學組 ) 獲銅獎。

2 .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管弦樂團
參與同學日遊藝節目表演，期間演

奏了兩首樂曲。

3 .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管弦樂
團派出成員參與聖誕節慶祝活動，

負責獻樂。

4 . 管弦樂團成員王錦潼（小五誠）參加由中國藝術家協會主辦之第八屆《德藝雙馨》中國文
藝展示活動香港區賽獲樂器演奏 ( 小提琴 ) 冠軍，並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七至三十日遠
赴北京參加全國比賽，最終獲得銅獎。

5 .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日進行第二期新生面試及管弦樂團、弦樂團及管樂團之入團試。
6 .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日於學校小操場舉行管弦樂團、弦樂團及管樂團親子燒烤活動。活動
內容包括燒烤、抽

獎、遊戲及天才表

現。 當 天 共 有 約

二百五十名家長及

學生參加，非常熱

鬧。另外亦有已畢

業的樂團舊生及家

長回校一同參與活

動，與大家分享昔

日樂團的生活點滴。

艱苦訓練多時令當日表現發揮超水準

7 . 第二期管弦樂訓練班由四月十四日開始，共有學員二百二十七人。
8 .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二日李主任、樂團指揮周雋賢先生及十三名管弦樂團學生接受香港電
台第四台之訪問，分享學習音樂及參與樂團的樂趣，期間有團員作即場樂器示範。

參與的人數多得很厲害呢！

大家齊來 BBQ

現場訪問的經驗很刺激

燒烤前先來個遊戲輕鬆一下

管弦樂團的同學都對電台運作很感興趣

很多已升中的管弦樂團舊生也回校
參與燒烤大食會

管弦樂團同學接受香港電台第四台
現場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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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參觀

由二零一一年十一月至二零一二年四月期間舉行了多次學科參觀活動，簡列如下：

級別 科目 日期 參觀地點 / 項目 參加學生人數
小五 常識 10 -12 -2011 香港科學園 40
小三 視覺藝術 21 -12 -2011 香港藝術館 40
小六 常識 13 -1 -2012 赤柱懲教博物館 55
小五 常識 13 -1 -2012 聯交所及金融管理局 30
小四 常識 13 -1 -2012 香港醫學博物館 40
小四 常識 13 -1 -2012 益力多工場 57
小三 常識 13 -1 -2012 蕉坑自然教育中心 96
小二 視覺藝術 13 -1 -2012 香港藝術館 40
小一 常識 13 -1 -2012 九龍公園 96
小六 常識 19 -1 -2012 海防博物館 96

環保天使 ／ 31 -3 -2012 荃灣環境資源中心 40
小五 常識 25 -3 -2011 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 40

環保天使參觀荃灣環境資源中心 小一年級常識科參觀九龍公園

小六同學參觀海防博物館

科學園高錕會議中心

小三常識科安排同學到
蕉坑自然教育中心參觀

小六常識科到赤柱懲教博物館參觀

069 半徑達 0 .5 米的巨型望遠鏡

小五同學在聯合交易所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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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大合照

幼童軍報告

憑着領袖的努力、家長的支持、中

學師兄姐的協助、幼童軍的積極參與，

使本團今年在各方面均得以順利進行，

我們期望團員能從恆常集會和戶外活動

中，學會照顧自己、擴闊視野、在正

規課堂以外得到歡愉的教育。過去一年，本團繼續舉辦多項活動，包

括：山頂遠足旅行、參觀挪亞方舟、尖沙咀區訪問外國遊客等；團員

亦積極參與區會舉辦的活動，例如：幼童軍渡假營、金紫荊獎章考驗

營、親子日營、關懷社區日等。

特別選取旅團露營跟各位分享：農曆新年假期後，我們在學校舉辦兩日一夜的旅團露營。

部份幼童軍曾於兩年前留校露營，故對於能再次參與感到相當雀躍。部份較年幼的團員不僅首

次在校露營，更是首次離家在外過夜，尤有新鮮感。期間，參與者需要在洗澡、梳洗、膳食等

各方面照顧自己；亦要在建營、黑夜定向、校園定向等活動中，與其他同學合作，共同解決難

題。離營之際，隊員雖筋疲力盡，然而他們對是次活動均感到相當難忘。

回顧成員的得着，才是旅團成功的印證。過去一年，幼童軍在多個範疇都有出色的表現。

除考獲活動徽章的團員數目有增長外，本團吳廷軒、袁貝汶、杜至人、朱熹瑜、劉浩賢、李聶

熹、黃靖朗、謝顯澄八名成員於去年考獲「金紫荊獎章」。此獎章為幼童軍支部最高榮譽獎章，

得獎者須通過「戶外挑戰」、「歷險挑戰」、「分享經驗」、「領導才能」四部份考驗方能得獎。由

於考核要求甚高，故能通過考核並不容易。考獲金紫荊獎章代表幼童軍生活光榮落幕，但在往

後的生活中，這其實只是開始，盼望獎章能成為得獎者日後生活的勉勵。

值得一提的是，本團於本年再度獲得「優異旅團」獎勵，本團已連續第四年獲此殊榮。評

審主要據旅團行政、舉辦活動、童軍表現等方面評核。獲頒優異旅團是對我旅各領袖的肯定，

亦是對幼童軍的重要鼓勵。我們將繼續努力，為幼童軍舉辦更多活動，提供更多課堂以外的學

習機會。

今天，幼童軍見多識廣，猶勝從前。本團將繼往開來，繼續舉辦各種活動，盼幼童軍都能

寓學習於娛樂，尤其能學會照顧自己，繼而放眼世界，從參與童軍活動中有所得着。

培正小學第七十九旅幼童軍團副團長　林溢朗

國家與文化考察：幼童軍與
受訪遊客合照

一起吃早餐

帳幕前合照 隊員正興建帳幕

「 優異旅團」合照

我們的社區考察：師兄於
考察期間指導師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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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外活動報告

主辦機構 活動名稱 組別 / 姓名

香港文匯報 綠色中國二零一一‧ 
環保成就獎大型評選頒獎典禮

小六善 洪天蔚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九龍城區委員會 二零一二年周年大會操 公益少年團

香港培正小學課外活動組 二零一一年度同學日表演 中樂團

小三至小六合唱團

小二合唱團

節奏樂組

粵語朗誦組

國語朗誦組

英詩朗誦組

三至六合唱團演唱聖誕歌

國語朗誦組演出

小二合唱團與節奏樂的合作演出

英詩朗誦組演出

粵語朗誦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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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項目 班別 姓名 成績

二零一一年度班際乒乓球比賽

小五年級女子組

小五望 林 思 溢 冠軍

小五愛 曹 朗 翹 亞軍

小五光 闞 之 均 季軍

小五年級男子組

小五愛 戴 柏 樂 冠軍

小五光 梁 焯 恆 亞軍

小五誠 吳 柏 韜 季軍

小六年級女子組

小六望 李 樂 遙 冠軍

小六正 周 盈 慧 亞軍

小六信 陳 子 淇 季軍

小六年級男子組

小六望 張 浩 輝 冠軍

小六望 李 天 淦 亞軍

小六信 鄧 浩 漳 季軍

男子組 小六望 張 浩 輝 全場冠軍

女子組 小六望 李 樂 遙 全場冠軍

二零一一年度小五年級三人籃球賽

男子組

小五正 冠軍

小五善 亞軍

小五望 季軍

女子組

小五真 冠軍

小五正 亞軍

小五望 季軍

二零一一年度小六年級班際排球比賽 無 小六真 冠軍

無 小六正 亞軍

無 小六望 季軍

女子班籃冠軍─小五真
全場總冠軍得主

男子班籃冠軍─小五正

校內體育比賽成績

班排冠軍

乒乓球球賽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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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比賽成績

二零一一年度中、英文書法比賽成績

級別 英文書法比賽 中文書法比賽

小六 冠 : 陳倩華 (光 ) 冠 : 凌采恩 (正 )
亞 : 楊樂心 (望 ) 亞 : 葉曉澄 (誠 )
季 : 葉曉澄 (誠 ) 季 : 黃健鈞 (誠 )

小五 冠 : 楊采霖 (善 ) 冠 : 楊采霖 (善 )
亞 : 何翹志 (善 ) 亞 : 樊子晴 (真 )
季 : 劉詠芝 (真 ) 季 : 古  晧 (信 )

小四 冠 : 鄭  橋 (信 ) 冠 : 祁朗賢 (善 )
亞 : 徐愛林 (誠 ) 亞 : 胡雋謙 (正 )
季 : 蘇詠然 (信 ) 季 : 徐愛林 (誠 )

級別 英文書法比賽 中文書法比賽

小三 冠 : 徐子軒 (光 ) 冠 : 李止允 (愛 )
亞 : 馮甄陶 (真 ) 亞 : 龔靖琳 (愛 )
季 : 林芊頤 (光 ) 季 : 謝子俊 (真 )

小二 冠 : 陳樂齡 (真 ) 冠 : 汪保羅 (善 )
亞 : 吳哲朗 (真 ) 亞 : 譚曉晴 (望 )
季 : 姚涵瑛 (真 ) 季 : 焦采溢 (望 )

小一 冠 : 高兆廷 (望 ) 冠 : 羅希堯 (信 )
亞 : 陳蓁蕎 (真 ) 亞 : 徐瑋瞳 (信 )
季 : 謝昕橋 (愛 ) 季 : 梁晉碩 (善 )

班別 姓名 / 組別 活動名稱 項目 獎項 主辦機構

小三光 許 安 齊 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全港 
小學校際劍擊比賽 (九龍區 ) 男子乙組 季軍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小六光 張 天 頤

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年度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二百米
亞軍 

(破大會紀錄 )
小五愛 劉 子 揚 男子乙組一百米 季軍

小四光 黃 子 澔 男子乙組跳遠 冠軍

小六望 胡 曦 允 女子甲組推鉛球 季軍

小五信 劉 映 廷 女子乙組六十米 季軍

小六光 譚 子 煒 女子特別組推鉛球 亞軍

小六信 鄺 浩 燊 男子甲組一百米 亞軍

小六光 張 天 頤 男子甲組二百米 亞軍

小六誠 謝 昭 浩 男子甲組四乘一百米 殿軍

小五誠 夏 天 偉 男子甲組四乘一百米 殿軍

小六信 鄺 浩 燊 男子甲組四乘一百米 殿軍

小六光 張 天 頤 男子甲組四乘一百米 殿軍

小五信 劉 映 廷 女子乙組四乘一百米 季軍

小五真 黃 可 寧 女子乙組四乘一百米 季軍

小四望 何 珈 睿 女子乙組四乘一百米 季軍

小四善 杜 凱 婷 女子乙組四乘一百米 季軍

　 田徑男子隊 男乙團體 季軍

李副校主持九東田徑授旗禮

九東田徑大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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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姓名 / 組別 活動名稱 項目 獎項 主辦機構

　 排 球 組 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年度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排球比賽

男、女子組 最後八強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遊 戲 組 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年度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遊戲比賽

女乙障礙賽 季軍

小四光 馮 奧 朗

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年度 
全港小學校際體操比賽

男子中級組自由體操 冠軍

男子中級組跳箱 冠軍

男子中級組單槓 冠軍

男子中級組雙槓 冠軍

男子中級組個人全能 冠軍

男子組 傑出運動員獎

小五望 陳 思 維 女子新秀組 (港九地域 ) 
自由體操

季軍

體 操 組 女子初級組團體 第三名

體 操 組 女子新秀組 (港九地域 )團體 第四名

小五愛 駱 凱 文

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年度 
港九地域小學區際游泳比賽

女乙一百米自由泳 冠軍

小五愛 駱 凱 文 女乙五十米背泳 冠軍

小五正 陳 臻 樂 男乙五十米蛙泳 季軍

小六愛 崔 家 朗 男甲五十米自由泳 季軍

小六真 林 倬 睿 男甲五十米背泳 亞軍

小五愛 駱 凱 文 女乙四乘五十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破大會紀錄 )
小五正 陳 臻 樂 男乙四乘五十米自由泳接力 亞軍

小五望 方 正 元 男乙四乘五十米自由泳接力 亞軍

小五善 梁 晉 熙 男乙四乘五十米自由泳接力 亞軍

小六愛 崔 家 朗 男甲四乘五十米自由泳接力 亞軍

小六真 林 倬 睿 男甲四乘五十米四式接力 冠軍

　 九東區代表 女子乙組團體 冠軍    
　 九東區代表 男子乙組團體 冠軍    
　 九東區代表 女子甲組團體 冠軍    
　 九東區代表 男子甲組團體 冠軍    
　 九東區代表 女子全場 總冠軍        
　 九東區代表 男子全場 總冠軍        

　 籃 球 隊 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年度 
港九地域小學籃球比賽

男子組 最後八強

小五愛 駱 凱 文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

小學組
香港學生 
運動員獎

屈臣氏集團

　 國語朗誦組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集誦 - 普通話男子或女子
或男女合誦均可  
- 小學一、二年級

冠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小一望 蔡 昊 朗 散文獨誦 - 粤語男子組  
- 小學一年級 冠軍

遊戲組女乙障礙賽季軍合照九東男子排球 九東女子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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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姓名 / 組別 活動名稱 項目 獎項 主辦機構

小一誠 黃 海 瑤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1 & 2 : 

Girls
冠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小二望 樊 子 晞 詩詞獨誦 - 粤語女子組  
- 小學二年級 冠軍

小二正 黃 詠 姿 詩詞獨誦 - 粤語女子組  
- 小學二年級 冠軍

小二真 楊 樂 琛 詩詞獨誦 - 粤語男子組  
- 小學二年級 冠軍

小三愛 姚    毅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3 : Boys 冠軍

小三光 香 靜 彤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3 : Girls 冠軍

小三真 馮 甄 陶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3 : Girls 冠軍

小三誠 羅 浚 樂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3 : Boys 冠軍

小三誠 勞 蘊 霖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3 : Girls 冠軍

小四望 杜 可 蕎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4 : Girls 冠軍

小五正 羅 曉 旻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5 : Girls 冠軍

小五真 樊 子 晴 詩詞獨誦 - 粤語女子組  
- 小學五年級 冠軍

小一信 羅 希 堯 佛教詩文作品朗誦 - 粤語或 
普通話小學一至三年級

亞軍

小一信 楊    昊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1 & 2 : 
Boys

亞軍

小一光 楊 芷 芊 詩詞獨誦 - 普通話女子組  
- 小學一、二年級 亞軍

小二真 楊 樂 琛 詩詞獨誦 - 普通話男子組  
- 小學一、二年級 亞軍

小三信 戴 文 禮 詩詞獨誦 - 粤語男子組  
- 小學三年級 亞軍

小三信 蟻 海 彤 詩詞獨誦 - 普通話女子組  
- 小學三、四年級 亞軍

小三信 蟻 海 彤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3 : Girls 亞軍

小三望 林 靜 嵐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3 : Girls 亞軍

小三正 鄭 穎 恩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3 : Girls 亞軍

女子初級組體操團體第三名 培正體操王子馮奧朗 女子新秀組體操團體得獎合照

小學動態

138



班別 姓名 / 組別 活動名稱 項目 獎項 主辦機構

小三正 黃 文 定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男子組  
- 小學三、四年級 亞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小四信 鍾 懷 哲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
Open Primary 4 : Boys 亞軍

小四信 彭 樂 研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4 : Girls 亞軍

小四望 黃 宣 霖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4 : Boys 亞軍

小四善 陳 紀 言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4 : Boys 亞軍

小四正 曾 己 澄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4 : Girls 亞軍

小四真 鍾 愫 殷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4 : Girls 亞軍

小五真 張 家 維 詩詞獨誦 - 普通話男子組  
- 小學五、六年級 亞軍

小五真 張 家 維 散文獨誦 - 粤語男子組  
- 小學五年級 亞軍

小六信 胡 倬 熊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6 : Boys 亞軍

小六愛 鄺 筠 婷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6 : Girls 亞軍

小二善 林 渭 潼 基督教經文朗誦 - 粤語或 
普通話小學一至三年級

亞軍

小六善 張 卓 琳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6 : Girls 亞軍

小一信 吳 芷 薇 散文獨誦 - 普通話女子組  
- 小學一、二年級 季軍

小一光 徐 嘉 禧 詩詞獨誦 - 普通話女子組  
- 小學一、二年級 季軍

小一正 楊 儁 恩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1 & 2 : 
Girls

季軍

小二望 張 浩 然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1 & 2 : 
Boys

季軍

小二愛 黃 俊 傑 詩詞獨誦 - 普通話男子組  
- 小學一、二年級 季軍

小二善 潘 在 恩 詩詞獨誦 - 普通話男子組  
- 小學一、二年級 季軍

小二正 陳 諾 謙 散文獨誦 - 粤語男子組  
- 小學二年級 季軍

小二正 陳 諾 謙 詩詞獨誦 - 粤語男子組  
- 小學二年級 季軍

小三信 吳 子 心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3 : Girls 季軍

小三望 植 永 祺 詩詞獨誦 - 普通話男子組  
- 小學三、四年級 季軍

小三愛 姚    毅 散文獨誦 - 普通話男子組  
- 小學三、四年級 季軍

小四信 傅 曉 華 詩詞獨誦 - 粤語女子組  
- 小學四年級 季軍

小四光 鄧 曉 藍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4 : Girls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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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姓名 / 組別 活動名稱 項目 獎項 主辦機構

小四誠 陳 詩 朗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詩詞獨誦 - 普通話女子組  
- 小學三、四年級 季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小五信 劉 映 廷 基督教經文朗誦 - 粤語或 
普通話小學四至六年級

季軍

小五望 袁 欣 言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5 : Girls 季軍

小六善 洪 天 蔚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6 : Girls 季軍

小六正 黎 樂 姸 Solo Verse Speaking :  
Non-Open Primary 6 : Girls 季軍

小一正 林 東 澤 散文獨誦 - 普通話男子組  
- 小學一、二年級 季軍

　 　 　
優良獎狀：
一百四十三項

　 　 　
良好獎狀：
二十四項

小一光 楊 芷 芊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一級獨奏 冠軍

小三信 洪 知 衡 小提琴三級獨奏 冠軍

小三誠 胡 學 文 小提琴五級獨奏 冠軍

小五光 譚 熹 賢 大提琴初級獨奏 冠軍

小五真 蘇 梓 丰 小號初級獨奏 冠軍

小五愛 劉 子 揚 初級柳琴獨奏 冠軍

小二善 曹 智 謙 鋼琴一級獨奏 冠軍

小二信 麥 嗣 麟 鋼琴一級獨奏 冠軍

小三正 劉 子 駿 鋼琴二級獨奏 冠軍

小一善 黃 浩 恩 鋼琴二級獨奏 冠軍

小六光 陳 榕 珊 鋼琴五級獨奏 冠軍

小二正 陳 諾 謙 鋼琴五級獨奏 冠軍

小五誠 蕭 朗 忻 鋼琴五級獨奏 冠軍

小六正 饒 沛 樂 鋼琴五級獨奏 冠軍

小六信 吳 哲 睿 鋼琴六級獨奏 冠軍

小六真 吳 蔓 暄 鋼琴七級獨奏 冠軍

小三信 李 熙 瑜 鋼琴二級獨奏 亞軍

小四光 黎 頌 賢 鋼琴三級獨奏 亞軍

小四誠 徐 勵 謙 鋼琴四級獨奏 亞軍

小五望 林 思 溢 鋼琴五級獨奏 亞軍

小五真 劉 詠 芝 鋼琴七級獨奏 亞軍

小五望 袁 欣 言 中國作曲作品鋼琴初級獨奏 亞軍

小五真 梁 凱 茗 小提琴四級獨奏 亞軍

小二真 吳 哲 朗 大提琴初級獨奏 亞軍

小一望 陳 欣 希 鋼琴一級獨奏 亞軍

小一正 楊 凱 晴 鋼琴二級獨奏 亞軍

小三信 陳 祉 軒 鋼琴四級獨奏 亞軍

小六誠 翁 廷 彰 鋼琴五級獨奏 亞軍

小一信 葉 朗 希 鋼琴一級獨奏 季軍

小二正 陳 可 桐 鋼琴二級獨奏 季軍

小二光 黃 梓 研 鋼琴三級獨奏 季軍

小五真 蔡 瑋 書 鋼琴四級獨奏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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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東女籃合照 九東男籃合照

國語朗誦組冠軍合照

班別 姓名 / 組別 活動名稱 項目 獎項 主辦機構

小四誠 劉 穎 澄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四級獨奏 季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小三真 關 皓 澄 小提琴一級獨奏 季軍

小一善 甄 昊 謙 小提琴二級獨奏 季軍

小一真 湯 訢 陶 大提琴初級獨奏 季軍

小六真 黃 瑞 欣 小學長笛高級獨奏 季軍

小六誠 葉 曉 澄 初級琵琶獨奏 季軍

小一真 吳 樂 怡 鋼琴一級獨奏 季軍

小一望 姚    蔚 鋼琴一級獨奏 季軍

小一善 毛 湤 雅 鋼琴二級獨奏 季軍

小三正 林 棹 昕 鋼琴二級獨奏 季軍

小四信 蘇 詠 然 鋼琴三級獨奏 季軍

小五正 蕭 子 茹 鋼琴四級獨奏 季軍

小四真 王 藹 南 鋼琴四級獨奏 季軍

小二真 郭 詩 駿 鋼琴一級獨奏 季軍

小一真 鍾    晴 鋼琴二級獨奏 季軍

小二信 盧 雪 藍 鋼琴二級獨奏 季軍

小三愛 潘 朗 謙 鋼琴四級獨奏 季軍

　 　 　 榮譽獎狀二名

　 　 　
優良獎狀
一百六十名

　 　 　 良好獎狀十五名

泳隊區賽得獎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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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學藝比賽個人成績

校外體藝比賽成績

日期 類別 班別 姓名 活動名稱 項目 成績 主辦機構

2011年 
11月 15日 音樂 小五誠 王錦潼

第八屆《德藝雙馨》
中國文藝展示活動香港區賽

樂器比賽 冠軍 中國藝術家協會

2011年 
11月 18日 視藝 小六善 鄧信朗

第四屆香港青少年
及幼兒藝術節

繪畫比賽 -
水彩或水粉

冠軍
中國藝術家協會
香港秘書處

2011年 
11月 30日 視藝 小五善 傅浠潼

第十七屆世界和平書畫展
國際青少年兒童書畫大賽

兒童組 銅獎
世界和平書畫展組

委會

2012年 
1月 16日 學術 小五誠 招頌皓

第十六屆全港中小學
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小學高級 亞軍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

協會

2012年 
1月 30日 棋藝 小四善 李卓浩

第九屆香港兒童棋院盃
圍棋公開賽

兒童甲組 冠軍 香港兒童棋院

2012年 
1月 30日 棋藝 小一誠 楊信行

第二屆香港兒童棋院盃
象棋公開賽

初小組 季軍 香港兒童棋院

2012年 
2月 7日 視藝 小二善 陳沚渝

第二屆全港中小學生
「廢‧盡心機」設計比賽

小學生組 冠軍 大埔環保會

2012年 
2月 28日 棋藝 小四善 李卓浩

第九屆香港兒童棋院盃
圍棋公開賽

兒童甲組 冠軍 香港兒童棋院

2012年 
4月 17日 棋藝 小四光 王紫蕾

第三屆“喜洋洋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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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5月 8日 視藝 小三真 區樂恩 第十七屆世界和平書畫展 青少年書畫 銀獎

台灣中華傑出青年
交流促進會

2012年 
5月 8日 視藝 小三真 區樂恩

第十一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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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等獎 中國青少年研究會

2012年 
5月 14日 棋藝 小一光 陳以諾

第三屆小棋聖盃全港
學界棋藝大賽

兒童組 A 季軍 中國香港棋院

2012年 
5月 22日 視藝 小一愛 葉卓隆 2012亞洲傑出專才美術比賽 --- 一等獎

中華國際文化 
交流協會

2012年 
6月 4日 視藝 小四望 崔凱婷

第二十九屆日本中國
國際書畫大賽

兒童組 銀獎
大阪日中文化 
交流會

班別 姓名 / 組別 比賽名稱 項目 獎項 主辦機構
小五誠 夏 天 偉

啟思小學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四乘一百米接力 冠軍 啟思小學
小六信 鄺 浩 燊
小六光 張 天 頤
小六誠 謝 昭 浩

小一正 廖 凱 朗 二零一二年春季少年田徑 
錦標賽

男子二零零五年擲豆袋 亞軍
飛達田徑會 
有限公司

小一光 黃 焯 昊 第九屆飛達全港田徑新星大賽 男子零五年組三十米 季軍 香港飛達田徑會

小六光 張 天 頤
二零一一年度英華小學陸運會

友校接力賽
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 亞軍 英華小學

小六信 鄺 浩 燊
小五誠 夏 天 偉
小五愛 劉 子 揚

小六正 鄭 柏 楠 二零一一年度 
九龍青少年盃足球賽

無 冠軍 九龍小型足球總會

小六正 鄭 柏 楠 二零一一年荃灣鄉事委員會盃
七人賽

幼苗組 季軍 荃灣鄉事委員會

小三誠 余 樂 星 賽馬會青少年足球推廣 
二零一一

足球 - Group E 全港錦標賽 冠軍 香港足球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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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姓名 / 組別 比賽名稱 項目 獎項 主辦機構
小三光 周 曉 陶

十八區精英代表選拔賽  
(第六站 ) 荃灣石圍角分站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CJ 優異

十八區體育舞蹈聯會

小三光 周 曉 陶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JIVE 優異

小三光 林 芊 頤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CJ 優異

小三光 林 芊 頤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JIVE 優異

小三誠 蔡 欣 希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CJ 優異

小三誠 蔡 欣 希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JIVE 優異

小四愛 林 海 晴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CJ 優異

小四愛 林 海 晴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JIVE 優異

小四光 何 昭 儀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CJ 優異

小四光 何 昭 儀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JIVE 優異

小二真 陳 柏 熹 二零一二第五回親善空手道 
選手權大會

男童七歲組套拳 季軍 香港糸東流空手道拳會

小四善 莫 翌 林 香港首屆剛柔流空手道 
公開大賽

九至十一歲男童自由組手 季軍
香港首屆剛柔流空手道
公開大賽籌委會

小五光 譚 熹 賢

4 th HK Students Open Music 
Competition 2011

Piano-Grade 5  
Repertorire Group 季軍

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

小五望 袁 欣 言 Violin-Grade 8 冠軍

小二善 楊 善 如 Piano-Grade 1 季軍

小二望 焦 采 溢 Piano-Grade 3 冠軍

小五光 譚 熹 賢 Cello-Grade 7 冠軍

小二正 陳 諾 謙 Piano - Pop Music 亞軍

小二信 盧 雪 藍 國際音樂藝術大賽二零一二年
第七屆第一輪決賽

鋼琴巴赫組初級組 銅獎
香港中華文化藝術節組

織委員會

小二誠 林 柏 安 第六屆 GAPSK普通話 
朗誦比賽

小學組 (小一至小二 )詩詞
獨誦

卓越獎
港澳地區中小學普通話
水平考試委員會

小二善 郭 蕙 瑜 港澳地區中小學普通話水平 
考試第六屆 (小一，小二 ) 古詩獨誦 卓越

港澳地區中小學普通話
水平考試委員會 / 
北京大學語文研究所

小二光 徐 晞 妤 第三屆中華挑戰盃 "讚我中華
'' 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初小普通話兒歌組 季軍 中華語言藝術研究中心

小一光 徐 君 陶 「華夏盃」第三屆粵港澳 
朗誦藝術人才大賽

初小級普通話弟子規 冠軍 華廈語言藝術研究學會

小一光 徐 君 陶
第三屆火炬盃全港中小學 
幼稚園朗誦比賽二零一一

小學普通話朗誦 金獎

香港教師學會
小六善 鄧 信 朗 小學普通話朗誦 金獎

小二善 單 學 賢 粵語朗誦 金獎

小二善 單 學 賢 普通話朗誦 銅獎

小三真 馮 甄 陶 亞洲校際朗誦比賽 中小組三人普通話誦讀 冠軍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協會

小三真 馮 甄 陶
二零一二年第十八屆 

聖經朗誦節

中小組普通話獨誦 冠軍

漢語聖經協會
小二善 林 渭 潼  基督教經文朗誦 季軍

小五信 劉 映 廷 小組集誦綜合組親子小組
普通話 (第一組 ) 冠軍

小一望 蔡 昊 朗 第八屆當代作家詩文 
朗誦比賽─赤子情懷

小一、二年級詩獨誦 亞軍
蔡麗雙博士朗誦協會 /
香港朗誦藝術語言中心

小四真 黃 樹 勳 Hong Kong Schools Holiday 
Competition 2011 Boys 8 -10 - Nett 冠軍 香港高爾夫球總會

小二善 單 學 賢

屯門高爾夫球練習場比賽

男子兒童組 季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小三正 周 樂 晴 女子少年組 季軍

小三光 張 紫 晴 女子兒童組 冠軍

小三愛 王 翠 鈴 女子兒童組 亞軍

小三善 蔣 茵 如 女子兒童組 季軍

小四愛 黃 心 弦 香港東區分齡游泳比賽 
二零一一

女子十二歲或以下組 
四乘五十米捷泳接力

季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小五愛 駱 凱 文 第三十屆沙田區游泳比賽
女子十至十二歲組 
二百米捷泳

冠軍 
(破大會紀錄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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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姓名 / 組別 比賽名稱 項目 獎項 主辦機構

小五愛 駱 凱 文 第三十屆沙田區游泳比賽

女子十至十二歲組 
一百米捷泳

冠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女子十至十二歲組 
五十米背泳

季軍

小五愛 駱 凱 文 二零一一至一二年 
香港長池分齡游泳錦標賽

Girls 10 & Under 200 LC 
Meter Freestyle

冠軍 
(破大會紀錄 )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Girls 10 & Under 100 LC 
Meter Backstroke

冠軍 
(破大會紀錄 )

Girls 10 & Under 100 LC 
Meter Freestyle 冠軍

Girls 10 & Under 50 LC 
Meter Backstroke

亞軍 
(破大會紀錄 )

Girls 10 & Under 200 LC 
Meter IM 亞軍

10歲或以下 最高得分女泳
員

小四愛 方 康 豫
二零一一 / 二零一二中華基督
教青年會游泳短池賽  

(第一回合 )

胸泳五十米 
(男子九至十歲組別 ) 冠軍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個人混合四式二百米 
(男子九至十歲組別 ) 冠軍

蝶泳一百米 
(男子九至十歲組別 ) 冠軍

捷泳八乘二十五米 
(社制混合組別接力賽 ) 冠軍

小五愛 駱 凱 文 二零一一至一二年第一組短池
分齡游泳比賽第一節

Girls 10 & Under 200 SC 
Meter Freestyle 冠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小五正 陳 臻 樂 第一組分齡游泳比賽

男子九及十歲組 
五十米背泳

季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男子九及十歲組 
一百米蛙泳

冠軍

小五愛 駱 凱 文 二零一一 /一二香港公開水域
游泳系列賽 (第三部 )

女子十一歲及以下 
五百米公開水域

冠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小四愛 方 康 豫 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第二組 
短池分齡游泳比賽 (第一節 ) 五十米蛙泳 (九至十歲組 ) 季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小五愛 駱 凱 文 二零一一至一二第一組 
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二節

女子十歲及以下 
五十米自由泳

冠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女子十歲及以下二百米 IM 冠軍

小四愛 方 康 豫
二零一一 /二零一二中華基督
教青年會游泳短池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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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泳一百米 
(男子九至十歲組別 ) 冠軍

蝶泳五十米 
(男子九至十歲組別 ) 冠軍

四式八乘二十五米 
(社制混合組別接力賽 ) 亞軍

小五愛 駱 凱 文 二零一一至一二第二組 
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二節

女子九至十歲一百米蝶泳 季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小三善 何 欣 洛 二零一二年第二組 
短池分齡游泳比賽

女子五十米背泳 
(八歲以下 ) 亞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小五愛 劉 子 揚 二零一二年第二組短池分齡賽
九至十歲組 

男子五十米背泳
季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小四愛 方 康 豫 中西區分齡游泳比賽 
二零一一 /二零一二

五十米蛙泳 
(男子九歲或以下組別 ) 冠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中西區康樂體育會一百米蛙泳 

(男子九歲或以下組別 )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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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姓名 / 組別 比賽名稱 項目 獎項 主辦機構

小四愛 方 康 豫 中西區分齡游泳比賽 
二零一一 /二零一二

五十米蝶泳 
(男子九歲或以下組別 ) 亞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中西區康樂體育會

小五愛 駱 凱 文 二零一一至一二年第一組 
短池分齡游泳比賽第三節

女子十歲及以下 
一百米背泳

冠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女子十歲及以下 
一百米自由泳

冠軍

女子十歲及以下 
五十米蝶泳

季軍

小三善 何 欣 洛 二零一二年第三組 
短池分齡游泳比賽

女子一百米混合四式 
(八歲以下 ) 亞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小四光 范 麒 智 二零一二深圳福田少年 
游泳公開賽

男子 D組一百米背泳 亞軍 深圳福田區委宣傳部

小五正 陳 臻 樂 二零一二福田區中小學生 
游泳比賽

男子十一及十二歲組 
一百米蛙泳

亞軍
福田區委宣傳部、 
福田區教育局男子十一及十二歲組 

五十米蛙泳
冠軍

小四光 范 麒 智 二零一二深圳福田少年 
游泳公開賽

男子 D組五十米背泳 冠軍 深圳福田區委宣傳部

小四善 莫 翌 林 深圳市福田區春季少兒 
游泳公開比賽

男子丁組五十米背泳 季軍
福田區委宣傳部 
(區文化體育局 )

小五正 陳 臻 樂
二零一二沙田盃 (第五屆 ) 

新秀游泳錦標賽

男子零一年組 
五十米自由泳

亞軍

沙田體育會

男子零一年組五十米蛙泳 冠軍

男子零一年組五十米背泳 冠軍

男子零一年組五十米蝶泳 季軍

男子零一年組
個人項目 
得分最高

小四光 范 麒 智
五十米背泳 季軍

沙田體育會
五十米蝶泳 亞軍

小四光 范 麒 智

二零一二泳天泳會週年水運會

五十米背泳 亞軍

泳天游泳會

小四善 莫 翌 林 男子五十米 
背泳九至十歲組

季軍

小四善 莫 翌 林 二乘五十米親子接力 冠軍

小四望 杜 可 蕎 女子五十米蝶泳 
(九至十歲組 ) 季軍

小四望 杜 可 蕎 女子五十米蛙泳 
(九至十歲組 ) 冠軍

小四望 黃 宣 霖 九至十歲組 
男子五十米自由泳

季軍

小四望 黃 宣 霖 九至十歲組 
男子一百米自由泳

季軍

小二望 焦 采 溢 跆拳道搏擊測試賽二零一二
女子二十五至二十八公斤

自由搏擊
冠軍 觀塘體育促進會

小四善 鄭 智 琛 第六屆嶺南盃 搏擊 B 亞軍 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

小三愛 潘 逸 朗 2011 ISI Skate Hong Kong
Jump & Spin - Medium 冠軍

Ice Skating Institute 
AsiaFree Style 3 (8 Male) 冠軍

Ensemble 冠軍

小五信 李 愷 玲 2011 ISI Skate Hong Kong

Interpretive  
(Freestyle 4 -10 )  

自由演繹自由滑四級
季軍

Ice Skating Institute 
AsiaFreestyle 4 自由滑四級 冠軍

Jump & Spin - Intermediate 
跳及轉中級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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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姓名 / 組別 比賽名稱 項目 獎項 主辦機構

小五信 李 愷 玲 2011 ISI Skate Hong Kong Solo Compulsories  
個人指定自由滑四級

亞軍
Ice Skating Institute 

Asia

小五信 李 愷 玲 深圳滑冰邀請賽

自由滑花式四級 季軍
Ice Skating Institute 

Asia競速 冠軍

指定動作 冠軍

小三光 麥 靖 晞 少年速度聯賽 - 第一站
男子二零零三年組三百米 冠軍 香港單線溜冰總會 

卓嘉體育會男子二零零三年組五百米 冠軍

小五真 梁 智 燊 卓嘉聯賽二零一二第一回

男子組 
(二零零一年 ) 三百米 冠軍

香港單線溜冰總會
男子組 

(二零零一年 ) 五百米 冠軍

小三光 麥 靖 晞

第十一屆香港速度滾軸溜冰 
邀請賽

兒童組 (二零零二至 
二零零三 ) 二百五十米 冠軍

香港單線溜冰總會 
卓嘉體育會

兒童組 (二零零二至 
二零零三 )五百米 季軍

兒童組 (二零零二至 
二零零三 ) 七百五十米 亞軍

接力賽 (二零零二至 
二零零三 ) 三乘二百五十米 殿軍

小五真 梁 智 燊

男子少年組二百五十米 冠軍

香港單線溜冰總會

男子少年組五百米 季軍

男子少年組一千米 亞軍

男子兒童及少年混合組 
接力七百五十米

冠軍

小四誠 梁 皓 寧 加泳同樂杯二零一二 障礙賽（少年組） 亞軍 加泳滾軸協會

小三光 張 紫 晴 二零一一年度香港網球總會 
小型網球比賽  (賽站四 ) 女子八歲或以下單打 冠軍 香港網球總會

小六信 梁 曜 麒 中西區分齡網球比賽 
二零一一至一二

男子單打青少年MH組
(十一至十二歳 ) 亞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 
中西區康樂體育會合辦

小六信 梁 曜 麒 沙田區分齡網球比賽 
二零一一 /二零一二

男子青少年十一至十二歲
單打

亞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小一愛 萬 承 僖 二零一二年度香港網球總會 
小型網球比賽 (賽站一 ) 男子七歲以下單打 亞軍 香港網球總會

小三光 許 安 齊 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南華會 
全港中小學劍擊邀請賽

男子乙組 亞軍 南華體育會

小五正 梁 旻 楓 第九屆黃何盃攀爬挑戰賽 
二零一一

攀岩抱石賽男子少年組 亞軍 恆友發展公司

小五正 梁 旻 楓 二零一二運動攀登挑戰賽 男子組 (十至十一歲 ) 冠軍
中國香港攀山及 
攀登總會

小五光 劉 曉 峯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二零一二運動攀登挑戰賽

男子組 (十至十一歲 ) 亞軍
中國香港攀山及 
攀登總會

小五正 梁 旻 楓 二零一二黃何盃攀爬挑戰賽 男子少年組（速度賽） 亞軍 恆友發展公司

小四愛 陳 寶 圖 二零一一香港韻律泳比賽

仰浮腳向 亞軍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俯浮倒推 冠軍

一星套花 冠軍

籃 球 隊 第九屆廠商會盃小學 
男子籃球邀請賽

籃球賽 金碟賽季軍 廠商會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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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學科比賽成績

科目 活動名稱 項目 組別 / 姓名 成績 主辦機構

常識

第一屆卓越科研創新大賽

小學組 小六正 李恩立 冠軍

YMCA
小學組

小六善 洪天蔚
小六信 陳子淇

季軍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11 -12

科學論文

小五信 黃樂陶 一等獎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科學創意中心

小六愛 林崇熙
小六愛 李天淦
小六愛 葉頌晞

三等獎

科學發明品

小六正 李恩立 一等獎

小五光 譚朗晴
小五光 張萱彤
小五光 盧樂瑤

三等獎

科學幻想畫

小五正 張燡熙 二等獎

小六正 李恩立 個人創作大獎

香港培正小學 優秀組織獎

拼出「最愛綠色香港」

創作比賽
小學組 小六誠 王倩瑜 冠軍 U Magazine

中文

2012年
「 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閱讀‧讓我們的世界更豐盛」

初小組

心意卡設計比賽
小二善 單學賢 優勝獎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高小組徵文比賽
小六善  黃穎希
小六正  廖希彥

優勝獎

九龍區中小組 小三真 蔡一非 金獎

全港總決賽 小三真 蔡一非 全港總冠軍

數學
第十九屆香港小學數學

奧林匹克比賽
小六組

小六善 葉駿曦
小六善 林晉生

金獎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學校

小六望 林崇熙
小六信 楊文雋
小六誠 魏子奇

銀獎

小六光 林晉良
小六信 葉　祈 
小六正 戴文熙

銅獎

小學動態

147



科目 活動名稱 項目 組別 / 姓名 成績 主辦機構

數學

2011年秋季世界數學測試 數學科及解難分

析科 (小學 )

小五信 戴逸晴
小五信 黃樂陶
小五愛 黃煜行
小五善 鍾曉楠
小五善 邵敏櫻
小五善 黃鈺瑩
小五正 張燡熙
小五正 郭澤丞
小五正 羅曉旻
小五真 周力行
小五真 張家維
小五誠 戴焯堯
小六望 林崇熙
小六善 葉駿曦

雙優生
香港科技大學世界 
數學測試亞洲中心

2012香港小學數學精英選拔賽 計算競賽 香港培正小學

優異獎

(313所參賽學校
中首 6名 )

保良局

英文

The 4 th English Radio Drama 
Competition Primary

小六善 洪天蔚
小六善 張卓琳
小六光 錢達熙
小六正 黎樂妍
小五誠 羅可翹

金獎

Theatre Noir
Smart Education 

Charitable Foundation
小六光 陳倩華
小六信 胡倬熊
小五善 鍾曉楠
小五真 張家維
小四善 莫翌林

銀獎

小六正 黎樂妍 最佳播音員大獎

Inter-School Scrabble 
Championship 2012 Primary

小六望 鍾卓禧
小六光 錢達熙
小六正 饒沛樂
小六正 李恩立

全港第三名 Mattel Games

第十屆“ 21世屆‧CASIO杯”

全國中小學生英語演講比賽
小學組 小六光 陳倩華 一等獎 中國日報社

資訊

科技
「第五屆 101創意發明大賽」 小學組

小一愛 何倬希
小一善 李以正

亞軍 香港創意及科技協會

棋藝
第三屆「小棋聖盃」

全港學界棋藝大賽
中國象棋

小一誠 楊信行 兒童組冠軍

中國香港棋院小六信 葉　祈 少兒組亞軍

香港培正小學 小學組團體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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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體驗讓導盲犬引路

教 學 活 動

幼兒除了在學校短短三小時的學習外，家庭

的培育亦極為重要，因此，學校與家庭是緊密的

合作夥伴，況且家長是我們豐富的資源，因此，

近年在幼稚園的教學活動中引進不少家長的參

與，亦擴闊了幼兒的學習領域。

本年度為配合主題教學活動及加強家校合

作，特別邀請不同的家長到校參與教學活動，例

如：在幼兒班的「健康」主題，安排任職醫護行業

的家長，前來講解衞生與健康；在「交通」主題，

邀請任職飛機師的家長─嚴致中先生來校介紹

其工作，並利用飛機模型講述飛機的構造。低班

的動物主題─「寵物寶寶」，邀請家長陳漢君伉

儷、盧繼昌伉儷、安詠恩女士、汪國涒女士等帶

同心愛的寵物，如：小狗、白兔等來校，介紹牠

們的生活習性、日常的照顧，與幼兒近距離接觸，

從而認識生命教育。為配合高班「中國」的主題，

老師除在課堂上介紹中國的食物、玩意、建築物

外，也邀請了家長來介紹中國文化，如書法、國

畫等，令幼兒得益不少。

看我戴上飛機師帽子多帥！

白兔是我們的好朋友

畫家爺爺 ( 楊建法先生 ) 即席揮毫

蕭竣文家長向幼兒介紹墨硯

同學們正參觀「 香港貨幣」展覽

警察姐姐正悉心教導幼兒如何安全過路

幼稚園零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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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校外比賽獎項

班 別 姓 名 比 賽 項 目 獎 項 主 辦 機 構

上幼信 黃 柏 龍 第三屆「文化瑰寶」2012朗誦才藝大賽 – 
普通話新詩獨誦

冠 軍 香港語藝會

上幼信 區 雅 媛 第十二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
攝影大賽 美術 二等獎 中國青少年研究會

低  信 陳 樂 心 In-Class Gymnastics Competition 
Fundamental Series–Jumpers (Level 3 ) 1st Runner-Up YMCA OF HONG KONG

低  信 陳 樂 心 In-Class Gymnastics Competition 
Fundamental Series – Rollers (Level 2 ) 1st Runner-Up YMCA OF HONG KONG

低  善 周 曉 樂 兒童及青少年拉丁舞 亞 軍 亞洲體育舞蹈理事會 (香港區會 )
高愛班 王 嘉 建 QQ Speech Day 2011 (English)–幼兒組 冠 軍 QQ Club Lzye
高愛班 王 嘉 建 樂之優兒朗誦比賽 2011 (普通話 )–幼兒組 冠 軍 QQ Club Lzye

高愛班 王 嘉 建 第五屆全港學生公開朗誦比賽 2012 幼兒組 
K3 普通話 –兒歌 亞 軍 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

高愛班 王 嘉 建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幼兒朗誦 - 
粵語或普通話 手指謠 B 級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愛班 鄭 思 悅 2011「地球村」繪畫比賽 幼兒組 二等獎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 (香港 )

高愛班 陳 景 逸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幼兒朗誦 - 
粵語或普通話 手指謠 C 級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光班 鄺 弘 哲 2011達文西深港青少年鋼琴公開賽 預備級 第一名 達文西文化 香港
高光班 鄺 弘 哲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一級鋼琴獨奏 第二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光班 鄺 弘 哲
The 16 th St. Cecilia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2011 - Preliminary Grade Piano 
Solo 107

Champion ST. Cecilia School of Music

高光班 鄺 弘 哲 The 16 th St. Cecilia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2011 – Grade 1 Piano Solo 110 1st Runner-Up ST. Cecilia School of Music

高光班 鄺 弘 哲 Little Musical Philanthropists Competition 
2012 (Kindergarten Piano Group) 2nd Place Magic Fingers  

高光班 錢 宗 延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幼兒朗誦 - 
粵語或普通話 童詩朗誦 B 級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光班 錢 宗 延 第十二屆菲律賓 -中國 -日本 國際書畫大賽
(幼兒組 ) 二等獎 菲律賓亞洲文化交流協會

高光班 凌 胤 康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幼兒朗誦 - 
粵語或普通話 手指謠 A 級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光班 凌 胤 康 2011「地球村」繪畫比賽 幼兒組 一等獎 艾斯爾國際文化交流 (香港 )

高光班 岑 欣 霖 第十二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 ( 2012 ) 
幼稚園組 K3 詩歌散文組 B 級 普通話教師學會

高光班 岑 欣 霖 Piano Competition 2012 Yamaha Junior 
Music Course (Book3 & 4 ) Distinction Tom Lee Music Foundation

高正班 李 詠 曦 香港學校演說節 2012–幼稚園 (K3) 
備稿演說 普通話 亞 軍 香港演說家協會

高真班 鄭 靖 瞳 第十一屆“星星河”全國少年兒童 
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美術 三等獎 中國青少年研究會

高真班 黃 慧 藍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一級鋼琴獨奏 第二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誠班 范 皓 僑 2012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 HKMO Open》 銀 獎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優良獎狀 二名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優良獎狀 七名 、 良好獎狀 一名

幼稚園零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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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慶祝會

年 宵 市 場

本年度的聖誕節慶祝會於十二月廿一日上

午假培正中學禮堂舉行，表演班的同學於大清

早便回校準備─更衣、化妝；約十時許，所

有同學齊集禮堂，預備參加聖誕崇拜。聚會開

始時，眾人一起祈禱、唱詩歌，之後是讀經

─描述耶穌基督降生的經文，並由小學部宗

教主任陸煥明主任傳講信息，陸主任精采的講

述吸引同學們十分留心聆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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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遊藝節目演出，分別有高善班唱─齊來慶祝主降生、高信班律動─亮晶

燈、高愛班舞蹈─ The small world 及高望班節奏─天父的花園等。壓軸的節目是由活

潑可愛的聖誕哥哥和聖誕姐姐出場，恭祝大家聖誕快樂，將整個聚會推向高潮，在歡樂聲中

畫上完美的句號。

為配合主題教學及加強兒童對中國農曆新年的

文化、傳統習俗的認識，感受節日的熱鬧氣氛，本

年度安排於一月十七日舉行「年宵巿場」活動。為加

強活動氣氛，同學們皆穿着華服回校。上、下午假

吳華英紀念球場舉行的開幕禮，分別由張廣德校長

與家長義工，陳之望校監與家長義工主持醒獅點睛

儀式，接着由低望班及下午幼兒光班同學作醒獅表

演，他們小小年紀，卻表演精采，獲得熱烈的掌聲

鼓勵，亦為年宵市場增添不少氣氛。開幕儀式之後，隨即安排逛遊花巿，幼兒班及低班同學

在老師的帶領下，到各個攤位遊玩，而高班同學則相約友好，以自由行的方式穿梭於各攤位。

年宵市場設在 B 座雨操場，共有四個攤位，分別
是「妙筆生輝」─讓同學們書寫新年願望、「龍飛

鳳舞」─擺放着各式各樣的小玩意供同學們把玩、

「龍躍花舍」─讓小朋友認識各種賀年花卉的名稱及

樣式，還有「笑口常開」─介紹不同的賀年食品，

此外，亦有家長義工協助製作爆谷，讓幼兒品嚐，真

是有美食，又有好的遊戲。同學們在是次活動中十分

開心，也能夠從遊戲中學習。在此向各位家長義工致

謝，他們的協助和積極參與，使活動能夠圓滿舉行。

牧羊人、博士等來朝拜聖嬰

看我的踢腳功也真不錯吧！ 各國人士同來賀聖誕 天父的花園真美麗

陳校監與家長義工同為醒獅點睛

醒獅表演確精采

幼稚園零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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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紀念會

生 日 會

親 子 旅 行

本年度之復活節紀念會於四月二日上午假中學禮堂舉行，

同學們先在課室集合，戴上自製的復活節頭飾，然後由老師帶

領到禮堂參加聚會，內容有祈禱、唱詩歌及短講，是次邀請基

督教香港信義會活靈堂堂主任楊有志牧師以福音魔術向幼兒講

述耶穌基督復活的信息，楊牧師的演繹很是吸引，令在場各師

生皆嘖嘖稱奇，拍案叫絕。之後，由張校長致送復活節禮物予

各班學生代表，聚會亦在愉快的氣氛下告終。

一月十三日是本年度第二次生日會，是次生日同
學約有一百八十多位。當日活動，除拍攝生日照、祈
禱、唱歌及吃蛋糕外，更安排了「大哥哥、大姐姐」時
間，由低班或高班學生與幼兒班同學一起活動，他們
有的一起遊戲、玩玩具，或由「大哥哥、大姐姐」向
幼兒說故事。在這混齡活動中，可見部份「大哥哥」、
「大姐姐」確實有很好的準備，也懂得照顧幼小的學弟
學妹；另方面，幼兒亦很乖乖的聽從「大哥哥、大姐
姐」，他們相處十分愉快、融洽。

三月三十日舉行了第三次生日會，各位生日同學在拍攝照片後，返回課室與其他同學一
齊慶祝；他們同唱生日歌、祈禱、享用茶點。之後，安排家長義工擔任助慶節目，他們到各

課室與幼兒一起活動：有的講故事、帶領遊戲、有的教導幼兒摺紙、
有的表演魔術、有的製作小食等，真是多采多姿，各具特色。家長們
都準備充足，且用心帶領活動，令小朋友感到非常開心，亦十分專
注，投入活動中。在此，再次衷心謝謝各位家長義工的參與，使活動
能順利進行，也給幼兒帶來難忘的時刻！

本年度第四次生日會於六月一日舉行，同學們拍照完畢，吃過生
日蛋糕後，便進行「才藝表演」，各同學們都將平日所學的在同儕面
前展現，有的表演彈鋼琴、拉小提琴、有的吹口琴、 吹法國號、有的
表演魔術、跳舞、唱歌、跆拳道等等。看他們小小年紀，卻滿有信
心，不膽怯的在人前表演，盡展才能，真是難得，願他們繼續努力學
習，他日必有成就。

張校長向楊有志牧師致謝

家長義工們在生日會中助慶

本年度上、下午幼兒班親子旅行安排於三月二

日及九日假西貢蕉坑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舉行，參加

人數非常踴躍，約共六百多人。是日天色雖有點灰濛

濛，卻難掩參加者臉上陽光般的笑容。

十時半左右各人陸續抵達園地，由老師帶領到多

個不同地方參觀，例如：漁館、農館、郊野館、貝殼

館、昆蟲館、美果園、中草藥園、趣味植物園、蜻蜓

池、礦石角等等，園內亦栽有不同的農作物和花草，相信是住在城市的小朋友難得一見的。

參觀完畢，肚子也響起索食之音，家長們拿出各式各樣自備的美味食物，一同享用，非

常快樂。稍作休息之後，便進行集體遊戲，各人都十分投入，一時間，寂靜的園林增添了不

少歡笑聲、打氣聲，很是熱鬧。轉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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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快樂的一天。

搶尾巴遊戲真刺激

姊妹花表演舞蹈

幼稚園零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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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畫家創意無限

親子遊戲日

本年度幼稚園的親

子遊戲日已於四月廿

一日分上、下午完滿

舉行。活動前數天，

天氣很是不好，甚至

有傾盆大雨，我們唯

有同心禱告，祈求天

父保守，賜予合宜天

氣，使活動能如期舉

行。感謝主！活動當

日，初時天色雖有點

灰暗，但後來，連太陽伯伯亦露出笑臉，與我們一同歡樂。

幼兒在家長的陪伴下，開開心心、蹦蹦跳跳的回到校園，再由老師帶領齊集小學 D 座
雨操場參加開幕典禮；當音樂奏起時，一羣啦啦隊隊員步出吳華英老師紀念球場，列隊歡迎

各同學魚貫入場。眾人一同禱告天父，感謝賜予美好時刻和家人共聚，亦將聚會交托求祂恩

領。在輕快的讚美操之後同唱校旗歌，接着由張廣德校長、梁錦嫦副校長和家長義工主持簡

單而隆重的開幕儀式；最後，便是遊戲開始。是次邀請「智樂兒童遊樂協會」合辦，該機構

共提供十個遊戲區，分別是：激輪滑梯、骨牌樂、愛心轎子、木屋設計師、水泡滾滾、充氣

海盜船、食物擲球、3 D 積木粒、透明畫廊、和水泡相撲等；還有彩繪畫臉和美味爆谷，當
中很多個玩意都十分受幼兒歡迎，人龍處處可見。此外，我們在玩樂時亦不忘學校的需要，

特售十元一包爆谷，將所得款項全數捐作新大樓之用，家長們非常慷慨支持，當日共籌得

六千多元，真是十分開心！在此，再次衷心多謝各位家長義工協助，以致各活動能順利進行。

小相撲大比拼

張校長前來為爆谷攤位打氣海盜船很受小朋友歡迎

親子遊戲日的開幕典禮情況

幼稚園零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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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動 態

培正與四川綿陽南山中學互訪交流

為增進內地和澳門的合

作交流，以及兩地學生的全

面發展、創造更好的學習環

境，澳門培正中學與四川綿

陽南山中學於二零一零年締

結成為友好學校並簽署合作

協議。

培正師生一行三十人在

高錦輝校長帶領下，於二零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

二十五日前往四川，與綿陽

南山中學進行交流，並參觀了世界文化遺產都江堰水利工程和四川熊貓培育基地。是次活動

為兩校簽訂合作關係後首次大型學生交流活動。

培正師生在綿陽巿人民政府副秘書長嚴俊、綿陽南山中學校長吳明禹及一眾師生熱情款

待下，參觀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援建的項目，感受甚深。期間，培正學生走進南山中學的

課堂，與該校高中學生一起上課學習。此外，兩校女子籃球隊進行了友誼比賽，切磋球技，

觀眾們為雙方學校吶喊歡呼，突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溫馨場面。為增加四川同學對澳門

歷史發展的認識，培正外籍英語老師帶領學生組織「英語角」共同創作以澳門今昔為主題的

英語話劇，同學生動有趣的演出，使南山中學的師生跨越時空，一起穿梭在澳門的大街小巷

之中。在聯歡會上，兩校精彩的表演節目更把觀眾的情緒推到最高點，最後由培正管樂隊演

奏、兩校學生手拉手合唱《世界唯一的花》和《We are the world》，標誌着兩校學生有着美
好的未來，締結友好的情誼。

本年三月二十日，四川綿陽南山中學副校長羅汝，與

六位中學高級及一級英語教師到訪本校參觀及作交流英

語活動。他們在初三高一的學生週會上，欣賞了由本校英

語話劇組表演的 Open Mic，下午則與高中同學作英語對
話及交流。廿一日，該校高級英語教師徐志明向高二英

語超前班同學及本校英語老師講解內地英語高考的情況，

加深了學生對高考的認識和了解。接着，高錦輝校長接見

南山中學的老師，分享了本校的現況及如何推動英語教

學的發展。此外，來賓亦與本校國文科和英文科組教師

交流，還觀摩了中學英文科科主任鍾麗娟的英語文法課，藉此了解兩地教學情況。廿二日，

四川綿陽南山中學結束是次參觀交流之旅。雙方期待下一次的互訪機會，暢談教育心得。

兩校師生在澳門特區政府援建的南山中學圖書館前留影

四川南山中學到澳門培正交流

兩校女子籃球賽，切磋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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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聯會校長與香港培正老師訪校

香港浸聯會校長與香港培

正中學老師近一百二十人，於

四月十三日蒞臨本校參觀交

流。

一行於中午抵澳，與澳校

行政人員共膳後，在 H 座八
樓禮堂與澳校師生聚首，好不

熱鬧。澳校語言藝術學會為來

賓上演唐宋名篇音樂朗誦會，

以集誦、小組朗誦、獨誦、對

誦的形式演繹在中國文學史上

地位超然的唐宋名篇，讓觀眾

再一次與歷史對話、再一次與聖賢相會，並領略傳統文化的別樣風情。表演歷時近一小時，

從司儀、場次監控到每個演出項目，均由語藝會的同學擔任。同學們認真投入，表現出色，

獲來賓的熱烈掌聲。指導老師殷長松、林佩欣和語藝會同學都得到很大的鼓舞。

其後，香港培正中學老師分為十個小組（國文科、英文科、數學科、理科、史地科、聖

經科、體藝科、資訊科技、行政、職員），分別到 H 座四樓圖書館會議室、六樓宗教室、視
藝室和九樓體育館，與本校老師對口交流，針對性地討論學科教學情況和兩地教育特色，交

流教學心得和經驗，機會實屬難得。

分組討論結束，兩校教師在操場上進行籃球友誼賽，切磋球技，彰顯友誼第一的精神；

同時，部份老師在校園參觀，感受澳校獨特的教學環境。下午五時，交流活動正式結束。

郴州教育局到訪

五月十一日，湖南郴州教育局港澳交流團一行廿二人蒞校交流訪問，與我校中小學英文

科老師進行交流。

高錦輝校長致歡迎辭，並介紹了學校的發展願景、辦學理念及辦學情況，湖南郴州教育

局周余武局長介紹了郴州市基礎教育發展現狀。行政人員、中小學分組座談後，高校長帶領

郴州教育局領導、各校行政人員參觀校園，向他們詳細介紹學校各種設施及裝備情況。與此

同時，中小學教師走進小三

望課室進行觀課。黃敏玲老

師、梁美穠老師合作教學之

寫作閱讀課贏得了好評。評

課活動中，郴州教師充分肯

定了我校在教學設備、課程

設計及師生互動等方面取得

的成績。

交流活動在不經意間悄

然流逝，交流結束後雙方都

意猶未盡，表示有機會要多

互相交流、互相學習、共同

提高。

語言藝術學會為香港來賓上演朗誦會

湖南郴州教育局港澳交流團與本校老師在行政樓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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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衛專家來校參訪

去年十一月十五日，世界衞生組織西太平洋

地區辦公室 Dr. Cherian Varghese，澳門健康
城市委員會秘書長陳丹梅醫生及澳門健康城市委

員會秘書處余斌專科護士一行來校視察本校推廣

「健康校園」之工作。  

本年五月十日上午，澳校應澳門衞生局安

排，接待世界衞生組織西太平洋地區辦公室人員

與柬埔寨、老撾及蒙古國的三地領導。澳校就開

展學校健康促進計劃的經驗作介紹，獲得專家的

肯定，並計劃將澳校的有關經驗，供區內其他

國家及地區參考。期間，雙方亦圍繞學校健康

工作作出具建設性的討論，氣氛熱烈。其後參

訪團視察澳校健康小賣部及校園設施，並給予

不少寶貴的意見和啟發，有助學校更好地推動

健康校園。澳校將會繼續完善相關措施，為學

童一生的健康打好基礎，「健康校園」是持續努

力的目標。

參加 PISA2012

「澳門－ PISA 測試中心」在本年四月和五月，舉行一項全澳十五歲學生的數學和問題解
決的正式測試（PISA2012），有關測試會與全球七十多個國家的同年齡學生作比較。澳校為
測試學校之一，一百九十七位中學生（主要在初三、高一級）獲該中心抽樣選定為參加測試

的同學。是次測試分兩次，分別為四月廿一日舉行之「書面測試」及五月十三日之「電子測

試」。測試內容為評核學生的數學和問題解決兩個方面的能力；此外，還透過學生、學校、

家長這三類問卷，以了解三者之具體情況。評核結果可讓有關當局或機構制定措施，以提高

澳門學生的素質，意義重大。五月廿五日，高錦輝校長等出席 PISA2012 數學素養測試工作
總結會。

世衛專家視察澳校健康校園推廣工作

葉挺後人葉正大歸省母校

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人和傑出軍事家葉挺將軍之長子葉正大，於一月九日與文化局人員

到訪培正中學，獲熱情接待。

據本校記錄資料，葉正大乃毅社校友，是次歸省母校感受甚深。當天上午，葉正大在

原國防科工委外事局退休幹部周平、廣州市機電工業局原副總工程師麥全盛 ( 誠社學長 )、
文化局人員等陪同下到達培正，校長

高錦輝、培正同學會會長黃漢堅等親

自迎接。高錦輝致歡迎辭並作校務概

況，年過八十的葉正大，對母校的記

憶猶新，比對新舊建築，緬懷童年校

園生活。一行人還走進初小學生的課

堂，葉正大與小學生親切交談，讓其

認識昔日的學習情況，場面溫馨，體

現紅藍薪火代代相傳的精神。

世衛代表及澳門健康城市委員會代表到訪

葉正大 ( 前排 ) 等嘉賓與澳校負責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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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家長講座：二零一二年一月至五月間，
本校獲香港專業進修學校中學服務總協

調主任、通用文憑及毅進課程講師鄭麗

嫦 (Wendy) 女士為家長主講七次講座，
活動由教青局資助，家長教師會籌委會

成員協助。

二零一九年級君社成立典禮

秉承培正的優良傳統，每年的五月份我校都會為在讀的小五年級學生舉行級社成立典

禮。今年港澳小五年級經投票後共同選定「君」字作為社名。

慶典當天早上，小學教務主任馮少嫻率領澳校老師及級社職員，到港澳碼頭迎接出席

典禮的港校級社同學代表及老師們。回校後，帶領代表團參觀澳校Ｈ座各樓層及Ａ座行政

樓。參觀後，兩校高小籃球隊進行了一場激烈的友誼賽，隨後兩校師生代表前往午膳，氣

氛熱鬧。

下午二時三十分，典禮正式在Ｈ座八樓

舉行。承蒙各嘉賓、家長及老師參與，使典

禮生色不少。經馮慶雯社長致開會辭、高錦

輝校長揭旗及致訓辭後，澳門培正同學會莫

志偉會長、香港培正同學會呂沛德會長、廣

州培正同學會朱素蘭會長、香港培正中學李

景倫副校長、香港培正小學張廣德校長亦分

別向君社同學作出訓勉，希望同學們將來無

論在做人或做事上都能以君子的修養去締造

豐盛的生命。儀式結束後，隨即舉行遊藝節

目。同學們為慶祝級社成立而精心準備的節

目包括：小提琴合奏、武術表演、英語話

劇、現代舞及大合唱 ( 配合手語動作 )，各
項表演節目表現出色，獲得嘉賓及家長們的

一致好評。君社成立典禮也在這片愉快和諧

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高錦輝校長為君社揭旗

家長會活動

 z 家長課程：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至二零一二
年五月間，「從心會社」創辦人及社長、香

港中文大學價值教育文學碩士課程兼任講

師吳思源先生，為本校家長舉行九次「生

涯規劃及自我成長」證書課程，約七十多

位家長報名參加，課程目的是幫助為人父

母者掌握自己的人生意義，開啟個人成長

和潛能開發的機遇。

吳思源主講證書課程

鄭麗嫦主持家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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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消息

 z 培訓學生領袖，育優秀社員

圖書館致力培訓學生，二零一二年內多次舉辦

培訓及到廣州進行圖書館交流活動，增廣見

聞，拓寬視野。培育學生成為優秀的義工，提

供優質的服務給師生及社區人士。

 z 舉辦聖誕攤位，與師生同樂

聖誕佳節，圖書資訊社在館內舉辦「手部定力

裝置」攤位遊戲，與全校師生家長齊慶節日。

 z 製作晨讀書單，設主題閱讀

圖書館今年與小學國文科合作，製作閱讀書單，開展主題式閱讀，優化晨讀時光。

 z 推介飲食書籍，促健康生活

圖書館在三月份透過網上平台向幼稚園家長推介

兒童健康飲食的書籍，合力促進學童的健康。

 z  公佈閱讀高手，樹閱讀模範

圖書館每學段均公佈個人和班際借閱龍虎榜，表

揚和鼓勵學生大量閱讀，推動終身學習。

 z 採購不同新書，推廣泛閱讀

圖書館透過不同的途徑從港澳台採購大量的優質

圖書，優化館藏，確保師生能夠接觸多元主題的

圖書，廣泛閱讀。

 z 推動電子閱讀，建多元閱讀

圖書館新增平板電腦借用及讓學生使用 ebook 網
上圖書平台服務，讓師生接觸新的媒介閱讀電子

書籍。

圖資社社員正認真學習處理書標

e 學習工作坊，讓學生通過 iPad 愉快學習

圖書館新增 Hyread 電子書系統
 z 舉辦「 圖書館週」，建閱讀文化

為營造校園閱讀氛圍，圖書館在四月份籌辦九項活動慶祝世界書香及版權日。是次圖書館

週活動參加者眾，師生家長均踴躍參與。部份活動採取跨科合作，讓閱讀滲入課程，深化

校園的閱讀文化。

於廣播操時段開展主題式閱讀，讓學生齊參與 圖書館週舉辦電子書親子講座，推介英文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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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香處處飄贈書活動參加同學踴躍 閱讀影中尋攝影比賽是圖書館、
視藝科及中文科合作之活動

賀綾聲攝影作品在校展出

澳校在初中視覺藝術課程設有攝影單元，為配合課程，邀請到澳門年青一輩的詩人、攝

影愛好者，賀綾聲先生「在 M 城─手機攝影＋詩」作品展到校園展出，以拓寬學生視野，

提昇藝術素養。展覽中觀眾可看到一幅幅

配以新詩的手機攝影作品，感受到詩人以

優美的文字和充滿個人觀念的照片表達出

對生活中小城的人、事、物的關切之情，

由手機拍攝的影像配以新詩，讓觀眾增添

一份想像的空間，讓人耳目一新。

展覽於二月十三日至三月一日於 H 座
大堂公開展出。為表示對賀綾聲先生的謝

意，高錦輝校長及郭敬文副校長向作者致

送感謝狀，同時賀綾聲亦向培正中學圖書

館送贈個人詩集《時刻如此安靜》及《南

灣湖畔的天使們》。

高錦輝校長及郭敬文副校長向賀綾聲致送感謝狀

名譽校董謝志新主懷安息

澳門培正中學名譽校董、澳門及香港培正同學會顧問、澳門及香港培正同學會前會長、

斌社學長謝志新先生於一月二十日主懷安息，廿九日晚上在天主教殯儀館踰越堂舉行追思禮

拜，三十日上午舉行安息禮拜，由胡丙杰牧師、王大為牧師主禮，羅永祥校監祈禱，高錦輝

校長致悼辭，禮成隨即移柩往舊西洋墳場安葬。高校長盛讚謝學長一生愛護培正，視培正為

他人生經歷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是紅藍後學的典範。

王綺嫻老師主懷安息

王綺嫻老師於四月十二日安息主懷，其家人於十四日下午在天主教殯儀館踰越堂治喪，

翌日上午舉行安息禮拜後出殯。歐陽效鴻牧師主領安息禮拜並致慰勉辭，高錦輝校長致悼

辭，培正教職員詩班獻詩。

王老師曾任教澳校中學生物科近廿載，育人不誨，於一九九七年榮休，桃李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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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與  學

藝術教育　多元開展

本校每年均參加由教青局均舉辦之普及藝術教

育計劃，讓初一至高三的同學親往劇場，在每一年

裏接觸不同的藝術演出，從中培養同學對各類藝術

的興趣。校方亦大力鼓勵同學參加一系列的文化藝

術活動，例如欣賞「澳門製造」系列電影、戲劇

《一起翻身的日子》、《咖喱骨遊記》、世界著名樂團

捷克愛樂樂團來澳演出等等，透過演出前導賞或演

後分享，讓同學體會創作人的創作背景，提昇欣賞

藝術作品的水平。除此以外，本校亦邀請不同藝術

形式、具代表性的個人或團體來校，擴闊學生的藝

術視野，冀讓同學學會欣賞藝術，亦懂得應有的禮

儀。十一月廿五日，在澳門文化中心的安排下，來

自台灣並獲《波士頓全球報》讚譽為「世上最美的

舞者之一」的許芳宜小姐來校，為本校舞蹈隊主持

講座，並分享其演藝生涯和即場示範，還與舞蹈隊

共同排練，即場指導，令隊員們雀躍不已，從中學

到不少知識。

二月十日，初一級同學參加由中華文化交流協

會主辦之「京劇體驗工作坊」。主辦單位邀請了多位

著名京劇演員，向同學介紹有國劇之稱的京劇。幾

位嘉賓結合了京劇的藝術形式，向同學示範京劇的

打節奏技巧，演繹京劇武生的動作，令同學讚嘆不

已。學生通過參加是次工作坊，能接觸到不同的中

華文化，體驗到中國傳統藝術之美，亦提昇愛國的

情懷。

五月十四日，SCAD HONG KONG 美國薩凡
納藝術設計大學（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香港校區應邀派代表蒞臨本校，介紹其學

校特色，並向初三級學生講解有關廣告、動畫、插畫、平面設計等知識，尤其介紹遊戲開發

這一門新興科目，引起同學們的興趣，其間學生積極參與互動及踴躍提問，反應良好。

本年五月初，作曲家、作家及出版者協會來校，為本校初二級同學分班主持講座，向同

學講解音樂版權和原創作品的定義，以及回應同學們有關音樂版權的疑問，深受同學們的歡

迎。校方亦希望透過講座，讓同學們從另一角

度欣賞和重視藝術，提昇藝術素養。

在平面藝術方面，鼓勵同學積極創作，在

「濠鏡西風展彩顏─桂澳學生寫生交流活動」

中，本校學生表現優秀，高二信鄧振宇及高二

望高小雅分別獲得高中組銀獎及銅獎；初二愛

胡凱琳及初三善高小璐則分別奪得初中組銀獎

及銅獎。為此，上述四位同學獲邀於四月六日

至八日親赴廣西省南寧市，參加「澳門中學生

廣西藝術學院交流團」，到廣西藝術學院學習，

提昇創作意念和層次，得益不淺。

台灣著名舞者許芳宜與本校舞蹈隊留影

許芳宜與學生親切交談

京劇體驗工作坊上，雙方互贈紀念品

赴廣西藝術學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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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戲劇社積極參與不少演出活動，在

教青局主辦之第二十一屆校際戲劇比賽中，本校

A 隊《怪獸媽媽》、B 隊《魚頭的故事》和 C 隊
《農夫》分別取得優良獎、甲等獎和乙等獎，而高

二愛鄧碧怡和高一望米弘禎同學同時獲大會頒發

最佳演員獎。此外，戲劇社應香港賽馬會毅智書

院之邀，成為澳門代表參與「亞洲學生戲劇匯演

2012」。師生一行十二人於四月廿二至廿四日赴港
參與演出交流活動。本校學生在是次活動中以普

通話演出，與汶萊、新加坡、台灣、馬來西亞、

內地及香港等多所學校學生進行戲劇交流，拓展

藝術視野，促進文化互動。期盼戲劇文化得以百花齊放、薪火相傳。

在語言藝術方

面， 本 校 一 如 以

往， 參 加 由 澳 門

中華教育會主辦之

全澳學生朗誦比

賽，師生們全情投

入，不時排練，務

求發揮最佳水準。

結果，初小及高小

粵語集誦均獲得優異獎。曾曉晴、周婉夢、歐陽宇皓、余泳霖、岳子淇同學均獲得獨誦優異

獎，九位同學獲得一等獎，八位同學獲得二等獎。其中，令人欣喜的是本校高中學生林丹雅

和楊心妍代表學校，首次參加了葡文獨誦，均獲一等獎，體現了本校學生勇於挑戰，展現多

元的潛能。校內組織語言藝術學會亦培養了不少有興趣之同學，透過朗誦和集誦等形式，在

舞台上一展風采。同學們亦因語言表現優秀，經校方推薦，並在教青局甄選後，獲資格參加

該局主辦之暑期語言文化之旅，親往北京、澳洲、新加坡等地學習不同語言。

藝術能陶冶性情，使生活更多姿多采。一直以來，本校以六育為目標，期望同學得以全

面發展。從每年均參加的校際歌唱比賽、校際舞蹈比賽、全澳學生朗誦比賽、繪畫比賽、管

弦樂團的演出，以及在校園內的「相約在龜池」午間講故事活動、寫生、書法展、攝影作品

展，都希望在潛移默化下，讓同學學會欣賞藝術，學會細味人生的真善美。

同學對音樂版權知識感興趣

書法經驗豐富的高中語文老師莫羲世主持講座

參賽話劇《 怪獸媽媽》

《 魚頭的故事》 《 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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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闊視野　辦學科專題講座

（１）數學

澳門大學科技學院數學系錢濤教授於十一月廿三

日應邀再次到校，主持數學講座，主題為不等式與積

分，錢教授深入淺出地剖析問題，拓展了師生思維。

三月二十日，澳門大學數學系主任金小慶來校，以

「數學，有趣嗎」為題主持講座，均令本校奧數班同

學得益不少。

十二月三日，本校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數學系劉智軒博士來校，為高三學生主持

專題講座。劉博士在數學研究方面獨具見解，且在國際數學奧林匹克的工作上具豐富經驗。

是次以博奕論為主題，他以生動實用的事例獲得全場熱情的掌聲，講座後不少學生與劉博士

熱烈討論，師生獲益良多。

劉智軒博士與學生熱烈討論

五月十六日，台灣國立中山大學西灣講座教授黎景輝來

校主持數學講座，講題為「人類為什麼會發明數學？」，從多

角度剖析數學在人類世界的重要和奇妙之處，令出席的高一

和高二級同學對學習數學有新的看法。

（２）化學

總結去年的經驗，本校於一月十四日再次舉辦「現代化

學透視」工作坊，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化學系教授陳建成、陳文初、楊霖龍

主持化學講座，讓全澳中學理科老師參加。教授們分別以「中學生研究化學經驗分享」、「美

的定義：黃金分割」、「香港室內空氣評級」為題，深入淺出，反應相當理想。

台灣中山大學黎景輝教授（ 左）
主持數學講座

楊霖龍、陳建成、陳文初教授主持化學工作坊

首辦初一二英語教育營

為協助中學英文鞏固班的同學學好英

語，澳校分別於二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三

月十七日至十八日，在路環黑沙青年旅舍

舉辦兩日一夜之「初一英語教育營」和「初

二英語教育營」。教育營由本校初一、初二

英語鞏固班老師設計，藉着團體和小組活

動、互相分享等，增加同學運用英語的機

會，期望從中提昇同學學習英語的信心；

同學之間互勉共勵，在學習路途上得到更

多的支持和鼓勵。
從集體活動中學習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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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前往新加坡交流取經

四月四日至八日，澳校組織十三位中小學英文科老師到新加坡，進行為期五天的交流學

習活動。

新加坡的教育和文化別具特色，從參觀樹群中學和中華中學中，對該兩所學校和新加坡

的教育情況得到初步的了解；與具豐富經驗的培訓導師訪談之間，得到非常實用的英語教學

建議，有助學科教學改革。此外，學生的學業壓力、資優生和後進生的共同學習模式、測考

方式、學校環境設計等各方面，都獲得新的思維，得到啟發。是次活動中，還到達新加坡樟

宜市的再生水旅客接待中心參觀，了解當地的水源來由和分配情況，以及再生水的製造過

程，收穫豐富。

化學科赴台學習

三月七日至十日，化學科科主任張慧

敏與老師古成威、葉樹強和蘇麗政到台灣，

進行為期四天的校本培訓活動。

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理學院姚

清發教授的熱情接待和耐心講解下，使本

校老師對該大學化學系和化學奧賽的相關

內容獲得更多的資訊，有助開展有關的學

生培訓工作。此外，在台師大附中參

觀後，並獲安排入室觀課，親身觀摩

上課實況。此行還到訪大同大學，與

化工系所教授兼工程學院院長王榮基

博士、招生組廖漢雄主任、黃芸羽專

員等同工親切的訪談和參觀中，使老

師們對台灣的教學情況及各工程實驗

室得到充分的了解。

化學科組與台師大化學系主任姚清發教授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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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杭州觀摩能源教育

四月廿五日至廿八日，本校老師沈世

傑和林潤薇參加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能

源業發展辦公室主辦之「校園節能文化活

動 2012─杭州交流參觀之旅」，赴杭州

作能源教育交流。期間，先後到訪杭州師

範大學附屬中學和求是小學競舟校區，了

解學校的環保建設和環保意念融入科學教

學的情況。此外，還到低碳科技館參觀，

收穫不淺。

資訊科技科台灣行

透過博文教育 ( 亞洲 ) 有限公司及中央大學網絡學習科學研究所陳德懷教授及該校博士
生劉振釗 ( 本校校友 ) 的安排，郭敬文副校長、小學教務主任馮少嫻、資訊科技科老師等一
行九人於四月五日至九日，赴台灣參訪了台北大湖國民小學、和平高級中學及桃園中平國民

小學，並拜訪了中央大學陳德懷教授，學習資訊科技輔助教學之實踐經驗。  

此行所參訪的學校均進行了熱情的接待：引導參觀、詳細介紹課程及資訊科技設施，分

享台灣的教學經驗。台灣學校在推行資訊科技配合優質教育中，政府的投入與支持、學校

與研究機構相得益彰的配合，家長與教師良好互動，科技素養教育與家庭教育緊密結合的途

徑、方法和有效的經驗，給老師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尤為值得一提的桃園中平國民小學，該校與台灣中央大學網絡學習科學研究所陳德懷教

授帶領的中央大學博士團隊展開合作，針對數學、作文和閱讀課進行實驗計劃，教授國小

學生利用平板電腦進行個人化學習。與過去電腦網路學習不同之處在於課程均經博士團隊設

計，具有立即性回饋功能，老師可隨時掌握每一個學生的學習進度，並幫助學生精確掌握自

己學習的強弱之處，作為調整後續學習的依據。由於在計劃實施前，該校根據中央大學的研

究，有針對性對網絡成癮、視力降低等問題採取預防性措施，解決和縮減了電腦教學帶來的

負面效應，計劃得到了家長的支持及認可。不少前線教師反映， iPad one to one 教學不只
能提高學生的整體學業成績，對後進生幫助更大，學生們從中獲益良多。

在此行的最後一站─中央大學網絡學習科學研究所，博士生劉振釗校友詳細介紹電子

學習研究項目的成果。陳德懷教授更是娓娓道來，講述了 one to one 教學的發展史，與我們
分享了 one to one 教學的成功經驗。他的分享堅定了老師們資訊科技可以讓教學更美好的信
念。

到杭州師大附中察訪環保教育

團員與陳德懷教授 ( 左六 ) 及劉振釗校友 ( 左五 ) 合照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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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骨幹教師赴京行

本校歷史科老師鍾子程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廿一日到北京，參加由教青局主辦之澳門骨

幹教師培訓課程，到北京師範大學上課並到當地學校進行觀課、討論和研習，進一步了解祖

國的教育政策和理念，以及祖國在面對經濟高

速發展的同時所帶來的各種機遇和挑戰。

此行最大得着除了觀課交流外，還獲北京

師範大學馬衛東教授的親自指導，教授上課和

處理問題的技巧。馬教授的治學方法非常認真

和嚴謹，值得尊敬和學習。五天的學習之旅結

束，參加是次課程之骨幹老師回澳後需重新整

理教學計劃，供北京的教授審閱。四月十六

日，北大馬衛東教授與本澳四間學校的老師到

本校，觀鍾老師的歷史課，隨後再作指導和分

享，完善課堂，獲益良多。
鍾子程老師赴京行，收穫甚豐

閱讀小組赴港學習

由部份行政、圖書館、中、小、幼老師組

成的閱讀小組經過一年在校內研習後，於六月

一日至二日往港交流，得到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謝錫金教授、許守仁主任接待及介紹香港閱讀

教學狀況，並先後在播道書院、東華三院田灣

幼稚園進行觀課及研討，是次交流令一眾老師

獲益良多。
閱讀小組到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取經

史地學會成立二十周年

澳門培正中學史地學會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九日下

午五時半在禮堂舉行「史地學會成立二十周年紀念暨第

二十一屆職員就職典禮」。史地學會一衆顧問江葆康、

呂曉白、崔家榮代表、陳子良、陳永昌、陳滌非、莫志

偉、黃永謙、黃就順、黃漢堅、葉錦添等，以及第一屆

史地學會會長楊日科，粵華中學、鏡平學校、坊眾學校

等均派代表出席，場面熱鬧。

高錦輝校長表示，史地學會從一九九一年成立至

今，已走過二十年風雨歷程。學會一直秉承創辦人的執着與激情，鑄造優良的傳統會風，凝

聚社會各界的關懷與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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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可見，種種成果實有賴

於創會導師黃就順和陳子良兩位名師的開拓進取、繼

往開來的魄力、勇於創新的精神，以及指導老師的堅

持不懈，使培正中學提倡師生合作、發展研究型教學

傳統得以發揚光大。高校長相信，學會將會以二十年

為新的起點，在激發學習興趣、開闊視野、繼承傳統

並開拓創新的道路上不斷求索，創造下一個更加輝煌

的二十年。

創會導師陳子良老師

創會導師黃就順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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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而由史地學會會長蔡綺玲作會務報告，匯報去年及來年的工作計劃。她指出，學會將

秉承「了解澳門、認識祖國，放眼世界」的宗旨，持續組織同學在課餘期間參與有關學習歷

史、地理和時事等課題的研習活動。會上還播放了學生參加「魅力嶺南」DV 創作比賽獲一
等獎的作品「鄭觀應與中國

百年思想」。

慶典上，史地學會創會

導師黃就順和陳子良先後發

言，他們回顧創會的過程，

總結來之不易的成績。言辭

親切感人，充分體現其對教

學的熱情與堅持，至今不減。

此外，他們對全體會員作出

語重心長的勉勵，肯定歷屆

會員的努力，並鼓勵同學在

已有基礎上繼續努力進取，

使學會的精神得以薪火相傳。 史地學會成立二十周年，來賓留影

教學設計獎勵計劃
頒獎

由澳門教育暨青年

局主辦，每年一度之教

學設計獎勵計劃，本校

老師積極參加，獲獎者

眾。頒獎禮已於五月八

日舉行。

華夏園丁大聯歡

由中國教育部、湖南教育部、

澳門中華教育會合辦之華夏園丁活

動已舉辦多屆，本校郭慧敏老師於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廿六日至卅一日

代表本校參加是次活動。從參訪過

程中，感受到濃厚的瀟湘情懷；亦

從參觀毛澤東主席的韶山故里和遺

物館中，一睹偉大領袖的兒時足

跡，感受甚深。

華夏園丁喜聚首

教學設計獎勵計劃頒獎禮上與教青局官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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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到貴州參與義教

四月四日至八日，本校高中三位學生譚嘉善、馮琬淇及賴明軒，在歐陽效鴻牧師和朱君

怡老師陪同下，參加了由澳門教師志願者協會主辦的「澳門師生義教進農村」活動。是次活

動共有十八間大學、中學及澳

門檢察院的員工，約一百零五

人進行為期五天的義教活動。

本校師生除了安排到貴州省貴

陽市修文縣陽明小學小三班進

行義教外，亦安排到貴陽市第

二福利院探訪無依無靠的老人

及孤兒，深感他們的孤單痛

苦，明白到志願工作者的重大

任務，師生均深深體會到「施

比受更為有福」的道理。

參加義教的澳校師生

English Fun Day

The Primary English Fun Day was held on 11th and 18th February. The objective of the English 
Fun Day was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The English teachers of our school 
had organized various meaningful activities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work and play in English. The students of Primary One to Primary Five were given a chance to learn 
English through interesting and enjoyable games. Various game booths were set up in the playground 
and all students enjoyed playing 
the interactive games very much. 
In addition, they also participated 
i n  d o i n g  e x p e r i m e n t s  a n d 
watching English movies.

We hope that our activities 
can  he lp  bui ld  up  s tudents ' 
confidence in using English. 
In the future, we will organize 
more interesting activities for our 
students, and we hope that more 
students will realize that learning 
English can be FUN.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doing experiments.

167

澳校校聞



小五六級數學教育日

本年度小五及小六年級分別於三月和四月中旬舉辦「數學教育日」。是次活動對象是數

學特補班的學生，共有四十多位學生參與了活動。  

活動由小五六數學老師及駐校社工設計，包括「自信心訓練營」及「我都做得到」兩個

項目，讓學生以個人及小組的力量，突破個人局限和困境，以提昇自信心、合作精神及自我

認識的能力。

是次活動，增進了師生的溝通，更讓學生認識到人際溝通及團隊精神的重要。

小五六級英語教育日 

本校為了讓小五六級英語鞏固班學生對學習英語重拾信心及提昇對學習的興趣，於四月

廿一日舉辦了英語教育日，共有八十名學生參加。活動日當天，小五級進行了「小小發明家」

和「齊來猜謎語」活動，小六級進行「英語常識知多 D」和「校園定向追蹤」活動，同學們
都能積極參與。透過有趣的小組遊戲、角色扮演等活動，給學生提供一個輕鬆互動的英語學

習環境，讓學生能發揮潛能，勇於運用英語發言，逐步提高對學習英語的自信及興趣。

小學數學遊蹤解難活動

為營造數學學習的氛圍，培養學生的協作及解難

能力，本校小五六級於三月中旬進行了班際「數學遊

蹤」比賽。學生通過觀察課室以外的校園環境，追蹤

老師預先設計的校園路線。此次活動的主要特色是透

過小組的合作，運用已有的數學知識和生活經驗來解

決數學問題，從而使學生認識數學的價值。活動中，

學生們應用 iPad 內的 apps 來協助測量及輸入答案，
增添了不少的趣味性。在比賽過程中，同學們互相學

習，提昇了合作技巧和解難能力。 學生先量度操場龜池的直徑，結合所學進行計算

籃球及田徑隊集訓

爲進一步優化訓練計劃和擴闊學生的視野，增進體育運動

知識和提高水準，澳校女子籃球隊及田徑隊前往江門市運動學

校及廣州偉倫職業技術學院進行交流和訓練。

通過集訓，隊員得到不少啓發，隊伍在技術和比賽意識

上得以提昇。田

徑隊亦在校方的

大力支持下逐漸

壯大，在本年學

界田徑比賽中，

田徑隊派出接近

六十人參加，成

績理想。

田徑隊前往廣州偉倫
職業技術學院訓練

女子籃球隊前往廣州偉倫職業技術學院集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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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電視台邀小學歌詠隊攝《 七子之歌》

小學歌詠隊同學應深圳電視台少兒頻道之邀請，參與該台為慶六一兒童節而製作的大型

節目「花兒朵朵開─兩岸四地大型六一晚會」

本校小學歌詠隊將獻唱《七子之歌》，錄影安

排在本澳地標大三巴牌坊前進行。為趕在遊客

未到前在大三巴牌坊進行拍攝，本校同學須於

早上七時到場，更因受天雨影響，四月廿八日

之錄影因而要延期一天於廿九日清晨進行。

小學歌詠隊同學在大三巴前的精采演出吸

引了不少遊客的觀看，雖然連續兩天早上六時

多已要回到學校為演出作預備，但同學們仍然

表現出良好的精神面貌，表現出色，受到場電

視台一眾人員的高度表揚，同時在到場家長更

義務協助現場維持秩序和本校教師的共同努力

下，拍攝進程雖然受到天雨的影響，但仍然能

夠完成拍攝，校方對全體同學表示讚賞、更對

家長的支持表示感謝。

香洲六小合唱團蒞校交流表演

五月五日，珠海市香洲區第六小學合唱團一行五十人蒞校，與本校小學合唱團進行了交

流表演。

活動於本校禮堂舉行，高錦輝校長、郭敬文副校出席活動並觀看演出。表演在我校小學

合唱團演唱的瑞士民謠《阿，布列奈莉》中拉開了序幕。兩合唱團分別演唱了具有自己獨特

風格的歌曲，委婉動聽、質樸深情、輕鬆活潑的曲目，在禮堂中此起彼伏。最後，兩校合唱

團聯合演唱了《七子之歌》，將活動推向了高潮。演出結束時，兩校合唱團交流互動，同學

們從害羞到熱絡，大家拍照留念，留下了一個個開心的瞬間。

藝術無國界，演唱增友誼。此次活動有助於促進我校同國內的交流與合作，同時，也為

小學合唱團提供了一次提高合唱水準的極好機會。

兩地師生留下難忘的時刻

小學歌詠隊在大三巴前錄影《 七子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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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新設 K1 親子興趣班

幼兒喜歡探索新事物，這一階段是開發幼兒潛能和培養興趣的黃金時期，為此現今不少

家長會安排子女報讀不同類型的興趣班。不過，家長常疑惑應如何為子女選擇合適的興趣

班。其實對於幼兒而言，家長的陪同參與才是關鍵，可讓幼兒更投入學習。故此，本校幼稚

園首次於今年三月份為幼兒班開設了兩項親子興趣班。

「親子英文律動課程」，透過英文歌曲童謠、音樂遊戲、肢體律動、角色扮演和親子互動

等，讓幼兒在愉快的學習過程中加深對英文的認識。每次課堂上父母和子女會一同製作相關

圖書或手工，回家後可以繼續分享課程、互相學習，加強親子關係。

「親子玩樂點、線、面」，透過親子遊戲和音樂律動帶領幼兒愉快邁向藝術的領域，由簡

單的「點」、「線」、「面」及「三原色」開始，逐漸將

幼兒的生命注滿無限的色彩。課堂上家長和學生的表

現都十分投入，一同參與，一同學習，一同遊戲，大家

都樂在其中，親子關係良好。

親子齊心合力畫畫 我們的親子畫作完成了

與中山雍景園幼稚園相互交流 

幼稚園主任劉玉玲和老師一行廿五人，於去年十二月十日到中山市雍景園幼稚園作觀摩

和教學交流。當天首先由雍景園胡校長介紹該校幼稚園的情況，然後該校的音樂老師示範了

兩節精采的奧福音樂課，其中的一節由我校的老師扮演學生，課堂上老師們的表現都十分投

入，相互交流互動，一同融合音樂遊戲中。最後，由該校老師帶領下我們分組參觀校園，只

見園內環境優美，每個空間角落的環境佈置都十分環保和富有創意，營造了一個良好的教學

氣氛，是次參觀讓我校老師們加深了對環

境創設的認識和學習了奧福音樂的技巧。

本年四月三十日，雍景園幼稚園老師

亦來到我校探訪交流。首先我校的高校長

和劉主任對學校作出簡單的介紹，然後雍

景園老師觀了兩節英文課，參觀了校園環

境，最後大家分組交流討論。言談間，該

校老師讚賞我校老師教學技巧優良和學生

們的美勞作品創意十足，給他們留下深刻

的印象。 齊來跳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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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與萬國兒童佈道團合作

今年幼稚園同萬國兒童佈道團合作，在聖誕節，復活節及托管班時間內，為我校的幼稚

園學生推行基督教教育工作，佈道團的團員以故事、歌唱、遊戲及角色扮演等活動讓幼稚園

的學生知道了很多聖經故事及真理。而幼稚園學生除聖經課外，亦會在其他的課堂中加入基

督教教育，如音樂課，托管班等。從小培養學生有一個感恩的心。

托管班時間學習聖經道理

幼稚園活動日

為了使幼稚園學生有多元智能的發展，每月的其

中一個星期六幼稚園會舉行活動日，活動日會定立不

同的主題，按着學生的年齡、興趣及節日，讓學生在

輕鬆愉快的過程中學習。今年活動日的主題有「有營

活動日」、「我長大了」、「動物」、「小廚師」、「懷舊

玩意」等。其中，幼高年級於二月廿五日舉辦了名為

「懷舊玩意」的活動，當日老師為學生精心準備了一

系列傳統遊戲，讓學生感受一下父母的童年玩意及歡

樂，並且明白原來遊戲不一定是要到玩具店購買，只

要有朋友陪同，簡簡單單的遊戲亦會得到快樂。而幼初年級亦於同日進行了主題為「小廚師」

的活動，把課室變成了「美味廚房」和「培正大餐廳」。年紀小小的學生，變為小廚師在「美

味廚房」內用心製作果醬三文治和雜果提子汁，之後又搖身一變成為侍應，把美味的食物送

到「培正大餐廳」的客人跟前，客人都吃得津津有味呢！

有營活動日攤位遊戲

萬國兒童佈道團來校介紹聖誕節的由來

我是小廚師 傳統遊戲─跳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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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旅行及教育營

 z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廿五、廿六日
及 十 二 月 二、 三 日 組 織 小 六 級

二百二十三名學生參加團隊學習營，

由澳校老師和澳門基督教青年會社工

帶領，前往廣州歷奇山莊體驗營會生

活。透過歷奇活動，讓學生在面對逆

境時有積極態度及冒險精神，學習與

人相處的技巧，培養正確的羣體生活態度。

 z 十月廿四日至廿八日，梁永棠主任以及初三
的班主任分批帶領初三的同學參加兩日一夜

慈青營。

 z 十 二 月 廿 三 日 至 廿 八 日， 高 三 級 共
一百七十一位學生在九位老師的帶領下，前

往我國首都北京參加畢業旅行。

 z 二零一二年一月二日至七日，初二級的同學
前往中山國防教育基地進行為期六日五夜的

國防教育營。

 z 一月廿九至卅一日義工隊師生一行卅二人前
往廣州番禺歷奇山莊進行三天二夜的歷奇領

袖訓練，加強團隊合作及溝通能力。

 z 三月廿日組織小五同學二百三十五人前往慈
青營，由拉撒路青年中心社工帶領，以「愛

喜樂」為主題，在營地內，透過完成六項不

同任務，建立積極正面的人生觀。

 z 三月份組織初中一年級二百二十八位學生，
參加「小飛鷹愛國愛澳」教育營。三日兩夜

的封閉式訓練，項目包括列隊、步操、站軍

姿、內務整理、打飯等，每項訓練活動各學

員均認真投入，堅決地完成。學員經過是次軍訓模式的生活後，體會到自理能力的重要。

他們更從教官的言傳身教中，懂得珍惜、紀律、團結、合作的重要。

訓  與  輔

小六同學在歷奇山莊進行團隊訓練

初二國防教育營

義工隊領袖訓練營

小五級同學於營地內進行任務 初一飛鷹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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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瀋陽愛國教育學習

為了尋訪革命英烈，傳承民族精神，

親身力行地瞭解歷史，學生會二十位成員

在林健邦主任與黃潔冰主任帶領下，於四

月四日至八日期間前赴瀋陽市進行愛國主

義品德教育學習。通過參觀當地遼寧省博

物館、九一八歷史博物館、瀋陽故宮、戰

犯管理所等地等歷史文物古蹟，認識歷史

並學習我國革命烈士的愛國精神。

學習歷史，並不是要

把過去的屈辱訴諸於現今

世代，也並不是要仇恨曾

對我國進行侵略的國家而

盲目憤慨，而是要明白過

去，以史為鑑，珍惜和平，

展望將來。經過五日四夜

的瀋陽旅程，促進了同學

彼此間的友誼，更培育了

同學們愛國主義的情懷，

共同經歷了別具意義的品

德教育之旅。

向瀋陽雨田中學贈紀念品

學生會參觀九一八博物館

升旗禮

 z 為加強學生的愛國教育，本年度繼續安排高三級同學每天早上在校園內負責升旗。為慶祝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十二周年，本校於十二月十六日在校園舉行升旗禮，由數學科四位同

學負責升旗，是日

逾七百師生出席。

 z 五月四日，應教青
局邀請，初一級廿

名學生在西灣湖廣

場參與「全澳學界慶

祝五四青年節升旗

儀式」。

 z 應教青局兒童節組
委會邀請，廿五位

小六學生於六月一

日參觀中國人民解

放軍駐澳部隊氹仔

軍營及升旗禮。

升旗禮

173

澳校校聞



義工隊台灣社福機構研習營

澳校義工隊師生廿二人於去年十二月十八至廿三日前往高雄和台北，進行為期六天的台

灣社福機構考察之旅。師生們於高雄參訪了無障礙之家、喜憨兒基金會，了解非營利組織對

台灣身心障礙者的支援和服務，學習政府或個人如何透過民間團體完善社會服務以及改變社

會對身心障礙者的傳統觀念。隨後乘坐高鐵前往台北，參訪陽光基金會，了解顏面創傷者在

心理、生理以及社會適應的問題，體會公民力量對弱勢社羣的扶持。後赴台灣大學出席由台

灣大學社工系劉淑瓊教授主講的「台灣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的關係」專題講座，以及參觀台北

YMCA 國際青年中心，了解當地義務工作的文化。最後，同學參觀了故宮博物館、總統府、
中正紀念堂等著名景

點，學習台灣的歷史

和發展軌跡。

是次活動以參訪

台灣社福機構和了解

中華文化為主，同時

培養同學對社會的關

心和責任感，成為社

會的好公民。並透過

與身心障礙者相處，

確立同學正確的價值

觀和人生觀，學會愛

惜與欣賞生命。

義工隊台灣行

首次舉行班際拔河比賽

在澳門拔河總會的協助下，澳校於一月舉辦了班際拔河比賽。比賽當日，澳門拔河總會

派員到校作技術指導及裁判，場面熱鬧，氣氛熱烈，在各班的啦啦隊吶喊助威聲中，所有健

兒都拼盡全力，務求將對手拉倒。結果初級組由高一愛班奪冠、高級組則由高三信班奪得。

及後安排了別開生面的師生拔河比賽，比賽形式先由初級組冠軍與高級組冠軍對壘，而另一

邊，則有高錦輝校長助陣

的教師 A 隊對陣以一班年
青教師為主的教師 B 隊，
結果教師 A 隊及初級組
冠軍技高一籌進入最後決

賽。決賽過程亦相當激烈，

最後教師 A 隊以二比一險
勝學生隊，比賽過後隨即

進行頒獎及大合照。

氣氛熱烈的拔河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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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身心健康發展系列講座

 z 培養學生責任感為本學年德育關注點之一，去年十一月廿一及廿二日邀請了中學地理科譚
達賢老師為小五至高三級學生主講了四場講座，透過譚老師自身學習經歷，勉勵同學學習

旅途不畏苦、肯承擔，並要有遠大的目光。

 z 本年一月二日及三日，司法警察局關注少年組為學生進行了兩場講座，分別是小五小六級
「知法守法」，初三高一級「毒品犯罪」。

 z 一月三日至六日，法務局代表為小學各級同學入班講座，深化學生對澳門法律的認識，提
高學生學習法律的興趣。

 z 二月二十日，小三級同學參加由同善堂主辦的「年青一代認知同善堂」活動，認識這所逾
百年歷史的慈善機構。

 z 三月十六日及三十日邀請交通事務局、治
安警察局合辦的「交通安全校園互動」講

座，為小五同學介紹行人過馬路設施及各

類交通安全訊息。

 z 三月廿四日邀請食品科學專家古永華博士
來校，為八十名初小及幼稚園家長主講「飲

飲食食  點煮點食之兒童篇」講座。

小幼家長關注兒童食物烹調方法的重要性

校醫歐競湘主講校園意外處理方法

學生學習如何釋放壓力

 z 三月廿九日，學校健康促進主管盧少梨
姑娘與校醫歐競湘，為本校全體教職員

工主持了「校園意外急救流程」與「員工

協力防流感」講座。

 z 四月二日，拉撒路青年中心為小五六級
學生主講「我是經理人」講座，教導學生

管理時間的方法和重要性。

 z 四月十日，邀請澳門大學教育系學校輔
導研究生吳浩廸護士，為初三至高三級

學生進行「應對壓力─人生必經過程」

講座，教導學生認識壓力的來源及如何

釋放壓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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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飲食週

為了讓我們的同學能夠健康成長，從小培養健康的飲食習慣尤其重要。本校於四月三十

日至五月五日舉行「健康飲食周」，藉着舉辦有關健康飲食的活動，從而提高師生和家長對

健康飲食的意識，推廣健康飲食的理念。

水果日

在五月三日舉行「水果試食日」，家長義工幫忙把各類水果切成小塊裝成小杯，午間時

段在 B 座地下派發，師生及家長反應熱烈，一共派發了一千八百杯水果。家長義工隊協助製
作壁報，壁報上張貼學生在家中與家人一齊吃水果的相片，及有關水果的資訊。五月四日下

午第一節課全校師生在課室一齊吃水果，一連串的活動能提醒同學們要經常吃水果。

推廣健康午膳

五月四日下午舉辦小四級「健康午膳」講座，由食品科學專家古永華博士主講，講者帶

備一些午餐的食材，各班派代表製作一個自認為健康的飯盒，各同學把飯、菜、肉或麵包等

食材砌成一份份午餐。古博士介紹常見食材的益處，午膳要注意的份量等，最後把同學們製

作的飯盒作出評論，同學們都認為獲益良多。

為加深師生及家長對健康午膳的認識，自去年起舉辦相關比賽，反應理想。本年再次舉

辦「健康午膳設計比賽」，鼓勵全校師生及家長參與。比賽以食譜的營養均衡、健康、創新

及美味等為評選原則。經初賽後共有二十八個親子組及學生組的隊伍獲晉入決賽，並於五月

五日下午在校園進行現場烹飪比賽。

今次比賽隊伍的水準，在廚藝技巧、菜式的設計及選料等方面，都比去年有所提昇。決

賽時各隊伍都施展渾身解數，爭奪各項大奬、優異奬和優良奬等殊榮。評判團包括食品科學

專家古永華博士、學校午膳負責人兼幼稚園主任劉玉玲、小學德育主任黃潔冰、校醫歐競湘

及健康小賣部承辦商唐志偉。

頒獎禮於烹飪比賽後隨即舉行，校長高錦輝、副校長郭敬文和多位行政人員均有出席。

校方感謝師生及家長的踴躍支持，使活動得以成功舉辦，並認為此類活動有益身心，宜在校

園推廣，使大家重視健康生活。師生及家長都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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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豐富課餘活動。

健康午膳比賽得獎師生及家長合照

176

澳校校聞



接種疫苗與捐血

 z 去年十一月初協助衞生中心
為一千七百多名師生接種冬

季季節性流感疫苗。

 z 本年三月廿八至三十日，捐
血中心來校進行血液收集活

動，一百五十一名師生參與

了捐血活動。

幼稚園增設輔導支援服務

為關注各級學生在校的適應狀況，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底開始，澳校增設了幼稚園學生

輔導支援服務。

幼稚園學生輔導支援服務社工何嘉敏姑娘，以支援的服務形式，為幼稚園學生、家長、

教師提供個案及諮詢的個別服務，此外，亦會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如講座、工作坊、小組

和培訓等，主要以預防性及發展性的模式進行；目的協助家長更有效進行家庭教育，亦使學

生從幼建立健康的生活模式。

本年四月十四日，社工何嘉敏為幼稚園

家長舉辦「我也做得到！」培養幼兒責任感

家長工作坊。當中透過不同活動、分享及討

論，讓家長了解責任感對孩子成長的重要

性，以及學習到如何運用生活事件，提昇孩

子的責任感；從中增強家長的管教技巧，使

更有效面對子女成長發展的需要。

高校長等到場支持學生捐血

提供交流平台，共同分享與子女相處心得 認識子女情緒活動中，家長細心思考不同的情緒形式

「 我也做得到」家長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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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五月五日舉辦了「快樂小天使」

培養幼兒情緒智商家長工作坊。目的是協助

家長更深入了解孩子情緒發展的需要，以提

高家長對孩子情感需要的敏感度，另學習嘗

試以適當的方式表達孩子內心的感受，以有

效處理孩子負面情緒，藉此為孩子進行情緒

教育。當中透過短片分享、遊戲，以及各種

情境練習，協助家長了解是次工作坊之主題。

支援服務社工亦在二月至五月期間，每月定期向幼稚園家長派發「健康 100 分」育兒系
列宣傳單。分享主題包括「教育輕輕鬆」、「如何正確引導孩子與同伴相處？」、「如何培養孩

子的創造力？」、「情緒教育，由家長做起！」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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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亦能從中掌握相關的社會資源，協助家庭發展良好的關係，

讓學生於健康的教育環境下茁壯成長。

社工駐校輔導活動 ( 中學部 )

班級講座

中學部駐校社工為初中一年級同學舉辦入班

活動，包括「理財達人」( 讓同學了解正確的金
錢和消費觀念 )、「齊建和諧校園」( 讓同學認識
彼此相處時應採取的適當態度，辨別校園欺凌行

為的影響及後果，宣揚和諧校園信息 )、「學會
say no」( 協助同學辨別朋輩間不良的行為及影
響，並加強自我保護意識 ) 以及「網絡行為」( 讓
同學思考使用網絡的好處以及過度使用網絡的壞

處，提昇同學自我覺察有否過度使用網路的意識，鼓勵同學建立良好的上網習慣 )。

社工亦於本年一至四月期間，為初中二年級

同學舉辦入班活動包括「特質達人」( 協助同學認
識自己的性格，讓他們明白不同性格有着自己獨

特性，同時透過性格的了解，幫助他們發展自己

的專長 )、「有機青年」( 讓同學先提高對有機生
活的認識，後明白毒品影響生活的禍害 )、「生涯
規劃」( 幫助同學了解自己及學習如何規劃自己的
未來 ) 以及「兩性相處」( 讓同學思考及了解其對
戀愛的動機與迷思 ; 協助同學辨別何謂真愛與迷
戀 ; 加強他們在兩性相處上的自我保護意識 )。

小組活動

二、三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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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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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快樂小天使」家長工作坊

初一理財達人入班講座

初一學會 say no 課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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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工作坊

去年十二月十日駐校社工為初一及初二

級家長舉辦「與青少年子女溝通工作坊」，讓

家長了解青少年在青春期的成長轉變及需要，

學習與子女溝通及相處的技巧。

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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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氣，校方於二月十八、十九日及三月十七、

十八日分別為初一及初二英語鞏固班同學在

黑沙青年旅舍舉辦兩日一夜的營會，營會由

駐校社工及英語老師一起籌劃，藉體驗式活

動以及學長與老師的經驗分享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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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義工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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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社工繼續協助

中學義工隊的同學安排「探訪恩慈兒童之

家」、「探訪青洲明愛老人中心」、「參觀澳門

監獄」、「探訪曙光中心」等多項活動。

「無煙大使」領袖訓練計劃

一至五月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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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煙常識問答比賽」、「無煙攤位」、「無

煙 SHOW」、「無煙壁報」等多項無煙活動，向中、小同學推廣新控煙法及無煙的訊息。

「 與青少年子女溝通工作坊」分組討論

學長在營會分享心得

義工隊探訪青洲明愛老人中心

義工隊探訪恩慈兒童之家

義工隊探訪曙光中心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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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活動

駐校社工張冰瑩姑娘在一月至二月期間，舉辦名

為「培正有心人」的小組活動，對象為小五、小六義

工隊學生，目的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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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在心行動，

學生到白鴿巢公園

贈送飲料及心意卡

給小孩及老人家；

關愛行動，學生到綠揚長者日間護理中心與老人家一

起玩遊戲及聊天；探訪曉光中心，與中心的學員玩遊

戲及了解曉光中心的服務內容。學生透過外出服務，

能懂得關心身邊的人，學習施比受更為有福的道理。

社工駐校輔導活動 ( 小學部 )

班級講座

駐校社工張冰瑩姑娘，協助舉行了各級

的入班活動，主題分別有：小二「友你真

好」、小三「時間管理」、小四「煙 OUT!」
小五「青春新鮮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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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踴躍

發言及發問。 時間管理講座中，學生認真學習分配時間

分享暖在心行動的服務態度

「 培正有心人」到公園送暖

小三至小四「 有品好友營」

其他

本學年度共舉辦了三次的營會，其中兩次為「有品好友營」，對象分別為小三、四及小

五、六學生，學生在營會中透過活動及團體合作，學習各樣的品德，及提昇公民品德；另外

一次為「無毒人生健康生活體驗營」，學生在營會中認識毒品的禍害及拒絕毒品的方法，建

立健康的生活態度。駐校社工也與小學英文及數學科老師合作，為鞏固班舉辦教育日，目的

是協助學生增強自信和學習動機。而在三月至四月期間，舉行「健康無煙校園」活動，藉着

填色 ( 一至二年級 )、問答比賽 ( 三至四年級 )、標語及漫畫設計比賽 ( 五至六年級 )，讓學
生明白吸煙的禍害及健康校園的重要。

小五至小六「 無毒人生健康生活體驗營」 「 健康無煙校園」小一級填色比賽獲獎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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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隊領袖訓練營

義工隊兩年一度的番禺歷奇山莊領袖訓練營已於一月廿九至卅一日舉行，活動由四位義

工隊導師帶領，選出廿八名表現出色的中學義工隊同學參加。

本次活動目的是希望同學能夠勇於挑戰自己、克服困難、抱着積極向上的心態，並且體

驗團體生活，學習如何互相幫助、少些埋怨、多些鼓勵，培養同學團體合作精神以及對團員

的信任。

整個訓練營包括一些解難遊戲、高空活動、黑夜探索等等。過程中難免有同學心生畏

懼，但經過一番思想掙扎，在導師和同學們的鼓勵後，大部份同學都能突破自己的心理關

口，克服了對活動的畏懼而完成任務。另外，除了有既刺激又具挑戰性的活動外，訓練營中

的導師亦安排了一些令人十分感動的環節，如讓同學寫一些給父母的心底話等等。

在一連三日的活動中，同學們透過勇氣、汗水和互相扶持而換來了自己的成長，實在獲

益良多。

其他德育活動

 z 去年十月底，初中德育主任王錦鳳應澳門中華教育會邀請，赴雲南昆明出席「三生教育」
座談會。

 z 十一月十八及十九日，校長高錦輝及小學德育主任黃潔冰應澳門教青局德育中心邀請，出
席「育人路上，總有你我」─學校德育工作交流會，並代表澳校發言，分享德育工作。

 z 澳校師生為澳門日報公益基金會籌集百萬行善款澳門幣 299 ,688 .65，港幣 15 ,560；為澳
門慈善機構同善堂籌得善款 23 ,500 .08

 z 本年二月，小學德育主任黃潔冰與區笑森老師應教青局德育中心邀請，接受《教師雜誌》
訪問，與教育同工分享品德教育經驗及收穫。

 z 四月，澳校德育主任梁永棠、副主任林健邦、王錦鳳及黃潔冰，應《新生代》雜誌訪問，
暢談學校公民教育課推行的理念及方法。

營地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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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推廣感恩文化

基 教 事 工

感恩文化

九月底，基教處同工參加香港聯校感恩

節分享會；十月初，首次在本校教師靈修會

分享感恩文化理念；十月底，香港 U-Fire
同工於學生週會推廣感恩節活動。隨後，本

校推出自創「感恩操」，在校園推廣感恩文

化，塑造品格又傳揚福音。

感恩節慶

本年度首次藉慶祝「感恩節」，增強校

園福音氛圍。十一月廿四日感恩節中午，師

生在校園共跳讚美感恩操，場面熱鬧；下

午，高小同學在禮堂舉行感恩會，由美國宣

教士分享感恩節的真義。

感恩家庭

本校自創的「感恩操」不但成為小學生

的至愛，更成為學校小一至小四競技日的親

子活動，家長在舞動身軀之餘，更領受「感

謝天父」的福音信息；甚至由家教會主辦的

郊外旅行，或小六畢業營會，「感恩操」也

成為亮點項目之一。

家長、學生戶外齊跳感恩操

高小同學感恩會

家校合作

十月廿一日晚上，首次舉行「堂校合作委

員會」會議，檢討二零一零年九月開堂以來的

合作進展。

科學證道

名譽校董吳宣倫博士本年度三次蒞校舉行

佈道會，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一日於初三、高一

學生週會帶領廿位學生決志；十二月十二日於

教職員靈修會講論「主必再來」，六人決志；

本年三月十九日於初一、二學生週會帶領百多

人決志。

名譽校董吳宣倫博士科學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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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點唱

福音週設有午間「詩歌點唱」廣播，讓同學在老師的指導下，一嘗當 DJ 的滋味，悅耳
的詩歌不但傳播福音信息，更為校園增添歡樂氣氛。

聖誕故事

去年十二月十二至十五日早操時段，邀

請美國宣教士向小一至小四學生講述聖誕故

事；十五至十六日澳門萬國兒童佈道團義工

蒞臨幼稚園各班演繹聖誕故事。

美國傳教士分享聖誕信息

少年軍營

十二月十八至廿二日本校基督少年軍廿多位隊員於路環飛鷹培訓基地舉行營會，加強青

少年的品德教育及紀律訓練。

少年軍慶

本年一月十四日，本校基督少年軍舉行成立五周年慶典，並與大埔浸信會澳門堂合作，

在週六崇拜中舉行立願禮，約六十位學生、家長出席。

放眼中華

一月九日教職員靈修會邀請 OMF（海外
基督使團）中國區主管 Harvey & Linda 夫婦
分享在中國宣教三十年的見證。

福音佈道

今年福音週於三月廿六至三十日舉行，

主題為「愛 ‧ 喜樂」。香港藝人何基佑、鍾

凱瑩夫婦在四場學生週會中分享見證，共

三百六十三人決志，所有決志者交由駐校堂會

（大埔浸信會澳門堂）栽培跟進。教職員佈道

會則由九龍城浸信會堂主任蔡少琪牧師擔任講

員，多人決志。 何基佑 (Kay 哥哥 ) 傾力演出聖經故事

詩歌大賞

福音週期間為幼稚園、小學、中學生舉

行共九場詩歌欣賞會，初小早操表演時段，

大批家長在旁駐足觀賞，福音種子同樣撒進

他們的心坎。另外，高二愛班同學以風靡全

球的 UpToFaith 復活節舞蹈，為福音週活動
帶來高潮。

高二全班演繹福音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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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故事

澳門萬國兒童佈道團義工於三月十九

至廿二日的小學早操時段分享「蟲蟲大變

身」復活信息，又於福音週期間連續四天

向幼稚園學生講述復活節故事，幼小心靈

對福音的反應熱烈。

福音畫冊

今年本校特為福音週出版一本《愛生命》

漫畫冊，配合「關愛生命」的教學主題，鼓

勵學生遠離誘惑，追求健康豐盛人生。
宣教士義工帶領幼稚園學生禱告

擅長魔術佈道的美國傳教士

福音魔術

四月十九日，擅長魔術佈道的美國傳

教士 Terry Veazey 專程來澳，再次蒞校
主領七場佈道會，接觸約六百人，送出

七百本《無字天書》。

聖樂佈道

五月七至八日，菲律賓 His Voice
歌詠隊十四位成員再度來澳，在四場學

生週會中以聖樂、舞蹈、話劇傳揚福音，

又在六班聖經／音樂課堂中分享見證。

菲律賓 His Voice 歌詠隊

聯校退修

六月一日兒童節為小學教師假期，本校

與五間基督教學校聯合舉行「全澳基督徒教

師退修會」，蒙香港播道會恩福堂主任蘇穎

智牧師擔任講員，退修會後加開「奮興會」。

此前一天，蘇牧師主領本校教師靈修會，主

題為：從無自由到真自由，六位老師決志。

六間基督教學校「 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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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情與外交　拓學生視野

澳校國際議題研習小組學生黃浩文、李康

堯、黃淑欣、黎昕、陳鍵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參

加了由外交部駐澳特派員公署主辦之「第二屆

澳門青少年外交知識競賽」，獲得季軍，並於

四月廿三日至廿七日，由譚達賢老師帶領，隨

外交公署及澳門教育暨青年局參訪團前往北京

及南京交流。期間參觀了外交部、中國人民外

交學會、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南京國際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等單位，並出席了外交部新聞發

布會，與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劉為民先生直接對話，而本校學生亦在釣魚臺國賓館午宴及在江

蘇省政府招待午宴中參與表演。師生均表示，透過此次參訪行程，對中國近現代歷史及當代

外交形勢有更深入了解，獲益良多。

五月十八日下午，本校學生參加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

署與教育暨青年局合辦之「外交人生赤子情懷─李肇星先生與澳門學生交流會」，與中國人

民外交學會名譽會長李肇星先生真情對話，

藉此難得機會，了解國情及外交發展形勢。

十二月十六日，出席外交部駐澳特派員公署開放日參觀活動
並與宋彥斌副特派員及著名書法家蘇士澍老師等合照留念

培正師生與外交部港澳台司王冬副司長在
釣魚臺國賓館內合照

天文氣象學社觀月全蝕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日晚上在塔石廣場，氣溫只有攝氏七、八度左右，却無損家長與學

生們觀看月全蝕的興趣，經由業餘天文學會詳盡的講解後，培正學生們隨即向在場的家長、

觀眾和同學們派發有關月全蝕的講義，並向市民介紹月全蝕和天文知識。同學們分成小組，

負責測量當天的氣溫、氣壓和監測月全蝕的過程並繪圖。活動深受家長和同學的支持。

天文氣象學社師生與家長們合照

學 生 活 動

培正師生與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參贊合照

同學正全神貫注地觀看月全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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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藝會兩湖愛國行

培正中學語言藝術學會在四月四日

至四月八日期間組織會員共四十人，在

導師殷長松及林佩欣的帶領下，前往湖

南及湖北作為期五天的愛國交流活動。

是次活動得到教青局的大力資助。

兩湖地區是孕育革命的搖籃，也是

辛亥革命爆發的地方，它在歷史上佔有

舉足輕重的地位。本次活動中，同學們

透過參觀多個革命遺址及文化遺跡，切

身感受到革命的莊嚴氣息與它不可磨滅

的歷史價值；同時，綺麗的山水樓閣亦讓同學們大飽眼福。這次旅程不僅加強了同學們身為

中華兒女的使命感，也讓每一個置身其中的同學都留下了深刻而難忘的回憶。

地理奧林匹克競賽奪魁

由澳門地理暨教育研究會主辦、澳門地理奧林匹克競賽

委員會承辦，教育暨青年局贊助的二零一二年澳門地理奧林

匹克競賽於五月廿七日舉行。是次活動目的是希望透過競

賽，對地理科有興趣及成績較佳的學生予以獎勵，提昇澳門

地理學科的整體教學素質，並與國際地理教育模式接軌。本

校共派出八位高中同學參賽，經過獨立筆試和團隊筆試之後，

李康堯、譚亦敏、楊兆彰、林君朗四位同學組成之隊伍獲得

冠軍；楊宇恆、陳勝財、黎昕、羅潔盈組成之隊伍獲得大會

頒發入選證明書。此外，本校地理科科主任周慧心、譚達賢老師亦獲大會頒發優秀教師證

書。本次活動勝出之隊伍將有機會參加下一階段的培訓，可望獲選出席明年於日本京都舉行

的國際地理奧林匹克競賽，與來自世界各地中學的地理好手競逐殊榮。

黃就順老師頒獎予本校冠軍隊伍

在武漢參觀中山艦

參加常識百搭展覽

五月十八日，由香港教育學院、香港教育局、香

港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等機構主辦之第十五屆「常識

百搭」創新科學與環境探究展覽於香港舉行。我校是

澳門唯一獲主辦單位邀請參與比賽的學校，小五級高

柏霖、梁棨揚、鄭智灝、胡君綾、胡君綸同學，小六

級李澧元、黃志龍、連學禮、王鑫洋、任凱翎同學在

比賽中表現投入和積極，發揮應有水準，受到評審們

和參觀者的讚賞，他們的作品「神奇小蚯蚓」及「環保過濾器」均獲得優異獎。

同學們向參觀者進行講解

赴外地交流

 z 本校資訊科技科主任盧聖生和小學資訊科技
科主任唐少慧，帶領高一資訊科技超前班同

學於三月二十七日往香港 Apple Store 參加 
Field Trip 活動，讓同學們對 ipad 同步、
icloud 等知識得到較深入認識，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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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教青局組織學生代表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十三日至廿一日赴日本參加「21 世紀東
亞青少年大交流計劃」。本校高二譚曉彤

同學獲選參加是次活動，期間參觀當地學

校，體驗日本文化，獲益不少。

高二譚曉彤赴日交流

 z 高一物理小組在曾玉金老師帶
領下於三月前往香港科學館參

觀。同學們對光學、力學、鏡

子世界和生命科學等展廳最感

興趣，還觀看了能量穿梭機，

感受能量的轉化，獲益良多。

 z 教青局於五月十二日至二十日派出澳門學
界代表隊，參加在美國匹茲堡舉行之「國

際科學與工程大賽」，本校高一譚知微、初

三曾學為合作之作品「眾妙之門」獲代表

資格參賽。

 z 澳校中樂團一行十六人，由陳志誠主任率
領，於四月四日至八日前往新加坡交流演

出。期間與新加坡美華中學及欲朗小學的

華樂團同台演出，互相觀摩，交流藝技。

兩所學校華樂學習氣氛濃厚，樂隊編制規

範，演奏水平高超，

令 人 驚 歎。 新 加 坡

政府在投放大量資源

支持學校推廣華樂發

展，讓學生學有所長

方面，給培正師生留

下很深刻的印象。而

培正中樂團學生高水

平的獨奏、重奏亦獲

得新加坡學校領導與

師生的讚賞。

本校中樂團四月赴新加坡，與美華中學華樂團交流後合照

黃燦霖老師帶領兩學生赴美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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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文體比賽獎項

數學比賽 成績優異

全澳校際數學比賽

二零一二年校際數學比賽頒獎禮於五月八日下午在教青局舉行，在個人賽中，本校同學

許少軍獲高中組冠軍、周昊天獲初中組亞軍、鄧沛元獲高中組季軍；另有十四位中小學同學

獲一等獎，十位中小學同學獲二等獎。在團體賽中，本校中小學同學分別獲得冠、亞、季軍。

冠　軍： 許少軍（高中組）
亞　軍： 周昊天（初中組）
季　軍： 鄧沛元（高中組）
一等獎：

小學組： 鄭潁芝、何俊毅
初中組： 周昊天、陳俊程、黎宗樺、關朝哲、 
 鄧子俊、魏可盈、蔡啟祥

高中組： 許少軍、鄧沛元、周昊天、 
 余啟文、梁錫豪

二等獎：

小學組： 古宏、王鑫洋、吳凱滔
初中組： 葉鴻藝、余澄觀、何文軒、 
 魏可慧、鄭潁芝

高中組： 區智傑、李東權

個人賽 團體賽
冠　軍：
初中組：  培正中學第 3 隊
 （ 周昊天、陳俊程、黎宗樺、 
  關朝哲、劉俊傑、溫聶臨）
高中組：  許少軍、鄧沛元、周昊天
亞　軍：
小學組：  培正中學第 1 隊
 （ 鄭潁芝、王鑫洋、黎卓杰、任凱翎）
初中組：  培正中學第 1 隊
 （ 魏可盈、蔡啟祥、余澄觀、何文軒、 
  魏可慧、黃咏瑜、王鑫洋、任凱翎、 
  吳凱滔、鄭潁芝）
季　軍：
小學組：  培正中學第 2 隊
 （ 李祉諺、何俊毅、吳凱滔、鄭爾軒）
初中組：  培正中學第 2 隊
 （ 鄧子俊、葉鴻藝、劉宗灝、許嘉瑩、 
  任凱翔、陳錦暉）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IMO）

二零一二國際數學奧林匹

克（IMO）將於本年七月在阿
根廷舉行，六名參賽代表中，

本校學生共佔三個席位，其中

一名為初中一周昊天同學，表

現出眾，將與高三許少軍、高

二鄧沛元及其他高中同學共同

出賽。

美國高中數學競賽（ARML）

澳門數學教育研究學會組織全澳十五名數學優秀學生前赴美國，參加於五月廿七日至六

月五日舉行之美國高中數學競賽（ARML）。本校學生許少軍（高三）、鄧沛元（高二）、區
智傑（高一）、李東權（高一），獲代表資格出賽。

校際數學比賽表現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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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柔道比賽成績佳

學界柔道比賽，本校學生梁子露獲女子

BC 組四十二公斤冠軍、陳思明獲男子 BC
組四十五公斤冠軍、黎泓杰獲男子 BC 組
四十五公斤季軍、郭俊浩獲男女混合 DE 組
二十二公斤冠軍、劉家裕獲男女混合 DE 組
二十二公斤亞軍、郭俊穎獲男女混合 DE 組
二十六公斤亞軍、何旻駿獲男女混合 DE 組
二十六公斤季軍、朱立森獲男女混合 DE 組
三十一公斤亞軍、林建洋獲男女混合 DE 組
四十公斤季軍。

同學們在學界柔道比賽中喜獲佳績

作文比賽　成績可喜

由澳門基金會、澳門日報合辦之「第十七屆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頒獎，本校高

二學生譚嘉善、譚亦敏分別獲得高中組冠軍及優秀獎；初三溫珍莉獲初中組優秀獎。

「第七屆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全國總決賽」

於廣州舉行。本校高二學生譚曉彤代表澳門參

加比賽，榮獲全國一等獎。

由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文教宣傳司、教育部

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等主辦「第十二屆華人

少年作文比賽」，本校高三同學陳俊鍇、黃建

瑩獲一等獎，高三同學林晞文、初三同學黃秀

勤、陳祺獲二等獎，高三同學黃思穎、高二

同學鄭志偉、高一同學何岳舟、初三同學羅睿

芳、李穎晴、周藹恩、許嘉明獲三等獎。

由澳門黑沙環青年義務工作者協會、澳門

街坊會聯合總會黑沙環社區活動中心合辦於一月舉行之「拾遺．愛」故事徵集比賽中，本校

高三愛黃建瑩榮獲亞軍，高二善班黃馨慧獲季軍，高二善班譚嘉善獲優異獎。

MOI 比賽收穫豐

二零一一年度「奧林匹克信息學競賽」頒獎禮在二零一一年五月三日在理工學院綜合樓二

號演講廳舉行，本校在MOI及 NOIP獲獎名單如下：

MOI 金獎： 梁錫豪 ( 高中三 )、陸俊安 ( 高中二 )
MOI 銀獎： 林晞文 ( 高中三 )、石穎然 ( 高中三 )、 
 余啟文 ( 高中三 )、方駿昇 ( 高中三 )
MOI 銅獎： 梁倬坤 ( 高中三 )、呂少勤 ( 高中二 )、 
 曾慶暉 ( 高中二 )、霍家裕 ( 高中二 )、 
 馮文康 ( 初中三 )
NOIP 提高組 一等獎：梁錫豪、陸俊安
NOIP 提高組 二等獎：林晞文

譚曉彤赴穗領獎

獲獎學生與嘉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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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賽獲獎並代表參加全國賽

本校參加「澳門青少年科技創新作品選拔活動 2012」，經複選後，本校在科技創新成果
競賽中，高二望區貽豐、吳曉明、霍智健合組參加之高中組集體項目「簡諧運動演示器」，

獲得優異獎，並獲入選申報全國賽。初中組方面，初三胡承羲、彭麗詩、蘇倩賢合組參加之

「改良後燃器  ( 添加
導氣管 )」獲得優良
獎。而在少年兒童

科學幻想繪畫中，

初三高小璐、羅睿

芳、李穎晴、初一

黃逸康之作品均獲

優異獎，並獲入選

申報全國賽。頒獎

禮已於五月廿六日

在教青局舉行。

魅力嶺南 DV 獲一等獎

由廣東省教育廳主辦之「2011 年『魅力嶺南─百年巨變』學生 DV 創作活動」，組委
會共收到全省十二個地市及港澳培正中學推薦一百一十五份參賽作品。本校高三級學生黃建

瑩、黃思穎、吳善恩在歷史科主任李俊老師的指導下，以「鄭觀應與中國百年思想」為題創

作的 DV 榮獲一等獎，而李俊老師之 DV 創作總結也同時獲得教師文章一等獎。本校在此次
活動中，更榮獲最佳組織單位獎。

該短片採取紀錄片的拍攝方式，既有鄭家大屋的實景拍攝，亦選取部份影視作品的片段

以展現戰爭等場面，增強可觀性；當中亦由同學扮演歷史人物以助劇情表達。十多分鐘的短

片，盡現同學的心思。

頒獎禮上師生合照

劍擊比賽露鋒芒

澳門劍擊總會主辦的二零一二

年全澳青少年劍擊系列賽，全場總

冠軍由培正中學以三十二分奪得。

黃學謙獲 A 組男子重劍冠軍，黃駿
傑獲 B 組男子重劍冠軍。

本校共派出十四名同學參賽，

共奪得七個單項獎項。同時，經各

位同學的團結努力，最終獲得全場

總冠軍，成績令人鼓舞。場上比賽

激烈，場下同學及家長的打氣聲不

絕，充分體現了同學們團結友愛、

頑強拼博的精神。而更為重要的是

在比賽過程中，可確切感受到同學們對於劍擊的興趣及熱誠比以往有很大的提昇。

劍擊隊員喜上眉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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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獲獎喜訊

 z 本校學生參加第八屆泛珠三角物理奧林匹克競賽，在高級組中獲團體賽優秀獎；在二零
一一年澳門中學物理比賽，獲高中組團體獎；二零一一年澳門中學生趣味科學比賽─齊

心抗震，獲高中組最佳造型獎。

 z 初二善吳紀恩同學於四月六日至八日代表本澳到雲南昆明參加中國日報社「21 世紀杯全
國英語演講比賽（國際英語演講比賽中國區選拔賽）」，獲得初中組別二等獎。

 z 本校在第十三屆校際辯論決賽中獲得冠
軍，並獲三個最佳台下發問獎：高二望

曾慶暉、高三愛黃柏希 ( 兩次 )；兩個
最佳辯論員獎：高二愛楊心妍。

 z 由藝穗會主辦「第八屆全澳兒童故事講
演比賽（決賽）」於去年十月底舉行，

本校李盈蓁、周駿曦同學獲初小組一等

獎，黃凱瀅、馮慶雯、李曼琪同學獲高

小組一等奬，另有八名同學獲初小組二

等獎，一名獲高小二等獎。

 z 由教青局主辦「兒童故事比賽 2011」
於去年十一月進行比賽，本校獲「學校

一等獎」，小六信班郭嶷翬同學榮獲特

級獎，並獲教青局邀請於頒獎禮參與匯

演。同時，有三位同學獲一等獎、兩位

同學獲二等獎、高小團體獲二等獎、

二十九位同學獲三等獎。

 z 第四屆「全國聰穎故事創意寫作比
賽—澳門站」於一月十四日舉行，我

校獲得最踴躍投票學校獎，小四愛班何

旻駿獲得 Mover 組別的銅獎。

 z 由郵政局主辦 第十六屆「給聖誕老人的信」徵文比
賽，本年度題為「聖誕老人，與您相約在澳門？」。

我校小四信班龔澤華同學榮獲中文組別第一組冠

軍，並獲郵政局邀請於頒獎禮朗讀獲獎作品。

郵政局局長劉惠明頒發獎項予龔澤華同學

 z 第十屆全澳英語演講大賽暨第十七屆「21
世紀」全國英語演講大賽澳門分區賽於

十一月十三日圓滿結束，本校同學高小

雅、鄺計銓分別獲得高中組和初中組之

「中文中學最佳演講獎」，岳子淇和許以琛

分別獲得高小組和初小組之「中文小學最

佳演講獎」，本校同學囊括四個組別之「中

文中學最佳演講獎」。全澳英語演講比賽參賽同學與老師合照

校際辯論賽獲冠軍

「 兒童講故事比賽 2011 」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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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校同學參加學界體育活動成績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2011 /2012學界越野跑比賽 女子 A組 季軍 文寶欣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女子 A組一百公尺仰泳、 
一百公尺自由泳

2季 文寶欣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女子 A組一百公尺蛙泳、 
五十公尺蛙泳、二百公尺混合泳

2冠 1亞 王仁曼

第四屆校際盃保齡球錦標賽 四人隊際賽 冠軍
司徒朗麟、陳詠珩、 
林芊蔚、謝穎詩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 B組一百公尺、仰泳二百公尺、
自由泳五十公尺仰泳

3冠 任正文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女子 D組四乘五十公尺自由泳接力 季軍 徐心暘、高靖、陳玟亦、潘子晴

2011 /2012學界柔道比賽 男女混合 DE組三十一公斤級 亞軍 朱立森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 C組一百公尺蛙泳、 
五十公尺蛙泳

1冠 1季 何正泓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女子 B組四乘五十公尺自由泳接力 冠軍 李卓泳、徐穎彤、高芊、陳詩文

2011 /2012學界柔道比賽 男女混合 DE組二十六公斤級 季軍 何旻駿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 D組五十公尺仰泳、 
五十公尺蝶泳

1冠 1亞 吳之力

2011 /2012學界武術比賽 男子 D組傳統拳術 殿軍 岑嘉錫

2011 /2012學界武術比賽 男子 D組傳統器械 殿軍 岑嘉錫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女子 B組一百公尺蛙泳 1冠 李卓泳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女子 B組四乘五十公尺混合泳接力 冠軍 李卓泳、徐穎彤、高芊、陳詩文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 D組一百公尺蛙泳、 
五十公尺蛙泳

2亞 李瀚恩

2011 /2012學界武術比賽 男子 B組傳統拳術 冠軍 官宏浩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女子 C組一百公尺自由泳 1亞 林正敏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 E組一百公尺自由泳、 
五十公尺蝶泳

1冠 林佑軒

2011 /2012學界武術比賽 女子 D組刀術 殿軍 林欣蓉

2011 /2012年度學界田徑比賽 女子 C組二百公尺 亞軍 林泳彤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女子 C組四乘五十公尺自由泳接力 亞軍 林泳彤、林姻彤、許嘉瑩、葉珈希

2011 /2012學界柔道比賽 男女混合 DE組四十公斤級 季軍 林建洋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 E組五十公尺蛙泳 亞軍 林曉俊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女子 D組五十公尺仰泳 季軍 徐心暘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 E組五十公尺仰泳、 
五十公尺自由泳

2冠 徐延忠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女子 B組一百公尺自由泳、 
二百公尺混合泳、五十公尺自由泳

3冠 徐穎彤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 D組一百公尺自由泳、 
五十公尺自由泳

2冠 徐謹彥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女子 C組四乘五十公尺自由泳接力 冠軍 林正敏、高鈺淇、魏凱敏、蘇小盈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 E組五十公尺蛙泳 冠軍 留銘檡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女子 B組一百公尺蝶泳、 
五十公尺蝶泳、五十公尺蛙泳

2亞 1季 高芊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女子 D組五十公尺蝶泳 季軍 高靖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 A組四乘一百公尺自由泳接力 季軍 吳國麟、賀明鴻、黃家俊、劉駿邦

2011 /2012學界排球比賽 女子 ABC組、男子 ABC組 冠軍 培正排球隊

2011 /2012學界籃球比賽 女子 C、D組、女子 A組 2冠、1亞 培正籃球隊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 C組五十公尺蛙泳 冠軍 張祖晞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 C組四乘五十公尺自由泳接力 冠軍 何正泓、張祖晞、梁卓熙、韓亦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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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2011 /2012年度學界田徑比賽 女子 C組一百公尺 殿軍 張瑋晴

2011 /2012學界柔道比賽 女子 BC組四十二公斤級 冠軍 梁子露

2011 /2012年度學界田徑比賽 女子 B組標槍 季軍 梁可誼

2011 /2012學界乒乓球比賽 男子 C組 冠軍 梁立昆

2011 /2012年度學界田徑比賽 女子 B組標槍 殿軍 梁安盈

2011 /2012年度學界田徑比賽 女子 B組標槍 冠軍 莊楚詠

2011 /2012學界柔道比賽 男女混合 DE組二十二公斤級 冠軍 郭俊浩

2011 /2012學界柔道比賽 男女混合 DE組二十六公斤級 亞軍 郭俊穎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女子 D組五十公尺蝶泳、 
五十公尺自由泳

1亞 1季 陳玟亦

2011 /2012學界柔道比賽 男子 BC組四十五公斤級 冠軍 陳思明

第四屆校際盃保齡球錦標賽 女子單人賽 冠軍 陳詠珩

第四屆校際盃保齡球錦標賽 個人全能 季軍 陳詠珩

第四屆校際盃保齡球錦標賽 特別獎
一局個人最

高得分奬
陳詠珩

第四屆校際盃保齡球錦標賽 精英賽 亞軍 陳詠珩

第四屆校際盃保齡球錦標賽 雙人賽 亞軍 陳詠珩、謝穎詩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 D組四乘五十公尺自由泳接力 冠軍 吳之力、李瀚恩、徐謹彥、劉炫亨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 A組四乘一百公尺混合泳接力 季軍 吳國麟、賀明鴻、黃家俊、劉駿邦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 A組一百公尺蛙泳 季軍 賀明鴻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 D組五十公尺仰泳、 
一百公尺自由泳

1亞 1季 黃志龍

2011 /2012學界乒乓球比賽 男子 D組 殿軍 黃奕瑾

2011 /2012年度學界田徑比賽 女子 D組跳遠 殿軍 楊曉彤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 D組五十公尺自由泳 季軍 劉炫亨

2011 /2012學界柔道比賽 男女混合 DE組二十二公斤級 亞軍 劉家裕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 B組一百公尺蛙泳 季軍 劉展陞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 B組四乘五十公尺自由泳接力 季軍 任正文、梁立然、陳思進、劉展陞

2011 /2012年度學界田徑比賽 女子 C組一百公尺 冠軍 劉睿婷

2011 /2012年度學界田徑比賽 女子 C組四乘一百公尺接力 亞軍
    劉睿婷、林泳彤、林正敏、 
林姻彤、容詠思、張瑋晴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 A組一百公尺蛙泳、 
二百公尺蛙泳、五十公尺蛙泳

2冠 1亞 劉駿邦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 D組五十公尺仰泳 季軍 歐陽宇皓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女子 A組一百公尺蛙泳 季軍 歐陽嘉詠

2011 /2012學界網球比賽 男子 C組 季軍 鄭宗熹

2011 /2012學界網球比賽 男子 D組 季軍 鄭宗駿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 D組五十公尺蛙泳 季軍 黎卓杰

2011 /2012學界柔道比賽 男子 BC組四十五公斤級 季軍 黎泓杰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女子 D組五十公尺蛙泳 季軍 黎曉欣

2011 /2012學界羽毛球比賽 男子 B組 冠軍 盧學文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女子 C組一百公尺自由泳 季軍 魏凱敏

2011 /2012學界羽毛球比賽 女子 A組 季軍 譚的妮

2011 /2012學界羽毛球比賽 男子 C組 殿軍 譚銘琛

2011 /2012學界網球比賽 男子 A組 亞軍 關朝哲

2011 /2012學界網球比賽 女子 C組 冠軍 關善文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女子 C組一百公尺蛙泳、 
五十公尺蛙泳

2亞 蘇小盈

2011 /2012年度學界游泳比賽 女子 A組五十公尺蝶泳 季軍 顧樂恩

2011 /2012年度軟式排球賽 女子 ABCS組、男子 ABCS組 6冠 
3亞 4季 培正排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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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球賽頒獎，師生與教青局官員合照。其中排球隊包辦六組冠軍殊榮

初小粵語集誦及高小粵語集誦榮獲優異獎

校際歌唱比賽，中小學均獲優異級獎項

第四屆校際盃保齡球錦標賽，本校學生奪多個獎項

學界田徑運動會，女子 B 組標槍賽本校獲第一、三、四名

校際舞蹈比賽，中學組獲優良獎
校際舞蹈比賽，小學組榮獲優異獎及創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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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會赴港消閒一天遊 晶社同學接受銀禧加冕

二零一一年培正同學日，賢社學長在母校慶紅寶石禧

本校小學歌詠隊出席世界地球日清潔環保大巡遊演出

劉仕堯司長等參觀資訊展之本校攤位，
聆聽電腦學社社長司徒浩然講解

葡國科英布拉教育學院來校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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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學術評審

( 二 ) 教師培訓 Use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in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Geography

( 三 ) 新高中其他語言課程

( 四 ) 培正教育中心─ 中小學、幼稚園教育服務

本校計劃為開辦的課程進行學術評審，期望把課程列入資歷架構之不同級別，讓學員修

畢課程，資歷更具認可性。六月獲通知，符合初步評審資歷架構第四級，換言之，我們可開

辦資歷架構第四級別或以下的課程。

以下新課程已成功獲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認可為資歷架構第三及四級別課程，名

稱分別如下：

書院於本年二月開辦由教育局資助的教師培訓課程－資訊科技教育電子學習系列︰應用

地理信息系統於地理科的學與教，課程透過運用 iPad 2 及軟件教學，教師反應十分熱烈及正
面。

為支援多元化的新高中學校課程，以照顧

學生的不同需要，教育局每年以現金形式向

學校發放學習津貼。在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二學

年，透過多元學習津貼，培正專業書院提供法

文和日文供新高中學生修讀。在二零一二至二

零一三學年，書院的其他語言課程會擴展至西

班牙文和德文。現正邀請本港中學藉培正專業

書院提供的新高中其他語言課程 ( 西班牙文、
法文、德文和日文 )，讓新高中學生有機會學
習外國語言以加強多元化學習。

中心籌備第七屆全港小學數學遊蹤比賽，已於本年五月五日假新亞中學圓滿結束，比賽

吸引了超過六十間小學報名，最後以先到先得形式邀請了五十五間小學作賽，共一百六十五

名學生參與。

 ˙ 基礎教育文憑 (Diploma in Foundation Studies) 認可為資歷架構第三級課程

 ˙ 資訊及通訊科技高級文憑 (Higher Diploma in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及

 ˙ 創意媒體科技高級文憑 (Higher Diploma in Creative Media Technology) 認可資歷架構
第四級課程。

冠軍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亞軍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

季軍 五邑鄒振猷學校

優異獎

( 排名不分先後 )

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白田天主教小學 香港培正小學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

坪石天主教小學 陳瑞祺 ( 喇沙 ) 小學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 ( 海泓道 ) 喇沙小學

保良局陸慶濤小學 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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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心得淺談

比賽花絮

五旬節于良發小學：

「我們的策略就是

分工，一位組員負責設

定路線，另一位組員負

責計數，餘下組員則負

責覆數。這種方法能提

高效率而且增加答題的

準確性。

油麻地天主教小學：

「我們會在賽前做好

足夠的準備。例如：操練

過去比賽的試題練習。另

外，分工方面也需要安排

得妥善，以確保用最快時

間到下一個目的地完成所

有題目。」

五邑鄒振猷學校：

「頭腦清晰和多方面思考，

以確保計出正確答案是主要的致

勝關鍵。另外，分工合作也很重

要，例如：其中一條題目需要計

算三層書架，我們每位組員分別

各自計算一層，這樣可以爭取時

間計算下一條題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比賽進行期間，雨突然下起來。雖然同學們都狼狽地穿雨衣打雨傘，但亦無減他們比賽

的鬥志。大家都爭分奪秒，務求在最短時間到達最多檢察點取得計算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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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家長講座 ‧ 工作坊

( 六 ) 小記者訓練課程

有賴學校及家教會的支持，本學年本中心已

為多所小學舉辦了各類的家長講座 ‧ 工作坊，

以下的主題更深受家長歡迎：

 「̇情緒有益」
 「̇停止和你的孩子吵架」
 「̇如何從後天培養資優兒童」
 「̇輔導子女建立積極上進的生活」
 「̇幫助少年子女面對焦慮及情緒困擾」
 「̇如何提昇子女的自信心及人際溝通能力」

學員評語摘錄

 ˙希望多一點這樣有意

義的活動。

 ˙活動能令家長先了解

自己角色對孩子的重

要性。

 ˙講者語調很動聽、生

動，內容很豐富，很

厲害。

 ˙講座非常好，極精采

及實用，對我們有幫助。

 ˙對家長是一個好教導，十分欣賞此活動。

 ˙分享了一些真實個案，有助了解有關問題及解決辦法。

攝 影 作 品

主題：美麗的花朵

文柏殷同學攝

主題：無題
黃詠琳同學攝

主題：興奮的一刻

張恩琦同學攝

198

培正專業書院



《  培  正  校  刊  》

訂閱 / 捐助郵費及出版經費表格

個人資料

捐款資料

姓名：（中文） （英文） 級社 / 離校年份：
通訊地址：
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

A. 捐助郵費 / 出版經費
  　□ 港幣　□ 100 　□ 200　□ 500　□ 1,000　□ 其他
  　□ 外幣（請列明貨幣及金額）

B. 捐助方式
  　□ 支票（請以香港培正中學或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抬頭）
    　   銀行名稱： 支票號碼：
  　□ 信用卡：請選擇　□ VISA　□ Master Card
  　　 捐款金額：
  　　 信用卡號碼： 有效日期至：
  　
  　　 持卡人姓名： 簽名：

請將捐款表格連同支票寄交香港九龍培正道 20 號香港培正中學收（Pui Ching Middle 
School, 20 Pui Ching Road, Kowloon, Hong Kong）。捐款港幣 100 元或以上，可憑收據
申請於香港免稅。



香港九龍培正道二十號

香港培正中學收

（ 請 沿 虛 線 剪 下 ）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20 Pui Ching Road, Kowloon, 

Hong Kong.

郵票

Stamp



香港培正中學捐贈名錄

**　各項捐贈紀錄，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

捐助者 / 捐助機構名稱 捐助金額 ( 港幣 ) 捐助項目用途

張春煦退休老師 USD  70.00 培正校刊郵費及出版經費

吳宣倫博士 (1958年級銳社 ) USD  3,000.00 「明日校園計劃」

梅秀琼學長 (1966年級仁社 ) USD  100.00 培正校刊郵費及出版經費

何澤乾校長 (1958年級銳社 ) CAD  400.00 「明日校園計劃」

高麗薇學長 (1963年級真社 ) CAD  20.00 培正校刊郵費及出版經費

1946年級雁社 10,000.00 「明日校園計劃」

1971年級剛社 10,000.00 「明日校園計劃」

1981年級勁社 2,000.00 課外活動基金

馬凱雄老師 4,104.00 教師發展基金

雷寶基先生 300.00 培正校刊郵費及出版經費

葉喬生學長 (1976年級敏社 ) 3,000.00 「明日校園計劃」

李國寧學長 (1979年級英社 ) 5,000.00 「明日校園計劃」

葉愛薇學長 (1965年級耀社 ) 500.00 培正校刊郵費及出版經費

楊國雄校董 (1952年級偉社 ) 1,000.00 「楊國雄博士獎學金」

香港培正同學會 20,000.00 「紀念創校 110周年南太奬學金」

香港培正同學會 2,500.00 「紀念黃逸樵老師紅藍精神奬學金」

香港培正同學會 2,500.00 「紀念高雁雲老師紅藍精神奬學金」

香港培正同學會 2,500.00 「紀念林藻勇老師紅藍精神奬學金」

香港培正同學會 1,250.00 「紀念吳榮招老師紅藍精神奬學金」

香港培正同學會 27,750.00 「紀念創校 110周年術科奬學金」

香港培正同學會 4,000.00 「劉彩恩老師奬學金」

香港培正同學會 5,000.00 「林天蔚老師奬學金」

香港培正同學會 2,000.00 「黃啟明校長奬學金」

香港培正同學會 1,600.00 「何宗頤老師奬學金」

香港培正同學會 3,600.00 「朱達三老師奬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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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秀媚老師 500 .00 李仕浣校長榮休培才基金

曾嘉凌老師 100 .00 李仕浣校長榮休培才基金

王燕玲老師 100 .00 李仕浣校長榮休培才基金

賴碧儀老師 100 .00 李仕浣校長榮休培才基金

朱子因老師 200 .00 李仕浣校長榮休培才基金

梁婉霞老師 100 .00 李仕浣校長榮休培才基金

梁美鳳老師 100 .00 李仕浣校長榮休培才基金

高穎妤老師 100 .00 李仕浣校長榮休培才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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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翠鳳老師 100 .00 李仕浣校長榮休培才基金

鄭曉璇老師 300 .00 李仕浣校長榮休培才基金

陳永滙老師 300 .00 李仕浣校長榮休培才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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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燕玲老師 500 .00 李仕浣校長榮休培才基金

高穎妤老師 500 .00 李仕浣校長榮休培才基金

陸煥明、陳鳳儀老師 500 .00 李仕浣校長榮休培才基金

李秀琴老師 500 .00 李仕浣校長榮休培才基金

吳凱恩老師 200 .00 李仕浣校長榮休培才基金

202



《培正校刊》第四十六卷  第二期

出版委員會

主　　席： 李景倫

委　　員： 梁柏鍵  李永明  李家傑  李敏儀  劉建紅  方文英  陳佩華
督 印 人： 葉賜添
出　　版： 香港培正中學

地　　址： 香港九龍培正道二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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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日期： 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一日

捐助者 / 捐助者機構名稱 捐助金額 ( 港幣 ) 捐助項目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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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淑嫻老師 300 .00 李仕浣校長榮休培才基金

李強光老師 3 ,000 .00 李仕浣校長榮休培才基金

林學廉學長 200 .00 2011年度運動會獎品代金
唐司洛老師 1 ,000 .00 李仕浣校長榮休培才基金

易嘉琪老師 500 .00 李仕浣校長榮休培才基金

BOLEY INTERNATIONAL (HK) LTD 50 ,000 .00 捐「視覺藝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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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級偉社 2 ,000 .00 2011年度獎學金
楊壽仁老師 20 ,000 .00 李仕浣校長榮休培才基金

林學廉學長 200 .00 2011年度水運會獎品代金
WILLIAM  WONG 38,000 .00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邱文慧老師 100 .00 李仕浣校長榮休培才基金

陳寶汶老師 100 .00 李仕浣校長榮休培才基金

楊嘉堯老師 500 .00 李仕浣校長榮休培才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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