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節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傳統節日，自一零年開始，中國文化部與國家相關部
委、各地文化團體和駐外機構，在海外共同推出「歡樂春節」大型文化交流活動，旨
為與各地人民共度春節和宣揚中華文化。
　　「歡樂春節」為中國駐外各領使館分別在各地舉辦的大型慶祝春節活動，包括展
覽以及巡遊等，去年共在全球一百四十個國家和地區舉辦逾二千一百項文化活動，吸
引逾二億五千萬人次參與。
　　二零一七「歡樂春節」葡萄牙慶
祝活動為中國駐葡萄牙大使館、里斯
本政府、波爾圖市政府、波爾蒂芒政
府合辦，其中包括文藝演出、春節文
化展會和攝影展等多項精采活動，旨
為與當地中國民眾歡度新春佳節，打
造春節熱鬧氣氛的歡樂舞台，同時推
廣中國傳統節日文化，增進中葡兩地
民眾情誼。
　　本校舞蹈團與澳門文化局演藝學
院音樂學校琴箏演奏家梁迪嘉校友，
作為今年澳門地區代表的表演嘉賓。

　　本校舞蹈團是澳門學界優秀的舞蹈團
隊，由於表現出色，早在一九九四年已獲
國家文化部之邀，由當時教育司率領，作
為澳門學界唯一代表團赴北京人民大會堂
參加國際兒童藝術節的盛大演出，並在中
南海獲國家領導人接見及與外國團隊交流
活動，榮獲「全國舞蹈校園先進單位」光
榮稱號。在參加本澳、全國性及國際性舞
蹈比賽中，屢獲殊榮。曾獲在韓國大專院
校舉辦的首爾國際舞蹈大賽「組委會特
別大獎」、國際「撥浪鼓」杯舞蹈比賽金
獎、全國「小荷風采」舞蹈比賽金、銀、銅獎，本澳學界舞蹈比賽超過六十個最高獎
項優異獎及創作獎。舞蹈團作為澳門地區代表隊前往蒙古烏蘭巴托、俄羅斯、北京人
民大會堂、天津、上海、雲南、廣州、香港等地參加國際少兒藝術節、東亞兒童民間
藝術節、世博會及學界交流演出，並獲中央電視台邀請前往北京參加少兒春晚。舞蹈
團踏足祖國多個省市地區，還出訪新加坡、馬來西亞、葡國作交流演出，並常獲政府
之邀在澳門舉辦之全國性、國際性大型會議期間擔任演出，也曾作為本澳唯一隊伍在
「金羊獎」澳門國際電影節頒獎禮上擔綱舞蹈演出。

舞蹈團到里斯本場留影

二.「歡樂春節」－西歐最具影響力的中國春節慶祝活動

三. 本校舞蹈團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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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二零一七年舞蹈團再創高峰，獲中國駐葡大使邀請往葡國里斯本參加「歡樂春
節」活動，又獲邀在澳門舉行的「第八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上演
出，更獲中國舞蹈家協會邀請，參加由澳門中聯辦文化教育部、中國舞蹈家協會、中
國文聯港澳台辦公室、澳門中華文化聯誼會聯合舉辦之「2017濠江之春—青春旋律
樂舞濠江．中國舞蹈音樂戲曲晚會」，在澳門文化中心演出舞蹈「呼喚綠蔭」，被譽
為具有專業水平的舞蹈團。

總領隊：校長高錦輝博士
領隊、藝術總監：副校長郭敬文
總編導：梁劍丹
舞台監督：梁富祥
舞蹈老師：顏展紅、溫淑玲（兼舞蹈演員）
團員：
古穎雯 余傑棋 何紀欣 何穎鎔 林燕玲 林建寧 林靖桐 周駿陽 胡禮姿 
凌可怡 梁曦文 張芷妍 張芷盈 張曉婷 黎冬瑞 黃曉愉 鄭沅盈 鄭麗而 
鍾慧霖 劉可霖 龍紫嵐 譚芷晴 譚綽瑤

巡遊前與當地僑領合照

四. 參加2017葡萄牙「歡樂春節」活動人員名單

　　在街頭巡遊環節，各地
觀眾為一睹本校舞蹈團的風
采，活動開始前已把街道擠得
水泄不通，人流如鯽。巡遊期
間，舞蹈團先為當地觀眾帶來
藏族舞《天織女》，二十多人
合拍壯觀的群舞無法不讓人停
下腳步觀賞，一舉手一投足都
牽動着在場每名觀眾，深刻
見識到中國民族傳統舞蹈風
格，讚嘆不已。

五. 街頭巡遊吸引途人拍照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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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里斯本馬丁莫尼斯廣
場設有舞台演出，舞蹈團全
情投入在舞蹈的世界中，
先後在舞台獻演《花兒為甚
麼這樣紅》、《天織女》、
《踏歌》、《楚腰》和《 板
嘟》。其中，漢族舞《楚腰》
更是聯同琴箏導師梁迪嘉同台
獻技，重現中國古代獨特的古
典韻味。

六. 舞台演出　精湛舞技「俘虜」觀眾

　　在葡期間，一行到唐彼德
五世中學（Escola Secundária D. 
Pedro V）參觀，並與當地學生
切磋舞技。高錦輝校長與里斯
本拉蘭熱拉斯區學校聯會的代
表，在澳門駐里斯本經濟貿易
辦事處主任柯天蓮、教青局教
育廳廳長梁慧琪等見證下簽署
締結書，期望兩校未來加強合
作，促進中葡文化交流。

七. 唐彼德五世交流舞技　與拉蘭熱拉斯區學校締結友好學校

　　舞蹈團結束巡遊表演後，聯同多名校友拜訪澳
門駐里斯本經濟貿易辦事處，獲辦事處主任柯天蓮
熱情接待。在當地留學的校友稱，在葡萄牙留學不
僅可深入了解當地的文化和學習葡語，更可豐富個
人閱歷，提昇競爭力。柯天蓮主任其後於波爾圖巿
宴請舞蹈團一行。

向柯天蓮主任致送紀念品

八. 拜訪澳門駐里斯本經濟貿易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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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團在葡期間獲中國駐葡萄牙大使蔡潤、中國駐葡萄牙大使館文化參贊舒建
平等接見。蔡潤讚揚舞蹈團演出精采，期望同學可藉着是次機會了解當地文化，日後

為促進中葡關係貢獻力量。
  會面期間，蔡潤首先代表大使館歡迎和感謝本校舞蹈團，
應邀來葡萄牙參與「歡樂春節」表演活動；認為「歡樂春
節」至今已舉辦四年，成效和影響力都不斷提昇，今年首
次邀請到澳門的學校舞蹈團來葡參演，成為活動中最大的
亮點。
  他讚揚本校同學們的舞藝足可媲美高水準和專業的舞蹈
團，也相信這是很好的機會讓外界見證到澳門特區政府在教
育工作上的成果；歡迎舞蹈團有機會明年再來參演。

與蔡潤大使、舒建平參贊合照

向蔡潤大使致送贈紀念品

九. 獲中國駐葡大使接見

高錦輝校長

　　喜見舞蹈團獲中國駐葡萄牙大使館的
邀請，認為是對學校舞蹈團和各團員的充
分肯定，期望藉着是次機會讓同學們展示
自己努力的成果，為當地居民和僑胞帶來
精采的舞蹈演出，同時開拓眼界，提昇自
信心。
　　作為本澳首家與葡萄牙學校結盟的中
學，是次結盟有助深化學生學習葡語的環
境，讓他們可透過更多不同的方式學習葡
語；不排除未來再與其他地區的學校加強
合作，藉此增加更多交流機會。

高校長於大石角留影

十. 師生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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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敬文副校長

　　這次舞蹈團有機會參加「歡樂春節」這項國
家級的活動，看到同學們冒着寒冷的天氣仍然全
力演出的出色表現，深受感動。活動受到社會
各方的支持和讚賞，取得圓滿成功，實現自身
的突破，實在十分感恩，願一切榮耀都歸與天
上的父神！
　　在此，我更要特別感謝李倩雯校友為此次
活動所付出的努力。
　　感謝舒參贊和夫人、柯天蓮主任、梁慧琪
廳長、黃崢志主任的全力協助和指導，澳門日

報記者張嘉燕的隨團精采報導，以及澳門廣播電視有限公司為本次活動
作專題報導，讓更多澳門市民分享到海外華人歡慶春節的喜樂。
　　最後要多謝劉藝良名譽校董、馬有信先生、王巧雲女士、飛安達先生、鄺紫珊女
士、澳門基金會等贊助部份經費。

郭副校長與唐彼得五世中學學生自拍

梁劍丹老師

　　因應是次巡遊圍繞歡樂春節的主題，
特意編排多支民族舞和中國傳統古典舞
蹈，作為表演的節目，包括藏族舞《天織
女》、哈尼族舞《 板嘟》、傣族舞《藤
枝葉》以及古典舞《踏歌》等；其中《
板嘟》是以哈尼族愛尼人的「竹筒舞」為
主要元素，論釋愛尼姑娘熱愛生活，反映
愛尼人樂觀的民族精神，充分展現歡樂熱
鬧氣氛，帶出中國對慶祝傳統節日的興奮
心情，期望同學們把握是次機會，盡情發
揮所長，享受每個表演時刻。

總編導梁劍丹（右一）與中葡舞蹈藝術協會交流

化身藏族姑娘	 	 	 	 	 	 	
高三愛　譚芷晴同學

　　在一月十八至廿八日這段期間，我們應中國駐葡萄牙大使館的邀請前往當地參與
「歡樂春節」演出活動。其中一天，我們在葡國里斯本Igreja dos Anjos巡遊至終點馬
丁莫尼斯廣場。當日天朗氣清，我們打扮成藏族姑娘在起點處集合。我們在起點看到
了穿着各種充滿民族特色衣服的表演者，他們熱情奔放，尋找不同國家的舞者交流拍
照，場面熱鬧。在巡遊過程中，里斯本的居民和當地的中國人都圍着我們歡呼鼓掌，
即使有語言的差異，我們亦能夠感到他們心中的喜悅。這次巡遊毫無疑問是這十天裏
最有紀念性的一天，透過與葡國居民的近距離接觸，我們知道了他們對中華文化的熱
愛，亦令我們更加珍惜在葡國演出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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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萬里路　樂在其中
高一信　林燕玲同學

  這天我們有一場大型的巡遊
表演，沿途不間斷地演出，雖然
巡遊當天天氣寒冷，但我們非常
感恩途中並沒有下雨。在演出過
程中，我們獲得了許多觀眾的支
持和讚賞，自身亦樂在其中。我
們透過是次巡遊在葡國當地向市
民宣揚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民族特
色。正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
萬里路」這次旅程能讓我們放眼
世界、增廣見聞！

巡遊過程同學投入演出

熱情活躍　無懼寒風
初二善　譚綽瑤同學

  這次葡國行，發生了很多值得回味的事情，其中不得不提我們在當地的巡遊表
演。當地溫度非常低，我們感到十分寒冷，可是當我們表演的時候就感到溫暖起來
了。當地的居民一家大小來觀看巡遊，他們對表演都感到非常開心和興奮。他們不單
會圍着一起觀看，有的還會對我們的表演進行拍攝和錄影。他們對這次巡遊都表現得
非常熱情，所以我們都表露最開心的表情當作回禮，彼此都非常享受這次珍貴的巡
遊。回澳後，這個畫面仍然歷歷在目，使我不能忘卻。

同學們於巡遊大街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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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情釋放　舞出生命力
初二善　凌可怡同學

　　從小學至今，我以「培正舞蹈隊」這名字演出交流的次數不下五次，本次是最隆
重、最被重視，也是我最享受的一次。小學時期經驗不足的我，站在舞台上總有一絲
膽怯，經過數年磨練，不計其數的表演次數，此刻的我已學會盡情地在台上釋放自
己，把自己最好的表現送給觀眾。奪目的舞衣、耀眼的射燈、凝結的空氣，深呼吸
一口氣，聽着最熟悉的樂曲響起，跳出情感，賦予舞蹈生命力，連每一根髮絲都在舞
動。舞台上的我再無畏懼，我感受到自己的成長，亦勾起小時候跳舞的回憶，這些年
來我對舞蹈的熱誠和喜愛從未改變。
　　至今我仍然無法忘掉那段大家一同揮灑汗
水，日以繼夜、同心協力地練習的時光。即使
筋疲力盡依舊樂此不疲，我享受跳舞至揮汗如
雨的感覺；我享受每次訓練後身心得到解脫的
快感。雖然追求完美的路總是勞苦、乏味的，
但我並不孤單，有隊友相伴在旁就能令我力氣
倍增，一起為着共同目標奮勇向前，每當我飽
受挫折，心灰意冷時，是他們喚醒我心底的夢
想，讓我從迷失中找回自我。隊友就是我在這
路上走下去的動力，他們是我強大的後盾。 舞蹈《飛天》

民族舞蹈獲掌聲
初三愛　林建寧同學

  這次旅程的重點節目是舞台演出，當中有不少經驗是我在澳門無法體會到的，其
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們在只有幾度的低溫下穿着單薄的舞蹈服裝表演，此外，在陌生
的環境中對着一群不熟悉的面孔表演自己國家的民族舞蹈，不禁令我們顫抖起來，可
是表演獲得很多觀眾的掌聲及歡呼聲，使我們得到不少滿足感！

演出團隊於後台與舒參贊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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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無瑕演出
高一信　黃曉愉同學

　　在是次旅程中，我最難忘的當然是一眾舞者傾力地在里斯本的舞台上演出。觀眾
的支持和熱情都給予我們很大的動力去演出，也很高興能透過表演將中國的文化傳到
當地，促進中西文化交流。期間，與不同的表演者交流都令我獲益良多，很慶幸自己
能被獲邀到葡萄牙演出交流。在一次的表演中，我犯下了一個很明顯的錯誤，甚至連
自己都感到懊惱，幸好得到同學和老師的支持和鼓勵，令我重拾自信，完成下一次的
表演。我非常感激他們的支持，否則，或許我在下次表演仍會犯下相同錯誤。在舞
台上，我們看到觀眾的熱情，他們甚至在台下與我們打招呼，他們的熱情投入都令
我們盡力演出，亦令我們希望做到一場完美無瑕的表演。如果我有機會再次到葡萄
牙表演，一定可再次感受他們的熱情，更希望為他們帶來一場精采的表演。

舞蹈《秀色》

感受文化　眼界大開
高一信　余傑棋同學

　　在是次葡國之旅中，我們先後拜訪了中國大使館及澳門駐里斯本經濟貿易辦事
處。還記得當時校長和老師們帶領大家到中國大使館，且有幸獲蔡潤大使和舒建平參
贊親自來迎接我們，給我們介紹大使館的歷史和背景，我默默凝視着這座宏偉的建
築，感到非常幸運能夠獲得拜訪大使館的機會。
　　此外，我們也有拜會澳門駐里斯本經濟貿易辦事處，柯天蓮主任親自接待並給我
們介紹一連串的工作要項，令我們大開眼界，更讓我們深入了解到澳門政府對葡國留
學生的一些政策和福利，讓澳門學生在認識葡國文化的同時，亦能更易適應當地的
生活。
　　旅程尾聲，平時工作忙碌的柯主任也抽空與我們聚餐，一同品嚐和享受葡國著名
的菜餚，這段美好的回憶令我們深深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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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葡升學　實地感受
高二信　何穎鎔同學

  在這次葡國之旅中，我們拜會了中國大使館及澳門駐里斯本經濟貿易辦事處。在
中國大使館時，更有幸獲蔡潤大使和舒建平參贊親自接待，以及向我們講解關於中國
大使館的歷史和建築特色，校長、老師、同學和領導們在大使館前拍照留念。

  除了大使館，我們還拜會了澳門駐
里斯本經濟貿易辦事處，我們很榮幸地
獲得柯天蓮主任的親自接待。在講解
室中，除了有柯主任為辦事處作介紹
外，還有在當地升學的學長們與我們
分享在葡國的經歷，以及在葡國讀書
需要注意的事項，此行讓我們對葡國
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拜會中國駐葡萄牙大使館

與葡生交流　牽友誼之手
高三愛　譚芷晴同學

　　在葡國參與演出的十天裏，我們有機會到拉蘭熱拉斯區學校聯會的一間中學進行
深入的交流。為令我們更加融洽，當天特意安排了中國舞和流行舞的混合演出，我們
更容易和對方交流心得。雖然大家有語言上的阻礙，但依然無法阻止我們對彼此的好奇
心。演出完畢後，我們一起拍了大合照，照片上的笑臉將會永遠留在彼此的回憶裏。

以舞會友　互傳文化
高一愛　胡禮姿同學

　　這次葡國之旅其中一個目的，就
是要與當地的學校進行交流，該校屬
於拉蘭熱拉斯區學校聯會。期間，我
充分感受到當地青少年的熱情，儘管
他們聽不懂我們的語言，其至沒有接
觸過中國舞蹈，但他們也為我們打
氣。我們透過舞蹈促進了文化的交
流，從中建立了跨國的友誼，這是十
分難忘的體驗。希望未來還有機會與
更多不同國家、不同國籍的人進行交
流，用舞蹈把我國文化傳揚開去。

兩校同學歡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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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訪談　加深了解
初二愛　周駿陽同學

  一月廿四日，我們到拉蘭熱拉斯區學校聯會的一所葡文中學進行結盟和交流表
演。在表演結束後，該校同學帶領着我們在校內參觀，有體育館、實驗室、視藝室等
等。參觀後，我們和當地學生吃了一頓午飯。期間有聊天，有歡笑，亦交換了聯繫方
式，並一起拍照留念。他們會學習中文，現場也向我們說中文，在那時候我才知道，
原來外國人也想學中文，而不只是我們中國人想學其他國家的語言。拍照留念時，大
家都有扮鬼臉，樣子十分惹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增長知識　積聚經驗
初三愛　林建寧同學

  在葡文中學表演後，由當地學生帶我們參觀
校園，我們分成數小組各自參觀。該校面積很
大，除了教室外還有不同的課外活動設施，例如
藝術室、自修室、室內及室外的運動場等等。參
觀後我們一同午膳，飯菜十分合我們口味；過
程中我們和當地學生交流，簡單地學了一些葡
文，吃過午餐後一起享用了一個印有培正校徽的
蛋糕，然後便帶着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學校。
  參觀後，我認為澳門與當地的學習方式及校
園生活各有不同，從中學習到了一些從課堂及書
本上學不到的知識，希望我們都能好好記住這次
寶貴的經歷。

眾人十分欣賞精美的蛋糕

參觀影展　甚有收穫
高二善　鄭沅盈同學

  影展展出了「歡樂春節」活動在一百四十多個國家舉辦時的部份情況，每張照片
都讓我們體會到當時喜氣洋洋的氣氛，開幕式完結後我們與澳門前總督韋奇立先生合
照留念呢！

與前澳葡總督韋奇立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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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文化　微妙神聖
高三望　黎冬瑞同學

　　能夠在高中最後一年跟舞蹈團出外交流是我最感恩的事。葡國對澳門有着特別的
意義，葡國像是一個加大版的澳門，令我感到親切。這次到了真正的花地瑪，有微妙
的感覺。「花地瑪」是我平日經常聽到的，現在卻感到是一個陌生的地方；這裏令我
真正感到藍天白雲：純白色的花地瑪大教堂，配上一個清藍得不真實的天空，讓人捉
摸不定。那裏有信徒們遵行信仰的儀式，霎時有一種神聖的感覺，清靜卻又熱烈。在
平靜安逸中，卻又感受到人對於信仰，以及一切，都帶有一份執着。

遊覽大教堂
初二正　劉可霖同學

  一月十九日，我們參觀了花地瑪，車
程約一小時，是我們第一個參觀的景點。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導遊曾經告訴我們，花
地瑪原是一個寂寂無名的城市，但因為一
次聖母瑪利亞顯靈事件，提高了很多旅客
對花地瑪的興趣。此外，我們還參觀了花
地瑪天主聖三教堂，據說它是排名世界第
六的大教堂，需要八千萬歐元來興建。在
花地瑪有很多樹和禮品店，廣闊的廣場可
以看到花地瑪天主聖三教堂和很多在地上
跪拜的虔誠教徒。

感受葡國風土人情
初二善　凌可怡同學

  Óbidos是位於葡萄牙中部的小城鎮，隨處可見的是白牆橙瓦的小房屋，城鎮內的
大街小巷都充滿葡萄牙風味，各式各樣的擺設和小玩意放置在商店門旁，新奇的事物
使我目不暇給。這個小城鎮與日前觀光的市區相比可說是人煙稀少，但卻讓我更感受
到葡國的風土人情。那裏的生活節奏輕鬆緩慢，坐進咖啡店裏休憩一會，細味一杯咖
啡，是在節奏急促的市區內難以體會的休閒。

遊覽花地瑪

熟悉的藍色瓷磚
初二信　張曉婷同學

  參觀Óbidos的時候，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因為這邊的建築物都跟澳門的很相
似，這是澳門曾是葡國殖民地的原因吧！「購物狂」非常適合到Óbidos，這裏大街小
巷各式各樣的商店，有着復古的水松袋、特色小食、巧克力酒杯以及外型設計特別
的櫻桃酒等。這裏更是一個充滿本土氣息的地方，因為整條街道上都鋪滿了藍色的瓷
磚，我們還看見馬車，路人紛紛朝它拍照留念。最後我們到了Castle Óbidos，圍牆的設
計很有風格，亦是我最喜歡的景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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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味葡國傳統文化
初三望　張芷妍同學

  在這次葡國之旅，我覺得最古色古香的地方就是Óbidos。Óbidos是一個古城，跨入
城門後，看見牆上有一幅磁磚彩畫，有着傳統的葡萄牙風格。在城裏，
全是一些紅屋頂白牆身的小屋，在小屋旁種着充滿色
彩繽紛的花朵，再加上藍天白雲，真是到處都是拍攝
的美景，小城裏有些教堂都可給我們參觀。我們除了
拍照之外，還買了當地的特產，因為小城裏有很多手工
藝品店和當地最著名的櫻桃酒酒店，而喝櫻桃酒是用巧
克力酒杯的，所以我們大部份人都買了櫻桃酒給父母品
嚐，也買了傳統的紀念品，還買了一些非常漂亮的明信
片寄回澳門給家人和朋友。我們買了一些栗子，一邊品嚐
一邊購物，十分開心。我們在那裏不但可以見識到葡國的
古城，還有當地的傳統文化，希望下次可以再來參觀。

葡國自然風光美
高二善　鄭沅盈同學

  大石角位於歐洲最西點，面向着大
西洋，吹着強勁的海風，所以令我們的
頭髮很快就變得黏黏的，隨後大家到
「大石角旅遊局」購買證書，證書是用
來證明自己曾到達歐洲最西面。而我和
其中一位隊員爭取時間，拍些好看的照
片和欣賞美景。儘管我們十分用心地調
校角度去拍照片，但我們的頭髮卻不敵
海風的吹襲，隨風飛舞着，所以大部份
照片都看不到我們的樣子，不過我們還
是十分享受這些時光。

眾人於大石角像前合照

遊覽Óbidos小鎮

歐洲最西點美景
高一愛　古穎雯同學

  有一天我們參觀大石角，也是歐洲的最西點。站在那裏，我們能看到一望無際的
大西洋，雖然風有點大，我們也拍照以作紀念。我們除了參觀大石角外，也去了一個
名為Sintra的地方，那裏有一間以芝士撻聞名的店鋪，味道很特別！然後那裏的大街小
巷也特別有趣，這裏有曲折的斜坡，有很多特色小店開設在斜坡上，所以我們走上去
時也花了不少時間和力量，不過我覺得這樣能鍛鍊身體，雖然感到疲累但也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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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紀念碑的意義
高一望　林靖桐同學

  巧奪天工的細節，精緻典雅的石雕，貝倫塔的一切都使人無法移開目光。海天一
色，更使屹立於海旁的貝倫塔顯得更為夢幻，美得似真似假。如此難得的美景，當然
馬上吸引了我們一眾舞蹈隊成員，與身後的貝倫塔拍照，記下這美輪美奐的一刻。說
起航海紀念碑，這是葡萄牙作為大航海時代強國的重要象徵之一。遠遠一看，能夠感
受到石碑的宏偉魄力，令人聯想起航海時代種種的繁盛景象；走近一看，雕琢得栩栩
如生的人物石雕極為生動，更有像快要撲出來的氣勢。看着帆船揚揚駛過，看着海鷗
空中盤旋，相信葡萄牙的航海美景從古到今都是如此動人。

貝倫塔下的美好回憶
高一信　鄭麗而同學

  下車後，映入眼簾的便是一座具歐陸風格
的海上宮殿－貝倫塔。那是里斯本的著名觀光
景點之一，現已作為博物館對外開放。但所憾
的是，我們並未能如願入內參觀，只在海邊欣
賞了如畫般的貝倫塔。猶記得當時在一片蔚藍
的天空下，偶然幾隻海鷗盤旋飛過，還有路旁
小販的吆喝聲，一切都是那樣的心曠神怡，令
人不禁拋開煩憂，專注於眼前美景。
  半小時過後，我們一行人就走到鄰近廣場
欣賞另一名勝：航海紀念碑。就如一艘揚帆的
大船，船上數十人形態各異，有的拿着望遠鏡
眺望遠方，有的仔細研究手中的地圖，但卻絲
毫沒有違和感。老師還逗趣地叫我們模仿他
們。在一片歡鬧聲中，我們最後還是照了一張
集體相，作為這趟旅程美好的回憶。

感受葡國第二大城市
初三愛　何紀欣同學

  在旅程的最後幾天，我們坐了約四小時的車程到達了葡萄牙第二大的城市：波爾
圖。導遊姐姐說波爾圖是一個很美的城市，使我充滿興趣和期待。當我們吃晚餐時，
由於餐廳位處河邊，我們就一起走過去，河邊的景色真的很美麗！那時我在想，如果
澳門也有這麼美的地方可以讓人散散步，休憩一下也不錯吧。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就去古城裏遊覽，古城裏有很多特色小店，令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一間賣音樂盒的商店。店內裝潢古色古香，我忍不住買了一個音樂盒回家。晚
上，我們很榮幸受澳門駐里斯本經濟貿易辦事處柯天蓮主任的邀請，共進了一頓很
美味的葡國菜。第三天我們離開這個美麗的城市，回里斯本了。若以後有機會再來葡
國，我一定會和家人一起再遊覽波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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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爾圖覽勝
初二正　梁曦文同學

  我們到達波爾圖，已經是晚上了，放下行李便趕緊應柯主任的邀請，一起去吃晚
飯。波爾圖原在我的腦海裏完全沒有印象，但經過我在網上搜尋資料，我漸漸地認識
她了。翌日早上，我們參觀了當地的大教堂、火車站，還有很值得去的地方－杜羅河
畔，我們的午餐和晚餐的地點也是圍繞着這條河的。在遊覽波爾圖時，我發現她有很
多古老建築物，更值得欣賞的還有當地人的熱情，我覺得波爾圖真是一個很值得去的
地方。

偶遇彩虹
高二善　鄭沅盈同學

　　對波爾圖印象深刻，第一天到達時，烏雲密佈而且下着微雨，使我們心情有點鬱
悶。就在黃昏時刻，天空竟然放晴，讓我們能親眼目睹一道劃破天際的彩虹，這場景
讓我畢生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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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英布拉大學　令人嚮往
高二正　張芷盈同學

　　無邊的天空襯托着宏偉而不失古典美的科英布拉大學。記得第一眼看到大學時，
眼裏只有天空與建築物融為一體的景象，這景象仍然深深烙印在腦海中，直到現在。
前往葡國交流前，已經聽聞科英布拉大學是葡萄牙最古老的大學，她真的很美。印象
最深刻的是圖書館，在導遊的帶領和介紹下，得知大學裏的圖書館是世界十大最美圖
書館之一，在圖書館內可以感
受到中葡文化融合的古典建
築，雖然只是短暫的參觀時
間，但是我的眼睛完全被她深
深吸引着，直到現在仍記憶猶
新，感受到葡萄牙以前的建築
技術十分高超。經過這次參
觀，科英布拉大學成為了我最
嚮往的大學。

奇妙的Mafra修道院
高一愛　鍾慧霖同學

　　科英布拉大學是歷史最悠久的
葡萄牙大學，一進入學校就有一種
富麗堂皇和古色古香的感覺。講解
員帶我們參觀了學校的一些建築
物，其中最令人深刻是圖書館，整
個圖書館主要都是金色、古銅色、
白色，非常華麗、歷史悠久。
　　除了科英布拉大學，我們還參
觀到Mafra修道院，修道院內的圖
書館也值得一提，它是世界上最長
的修道院圖書館，最令我驚訝的
是，竟然有很多的蝙蝠住在書架背
後，主要作用是吃掉書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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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高錦輝校長：

  由您率領的培正中學舞蹈團於2017年1月21日至24日來葡萄牙參加了在里斯

本舉辦的2017“歡樂春節”巡遊、演出等活動。活動取到了很大的成功，包括

葡萄牙共和國議會副議長、總統外事顧問、里斯本市長在內的上萬當地民眾和

華僑華人參加了活動。葡萄牙主要電視台和主流媒體對“歡樂春節”活動進行

了廣泛報導。活動在葡萄牙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2017年葡萄牙“歡樂春節”活動取得成功，有培正舞蹈團每一位成員的功

勞。舞蹈團團員精湛的演技和專業的作風，贏得了葡萄牙觀眾和當地華僑華人

的好評。培正中學舞蹈團是首個代表澳門參加葡萄牙“歡樂春節”活動的藝

術團，也是2017年葡萄牙“歡樂春節”活動的一大亮點，舞蹈團不僅弘揚了

中華優秀文化，也展現了澳門的良好形象，同時也是澳門在中葡間發揮橋樑

和紐帶作用的一個具 體體現，對增進中葡兩國人民的感情發揮了十分積極的

作用。

  謹對您為葡萄牙“歡樂春節”活動所給予的支持表

示感謝並請轉達我對貴校舞蹈團全體演職員的謝意！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葡萄牙共和國大使

二零一七年二月一日

十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葡萄牙大使館致培正中學之感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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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正中學是一所充滿神恩典的學校，因着眾多校友及家長的
愛護與支持，我校的教學設施及環境均超越一般津貼學校，培正
同學在一流設備的校園內學習是極其有福的。
  兩年前回母校服務時，眼見使用已十多年的全天候田徑跑道
已多處日久失修，心裏正擔心不知如何籌措龐大的維修費用，幸
得一九六五年級耀社梁孔德學長慨捐港幣約一百零六萬元，讓重
鋪大球場全天候跑道及獅子廊的座椅工程可在去年的暑假完成。
除此之外，一九七二年級賢社孫啟烈學長亦慨捐一百萬元，更換
了賢社學生中心內的健身器材及運動場的燈光照明系統，並購置
了一套先進的電子計時系統，可記錄全校每一位同學在體育課的
跑步成績，對訓練田徑運動員是極有用的工具。
  上學年還有兩筆較大數額的捐獻直接讓很多培正同學受惠，
第一筆是五十萬元的「胡斑比教授紀念獎學金」，用以支持同學
代表培正中學離港參加國際科學及科技比賽，另一筆是每年七十
萬，連續三年的「紅藍科研先鋒計劃」，此計劃鼓勵及資助培正
同學在中學期間開展科研活動，亦為本校添置更多標準中學實驗
室以外的貴重儀器，對推動本校的數理及科技（STEM）教育起
着極重要的作用，鞏固了培正中學盛產數理人才的優良傳統。
  除得到校友的大力支持外，培正的家長亦不甘後人，上學年
成立的「家長教師會獎學金」今年更增加金額擴展至初中，讓每
級同學均有機會獲獎。培正有如此愛護母校的校友及支持學校的
家長，實在是神的恩典，能在這裏工作是我們的福氣，在培正
學習的同學們更是福杯滿溢。期盼今天的紅藍兒女們仍舊薪火相
傳，懷着感恩的心傳承這份歷久不衰的紅藍精神！

校長
譚日旭校長

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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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與訪問一覽表
16/6/2016

一九六四年級協社彭守柱社長及梁
靜遠學長來訪母校。

17/6/2016
台灣逢甲大學唐國豪教授來訪及
交流。

23/6/2016
金文泰中學馮黎妙儀校長來訪及
參觀。

4/7/2016
香港華仁書院有三十位師生參觀本
校校史室。

30/8/2016

中文科師生一行十九人前往歷史博
物館拜訪許小梅館長，為籌備在本
校舉行的「追昔培後藏珍正源」中
國歷史文物展覽。

31/8/2016

譚日旭校長率領鍾偉東副校長、
潘嘉衡、黃子榮、陳伊玟、陳頴
麟及楊偉樂老師前往廣州培正中
學商討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
試辦計劃。

29/9/2016 台灣樹德科技大學副校長到訪。

15/10/2016
馬凱雄主任率領廿四名學生參加國
泰城聯校參觀活動。

18/10/2016

鄧柏駿老師帶領十五名中五級學生
出席香港大學癌症藥物講座及理學
院的「學士研究匯報」，並參觀港
大地質博物館。

19/10/2016
-

22/10/2016

馬億洋及趙翠琼老師帶領中史科
二 十名學生參加由教育局主辦之
「薪火相傳紀念孫中山先生南京、
上海考察團」。

20/10/2016

教育局特殊教育支援組督學訪校，
了解學校本年支援政策的進展、支
援的運用和成效，並作出建議。 

中五望班同學參觀了香港大學及
利馬竇學生宿舍，並與港大學生
交流。

台北科技大學及中國醫藥大學代表
來訪及交流。

25/10/2016
-

29/10/2016

霍智康老師帶領音樂科十名學生參
加由教育局主辦「北京音樂文化交
流團」。

9/11/2016
台灣政治大學教務長及台灣逢甲大
學代表到訪及交流。

11/11/2016

韓國梨花大學兩位國際事務處項目
統籌曹智榮女士及辛佳映女士訪
校，並向二十名中四至中六級女同
學介紹梨花大學的課程。

16/11/2016
-

18/11/2016

北京姊妹校育才學校四位老師及廿
二名學生訪校，由鍾偉東副校長及
張嘉亮老師接待。

19/11/2016
電腦科與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協辦
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聯賽
NOIP 2016（香港賽區賽事）。

21/11/2016

譚日旭校長率領鍾偉東副校長、馬
凱雄、葉天健、李灝峰、蔣肇麟、
蘇栢揚、楊偉樂及陳孟斌老師前往
深圳外國語學校、羅湖外國語學校
及中國聯通參觀交流。

1/12/2016
-

3/12/2016

本年度培正姐妹學校交流計劃，約
有八十位師生參加，到廣州培正參
加同學日活動及交流。本校音樂
科、籃球隊、紅藍科研先鋒組成代
表團出席。

3/12/2016
-

5/12/2016

本校機械人代表隊蘇栢揚老師帶領三
名學生於亞太機械人聯盟競賽APRA
初中組接力賽獲冠軍，並代表香港出
席於台北舉行的台灣錦標賽。

13/12/2016

韓國釜山國立大學副院長梁銀景
教授、國際課程專員金玟廷及國
際生服務處翟小龍、朴昌民到訪
本校，向三十多名中六學生介紹
其院校特色及課程資訊。

17/12/2016
-

21/12/2016

本校三位老師帶領廿二名學生參
加北京海澱區志願者聯會主辦交
流活動。

21/12/2016
-

26/12/2016

譚日旭校長聯同鍾偉東副校長、梁
文傑、陳永鏗、蘇栢揚及羅恩銘老
師帶領二十名學生參加上海交通大
學交流團。

24/12/2016

鳳凰衛視節目《香港新視點》到校
採訪馬凱雄主任（香港電腦教育學
會主席）以及科技科上課情況，主
題為「STEM訓練學生思維」。

5/1/2017
中文大學教育局新校長培訓課程組
織廿四位新任校長參觀交流，由譚
日旭校長及鍾偉東副校長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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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017

本校譚日旭校長及八位數理科老師
包括黃子榮、梁廼文、龍麗貞、葉
天健、楊偉樂、蔣嘉俊、馬凱雄及
蘇栢揚出席浸聯會聯校教師發展
日，主題為「創新教育與社會發
展」。 

16/2/2017
郭新教授回母校接受港台「傑出華
人科學家」節目訪問。

17/2/2017

鍾偉東副校長與蘇栢揚老師率五
名學生代表前往澳門培正中學就
OGCIO-EITP計劃交流取經，並出
席當晚澳門培正中學同學會活動。

20/2/2017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OGCIO）代表到訪本校，由鍾
偉東副校長、羅恩銘及蘇栢揚老師
負責接待。

OGCIO代表到訪商討利用本校的
App Inventor教材分享予其他學校
使用，羅恩銘老師負責跟進。

澳門旅遊學院院長黃竹君博士到
訪及交流。

25/2/2017
深圳市教育裝備中心代表李山先生
來訪及交流。

6/3/2017
-

9/3/2017

培道中學中三及中四各十名同學來
校交流及上課。

10/3/2017
家 長 教 師 會 舉 行 「 與 校 長 對 談 」
活 動 ， 約 六 十 位 家 長 出 席 。

14/3/2017

瑪利諾小學廿八位老師來校參觀
音樂室、家政室以及創意科技實
驗室。

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四
位代表來校參觀。

29/3/2017
-

30/3/2017

家教會舉行「體驗培中」活動，兩
天共約六十位家長出席，期間家長
到音樂室、物理實驗室、家政室及
設計與科技實驗室體驗學習活動。

9/4/2017
-

18/4//2017

鍾偉東副校長、張嘉亮、王錦虹、
黃偉豪及周文婉老師帶領四十名學
生前赴北京育才參加二零一七年北
京交流團。

11/4/2017
-

19/4/2017

本校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十一名同學
聯同其他參加者進行「西藏民族文
化考察」，譚日旭校長擔任團長及
潘嘉衡主任擔任領隊。 

26/4/2017
-

28/4/2017

本校與民生書院進行學生互訪交
流，八名培正學生前往民生書院上
課，同時有廿二名民生書院學生到
本校上課。 

18/5/2017 賴培德牧師從美來港訪校。

23/5/2017

天主教教區校長及老師約七十人來
校參觀OGCIO 中學資訊科技增潤
計劃，由譚日旭校長及鍾偉東副校
長接待。

30/5/2017
- 

7/6/2017

由 O G C I O 贊 助 鍾 偉 東 老 師 率
領 本 校 八 名 學 生 前 往 美 國 參 加
「Robofest World Championship 
2017」比賽。

19/6/2017
衛理中學中層管理人員約有二十多
人來校交流，由譚日旭校長及鍾偉
東副校長接待。

23/6/2017
教育局教學語言組（MOI）代表來
校作教學語言校訪，由譚日旭校長
及鍾偉東副校長接待。

26/6/2017
胡斑比夫人胡陸國儀女士偕家人從
美來港參觀培正。

30/6/2017
-

11/7/2017

鍾偉東副校長率領本校四名學生及
兩名喇沙書院學生前往瑞士及法國
參加瑞士電腦奧林匹克訓練營。

4/7/2017
-

10/7/2017

培 正 機 械 人 代 表 隊 於 香 港 F L L 創
意機械人大賽  2 0 1 7 獲得中學組
全 場 總 季 軍 。 由 O G C I O 贊 助 ，
陳 孟 斌 老 師 率 領 本 校 獲 獎 十 名
學 生 代 表 香 港 參 加 於 澳 洲 雪 梨
舉行的F L L  A s i a  Pa c i f i c  O p e n 
Championship（APO）2017亞
洲太平洋錦標賽。 

7/7/2017
-

12/7/2017

中四級試後活動共一百一十一名學
生前赴台灣進行交流考察，活動為
其他學習經歷課程之一，學生透過
此活動，增加對台灣高等教育發展
的了解。

15/8/2017
-

24/8/2017

葉天健老師率領四名物理科學生於
二零一七科普快遞科學演示比賽
中獲季軍，獲邀參加美國舉行的
「2017青苗科學家研習活動」。
參觀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帕洛瑪天
文台、加州理工學院、美國太空總
署噴氣推進實驗室，阿利桑那州的
大峽谷國家公園，以及到密蘇里州
聖路易斯觀測日全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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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及就業輔導部門
進行生涯規劃輔導
  本年度每位中六級同學均安排了一位生涯

規劃導師，協助他們探討選科策略及支援他們

的升學及生涯規劃需要。中四及中五級同學則

於三月廿一日及廿八日由各班班主任帶領下，

透過「生涯地圖」的活動進行生涯規劃課。除

此之外，各同學亦歡迎到升學輔導室向呂艷蘭

主任及生涯規劃助理鄧柏駿老師尋求升學意見

及進行生涯規劃輔導。

舉辦升學就業講座及參觀活動
二零一六年		
  九 月 十 五 日 十 五 名 中 五 級 同 學 參 加 由

本 地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學 生 主 辦 的 Ta r g e t  L a w 
Experience Day。活動包括參觀香港大學法律

學院和香港高等法院，以及出席兩場分別由香

港大學法律系張達明教授及高等法院法官Mr. 
Justice TONG主講之法律界行業簡介會。

  九月廿一及廿二日卓社校友潘星雅應邀回

校為五十五名中六同學介紹專業會計學系及行

業資訊。

  九月廿二日香港測量師學會三位註冊測量

師，包括工料測量組副主席甘家輝先生、香港

專業教育學院建造工程系高級講師許亦鈞博士

及香港賽馬會資深項目經理黃浣菁女士，應邀

到校為五十六名中五同學及廿三名中六同學介

紹測量業的行業資訊。

  十月四日在香港理工大學安排下，中五善

班同學出席了袁隆平教授主講之「呂志和獎」

學術專題講座，認識「雜交水稻」及中國糧食

安全發展；同學亦於會後出席理大理學院課程

簡介。

  十月五日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招

生主任羅凱汶小姐及資產管理及該學院私人銀

行金融學講師謝國生副教授、香港城市大學公

共政策學系林德民副教授，以及香港科技大學

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系首席教授賢社校友劉紀

美學長，應邀到校為中六級同學舉行升學講

座，講解其學院的招生要求及課程資訊。當中

哲社校友劉璦綸及城大學生大使李蘊紅小姐亦

到場分享其大學生活及如何把握大學資源增值

自己。

  十 月 七 日 在 亞 斯 頓 教 育 （ A s t o n 
Education）執行董事凌麗思女士及教育顧問丘

國豪先生安排下，西澳大學媒體及傳播學系副

教授Dr. Helen Fordham應邀到校為三十七名中

五級同學舉行學科介紹，講解澳洲升學及該學

系的課程資訊。

  十月十八日十五名中五級同學前往香港大

學出席癌症藥物講座及其理學院的「學士研究

匯報」，隨後參觀香港大學地質博物館。

  十月廿日在香港大學利馬竇宿舍學生執委

會安排下，中五望班同學參觀了香港大學及其

學生宿舍（利馬竇宿舍及何東夫人紀念堂），

並藉此機會與港大學生交流。

  十月廿二日安排了有興趣赴臺灣升學的高

中同學參觀「臺灣升學教育展2016」，了解報

讀臺灣院校須知及最新赴臺升學資訊。

  十月三十一日韓國韓東國際大學收生部門

代表Ms. Esther Kim到訪，並於午飯時間為廿二

名中四、五級同學介紹該院校及其暑期領袖交

流夏令營。

  十一月一日譚日旭校長於午飯時間為十二

名中五、六有意赴臺升學之同學講解臺灣升學

的特色及報讀院校需注意之要點，並介紹部份

有潛力院校的特色。

  十一月十日英孚教育（EF）港澳區行政總

監黃旭俊先生及海外升學課程總監（香港及澳

門區）溫佩芬女士到校為三十名中六級同學舉

行德國升學講座。

  十一月十一日韓國梨花大學兩位國際事務

處項目統籌曹智榮女士及辛佳映女士訪校，並

於午飯時間為二十位中四至中六級女同學介紹

梨花大學的課程。

  十月十四日創社校友黎祉穎為中四同學分

享升學心得。

  十一月四日哲社校友羅樂生、曾慶寧為六

信班同學分享升學心得。

  十一月九日校友蔡梓斌（廸社）及許煒勤

（卓社）為中五同學分享副學士的升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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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廿二日廿一位中六同學前往香港理

工大學參觀醫療科學學院。活動中，有來自醫

療化驗科學、物理治療學、職業治療學等學系

之大學講師向同學介紹學院設施及講解學科內

容。此外，香港大學工程學院副教授張祺忠博

士及理學院講師Dr. Gavin Porter應邀到校為中

六級理組同學舉行升學講座，講解其學院的招

生要求及課程資訊。當天，香港中文大學社會

科學系講師劉紹麟博士及香港城市大學市場學

系助理主任霍信昌博士亦應邀到校為中六級文

組同學舉行升學講座，講解其學院的招生要求

及課程資訊。

  十一月廿五日哲社校友黎諾維為中五同學

分享台灣升學狀況。

  十二月六日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助理教

授盧婉雯博士、香港理工大學物流及航運學系

副教授兼副系主任彭敬華博士及專任導師彭家

良博士、香港中文大學計量金融系主任周應

峰教授及商學院助理院長王家徹博士到校為

中六同學舉行升學講座，講解其學院的招生

要求及課程特色，另有雋社校友潘力行分享

其大學生活。

  十二月七日香港大學醫學院副教授梁嘉傑

博士應邀到校為四十名中五、六同學舉行升學

講座，介紹醫學院的招生要求及課程特色，現

就讀港大醫科一年級之創社校友蘇衍瑜、黃采

瑩和單允聰亦到場分享他們的大學生活和學習

心得。

  十二月十三日韓國釜山國立大學副院長梁

銀景教授、國際課程專員金玟廷、及國際生服

務處翟小龍、朴昌民到訪本校，向三十多名中

六學生介紹其院校特色及課程資訊。

  十二月廿三日十二位中四至中六同學前往

香港中文大學參觀建築學系工作室及展覽，活

動由現就讀該學院碩士之希社校友葉懿樂帶領

及講解。

二零一七年
  一月三至十三日香港大學中醫學院於本校

設展版，介紹其課程特色。

  一月十七日恒生管理學院教務處行政主任

祁健欣女士、香港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兼

專業英文系主任鄭梁慧蓮教授、應邀到校為中

六級文組同學舉行升學講座。此外，香港城市

大學生物醫學系副系主任兼副教授劉智剛博士

及科學主任潘婉琳博士、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公共衛生課程講師梅維浩博士亦應邀到校為中

六級理組同學舉行升學講座。

  三月四日卓社校友劉智行及創社校友黃

采 瑩 為 有 興 趣 醫 科 的 高 中 同 學 舉 辦 了 H K U 
Medicine Taster Day，從中認識醫科的入學資

訊和課程設計，並進行醫科課堂模擬體驗。

  三月十五日哲社校友姚承彥為中五同學分

享外地酒店管理課程。

  三月廿七日創社校友尹浩謙應邀代表香港

城市大學管理科學到校為中五、六同學講解商

科的招生要求及課程特色。

  四月五日IDP代表應邀到校為十八名中五同

學講解報考IELTS需知，並介紹澳洲及加拿大升

學資訊。

  五月八日舉行大學面試技巧講座，由學友

社代表為中六級同學講解大學面試注意事項。

當日亦邀請了奧地利領事館商務專員公署教育

部專項顧問吳詩韻小姐介紹奧地利升學。

  五月十二日舉行中五級生涯規劃晚會，邀

請了不同專業界別的嘉賓為中五級同學講解各

職業範疇、前景及入職要求等資訊。分享嘉賓

包括何慧君小姐、陳奕謙先生、陳國堯（頌

社）、劉焯霆（樂社）、何自麟（展社）、黃

可盈（展社）、陳潔華（慧社）、姜文彥（慧

社）、龐依婷（信社）、黃嘉偉（廉社）、黃

浚滔（廉社）、周浩庭（驁社）、李瑋瑩（驁

社）、葉懿樂（希社）、關綺琳（希社）、許

沛銓（軒社）、岑尚文（軒社）、羅穎琛（迪

社）、柯銘浩（廸社）、潘星雅（卓社）及賴

浩恩（卓社）。

  五月廿三日翹社校友張嘉琳應邀到校為中

四至中六同學進行有關香港大學言語及聽覺科

學系的學科介紹。另三十名中四及中五級同學

前往仁孚行香港仔車廠參觀，了解本地汽車營

銷業狀況；並出席商界禮儀講座及與仁孚行維

修部及人事部同事交流。

  五月廿五日卓社校友羅梓泓應邀到校為中

四至中六同學進行有關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

學系的學科介紹。

  五月廿六日創社校友司陽應邀到校為中四

至中六同學進行有關香港大學國際商業及環球

管理的學科介紹及分享其事業規劃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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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廿九日希社校友徐頌欣應邀到校為中四至中六同學進行有關營養學的學科介紹；另翹社校

友李啟慧、司徒蒨應邀到校為中四至中六同學進行有關音樂系的學科介紹。

  另外，本學年推薦了多位同學參加商界及非牟利機構主辦有關生涯規劃及認識工作世界活動

及培訓，包括：香港總商會「商校交流計劃」（仁孚行）、未來工程師計劃「iFuture」工作坊、

「我有我師傅」生涯規劃活動、教育局「商校合作計劃2017/18」工作體驗、港鐵「Train出光輝每

一程」等，學生除擴闊眼界之外，亦從中認識商業機構的運作和對工作應有態度。

畢業生消息（2015-2016年度）
1. 卓社校友羅梓泓就讀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成績優異，名列學院榮譽榜（Dean's 

List）。

2. 卓社校友梁家 就讀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成績優異，名列學院榮譽榜（Dean's 
List）。

3. 卓社校友譚逸嵐就讀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成績優異，名列學院榮譽榜（Dean's 
List），並獲發Scholarship Scheme for Continu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獎學金。

4. 卓社校楊樂心就讀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成績優異，名列學院榮譽榜（Dean's 
List），並獲發兩項獎學金，分別為Bank of China （Hong Kong） Scholarship及

Fung Scholarship。

5. 卓社校友李卓熹就讀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成績優異，名列學院榮譽榜（Dean's 
List）。

6. 雋社校友姜楚灝就讀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成績優異，名列學院榮譽榜（Dean's 
List）。

7. 雋社校友李皓婷就讀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成績優異，名列學院榮譽榜（Dean's 
List）。

8. 哲社校友李尚賢就讀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成績優異，獲發獎學金（University 
Scholarship）。

9. 創社校友鄭善衡，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獲香港中文大學頒發「入學獎學金」。

10. 創社校友蔡暉鴻，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獲香港中文大學頒發「入學獎學金」。

11. 創社校友房穎儀，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獲香港中文大學頒發「入學獎學金」。

12. 創社校友老綽禧，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獲香港中文大學頒發「入學獎學金」。

13. 創社校友羅穎思，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獲香港中文大學頒發「入學獎學金」。

14. 創社校友余梓丰，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獲香港中文大學頒發「入學獎學金」。

15. 創社校友任恩翹，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獲香港中文大學頒發「入學獎學金」，

並獲崇基學院頒發「龔約翰龐萬倫優異新生獎學金」。

16. 創社校友鄭浩然，香港文憑試成績優異，獲香港科技大學工程學院頒發「工學院院長

獎學金」。

17. 創社校友張子君，香港文憑試成績優異，獲香港科技大學工程學院頒發「工學院院長

獎學金」。

18. 創社校友李詠妍，香港文憑試成績優異，獲香港中文大學頒發「崇基校友至善獎學

金」。

19. 創社校友陳樂熙，香港文憑試成績優異，獲香港中文大學頒發

「崇基校友至善獎學金―培正旭社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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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事工部
各級團契及敬拜隊
  本年度各級學生團契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七日舉行第一次聚會，內容是回應七月團契營主題「歸

回」。每星期的聚會，學生團契是逢星期三下午三時三十五分至四時四十五分，敬拜隊是逢星期四

午膳時間。此外，本年度舉辦了三次名為Gospel Café的午間福音聚會。除了本校老師擔任團契導

師外，培正道浸信會及九龍城浸信會教牧同工亦分別擔任中二及中一團契導師。導師名單如下：

敬拜隊 鍾少雲老師、尹重儀老師

中一團契 吳雯靜老師、楊偉樂老師及培正道浸信會同工

中二團契 沈昕華老師、曾靜雯老師及九龍城浸信會同工

中三團契 蔣肇麟老師及鄭英煒老師

中四團契 張浩嘉老師、丘敬峰老師及虞美曄老師

中五團契 梁迺文老師、譚詠嫺老師及楊新苗老師

中六團契 梁振忠老師

福音週
  福音週已於二零一六年十月廿至廿六日舉行，由何志滌牧師主領兩場佈道會。

主題：信不信由你						主題曲：因着信
主題經文：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以弗所書3:28上）

福音週活動時間表
20/10

 （星期四）

21/10

（星期五）

22/10

（星期六）

24/10

（星期一）

25/10

 （星期二）

26/10

（星期三）

7:30-7:55 清晨獻詩及派單張 清晨獻詩及派單張

8:00-8:10 早禱及宣傳 早禱及宣傳

1:00-1:40
詩歌歌唱

比賽決賽

詩歌歌唱

比賽決賽

送信純熟

迅速送出
Gospel Café

Gospel 
Café

1:50-3:00 上課時間 上課時間 信不信由你

 (1:15-2:45)
上課時間 佈道會 佈道會

3:45-5:00 見證二頭肌 信仰論壇 我是歌手 飛越壽南路 Koinonia

（註：因颱風影響，十月廿一日的「信仰論壇」取消，清晨獻詩延至十月廿七日。）

老師學生分享家庭見證

敬拜隊每天早上獻詩

中學記要學校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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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簡介
1. 詩歌歌唱比賽：一年一度的福音週活動，今年已是第十六屆，分為合唱組和小組。

2. 見證二頭肌：今年請到「二頭肌先生夫人」為大家分享他們的感情關係和家庭生活。除此之外，

還有老師與子女一起同場分享見證。這是培正第一次由培正老師和家人為嘉賓的特色活動。

3. 信仰論壇：宇宙、生命、恐龍、外星人，信耶穌並非全是感性的，莫非真的是「不要問、只要

信」！信仰論壇的題目定為「信仰與科學有衝突」，並且邀請了學生及幾位理科老師（黃子榮

老師、葉天健老師、楊偉樂老師）為嘉賓，以理性向度探討基督宗教與科學的衝突。

4. 信不信由你：培正道浸信會精心設計的活動，以大會主題為名，透過遊戲、學習及分享，體驗

信不信由你的意思。

5.  送信純熟迅速送出：一系列checkpoint活動，要求信心及速度，既是刺激遊戲，又是信心挑戰。

6. 我是歌手：他是基督徒、是國際學校老師、也是一位音樂人。陳芳榮先生擅長彈奏多種樂器，

音樂作品多次在香港及海外的歌曲創作比賽中獲獎，演出足跡遍佈世界，是國際音樂創作歌

手。活動設計為詩歌演唱會。

7. Gospel Café：去年學校敬拜隊舉辦了兩場非公開的福音茶座，今次福音週再度舉辦，這兩場是

公開的。大會提供免費小吃及生菓，歡迎所有基督徒邀請同學參加，各同學也可報名參加。

8. 飛越壽南路：以有限資源現場製作飛機，任務是運載一隻蛋到目的地，安全起飛，完整着陸。

這是一場信心之旅，也稱為faith 蛋！

9. Koinonia：這是希臘文，意思是團契、親密關係、分享。各級團契逢星期三放學時間舉行，歡

迎所有同學參加。

基督徒人數統計
    福音週後進行了一次學生

基督徒人數統計，全校基督

徒學生共七百一十人，當中

四十八人屬浸信會會友，其

中廿四人在福音週期間首次

決志，九十二人重新決志。

飛越壽南路比賽情況

詩歌歌唱比賽於田家炳花園進行

Gospel Caf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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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動
1. 協助Watoto兒童合唱團於十二月七日（星期三）舉辦兩場音樂會，幫助非洲愛滋孤兒脫離困

境，是次活動共籌得三萬八千五百元。

2. 學校為第四屆Peace Box祝福大行動籌集禮物，以捐贈給基層人士，共籌集了四百八十五個禮

物盒，已於四月三十一日送到大會。

敬拜隊於培小門外報佳音

福音劇見證人和演員

Watoto兒童合唱團

聖誕節及復活節感恩崇拜
  學生聖誕感恩崇拜已於十二月十九

日下午舉行，由「以琳之泉使團」主

領。教職員聖誕感恩崇拜則在同日傍晚

舉行，由朱世平牧師證道，教職員詩班

獻唱。為宣揚基督降生的大愛，敬拜隊

於十二月十四至十六日早上在校內及

十二月十六日中午在培正小學門外報佳

音。此外，復活節感恩崇拜於五月七日

下午舉行，是日上午照常上課，下午全

校師生到九龍城浸信會參與崇拜。

福音劇
  福音劇是基督徒團契總團統籌的活動，

劇情由真實的基督徒師生改編而成的。這是

一年一度的演出項目，今年已經是第十七年

了。總團邀請了吳雯靜老師和黃恩隨同學在

本年度福音劇分享見證，並由學生演員演出

他們的信仰故事，內容包括吳老師在中學時

期決志信主的經歷及恩隨在教會生活中反映

的生命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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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
  在中學階段的青少年人身心不斷發展，他們在生理、心智和社交等各方面都在變化，協助青少

年人邁向獨立自主，培養學生在不同的境遇中有良好的決策能力、從而促使他們盡量發揮個人的潛

能，成為我們作老師的挑戰和承擔。在二零一六年度，輔導組推行了以下不同的輔導計劃：

中一朋輩輔導計劃
  五十多位中三至中五的「大哥哥大姐姐」朋輩輔導

員透過不同的活動，向中一及新來港的同學提供生活及

學業輔導，協助他們適應中學生活，計劃的內容包括新

生輔導日、不同主題的分班或合班活動、小組飯聚等。

支援新來港學童
  本校特安排新來港學童與輔導老師及社工面談，介

紹「校本支援計劃津貼」及收集同學對未來期望活動的

意見。此外，輔導組為新來港學童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高中學生舉辦英語訓練班，合共十六人，分四小組上

課，每組十至十二節，每節六十或九十分鐘。

輔導計劃
1. 輔導組為中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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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輔導計劃。

2. 輔導組舉辦「Teen程」輔導計劃，培養學生的團隊精神，訓練學生的解難及應變能力。活動由

葉望風學長、學校教育心理學家及學校社工負責，內容包括魔術訓練、社交技巧訓練及義工服

務等。   

3. 本年校本言語治療服務選用的機構為「保良局社會服務部―兒童及青少年服務」，言語治療的

目的是支援語障及部份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同學，改善他們的溝通能力及提昇他們的語文及表達

能力。服務主要以小組形式進行，有七位中二至中五的同學參與，服務時數共四十八小時。

朋輩輔導籌委會

參與義工服務，表演前用心預備 Teen程計劃，學生探訪小學生，
並作魔術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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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年舉辦「多元智能訓練計劃」，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協辦，對象為中一至中三級十多位學

生，內容包括攻防戰、校內歷奇活動、執行功能訓練營等，目標是培學生不同的潛能，提昇自

我認識，建立學生的自信及領導能力。

年級 主題 負責單位

中一

男與女 學校社工

色情文化 學校社工

青少年性行為反思 學校社工

中二
友情與愛情（二） 衛生署

網絡性文化 學校社工

中三

戀愛真諦 生命教育科老師

性別角色 生命教育科老師

處理感情、婚前性行為的疑惑 學校社工

中四 傳媒性文化 學校社工

中五 貞潔運動 生命教育科老師

5. 中一輔導計劃

• 學校社工為中一有社交困難的學生於午飯時間開辦「中一社交訓練小組」，幫助同學學習

與人相處的技巧。

• 學校社工舉行中一家長工作坊，協助家長認識青少年的潮流文化，建立有利子女成長的親

子互動關係。

• 舉行「朋輩、共融」班本輔導活動，透過課堂活動學習朋友相處之道。

6. 學校社工及教育心理學家為中二尖子舉辦「學習無難度」輔導活動，幫助學生確立來年目標及

學習計劃。

7. 學校社工為中五及中六各班舉行「班本輔導活動」，透過課堂活動幫助同學學習處理考試壓力

及情緒管理等不同主題。

8. 本年度繼續推行性教育課程，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性教育價值觀及建立學生對異性有正確的

社交距離，內容如下：

學生在「攻防戰」中全情投入，展現出策劃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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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活動
參加《城市論壇》節目
  本校十三名中四及中五同學於四月三十日到維

多利亞公園參加由香港電台製作的戶外直播節目

《城市論壇》。該節目旨在鼓勵言論自由，反映

民意，論題包括民生問題、文化教育、財經和法

制等等。

  當天論題是「弘大愛，未成年，欲捐器官救至

親；應鼓勵，默許制，法外酌情難細分？」四信陳

雋匡代表學校向台上嘉賓發問。是次活動讓學生走

出課室，親身體驗詞鋒相對的爭辯情境，學習言簡

意賅地表達個人想法及尊重不同意見，明白言論自由的可貴及提昇對世界、社會時事的觸覺。

義工服務及嘉許
  本校社會服務團與香港遊樂場協會合作，於四月廿二日為區內幼稚園及小學生籌辦故事演講、

問答比賽、畫畫等活動。是次活動由構思到籌辦均由社會服務團一眾幹事負責，旨在透過服務他人

培養同理心、耐性和溝通能力等。

  二零一六年本校學生踴躍參與義務工作。團體獎項方面，全校義工服務總時數超過一萬一千

小時，獲社會福利署頒發義務工作嘉許狀金狀。個人獎項方面，六名同學榮獲銀狀（服務時數達

100-199小時）；三十七名同學榮獲銅狀（服務時數達50-99小時）。

食物捐贈
  本校繼續與新福事工協會合作，向教職員和學生收集食物及超級市場現金券，目的是為師生

提供關心弱勢社群的平台，讓大家明白自己是蒙福的一群，並藉此宣揚和實踐基督的愛。是次募

捐活動共收集得五箱食物，當中包括米、芥花籽油、橄欖油、即食麵、罐頭食品等，另亦有總值

七百五十元的超級市場現金券。所有食物及超級市場現金券已於六月送達上水新福事工協會食物銀

行以幫助基層市民。

其他活動
1. 本校參與由世界宣明會舉辦的「利是送暖」捐贈活動，合共籌得港幣五萬零七百廿八元。所有

善款用作支持世界宣明會於敘利亞的兒童關顧工作。

2. 公民教育委員會繼續與訓導處合作舉行全年度班際日潔比賽，旨在培養同學自律精神，為營造

良好學習環境出一分力。總計全年成績，冠、亞、季軍分別是一正班、三善班和二信班。

環保活動
  本年度學校舉行多項環保活動，包括：月餅罐、利是封回收比賽等。另外，為促進同學環保意

識，環保學會幹事發揮了他們的熱誠和創意，拍攝了三段短片，向同學介紹如何在校園為環保出

力，短片在早上宣佈時段播出。

  為讓同學明白如何把環保概念應用在日常生活中，環保學會舉辦了「再造紙工作坊」以及「潤

唇膏工作坊」，讓同學學習如何善用資源、循環再用和製作環境友善的日常用品。

當日出席論壇的師生

中學記要 訓與輔

29



學生長訓練營
  學生長會於四月十及

十一日舉行了本年度第二

次學生長營。是次兩日一

夜 的 宿 營 活 動 目 的 是 讓

學 生 長 在 一 個 多 學 期 的

任 職 後 ， 有 一 個 重 新 檢

視 自 己 ， 繼 而 力 求 進 步

的機會。

  本會着重學生長律己

以嚴的態度、對職責的熱

誠，以及與同儕磨合相處

的能力。為此，本次宿營

包含了即席分組的大型定

向活動、學生長自行預備的級際活動和分組、分級、集合檢討的時間，務求令學生長能透過活動來重

新審視自己在學生長會的付出與收穫、反省及期盼。在即席分組的大型定向活動中，學生長需根據提

示，按新分配的組合尋找指定地點，完成任務。在定向活動期間可訓練學生長的協調能力和領導能

力，於日常當值中實踐。此外，學生長自行籌備活動的過程中，亦可培養細心謹慎和協調的能力。

  最後，在多次的分組、分級檢討中，學生長彼此分享參與宿營活動以及日常當值的情況，其中

弊者改之，益者推之，詳細了解自己的優點和缺點相信絕對能幫助每位學生長進步，進而推廣至學

生長會的整體進步，令校內所有同學受惠。

  學生長會一直尋求各方面改善，盼望為同學樹立良好的榜樣，並繼續肩負匡正校風的責任，

服務學校、老師和同學。

分級遊戲

定向活動之記憶紙牌任務 知道這是什麼嗎？

終極過河

營地遊蹤

離真相只差一步

學生長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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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客家電視台到校拍攝
  五月十一日台灣客家電視台人員到校，為製作六月份特備節目《香港九七後‧貳拾》拍攝及採

訪。今年是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節目中介紹「普教中」政策在香港學校推行的情形，藉此探討香港

回歸後的社會發展。

  當天客家電視台拍攝了中一望班的上課情況，並就「普教中」的成效問題，訪問了譚日旭校長

及李敏儀老師，節目主持更特地採訪了望班同學及兩位內地生，深入了解「普教中」的現況。

採訪後合照

  Stare into the mirror. Who do you see? 
What do you see? 
    Do you flicker? Do you feel embarrassed? 
Or do you look away? 
  Indeed, few of us would disagree that 
simply staring at our own reflection is no easy 
task. Humility was initially inculcated into our 
minds as a virtue, but as the thin line between 
humility and the sense of inferiority begins to 
fade, not many of us would notice that our 
values towards self have already been distorted. 
To repress our pride, we pick up the habit of 
denying ourselves, and gradually, we lost our 
own values, or so we believe. But where are 
they? The rising curtains mark our first step 
down the long aching stairs, delving into the 
world all human beings fear: self. 
  Fi rs t  impressions are of ten told by 

Who	Am	I	–	This	is	the	Question
appearances, and though we are always 
assured that they do not matter, it would be 
against human nature (and science) not to 
judge somebody by the outlook at first sight. 
Therefore by the same token, we would also 
pay heed to how we are opinionated, be that 
person a friend, a crush or even just a passerby. 
Mr Edgar Cheung has successfully grasped this 
fine thread, and magically, transforms it into 
a drama piece which strikes a chord in every 
teenager’s, or perhaps even adult’s, hearts. ‘How 
Many Faces’ revolves around an adolescent 
Helen struggling with a deplorabl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a tedious job and a grandpa 
with Alzheimer’s. When such a helpless girl 
falls in love at first sight, words cannot depict 
how desperate she is to grasp the attention of 
her dream boy, who lamentably, shatters her 

Drama	Night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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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ely-existing ego. This would indeed resonate 
with a lot of teenagers among the audience, 
and along with the resolution of the play, it 
would occur to them how the beauty of oneself 
can be so differently interpreted by different 
people, and some ‘faces’ which even ourselves 
may not be aware of could be a unique image 
deeply entrenched in the minds of your beloved 
ones.

  Moving on from such a reflective drama 
production, the curtains rise again to unveil a 
time of music and dances. The questions are 
posed nakedly in front of you: Do you tend 
to rely highly on how you are regarded? Do 
you thirst for commendation from the mass 
or recognition from a particular one? If so, 
you’ll be stuck behind the Door of Fame, 
or Love, unless you retrieve your key to it. 
Adapted from the musical ‘Bliss!’ in 2011, 
the ‘Inside Out’ staged this year is no inferior 
to the former. Entertaining dance moves and 
intriguing vocals naturally intertwine with the 
storyline, showcasing a large variety of musical 
elements. This wonderful night is concluded 
with a touching ensemble which serves both as 
a finale and a reminder of our theme this year. 
  Although it may just be a 3-hour production 
to the audience, to the entire cast, producers 
and the backstage crew, the experience is most 
certainly beyond wordings. Indeed, without 
any one of the production teams, from control 
room to set and props, from costume to make-
up, the two nights would never have been such 

a success. In the middle of numerous nights 
when street lights are waning, the fire in the 
hearts of every member in the production is 
still burning with sweat and tears. ‘It has never 
been easy,’ recalls Tracy, one of the drama 
directors, ‘with all the UTs in between. Each of 
us has to inject 200% determination and very 
high standard of self-demands to fight against 
the tremendous academic stress.’ However, 
that is still not the most difficult issue to her. 
‘The problem which pesters us the most is 
that the majority of our cast is green to drama 
production. In the initial stage, we had to rely 
on the “old ghosts” (the experienced student 
directors) to lead the warm-ups and rehearsals.’ 
Nevertheless, she smiles upon this obstacle. ‘It’s 
actually a blessing in disguise,’ she laughs. ‘The 
fact that all of us are new to it is exactly what 
enhances our understanding for each other and 
strengthens our bond.’ 
  Mary Law, who lands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musical, also heaves a sigh upon the 

HELEN(left, played by Carman Li)and BELLA(right, played by 
Katie Tsang)are being scolded by the MANAGER(centre, played 
by Ken Ng)[Scene 3, How Many Faces]

The House MISTRESS(centre, played by Arizumi Rika) is singing 
Master of the House.[Scene 3, Inside Out ]

GRANDPA(left, played by Wing Lee)is reminiscing about Helen's 
childhood with BELLA(right, played by Katie Tsang)[Scene 6, 
How Many 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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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sity of rehearsals and academic workload, 
between which she must strike a balance. 
Having said that, she still reminiscences over 
those days of war. ‘You feel like you’re on the 
edge of exhaustion and you’re beginning to 
“out-character” (break character, ie. when 
an actor ceases to maintain the illusion that 
they are identical with the character they 
are portraying) but the spotlight is still on,’ 
she says, ‘it’s brain-draining but you still 
have to hypnotize yourself.’ ‘That is why 
characterization is so crucial to every actor and 
actress,’ she adds. Even though Mary, having 
been an actress for two years and the director 
of last year’s ‘The Last Book Shop’, with such 
wealth of experience she still finds this year’s 
production intricate. ‘It’s different – drama and 
musical. They’re two different worlds. In musical 
a larger cast is involved, and while everyone 
plays a different part, each must give their best 
to make a difference.’ She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cooperation and support are inseverable. ‘Some 
cast members may be in dire need of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but they don’t show it. We 
have to be very observant and caring to involve 
every member of the cast, and by refilling their 
fuel tanks, they can bring the entire production 
to another mile further.’ 
  Despite all the challenges aforementioned, 
t he  pe r f o rmance s  on  show speak  f o r 
themselves. From an outsider’s point of view, 
Mr Tank Leung, who has been an advisor for 
Drama Night for a decade, also acclaims the 

cast over their efforts.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I see in the students is their growth throughout 
the production. Each year a group of students 
encounters one another with shy smiles, but 
at the end of the show, they hug and cry their 
hearts out, as if they’re never seeing each 
other again. The tears they shed are not only a 
mixture of love and bliss, but are also moments 
which mark significance in their lives. ’ 
  Still, each and every member of our 
cast strive day and night only aiming at one 
objective: that the audience could embark on 
their own journey in seeking their true beauty.
  Stare into the mirror again. Who do you 
see? What do you see? 
Do you flicker? Do you feel embarrassed? Do 
you look away? 
  Or do you smile and say, ‘It’s a beautiful 
face.’? 

Written by Sabrina Chan and Penina Chan
Photo credits to: Mr Alex Huang

Starring (from left to right) Mary Law, Jason Cheung, Nixon 
Ngan, Priscilla Lam and Vincent Choy. [Scene 1, Inside Out]

A display of fancy dresses and elegant 'fan-dancing' in the 
Masquerade. [Scene 4, Inside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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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第十五屆中國女子數學奧林匹克（北京）
  中國女子數學奧林匹克比賽由中國數學會奧林匹克委員會主辦，籌辦目的是為提高女生學習數

學的興趣及積極性，以及開闢她們的學習與交流的空間。是屆比賽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日至八月

十四日在北京第四中學舉行。本校五正班邱楚棱同學，通過選拔，入選由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及國

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委員會合辦的培訓課程後，表現優異，最後獲選加入港隊，代表香港參加是

屆比賽，並獲得銅獎。

2017第三屆國際數學建模挑戰賽
  國際數學建模挑戰賽（IM2C或IMMC）是一項面向全球中學生的國際數學建模競賽，鼓勵參

賽者應用數學建模探索和解決現實世界的重要問題。來自中國、台灣、香港及澳門的參賽團隊首先

共同接受中華區域賽的挑戰。論文成績首20%的團隊可獲晉級國際賽程的機會。本校派出三隊同學

參加中華區域賽取得優異成績，並獲晉級國際賽程資格。其中一隊更獲邀出席在香港科技大學舉行

的中華賽答辯決賽及國際賽答辯決賽，最後在兩項比賽中取得特等入圍獎（香港首5名）。

中華賽區一等獎

（Meritorious）
隊員：馮筠惠（五正）、林健朗（五正）、林崇熙（五正）、魏子奇（五正）

隊員：袁樂勤（三光）、張萱彤（四正）、曾樂勤（四正）、湯諾陶（四正）

中華賽區特等入圍獎

（Finalist）
隊員：陳祉軒（二信）、劉天瑋（四望）、許雯琪（四善）、談知衡（四正）

國際賽（中華區）二等獎

（Honorable Mention）
隊員：袁樂勤（三光）、張萱彤（四正）、曾樂勤（四正）、湯諾陶（四正）

國際賽（中華區）一等獎

（Meritorious）
隊員：馮筠惠（五正） 、林健朗（五正）、林崇熙（五正）、魏子奇（五正）

國際賽（中華區）

特等入圍獎（Finalist）
隊員：陳祉軒（二信）、劉天瑋（四望）、許雯琪（四善）、談知衡（四正）

邱楚棱同學（左四）獲銅獎

2016恒隆數學獎
  我校共有兩支隊伍進入恆隆數學獎最後十二強決賽答辯，結果由六正余梓丰、五正黃梓駿和林

翠怡三位同學組成的隊伍獲得銀獎；另三望劉天瑋及一信陳祉軒組成的隊伍雖未能獲獎，但越級挑

戰殺入十二強決賽，值得嘉許。（詳情請參閱上期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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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第二屆全球計算與數學建模競賽	
  計算與數學建模協會AoCMM是一個非盈利的數學組織，致力向全球學生推廣計算與數學建模

的能力與實用性。有見及此，AoCMM舉辦了競爭激烈的比賽，不僅為了獎勵廣大數學建模愛好

者，更為了增長數學建模的經驗與能力。本年度共有一百一十八隊來自廿四個國家的隊伍參加。我

校的同學是首次參加此項比賽，獲得不錯的成績。

Gamma Prize 
（全球首15%）

隊員：馮筠惠（五正）、林健朗（五正）、林崇熙（五正）、

   魏子奇（五正）

隊員：龔琪然（五光）、陳倩華（五善）、滕小茹（五善）、

   談知衡（四正）

Honorable Mentions
（全球首50%）

隊員：葉卓穎（四善）、張萱彤（四正）、曾樂勤（四正）、

   湯諾陶（四正）

2015-2016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
  中學數學專題習作比賽由教育局數學教育組舉辦，旨在透過專題研習提高學生對學習數學的興

趣及發展學生的共通能力。本校同學湯諾陶（三望）、劉天瑋（三望）、葉梓浩（三正）憑作品

「海倫三角形的進一步探究」獲「表現良好獎」。

2015-2016中學數學閱讀報告比賽
  中學數學閱讀報告比賽由教育局數學教育組

舉辦，旨在透過閱讀提高學生對學習數學的興

趣，及擴闊學生對數學認識的領域。參賽同學須

提交一份閱讀報告，內容須力求精簡，以初中

最多三千字、高中四千字為限，每校最多可繳

交六份閱讀報告，本校同學張萱彤（三光）、

張翠倚（三光）獲初中組二等獎；張卓琳（四

正）、馮筠惠（四正） 、周毓沛（五正） 獲高

中組二等獎。

左起：得獎同學張翠倚、張萱彤、劉天瑋、
周毓沛、湯諾陶、 葉梓浩、馮筠惠、張卓琳
與李灝峰老師合照

2016澳洲數學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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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

知 衡 （ 四 正 ） 獲 獎 牌 （ M E DA L ） ； 六 位 同 學 獲

優 異 （ H I G H  D I S T I N C T I O N ） ； 十 四 位 同 學

獲 優 良 （ D I S T I N C T I O N ） ； 九 位 同 學 獲 良 好

（CREDIT）。
左起：鄭景亮副校長與得獎同學陳子賢、
李德謙、袁樂勤和何佳興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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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6中學生統計
創意寫作比賽
  中學生統計創意寫作比賽由香港

統計學會及教育局合辦（香港大學統

計及精算學系贊助），旨在提高學生

對 統 計 及 其 應 用 的 興 趣 ， 並 鼓 勵 他

們 透 過 創 意 的 手 法 ， 以 及 科 學 和 客

觀 的 精 神 ， 用 文 字 表 達 日 常 生 活 所

應用的統計概念或利用統計概念創作

一個故事。本校曹朗翹（三正）憑作

品「D S E  選科？統計數據解碼」獲

冠軍；招頌皓（三正）、李皓澄（三

正）、曾樂勤（三正）以「天氣與用

電量的關係」獲入選作品。

左起：頒獎嘉賓、曾樂勤及李皓澄同學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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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選拔賽由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教

育局和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委員會合辦，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日舉行，每校最多可派出六位

同學參賽，所有金、銀、銅及優異獎的學生均可參加該年度數學奧林匹克訓練課程，本校魏子奇

（四正）獲銀獎；談知衡（三愛） 銅獎；莊子穎（二望）、林晉生（四正）、邱楚棱（五正）獲

優異獎。

談知衡同學（左二）

林晉生同學（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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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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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S）由澳洲新南威爾斯大

學教育評估中心主辦，過去二十多年來，ICAS每年吸引來自

澳洲、汶萊、香港、印度、印尼、馬來西亞、新西蘭、太平

洋地區、新加坡、以至南非和美國等地眾多學生參

與。ICAS在香港地區去年評估人次約一萬二千

人，本校去年有超過三百二十位同學參與數

學科的評估，其中黃凱聰（中一組）、莊

子穎（中二組）、湯諾陶（中三組）、

魏子奇（中四組）獲組別最高分數獎牌 
（Medal），全部參加同學共取得廿二個

高級榮譽及六十七個榮譽獎項。

莊子穎同學（右一）及
湯諾陶同學（左一） 

黃凱聰同學（左一）

第三十四屆香港數學競賽	(HKMO)
  香港數學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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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所

中學可派出四至六名中五或以下學生參賽。本

校獲獎項如下：

初賽個人獎項 一等獎：龔彥文（五正）、林晉生（五正）、魏子奇（五正）、談知衡（四正）

初賽團體獎項  九龍2 區 冠軍

決賽團體獎項  冠軍

（左二起）黃偉豪老師與獲獎同學龔彥文、湯諾陶、魏子奇、林晉生及談知衡

第八屆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是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及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聯合舉

辦、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協辦，並由香港數理教育學會承辦。比賽特別着重學生在明辨（批判）性

思考、創意思維和溝通技巧這三方面的訓練。活動目的是讓學校發掘更多數學資優的學生，並給他

們發揮數學創意潛能、解決問題和互相合作的機會。

初賽金獎 鄭思律（一望）、吳哲朗（一望）、

黃凱聰（二愛）、陳子賢（二光）優異獎

（左起）鄭思律、吳哲郎、黃凱聰、
陳子賢、頒獎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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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加拿大數學競賽
  加拿大數學比賽由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數學及電腦教育中心主辦。在二零一一年，有超過八萬

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參加。比賽類型分為選擇題及問答題兩類，程度則按不同年級劃分，各項比

賽中，得分為首百分之廿五的參賽者可得優異獎，最高得分者可得獎牌（Medal）。

選擇題形式比賽

中一級 (Grade 7 Gauss Contest) 中二級 (Grade 8 Gauss Contest)

卓越表現獎 陳曉約（一望） 卓越表現獎 陳子賢（二光）

優異獎 共三位同學獲獎 優異獎 共六位同學獲獎

中三級 (Grade 9 Pascal Contest) 中四級 (Grade 10 Cayley Contest)

團體 國際隊際第三名 團體 第十名

獎牌 袁樂勤（三光） 獎牌 談知衡（四正）

優異獎 共廿四位同學獲獎 優異獎 共三十七位同學獲獎

中五級 (Grade 11 Fermat Contest)

團體 國際隊際第七名 獎牌 魏子奇（五正）

優異獎 共三十二位同學獲獎

問答題形式比賽

中級組競賽（中三、中四）
(Canadian Intermediate Mathematics Contest 

Grade 9, 10)

高級組競賽（中五、中六）
(Canadian Senior Mathematics Contest Grade 

11, 12)

獎牌 張沛笙（三信） 獎牌 談知衡（四正）

優異獎 共十位同學獲獎 優異獎 共六位同學獲獎

中三級 (Grade 9 Fryer Contest) 中四級 (Grade 10 Galois Contest)

團體 國際隊際第七名 團體 國際隊際第十三名

獎牌 袁樂勤（三光） 獎牌 湯諾陶（四正）

優異獎 共七位同學獲獎 優異獎 共八位同學獲獎

中五級 (Grade 11 Hypatia Contest)

獎牌 龔彥文（五正）、魏子奇（五正） 優異獎 共兩位同學獲獎

第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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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所中學可派出五名中三或以下

學生參賽，個人成績最好的首四十名學生將獲頒一

等獎，並可參加由香港數理教育學會統籌的免費數

學培訓課程。本校參賽同學及所獲獎項如下：

（左起）鄭景亮副校長與獲獎同學
袁樂勤、張沛笙、黃凱聰及鄭希哲

個人獎項

一等獎：袁樂勤（三光）

二等獎：陳祉軒（二信）、黃凱聰（二愛）

    張沛笙（三信）、鄭希哲（三光）        
團體獎項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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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培正數學邀請賽
  第十六屆培正數學邀請賽初賽及決賽分別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十八日及五月六日在本校舉行。

比賽目的在聯絡友校感情，交流學習心得和切磋數學知識。參賽學校共有二百廿九間和參賽者約

三千人。

決賽個人獎項

金獎 中四組：談知衡（四正）   高中組：魏子奇（五正）

銀獎 中一組：楊汶璁（一望）   中三組：袁樂勤（三光）

銅獎

中一組：羅安琪（一信）、焦采溢（一望） 
中二組：陳祉軒（二信）、黃凱聰（二愛） 
中三組：莊子穎（三愛）

優異獎

中二組：陳子賢（二光） 中三組：金伊諾（三愛） 
中四組：許雯琪（四善）、湯諾陶（四正）

高中組：林晉生（五正）、龔彥文（五正）

團體賽獎項   殿軍

鄭景亮副校長（左一）、鍾偉東副校長（右一）與老師及參賽同學合照

第廿二屆全國華羅庚金杯少
年數學邀請賽（香港賽區）
  全國「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

賽（簡稱「華杯賽」）是為了紀念和學

習 我 國 傑 出 的 數 學 家 華 羅 庚 教 授 ， 於

一九八六年始創的全國性大型少年數學

競賽活動，香港區比賽由華杯賽香港組

委會主辦，是屆賽事於四月一日舉行，

每校可選派中一和中二年級各兩名同學

參賽，本校獲個人賽三等獎同學有：焦

采溢（一望）、陳祉軒（二信）和陳子

賢（二光），並取得學校團體優異獎。

焦采溢同學（左一）

陳子賢同學（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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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真光女子數學邀請賽
  由香港真光中學主辦，旨在提

高 女 同 學 數 學 水 平 ， 提 供 大 家 切

磋交流數學知識的機會。本校派出

四位同學參賽，包括：邵如雪（一

善 ） 、 金 伊 諾 （ 三 愛 ） 、 許 雯 琪

（四善）、吳玥琪（四正）。金伊

諾同學及許雯琪同學獲優異獎，而

邵如雪同學獲優良獎。

左起：譚日旭校長、
金伊諾同學

左起：譚日旭校長、
邵如雪同學

2016孔聖盃學界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孔聖盃學界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由孔教學院與香港奧林匹克協會合

辦，目的是提高同學對數學的興趣，激發對數學競賽活動之熱情，擴闊學

術視野，促進香港數學學術交流。每所學校可派出中一至中四年級的學生

參賽，每級不多於六名學生，團體成績以最高分四人總分計算。初賽中一

中二組獲二等獎共四人，三等獎一人；中三中四組獲一等獎一人，二等獎

三人，三等獎二人，並取得初賽團體亞軍。獲晉身決賽同學成績如下：

決賽個人獎項中一中二組
二等獎：袁樂勤（二光）    
三等獎：陳祉軒（一信）、鄭希哲（二光）

決賽個人獎項中三中四組
二等獎：魏子奇（四正）、林晉生（四正）                   
    龔彥文（四光）、談知衡（三愛）

左起：譚日旭校長、
鄭希哲同學

2016第六屆兩岸四地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精英邀請賽
  兩岸四地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精英邀請賽（簡稱「精英賽」）目的是加強兩岸四地少年數學精

英的交流，提供機會與他們互相學習，從而提高他們對數學的興趣。精英賽每兩年舉辦一次，每屆

分別在兩岸四地不同地方輪流舉辦，今屆賽事於二零一六年八月十四至十七日在香港舉行，本校獲

邀與培正小學組成聯隊參賽，並獲良好成績，獲獎同學如下：

二等獎 陳子賢（二光）

三等獎

楊栢喬（小四）、范皓僑（小四）、
楊汶璁（一善）、鄭思律（一望）、
陳祉軒（一信）、袁樂勤（二光）、
鄭希哲（二光）

右起：譚日旭校長與同學鄭希哲、
鄭思律、楊汶璁和陳子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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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解題金獎及一等獎：
陳祉軒同學（左一）

  全國青少年數學論壇選拔賽是一項數學益智和

創新活動，活動 容包括：數學解題技能展示比賽及

數學建模小論文評選兩項賽事。此項數學比賽活動

自二零零八年開始在本港舉辦，對象為初中學生，

每校每年級最多可派九位學生參賽。比賽獲中一和

中二年級組『數學解題技能展示比賽』冠、亞、季

軍及一等獎，以及獲得『數學建模小論文評選』冠

軍的同學，將獲邀代表香港出席第十五屆全國總論

壇，與全國的青少年數學精英交流和比賽。

數學解題技能展示比賽獲獎項

金獎及一等獎 陳祉軒（二信） 銅獎及一等獎 鄭思律（一望）、金伊諾（三愛）

二等獎 共十一人 三等獎 共七人

數學建模小論文評選獲獎項

冠軍

中一組：羅安琪（一信）、姚涵瑛（一信）、吳哲朗（一望）   
題目：木磚塊堆疊問題研究

中二組：陳子賢（二光）、黃凱聰（二愛）   
題目：螢幕解鎖保密嗎？

中三組：關朗曦（三善）   
題目：條件概率與貝葉斯定理

亞軍

中一組：鄭思律（一望）、焦采溢（一望）、楊汶璁（一善）   
題目: 數學應用與道路設計

中三組：張沛笙（三信）、李德謙（三望）、鄭希哲（三光）  
題目: 擲硬幣遊戲與其變數

優異獎

中一組：倫芷悠（一望）、邵如雪（一善）、劉詠茵（一望）   
題目：分形與聲音

中二組：陳祉軒（二信）  
題目: 數學應用與雷達高度計測量地球

中三組：何佳興（三正）、李一鳴（三正）   
題目：地震中的數學

優秀獎
中三組：何佳臻（三善）   
題目：數學與探案

中一小論文冠軍（左起）頒獎嘉賓、吳哲朗同
學、姚涵瑛同學、羅安琪同學

中二小論文冠軍（左起）黃凱聰
同學、陳子賢同學、頒獎嘉賓

中 三 小 論 文 冠 軍 （ 左
起）關朗曦同學、頒獎
嘉賓 中三小論文亞軍（左起）鄭希哲

同 學 、 李 德 謙 同 學 、 張 沛 笙 同
學、頒獎嘉賓

2016/17香港初中數學奧林匹克		全國青少年數學論壇選拔賽

中學記要 學與教

41



2017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香港選拔比賽
  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是一項讓十六歲以下中學生在自然科學方面比賽的年度活動。其舉辦目

的包括：宣揚及鼓勵對科學範疇的卓越追求、挑戰及刺激資優學生發展科學才能、在每年國際初中

科學奧林匹克中發掘於科學方面優秀的年輕學生、鼓勵學生在自然科學方面的持續學習、促進世界

各地學生的友誼。

  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香港選拔賽是由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教育局資優教育組、香港數理教

育學會及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師協會聯合主辦的比賽。選拔賽旨在識別有科學天賦的初中學生，

參加進階科學知識培訓課程。本校派出兩位中

二及四名中三同學參加選拔賽，三愛潘博文獲

一等獎、二正鍾天朗獲二等獎、三信張沛笙及

二望區筠朗獲三等獎。

  獲一等及二等獎的同學均獲邀參加國際初

中科學奧林匹克第一階段培訓，其中潘博文同

學在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訓練成績斐然，可獲

參加香港選拔第三階段訓練（全港只有六人可

進入此階段），將有機會代表香港參加二零

一七年十二月三 至十二日於荷蘭舉行的第十四

屆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競賽。   
獲獎同學左二起：潘博文、鍾天朗、張沛笙、區筠朗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2016-17及香港學生科學比賽2017
  五正吳思朗和四善曹朗翹以「糖尿病傷口的中藥海藻凝膠敷料」為題，參加香港青少年科技創

新大賽及香港學生科學比賽。他們希望透過這個研究項目，幫助糖尿病患者，讓患者的傷口能加快

瘉合。過程中他們尋找了大學教授的協助，成功在老鼠身上驗證中藥海藻凝膠敷料的成效，並在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2016-17」獲三等獎及在「香港學生科學比賽2017」獲季軍。

  四正張萱彤、張翠倚及四善葉卓穎以「海藻酸鈉粒對銅離子和鎘離子的生物吸附性」為題，參

加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近年香港不斷在食水和食物發現重金屬離子，他們希望把從海藻中提

取的海藻酸鈉製成小粒，然後量度海藻酸鈉粒對銅離子和鎘離子的吸附性，從而從水中清除重金屬

離子。最後他們獲優異獎。 
  一望鄭思律、吳哲朗、一光趙紳寶及李歷安以「壓縮垃圾筒」為題，參加香港學生科學比賽。

香港鬧市的垃圾堆積而山，街邊的垃圾筒經常被填滿，他們決定着手解決此問題，以機械方法把膠

樽切碎，並把垃圾筒內的不同垃圾加以壓縮，以騰出垃圾筒內更多空間，最終獲優異獎。

高中組獲獎同學（左二起）：張萱彤、葉卓穎、張翠倚、
曹朗翹、吳思朗

初中組獲獎同學（左起）：
鄭思律、李歷安、趙紳寶和吳哲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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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科普快遞科學演示比賽
  五善容芷茵、五正劉承暉、吳思朗和葉頌晞同學在二零一七科普快遞科學演示比賽中，以介紹

熱帶氣旋的旋轉方向獲得季軍。同學在十五分鐘內，從最基礎的自然定律出發，解釋熱帶氣旋的旋

轉方向，輔以自製動畫以達至科普的效果，

最後以自製的科氏力演示器和霧化熱帶氣旋

模擬器清楚展示熱帶氣旋的旋轉方向。

  四名同學獲邀免費參加青苗科學家研習

活動，於八月十五至廿四日到美國參觀位於

加利福尼亞州的帕洛瑪天文台、加州理工學

院、美國太空總署噴氣推進實驗室，阿利桑

那州的大峽谷國家公園，以及到密蘇里州聖

路易斯觀測日全食。

獲獎同學左起：吳思朗、葉頌晞、容芷茵和劉承暉

2016-2017香港科學青苗獎
  香港科學青苗獎是由教育局資優教育組、香港數理教育學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香港資助

小學校長會、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校友會與行政長官卓越教學 教師協會聯合主辦的比賽。比賽

目的是為培育初中及高小資優學生在科學方面的才能，並提供科學解難技巧、協作、批判性思維、

創意與溝通能力方面的訓練。

  本校派出兩名中三、兩名中二和一名中一同學參賽。五名同學以「光觸媒去除空氣污染物」為

題，着手研究不同的光觸媒分解空氣中的二氧化氮的能力，以減輕全球的空氣污染問題。

  在準備過程中，有幸得到捷社校友、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主任陳志峰教

授提點，同學都獲益良多。

  最後，他們在準決賽中表現良好，進入決賽，並獲殿軍。

獲獎同學左二起：鍾恩信、吳思卓、鍾懷哲、黃詩淇和錢紀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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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校際氣候變化跨課程專題比賽2016-17
  氣候變化已成為廿一世紀的熱門議題，為加強教育下一代應對氣候變化，教育局舉辦上述比

賽，邀請所有中、小學學生就應對香港氣候變化的減緩、適應及應變措施，製作小發明品或提出創

意的解決方法。

  一信羅安琪、姚涵瑛、一望焦采溢及一光李德嵐參加了由教育局舉辦的香港校際氣候變化跨課

程專題比賽。他們以研究「藻類舒緩全球暖化問題」作為題目，研究藻類來舒緩全球暖化的可行

性，他們在準決賽中表現出色，晉身決賽獲亞軍，並獲教育局全數資助前往青島及鄭州參加綠色學

習之旅，考察大陸城市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

獲獎同學左起：羅安琪、姚涵瑛、李德嵐和焦采溢

2017年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由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附屬的澳洲教育評估中心舉辦。本校共

一百四十九位同學參與科學科評估，成績如下：

獎牌Medal（該科目獲最高分數的參賽者）
中一組：焦采溢 中二組：陳泳錩、鍾天朗

中三組：袁樂勤 中四組：談知衡

高級榮譽High Distinction 
（成績最好的1%參賽者）

本校有十五位同獲獎

榮譽Distinction（其後的10%參賽者） 本校有四十一位同學獲獎

優異Credit（再其後的25%參賽者） 本校有四十九位同學獲獎

優良Merit（再其後的10%參賽者） 本校有十位同學獲獎

獲獎同學左起：焦采溢、陳泳錩、鍾天朗和袁樂勤 獲獎同學：談知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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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菁英聚滬江		樂韻飄揚傳四方

銀樂隊上海之春中華盃之旅
  香港培正中學銀樂隊一直以來積極參

與校內外演出及比賽，成績輝煌，譽滿杏

壇。二零一七年銀樂隊前往上海參加由中

國音樂家協會管樂學會舉辦的全國性管樂

比賽「中華盃」，本校榮獲「高中組優秀

樂團」殊榮。比賽過程在網上全國直播，

培正銀樂隊經過初審，進入最後總決賽，

是眾多隊伍中人數最少的參賽學校，然

而選曲獨特，富有民族色彩，運用非洲

鼓、中東土耳其鼓、沙鍊等敲擊樂器，

其中敲擊樂獨奏一段令人嘆為觀止，評

委給予培正同學肯定和高度的評價。及

後銀樂隊更獲香港旅遊發展局邀請

在香港旅遊業議會答謝晚宴作表演

嘉賓，令銀樂隊發展寫下新一頁。

上海之春比賽前合照

  銀樂隊一行四十二人除了參加比

賽外，更有機會觀摩中國各地的代表

隊及國家管樂隊的演出，例如有步操

管樂團的花式步操表演，與不同學校

的管樂團交流，令同學獲益良多。此

行除了到田子坊、南京路、城隍廟、

世博中國館等地參觀外，更難得是與

捷社校友暨前銀樂隊隊長黃瀚泓學長

共聚，黃學長是前上海新天地項目發

展總經理，現在是另一上海矚目焦點

「八號橋」項目的董事，他除了向我

們分享如何將舊工廠區重新打造成環

保創意工商業項目外，更談談自己玩

音樂及當年銀樂隊的輝煌戰績，不說

不知原來黃學長是單簧管高手呢！

各國表演令人大開眼界

同學遊覽上海

銀樂隊獲旅遊發展局邀請擔任表演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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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廠負責人講解樂器製作

  我們更一起前往享譽全球的敦煌樂

器製造廠，參觀中國傳統樂器如果由一

根木頭及其它天然材料如何逐步製作成

樂器，管窺中國傳統師傅的手藝。同學

更有機會試奏模仿古代的宮廷樂器編磬

和編鐘，試奏後均令人愛不釋手。

在上海敦煌樂器廠外合照

敦煌樂器廠內試玩編鐘磬

此行難得與捷社校友
暨前銀樂隊隊長黃瀚
泓學長共聚

參觀中華藝術宮

上海之春匯集世界各地團體表演

黃學長曾任上海新天地項
目發展首任總經理及上海
八橋項目創始人，特別為
培正同學介紹上海八號橋
發展

參觀八號橋創意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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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一直積極參與全港性的大型音樂比賽，目的不僅是為了爭取獎項，更重要是透過比賽提昇

樂團的水平、鍛鍊自信、加強團隊的歸屬感和培養責任感。除了參加校際音樂節比賽、青年音樂匯

演比賽，今年各大樂團參加聯校音樂大賽，管弦樂團、中樂團、木笛隊齊獲金獎，弦樂團獲銀獎，

成績令人鼓舞。個人賽事方面，多位同學獲得校際音樂節比賽三甲成績。

中樂團

管弦樂團
木笛隊

弦樂團

管樂團比賽情形

聯校音樂協會比賽－木笛小組與

陳頴麟老師合照

樂團成績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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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實行「一人一藝術」計劃，鼓勵初中同學參加至少一項

與音樂藝術相關的活動，包括有不同的演奏樂器的樂團、更有合

唱團、紅藍劇社、舞蹈學會、攝影班、雕塑班、樂器班數量多達

三十個等等，讓同學按一己的興趣自由選擇。

  今年新增設的攝影班及美術班深受歡迎，同學用鐵絲扭成不

同的藝術品，同學的成品更會在七月六日周年音樂會中展覽。

  本校於四年前開始在藝術科開辦無伴奏合唱組（A cappella），讓同學接觸無樂器伴奏的演唱

方式，同學需具備極佳的音色、音準和準確的節奏感。學校定期安排專業的無伴奏合唱歌手及節

奏口技（Beatbox）演唱家來校示範，今年學校邀請了Sirens Vocal Band（藍色警報），Sirens是
台灣著名阿卡貝拉的人聲樂團，成立於二零零九年四月，成員包括小小（吳貞璇）、蜻蜓（黃千

庭）、小捲（徐慶文）、信迪（陳信迪）、小鐵（朱世明），擅長在表演中結合舞蹈，並與觀眾互

動。 Sirens 在第四屆韓國春川青年阿卡貝拉大賽獲得冠軍。他們在校內示範演唱，並教導同學演

唱技巧，同學透過觀摩提昇演唱水平。

師生與台灣無伴奏樂隊Sirens合照

Sirens Vocal Band （藍色警報）

無伴奏樂隊在宗教館表演

  為推動本校藝術教育，展示學生的藝術才華，由本學

年開始舉行一年一度的大型音樂會，讓各樂團及小組演

出，包括管弦樂團、中樂團、弦樂團、合唱團、銀樂隊、

無伴奏合唱組、木笛隊、口琴隊、室樂合奏等，同場並有

視覺藝術展覽，並聯同香港培正小學的弦樂團及合唱團一

起演出，整個音樂會共超逾四百多名中小學生參加，台前

幕後均由學生製作，藝術科老師指導，讓學生透過親身參

與大型藝術製作，提昇藝術文化知識、技能、創意和鑑賞

能力，並從中學會領導、統籌和團隊協作精神，貫徹本校

全人教育的辦學理念。

多姿多采藝術校園

台灣無伴奏合唱樂隊	Sirens	訪校

周年音樂會

同學在美術班用鐵絲扭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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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提名活動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每年均邀請學校提名校內在人文學科、領導才能、數學或科學方面具傑出表

現或極高潛能的學生加入學苑，此外，學苑亦接受多途徑提名和進行甄選，包括學校推薦、尖子培

育計劃和自身提名等。

  經審核甄選獲取錄為初步學員後，同學需在一年內完成指定課程，方可正式成為學苑學員，日

後可報讀各項免費資優課程及參加培訓活動。本年度入選名單如下（包括小學學員升中）：

中一級
羅安琪（信）、陳日昇（望）、焦采溢（望）、劉詠茵（望）、鄭思律（望）、

呂易衡（愛）、胡穎琪（愛）、鍾恩信（愛）、楊汶璁（善）

中二級
陳祉軒（信）、柁 鈴（望）、黃凱聰（愛）、黃詩淇（愛）、劉浩榆（愛）、

陳子賢（光）、陳量婷（光）、羅浚樂（光）、張綽軒（善）、鍾天朗（正）

中三級

侯思薇（信）、金伊諾（愛）、彭樂研（愛）、劉采君（愛）、潘博文（愛）、

姚元悅（光）、陳籽潼（光）、何佳臻（善）、周子然（善）、關朗曦（善）、

何佳興（正）

中四級 許雯琪（善）、雷震豪（善） 

中五級 龔琪然（光）、滕小茹（善）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網上學習課程
  網上學習課程的目標是提供適切學習機會讓資優生盡展所長。每

間學校提名中一至中三同學參加，課程包括：地球科學、天文學、數

學和古生物學，名額每科十五人。整個課程，分成三個階段，至第三

階段課程水平達高中程度。以下同學經過一年努力，並能通過三個階

段的總結測驗，順利完成課程。

數學
陳祉軒（二信）、張沛笙（三信）、李德謙（三望）、關朗曦（三善）、 
吳玥琪（四正）

天文學
黃詩淇（二愛）、陳卓怡（三信）、龍采風（四善）、曹朗翹（四善）、

李懷開（四正）

古生物學
游曦蓁（二善）、劉慕言（三愛）、黃樂恩（三善）、朱健行（四望）、

劉曉嘷（四愛）、譚熹賢（四光）、邵敏櫻（四善）、黃樂陶（四正）

地球科學

鄭嘉霖（三愛）、郭珮盈（三愛）、余知行（三愛）、陳晉傑（三光）、

陳功亮（三光）、伍穎禧（四望）、鄭思雋（四光）、蔡明瀚（四善）、

張翠倚（四正）、張萱彤（四正）

轉變中的

香港經濟

黃柏茜（三信）、謝依霖（三善）、姚梓量（四信）、蔡百浩（四愛）、

梁祖豐（四光）、周俊言（四光）、蘇梓丰（四善）、廖曼旭（四善）、

鄭嘉宜（四善）、葉卓穎（四善）、樊子晴（四正）、黃皓桁（四正）、   
黃家禧（四正）、馮奐晴（四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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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中學	/	大學雙修課程」
  由香港科技大學舉辦的雙修課程，須經學校提名有能力，有興趣，又敢於挑戰自己的同學參

加，課程內容與大學程度相約，科目包括：數學、物理、化學及生命科學。本年度有四名同學順利

完成數學課程並取得優異成績，包括：陳子賢（二光）、羅浚樂（二光）、黃詩淇（二愛）和張燡

熙（四正），可於二零一七年九月新學年繼續升讀下一階段課程。另曾樂勤（四正）已完成第二階

段數學課程，並獲優異成績，可於下學年免費升讀第三階段課程(Multivariable Calculus)，與香港

科技大學二年級同學一起上課。

「卓越學生領導才能培育計劃」
  本計劃旨在聚集一群有領導潛質的同學，透過不同形式的實踐活動，促進他們在團隊協作、創

意解難和組織能力的發展，期望他們能發揮所長回饋學校和服務社區。同時，亦鼓勵他們參與不同

類型的傑出學生選拔，期望他們在過程中，有機會與其他學校的精英同學交流，藉此擴闊視野，增

廣見識。本年度嘗試加入初中同學，聯同高中參與計劃的同學，一起組織及策劃了多項活動，包括

以下幾項：

（1）奧比斯學生大使運動
  本年度共十六名同學分成兩組加入「奧比斯學生大

使運動」，他們參與了校外的一系列訓練活動，例如黑

暗體驗旅程、「與奧比斯對話」聯校研討會及奧比斯

體驗日等，由此對視障人士於日常生活中所面對的

種種困難有更深的感受。其後他們又發揮創意，在

同學日設置攤位，以遊戲形式帶出關注和保護視力的重

要。另外，他們又在校園內透過「自製巧克力米通義

賣」、「甜酸苦辣整估你」、「籃球神射手」、「樂趣多點點（認識點字）」等活動，為奧比

斯的救盲工作籌募經費，同時亦在校內推廣了護眼訊息，參與的同學包括：

盧樂瑤（四望） 蔡晉傑（四善） 鄭曉楓（四善） 李維恩（四善）

梁鏡璧（四善） 馬啟和（四善） 葉卓穎（四善） 黃鈺芝（四善）

鄭嘉宜（四善） 廖曼旭（四善） 雷震豪（四善） 張萱彤（四正）

鍾曉楠（四正） 劉映廷（四正） 黃樂陶（四正） 戴逸晴（四正）

同學日奧比斯攤位

義賣籌款活動

主辦機構頒發感謝狀予參與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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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本校過去幾年由於積極參與奧比斯的

推廣和籌款活動，同學們的努力和表現亦得到香

港奧比斯的充分認同和讚賞，因此獲邀參觀首次

到訪香港的新一代奧比斯眼科飛機醫院，同學們

難得有機會一睹飛機上先進的眼科醫療設施，大

家都加深了對奧比斯救盲使命的認識。

（2）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學校推廣活動	(Unicef	Club)
  本校自二零一四年度起，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協助下，

十多名同學在校內成立了Unicef Club幹事會，目的是增加同學

對兒童權利的認識，了解和關心世界各地兒童的生活現況。今

年度幹事會同學同心協力籌辦了多項活動，包括推廣和認識基

金會工作而設計的同學日攤位遊戲、食物義賣籌款及有關體驗

氣候變化的活動等。這些活動不但擴闊了同學們的視野，亦令

他們更為關心社會，關心世界。

參觀奧比斯眼科飛機醫院

UnicefClub攤位遊戲活動

氣候變化體驗活動

義賣食物籌款
Unicef義工（左一）及教育主任何保池先生（右二）
與Unicef Club幹事會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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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尤德學者協會青年計劃	2015-16」
  此 項 計 劃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起 動 ， 為 期 約 一 年 ， 透 過 舉 辦 各 種 活 動 ， 例 如 ： 「 認 知 計 劃 
(Awareness Programme)」、「創不同工作坊 (Dif ference Maker Workshop)」、「社交活動 
(SEYSA Christmas Dinner)」、「夏令營(Overnight adventure-based camp)」和多次「計劃和實

踐檢視(Proposal/Implementation Review)」等活動來培養參加者的溝通、領導及人際技巧，為他

們實行「創不同」計劃作好充足準備。

  本校於二零一五年度共有九名同學參與計劃：

初中組 黃宣霖（二望）、劉采君（二愛）、彭樂研（二愛）、陳晉傑（二光）

高中組
歐陽樂林（四正）、葉頌晞（四正）、陳文豐（四善）、朱韋燐（四善）、

李驊軒（四善）

  計劃書由學生自行構思、草擬、修改及實踐，經過約一年的努力，最後將計劃書提交評審團，

並進行匯報及接受提問，最後初中組獲得大會頒發「少年創不同大獎 Youth Difference Makers 
Award」。 

「 少 年 創 不 同 大 獎 Y o u t h 
Difference Makers Award」得獎
隊伍

高中組參與同學

（4）2016國際青少年社會公益創新挑戰賽
  這項比賽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主辦，旨在為青少年提供一個平台，讓他們將

自己對社會公益事務的創新想法，呈現給大眾，並創造互相交流及最終實踐自己創意的機

會。本年度的挑戰賽以公益項目為主題，參與的青年須以社會公益為核心，構建有創意及

可行的商業方案和計劃書。挑戰賽籌委會邀請了商界、學術界及社會福利界的代表出任評審

及嘉賓。本校派出兩隊同學參賽，高級組曹朗翹（四善）及初級組羅浚樂（二光）、陳子賢

（二光）分別奪得該組別冠軍，並獲邀出席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假墨西哥舉行的年度聯合國

互聯網管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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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聯合國互聯網管治論壇	(IGF)」
墨西哥之旅

  「2016國際青少年社會公益創新挑戰賽」由國

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主辦，目的是為香港青少

年提供了一個平台，讓青少年能與大眾交流他們對社

會公益服務的創新想法，並提高他們對社會事務的關

注及承擔，同時亦讓他們有機會與社會各界別專才交

流及學習。

  比賽分為初級組及高級組，參賽者需以社會公益

為核心，構建具有創意及可行的商業方案和計劃書，

與來自中國內地、香港本地學校及國際學校的學生進

行競賽。經初步甄選後，十多支隊伍晉級決賽，於

十一月十二日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參賽需面對來自

商界、學術界及社會福利界的評判，在他們面前匯報

及接受提問。最後，高級組曹朗翹同學及初級組羅浚

樂、陳子賢同學皆表現優異，囊括了兩個組別的冠

軍，並獲全費資助出席在十二月六至九日於墨西哥舉

行的「2016聯合國互聯網管治論壇 （IGF）」。

  聯合國每年會於世界不同的國家或地區，舉辦

此國際會議，以提供開放及高透明度平台，讓各持分

者對互聯網的政策和應用交流心得。這個為期約一星

期的國際會議，二零一六年以「實現包容性和可持續

增長」為題，提供約一百五十個講座、研討會或工作

坊，討論的議題層面廣泛，例如人權、言論自由、多

方持分者協作和網絡安全等重要議題，亦有與我們現

實層每日都面對的議題，例如應否為應用程式使用者

訂下年齡限制，如何防範個人隱私被盜取等。參與者

來自各國政府，科技公司及商界。

  率領培正得獎同學出席會議的包括圓方獅子會創

會會長鄧麗燕小姐，圓方獅子會董事

任飛先生和張欣小姐。三位培正同

學參與是次大型國際會議初期，

難 免 有 適 應 的 困 難 ， 但 他 們

迷茫了一整天，慢慢便適應

了，其後大家都能積極投入

其中，懂得去尋找自己有興

趣的題目，更難得的是他們都積極參與了各個

研討會，並能把握機會，大膽發言，各抒己

見。除了參與討論，他們亦積極提供意見，

為問題尋求解決方法。他們參與的研討會包

括有關互聯網發展方向、區域差異問題、數

據安全議題、兒童安全使用網絡和性別等議

題。由於所有會議都在互聯網直播，在香港的培

正同學老師亦有不時跟進他們的情況。

   工作坊以外的時間，同學們又主動結交來自世

界各地的朋友。他們發現香港其實是一個幸福的地

方，相對於一些國家，個人私隱很容易被收集和出

賣。他們深深感受到網絡世界的安全須靠每位持份者

的參與，例如小心保管個人密碼、不隨便透露個人私

隱如出生日期等，都有助避免網上罪行。大家都認同

此行獲益良多，對贊助機構及隨行人員的悉心照料，

表示萬分謝意，並希望能將在墨西哥之旅的得着，與

香港的同學、家人和朋友分享。

（左起）  陳子賢同學、羅浚樂同學獲初中
組冠軍；曹朗翹同學獲高中組冠軍

（左起）聯合國網絡管治論壇諮詢委員會
成員何思穎小姐與參賽同學合照

同學參與討論時網上直播的截圖

各地參與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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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香港大學學生會中國教育小組	「中國教育大使」計劃（火苗行動）
  本計劃以「認知」、「體驗」和「行

動」為核心，通過舉辦一系列活動讓參加的

中學生深入了解中國貧困地區的教育狀況，

珍惜擁有的教育機會，同時也聚集一眾有愛

心的參加者，為貧困地區學生出一分力。本

校有六名同學參與計劃，包括：何正宜（五

愛）、林芷若（五光）、容芷茵（五善）、

楊日希（五善）、陳文豐（五善）和葉祈

（五善）。參加計劃的同學要負責策劃和組

織活動，包括草擬和策劃校內宣傳、推廣及

籌款的活動。

（6）第七屆全國中學生領導力展示會
  上年度暑假，本校派出兩隊共十人前往上海參與了「第七屆全國中學生領導力展示會」，他們

在賽事前幾個月，兩隊同學在社區內分別以關懷弱勢社群和文化保育為主題，各自有系統地策劃了

一系列活動，最後他們的努力獲得評審的認同和讚賞，並且獲得多個獎項，詳情可參閱第五十一卷

第一期校刊第79頁。

（7）總結
  多年來參與「卓越學生領導才能培育課程」的同

學，有機會發揮領導和組織能力，並且他們都能夠主動

關心社會，服務社會，他們付出的努力和熱心，亦得到

外界的嘉許和肯定，獲獎連連。例如：六正沈鎧霖同學

獲得「2016-17九龍城區傑出學生優異獎」；五正連穎

忻同學獲南華早報和香港賽馬會主辦的 「2016傑出學

生年獎」頒發「社區服務優異獎」（最後10強）；五

正顏朗峰同學入圍「香港傑出中學生選舉決選生」（最

後20強）。此外，以下同學參選「第三屆九龍城區卓

越學生領袖獎勵計劃」亦獲佳績，此計劃是獎勵積極參

加校內外各種活動，熱心服務，並有卓越表現者。

優秀領導才能獎 姜穎妍（六望）

卓越學生領袖獎 林耀獻（六正）

優異學生領袖獎 鍾曉楠（四正）、鄭德樂（六正）

鄭德樂同學（左二）及 鍾曉楠同學（左三）獲優異學生領袖獎

姜穎妍同學（右二） 獲優秀領導才能獎

「中國教育大使」義賣籌款活動

林耀獻同學（右三）獲卓越學生領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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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校戲劇節2016-17
參賽師生獲多項大獎

  本校參加了由教育局主辦的香港學校戲劇節

廣東話組比賽，並贏得多個獎項，包括傑出整體

演出獎、傑出合作獎、傑出導演獎，而郭賢霽

（五信）、陳安祈（五愛）、陳倩華（五善）和

伍穎藍（五善）的演技更得到評判垂青，獲頒傑

出演員獎，可謂四喜臨門！

  是次劇目為《真‧故事》，主要探討青少年

成長時經歷的種種真實掙扎，有關乎學業的、親

情的、愛情的以及自我探索的，演員演出時都真

情流露，評判大加讚賞。此劇最特別之處是台前

幕後班底絕大部分來自臻社戲劇組的同學，劇本

也由同學集體創作，演員共有十多名，且要一人

分飾多角，故此劇可謂臻社戲劇組的結業作品。

劇中演員都要一人分飾多角

評判讚賞同學的演技水平十分高

五信郭賢霽榮獲傑出演員獎

五善陳安祈的演出感動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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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屆水運會

水運會破紀錄運動員與項目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許展承 男子甲組 50米自由泳

50米胸泳

100自由泳

25" 85 
31" 70
55" 93

翁廷彰 男子甲組 100米胸泳

200米胸泳

1' 11" 54
2' 38" 54

梁皓恆 男子丙組 50米蝶泳 30" 30

何晞童 女子甲組 50米自由泳

50米背泳

100自由泳

28" 99
32" 49

1' 03" 44

姚迪云 女子甲組 100米胸泳

200米胸泳

1' 26" 43
3' 04" 54

水運會個人全場總冠軍

甲 乙 丙

男子組 許展承 方正元 梁皓恆

女子組 何晞童 何彥童 何欣洛

水運會級社團體成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男子全場總成績 中六愛社 中四君社 中三奕社

女子全場總成績 中二盛社 中三奕社 中五臻社

男女子全場總成績 中二盛社

中三奕社

--- 中四君社

  本校第五十九屆水運會於九月二日假觀塘泳池舉行。同學踴躍參賽，熱情不減。當日賽事緊湊

激烈，紅藍健兒發揮運動精神，戮力以赴，屢創佳績。台上的啦啦隊亦不遺餘力為參賽者搖旗鼓

舞。是日比賽一共刷新了十一項紀錄。破紀錄的賽事及成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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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運會破紀錄運動員與項目

姓名 組別 項目 成績

梁晉熙 男子乙組 1500米 4' 40" 84

王蔚瑤 女子丙組 100米跨欄 17.59"

王蔚瑤 女子丙組 跳遠 4.84米

陸珈慧 女子丙組 鉛球 8.92米

陸運會個人全場總冠軍

甲 乙 丙

男子組 馮文彥 何佳興 李梓灝

女子組 江韻琪 楊依華 王蔚瑤

陸運會級社團體成績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男子全場總成績 中三奕社 中二盛社 中六愛社

女子全場總成績 中二盛社 中三奕社 中五臻社

男女子全場總成績 中二盛社 中三奕社 中五臻社

第七十屆陸運會
  本校第七十屆陸運會於十一月廿八日及三十日假灣仔運動場舉行。大會榮邀我校皓社英汝興學

長擔任主禮嘉賓，令大會生色不少。今年培正小學小六同學繼續參與其中，為這次陸運會注入新

血。各同學積極參賽，鬥志高昂。紅藍健兒充滿體育精神，盡心竭力，但求突破自我，不問收穫，

屢創佳績。

  是次比賽，運動員共刷新四項大會紀錄。以下是破紀錄同學及各項大獎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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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美國佛羅里達總決賽

  培正機械人代表隊於二月份的

Robofest  機械人大賽香港區選拔賽

獲得高級組一冠一亞一季及兩個最佳

表現獎，八名同學獲邀於五月三十日

至六月七日代表香港出席美國佛羅里

州聖彼得堡舉行的環球總決賽，與

來自美國、中國、韓國、加拿大、

墨西哥等十多個國家的代表切磋交

流。最後一愛鍾恩信及黃迪於高級組

BottleSumo相撲賽進入最後八強，敗

於來自韓國的亞軍隊伍出局。而二信

陳祉軒、陳穎恩、劉芷儀、二愛歐陽

天晴、黃詩淇及二善游曦蓁同學參加

高級組Game挑戰賽順利完成賽事。

  由於八名同學均有修讀OGCIO-
E ITP的校本資訊科技增潤課程，他

們出戰美國的部份旅費由是OGCIO-
EITP課程撥款贊助。

參觀位於奧蘭多的甘迺迪太空中心

參觀登月計劃的火
箭及太空穿梭機

同學首次代表香港
出外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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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藍科研先鋒昆明麗江科學考察之旅
  四月九至十六日，龍麗貞老師和楊偉樂老師率領二十名紅

藍科研先鋒科學班的學生到昆明麗江進行科學考察。考察內容

是由中國科學院及中科科教國際教育科技中心安排，涵蓋不同

科學領域，內容包括：植物多樣性、植物化學成份提取、動物

多樣性、標本製作、澄江化石群古生物、化石採掘，此外還包

含民族文化及雲南地形地貌的認識等。

合作機構／地點 考察詳情

中國科學院雲南植物研究所

• 在植物化學與西部植物資源持續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進行

天然產物選取的分離

• 在昆明植物園進行極小種群野生植物保護的研究

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動物博物館

• 參觀西南最大動物主題博物館  昆明動物博物館

• 觀看活體生物及製作珊瑚骨骼標本

• 研究珊瑚礁及保護珊瑚礁

玉溪市澄江動物化石博物館

• 參觀化石博物館

• 到澄江化石群考察

• 學習採掘生物化石

雲南民族博物館麗江古城
• 認識民族服飾與製作工藝及文字古籍

• 參觀麗江古城

麗江高山植物園
• 考察高山草甸植物

• 採集及製作動植物標本
玉龍雪山 • 參觀玉龍雪山

向昆明麗江出發

到達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同 學 專 心 聆 聽
教授講解

同學在國家重點實驗室
研究中藥的化學成份

同學在澄江帽天
山化石開採區採
掘化石

登上玉龍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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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育才交流團
  本年度北京育才交流團已於四月九至十八日順利舉行。團員名單如下：

鍾偉東副校長 張嘉亮老師 王錦虹老師 黃偉豪老師 周文婉老師

吳卓穎（五善） 
（長）

蔡依彤（五愛） 
（長）

葉　祈（五善） 
（長）

趙鍵澄（五愛） 
（長）

黃蔚然（四信） 
（長）

林子希（三望） 
（副）

黃澤欣（三愛） 
（副）

劉天瑋（四望） 
（副）

鍾懷哲（三正） 
（副）

江韻琪（四光） 
（副）

王皓湋（三望） 吳思卓（三善） 伍逸木（二愛） 吳家鋒（三正） 譚朗晴（四光）

何彥彤（三光） 何朗生（三善） 沈鎧晴（二愛） 孫樂衡（三正） 潘博文（三愛）

鄭曉欣（三善） 林心愉（三信） 蔡悅言（二愛） 李逸詩（二正） 唐偉誌（三愛）

劉芷儀（二信） 張蕙然（一光） 何彥璁（一善） 陳凱琳（二正） 莊子穎（三愛）

林靜嵐（二善） 陳可桐（一光） 梁家朗（一善） 姚涵瑛（一信） 李政衡（一望）

顧芷寧（二善） 葉穎瑜（一正） 黃瑞豐（一正） 吳梓銘（一信） 王秉洋（一望）

  是次交流團由鍾偉東副校長率領，行程豐富多采。

同學可以到北京育才學校與當地學生一起上課，課餘還

遊覽了故宮、長城、天壇、國家博物館等名勝。此外，

同學更有機會到當地的接待家庭寄住兩天，體驗北京人

民的生活。同學藉着交流團加深了對北京教育、歷史與

文化等方面的認識，並提昇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興趣。

四十五名師生出發前往北京交流

參觀鳥巢與水立方

遊覽天下第一雄關—居庸關長城

參觀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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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北京。 

    古語有云︰「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無可否認，讀書的確令人增進知識，但從書

上得到的知識與交流團的經歷並不能相提並論。雖說「書中自有黃金屋」，但從交流團學

到的相處技巧、待人處世之道卻是書本無法提供的。今年是我第二次參加北京育才學校交

流團，比起去年，是次交流又是另一番體會，帶給我不少思想上的衝擊與反思。不是北京

變遷的步伐太快，而是人長大了，眼界開闊了，看事物的焦點、見解也不盡相同。 

    兩次參加交流團，我都是擔任組長一職，體會深刻。去年首次參加北京交流團，心中

難免會有不安，擔心自己是否能夠勝任組長的職責，也因此少了與其他組員交流。今年再

次擔任組長，對交流團的流程比較熟悉，在處理許多職務上遊刃有餘。加上踏入高中，作

為學長，自覺要照顧學弟學妹。在是次交流中，我着重組員之間的溝通與相處，更從中明

白了作為領袖的職責不只是盡自己的本分，還要協調各組員的要求等。

    此外，到北京接待家庭寄住的經歷令我獲益良多。去年初接觸接待家庭，自然比較腼
腆被動，與接待家庭的交流僅限於餐桌上，其餘時間多躲在房中，回想起來也認為自己當

時做得不太恰當。所以今年再去北京，我對自己許下承諾，要多與寄宿家庭交流，了解北

京當地人的生活和處境。今年甫到接待家庭劉家，我們旋即受到熱情款待。劉爸爸、劉媽

媽十分好客、熱情健談，率先打開了話匣子，熟絡地聊起來。我們無所不談，更談到了理

想、對政治的看法。劉爸爸、劉媽媽在言語間流露出對我們的關心，並給我們未來的路向

提了一些建議，令我們受益匪淺。飯後，他們還帶我們

去散步，感覺真像一家人。經過一日一夜的相處，大家

的關係親密了不少。在那刻我突然發現，只要嘗試由自

己做主動，打破人與人之間那道無形的牆，敞開心扉並

不是想像中那麼難的一件事。

    最後，感謝各位老師、同學的陪伴，使這趟旅程更

添精采。希望各位把握機會，多參與交流團，出門看看

外面的世界，增廣見聞。

    再見，北京！有緣再會。

中四信 黃蔚然 感言

下課後參觀天壇

參觀自然博物館認識人類與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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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港培正姊妹中學交流
  香港培正中學藉培正創校一百二十七周年校慶，在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一至三日訪問廣州培正中學進行交流。港校同學除參與

課堂活動外，還與穗校同學在籃球友誼賽及何安東音樂會中

互相切磋砥礪，彼此學習。是次活動除增進兩地紅藍兒女

的友誼，還擴闊了港校同學視野，促進兩地音樂、體育和

科技學習方面的交流，深具意義。

廣州培正中學行政樓前留影

行程中加插參觀廣東星海音樂學院

兩地學生進行航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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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西藏民俗考察之旅

活動介紹
  香港培正中學與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香港遊樂場協會及西藏自治區青年聯合會

合辦西藏民族文化考察之旅，讓十六名來

自不同學校的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金章級青

年人，在復活節期間遠赴西藏進行學習及

訪問，作為金章級團體生活科評核活動。

是次旅程本校共十一名同學參與，他們除

了為完成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的評核外，亦

藉此機會與少數民族學生互相學習，了解

當地的生活文化及發展，並促進兩地青年

的友誼。

  素有「世界屋脊」之稱的西藏給香港

人的印象是極具民族特色，但卻難以前

往，因此出發前特別安排聚會，提醒同學

到達青藏高原時要注意的事項，尤其是身體上的適應；並介紹西藏文化及宗教的特色，讓同學為西

藏之旅作好準備。

  是次考察活動豐富，包括：訪問西藏自治區青年學生、參觀盲童學校、與當地青少年交流及家

訪等，參加者可深入了解這個令人嚮往又神秘的地區，並與香港的情況作出比較，從而帶動他們關

心香港社會、民生及政策的發展，實在是難能可貴的經驗。

青藏鐵路上大家感覺十分新鮮

五千米以上之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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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達拉宮日與夜之外貌

進入布達拉宮

行程日誌
  行程首先由香港乘飛機到北京再轉

機往西寧，翌日清早乘車前赴青海湖

區，一睹高原湖泊生態，飽覽草原與沙

漠分界的自然風光，藉以了解青海藏族

的民生，並讓隊員初步適應高原環境。

午後隊伍隨即乘坐青藏鐵路往拉薩，穿

越崑崙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三

大山脈，沿途飽覽玉珠峰、長江源頭沱

沱河、可可西里無人區、羗塘高原等自

然景觀。旅程中，大部份同學都開始感

覺不適，但高山反應絕無影響他們興奮

的心情，反而積極利用火車上的時間，

訪問不同國籍的旅客和服務員，了解西

藏近況。

  第三天中午抵達拉薩後，大隊率先

到羅布林卡（夏宮）參觀，了解藏傳佛

教於西藏的源流；晚上欣賞布達拉宮及

人民廣場夜景，這是西藏標誌性建築及

政教合一的場所，融會西藏建築、繪畫

及宗教於一體，讓同學親身體驗最具歷

史意義的宗教文教寶庫。

大召寺門口

  第四天上午同學進入布達拉宮參

觀，了解西藏歷史發展及藏人對佛教

的尊崇。下午參觀大召寺，觀察藏人

轉 經 輪 及 沿 途 五 體 投 地 的 朝 拜 禮 的

方式，親身體驗藏人對宗教信仰的狂

熱。晚上，行程安排了當地大學生帶

領同學遊覽八廓街和老城區，並共進

晚 膳 及 交 流 ， 席 間 兩 地 青 少 年 就 香

港及西藏人民不同的生活方式進行交

流，互相分享兩地文化和促進了解。

青海湖旁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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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程的最後一天，早上的行程是訪問拉薩一

所盲童收容中心，香港的同學早已為這群孩子安

排遊戲活動及介紹香港小食，讓兩地人民互相溝

通，共度短暫的快樂時光。下午是同學自由活動

時間，大家購買西藏傳統工藝品、明信片及小食

作手信；晚上觀賞文成公主大型音樂劇，作為今

次行程的最後節目。

  總結這次旅程，同學不單認識了西藏自治區

的自然環境、宗教、文化及建築等特色，同時亦

了解當地近年的政治及經濟發展。當然大家感受最深刻的必定是適應高原反應的過程，儘管出現頭

痛、心跳加速等徵狀，仍無阻這群勇敢的香港青少年，終能順利完成旅程，通過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的評核，完成團體生活科金章的挑戰。 

在日額則市之扎什倫布寺前合照

探訪拉薩市之盲童中心

冰封下之納木錯湖

  第五天由拉薩驅車前往西藏北部大草原，途

中穿越馳名的神山―念青唐古拉山谷口，眺望

七千多米高、終年積雪之峰巔；中午於大草原野

餐，餐後前赴西藏三大聖湖中最迷人的納木錯，此

湖海拔四千七百一十八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亦

是中國第二大鹹水湖，沿途大家都能體驗高原幻變

之氣候―時晴時暴雨，加上藍天、綠草、牛羊點

綴，盡見大草原風光，山上亦遍佈藏民祈福之馬尼

石堆。

  第 六 天 ， 大 家 乘 車 經

新 開 發 公 路 前 赴 後 藏 最 大

城 市 日 喀 則 ， 參 觀 始 建 於

一 四 四 七 年 ， 歷 代 班 禪 的

居 住 地 扎 什 倫 布 寺 ； 晚 宿

於 日 喀 則 ， 並 於 當 晚 舉 行

分 享 會 。 第 七 天 回 程 時 ，

沿途觀賞了 西 藏 三 大 聖 湖

之 一 的 羊 卓 雍 錯 湖 及 卡 惹

拉 冰 川 ， 湖 面 海 拔 四 千 多

米 ， 面 積 六 百 三 十 八 平 方

公 里 ， 感 覺 就 是 「 世 界 屋

脊 」 上 天 與 地 最 接 近 的 距

離 ， 在 這 裏 欣 賞 藍 天 白 雲

和 湖 水 之 美 景 ， 實 在 令 人

樂 而 忘 憂 。 晚 上 大 家 觀 賞

西 藏 民 俗 文 化 表 演 ， 包 括

別 具 藝 術 風 格 的 藏 戲 及 歌

舞等。

中學記要 課外活動

65



圓明園遺址

2016北京海澱區志願者交流活動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七至廿一日，北京海澱區志

願者聯會接待本校二十多位師生，赴北京進行交流活

動，在旅程中，分別參觀北京名勝及機構，從中領略帝

都北京的歷史文化和近年發展所得的巨大成就。這些都

加深了同學對祖國首都的認識。

    第一天行程安排了同學參觀「萬園之園」—圓

明園，在一片猶如廢墟的殘舊建築中回望近代中國歷

史，曾經輝煌壯麗的圓明園經過戰爭洗禮，被大火燒至

體無完膚，風光不再，同學看後都感到戰爭的可怕和

殘酷，但願中國不再發生戰禍及被欺負的情況。第二

天，大家參觀了故宮，雖然當天北京出現霧霾天氣，但

也不影響同學到訪故宮的雅興，近年故宮修復工程接近

完成，開放了多個新展館，令同學大開眼界。第三天行

程是遊覽長城居庸關，這被稱為「天下第一

關」的居庸關地勢非常險要，要登上長城做

好漢亦非易事，大家努力爬上長城之餘，也

不禁讚嘆長城建築工程之偉大。

  最後一天，大家先參觀北京清華大學，

由該校兩位大學生為大家介紹校園，可惜由

於正值考試期間，未能與更多的北京學生交

流。最後還參觀了北京的資訊科技公司，負

責人為同學講解近年網絡商機，大數據應用

成為市場方向重要訊息，讓同學大開眼界。

短短五天的行程，在歡笑聲中順利完成。

與北京海澱區志願者聯會領導合照

參觀北京故宮

長城上合照

天下第一關－
居庸關

大數據資料庫

霧霾中之天安門升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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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前人之踵武  紅藍兒女征絲路
  自公元前五世紀起，絲綢之路帶

動了東西文化交流。起初是沙漠絲

路，從西安北行，經河西走廊四郡而

出西域。後來，隨海路交通發展，漸

次形成了海上絲路。兩千多年來，朝

代更替起迭，仍無阻一代又一代的

「絲路行者」追蹤着前人的腳步，傳

承着絲綢之路的文化。

  饒宗頤文化館以「文化傳承」為

宗旨，舉辦「絲路行者」學生大使計

劃，讓青年學生透過一系列的專家講

座、展覽及考察，加深對絲路的認

識，並聯繫當下生活，使這文明古道

走得更遠。通過筆試及面試等嚴格測

試後，六十名學生入選成為「絲路行

者」學生大使，其中三十名到沙漠絲

路遊學，其餘考察海上絲路的歷史。我校中五信班涂思藝有幸成為其中一員，於四月十一至十八日

遠征新疆烏魯木齊、吐魯番及周邊地帶，經歷了一段既充實，又難能可貴的學習旅程。

  大會安排下，「絲路行者」學生大使分成十二個組別，五人一組，分別研究不同課題，範圍涵

蓋沙漠絲路和海上絲路兩大交通要道。涂思藝同學所屬組別，主題是「生活中的絲綢之路」。以下

是涂思藝同學的分享：

    「生活中的絲綢之路」這個題目，範疇較大，不易入手。經過詳細討論，以及與

導師商議後，我們組決定把這個大主題縮小到「衣服」上面。然而，新疆是一個多民

族地區，共有五十多個民族，時間所限，實在難以一一研究。於是，我們把研究重點

放在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和回族三個民族身上，並決定從花紋和材質兩大方向入手。

    我們在哪裏考察？如何取得研究資料？考察地點，當然是各大博物館。意想不到

的是，我們還需從壁畫和出土的乾屍上，尋找古時絲路服裝的特點！歷史知識有限，

我們只好向當地導遊請教和訪問當地居民。從導遊的講解及當地居民的回應，我們着

手研究一連串問題：為甚麼要設計出透風的「燈籠褲」？服裝背後蘊藏了甚麼智慧？

原來，因為天氣炎熱，才有透風的「燈籠褲」。又如「朵帕」這種花帽，樣式多變，

除了裝飾外，它還有甚麼功能？它與生活有甚麼關係？研究後，我們才了解「朵帕」

所代表的宗教意義。

    鑑古知今，最後我們把研究目光回到現代，進一步提問，不同種族的服飾，各自

擁有其民族特色，為甚麼它們都能延續到今，不為現代社會同化，不會消失於歷史洪

流之中？思考後，我們認為有民族性強、寬鬆政策，以及天氣影響等原因。我們還在

整理報告和核對資料，暫時只能談談很粗略的看法，十分抱歉。

  考察結束後，各組別必須提交一份約六千字的研究報告。饒宗頤文化館會把十二份研究報告結

集成書，作為整個「絲路行者」學生大使計劃的句號。

絲路行參加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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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度中一至中五第一學段、
中六畢業試優異生、勤學生名單

優異生
中一信
中一望
中一愛
中一光
中一善
中一正

龍瑞希 羅安琪 吳梓銘 姚涵瑛
鄭思律 焦采溢
鄭芷晴 鍾恩信 林昕彤
陳可桐 李歷安 邱婥恩
樊子晞 邵如雪 楊汶璁
林正童 羅淑妍 黃瑞豐 葉穎瑜

中三愛
中三光
中三善
中三正

劉慕言 潘博文 蘇詠然 唐偉誌
陳籽潼 梁紫惠 袁樂勤
關朗曦 吳思卓 黃嘉雯
鍾懷哲 馮奧朗

中四善
中四正

葉卓穎
黃慧恩

中二信
中二望
中二愛
中二光
中二善
中二正

陳祉軒
陳敬賢 周樂晴 柁 鈴
龔靖琳 鄧淑穎 黃凱聰
陳量婷 劉凱儀 孫詠晞
張綽軒 錢紀妍 林靜嵐
莊曉蝶 梁鈞凱 李逸詩

中五愛
中五正

蔡依彤
馮筠惠 劉承暉 馬卓俊 吳思朗 饒沛樂

中六望
中六光
中六善
中六正

李樂揚 王靖琳
羅振宇
梁 晨
邱楚棱

中三信
中三望

張沛笙 侯思薇 彭皕孜
黃宣霖 

勤學生
中一信
中一望
中一愛
中一光
中一善
中一正

   

陳琬晴 張文彥 張心芍 李傑正 潘曉晴 錢泓熙
翟凱澄 陳曉約 蔡卓霖 劉詠茵 吳哲朗
胡穎琪 李家悅 李以正 馬樂茵
張蕙然 符哲滔 林嘉軒 蘇洛弘
張子蕎 何冠聰 林栢穎 劉覺恩 李珈汶 馬肇煒
張卓熙 周梓晴 郭詩駿 羅卓希 梁雋寧 吳仲翹 
譚曉晴 唐鄯恆 黃亭嘉

中四信
中四望
中四愛
中四光
中四善

中四正

陳樂熙 羅曉旻 黃蔚然
林皚婷 羅皚殷
張寶怡 林穎然 鮑穎瑤
鄭思雋 周俊言 駱璧華 黃嘉濼
鄭嘉宜 張芷蕎 曹朗翹 姜穎欣 江卓思 林玿瑜  
廖曼旭 雷震豪 龍采風 馬啟和 鄧瑞恩 黃鈺芝  
黃鈺瑩 許雯琪 葉譯涵
陳正睿 陳沛瑜 周力行 張翠倚 張萱彤 招頌皓  
周朗聰 鍾曉楠 葉梓浩 劉映廷 李皓澄 李懷開  
梁焯恆 梁智燊 戴焯堯 戴逸晴 談知衡 湯諾陶  
曾樂勤 黃晧桁 黃家禧 黃樂陶 楊思卓 嚴淇諾

中二信
中二望

中二愛

中二光

中二善
中二正

張藝瓊 樊藹霖 江子正 李止允  
區筠朗 鍾繕暉 馮甄陶 葉紀軒 李惟惠 梁樂恩 
戴逸賢 王俊豪 余穎欣
區樂晴 歐陽天晴  蔡悅言  許欣桐 鄺 達 黎卓衡 
林棹昕 劉浩榆 羅星俞 梁曉瑩
陳子賢 莊旻穎 周曉陶 羅浚樂 勞蘊霖 雷棨皓 
馬睿琛 莫嘉浩 伍詩雅 蟻海彤 余 悅
陳思樺 顧芷寧 吳家希 游曦蓁 庾藹嵐
歐子榆 陳凱琳 何雅媛 黃文定 王蔚瑤 黃睿而 
姚子臨

中五信
中五望
中五愛
中五善

中五正

涂思藝
梁家瑜  
何正宜 戴晉軒
陳頌莛 陳文豐 陳倩華 陳榕珊 張天傳 朱韋燐  
徐振康 葉 祈 伍穎藍 孫樂晴 滕小茹 楊日希
余卓穎 容芷茵
歐陽樂林 陳嘉敏 張卓琳 張瀚仁 周曉彤 龔彥文
康啟然 連穎忻 盧逾仲 林崇熙   馬英驥 魏子奇
顏朗峰   曾美得   錢達熙 葉頌晞

中三信

中三望
中三愛

中三光
中三善
中三正

張詩晴 劉穎澄 梁家琳 吳有孚 曾兆航 謝家熙 
黃柏茜 黃衠瑤
陳紀言 林子希 梁詠然 施洋洋 王皓湋 黃彥熙
鄭嘉霖 莊子穎 崔凱婷 金伊諾 劉學頤 麥欣然 
彭樂研 黃子澔 余知行
陳晉傑 陳功亮 張肇謙 鍾卓螢 蔡逸曦 姚元悅
周子然 張其蘅 許天慧 林佩芝 梁綽恩 顏凱晴
陳恩臨 徐勵謙 何佳興 李家豪 孫樂衡

中六信
中六望
中六愛
中六善

中六正

陳囿而 程琛茹 劉欽冕 吳楊璐雪  張家綺
陳傲峰 陳藜賢 張文軒 馮靖恩 馬 昕 王思棋
郭 桐 蕭皓文 蕭韻蕊
陳品雅 鄭文琪 林倩瑜 劉卓爾 劉曉晉 曾芷喬  
黃洛霆 黃天穎 葉青穎
陳柏熹 周毓沛 周君珽 林曉蔚 林耀獻 劉在心  
李淨潼 李淨欣 梁彩意 梁思睿 李劭光 林翠怡  
沈鎧霖 鄧銚泩 曾梓韜 黃樂霖 黃銘熙 黃梓駿 
鄒士霖

優異生
中一信
中一望
中一愛
中一光
中一善
中一正

龍瑞希 羅安琪 吳梓銘 姚涵瑛
鄭思律 焦采溢
鄭芷晴 鍾恩信 林昕彤
陳可桐 李歷安 邱婥恩
樊子晞 邵如雪 楊汶璁
林正童 羅淑妍 黃瑞豐 葉穎瑜

中三愛
中三光
中三善
中三正

劉慕言 潘博文 蘇詠然 唐偉誌
陳籽潼 梁紫惠 袁樂勤
關朗曦 吳思卓 黃嘉雯
鍾懷哲 馮奧朗

中四善
中四正

葉卓穎
黃慧恩

中二信
中二望
中二愛
中二光
中二善
中二正

陳祉軒
陳敬賢 周樂晴 柁 鈴
龔靖琳 鄧淑穎 黃凱聰
陳量婷 劉凱儀 孫詠晞
張綽軒 錢紀妍 林靜嵐
莊曉蝶 梁鈞凱 李逸詩

中五愛
中五正

蔡依彤
馮筠惠 劉承暉 馬卓俊 吳思朗 饒沛樂

中六望
中六光
中六善
中六正

李樂揚 王靖琳
羅振宇
梁 晨
邱楚棱

中三信
中三望

張沛笙 侯思薇 彭皕孜
黃宣霖 

勤學生
中一信
中一望
中一愛
中一光
中一善
中一正

   

陳琬晴 張文彥 張心芍 李傑正 潘曉晴 錢泓熙
翟凱澄 陳曉約 蔡卓霖 劉詠茵 吳哲朗
胡穎琪 李家悅 李以正 馬樂茵
張蕙然 符哲滔 林嘉軒 蘇洛弘
張子蕎 何冠聰 林栢穎 劉覺恩 李珈汶 馬肇煒
張卓熙 周梓晴 郭詩駿 羅卓希 梁雋寧 吳仲翹 
譚曉晴 唐鄯恆 黃亭嘉

中四信
中四望
中四愛
中四光
中四善

中四正

陳樂熙 羅曉旻 黃蔚然
林皚婷 羅皚殷
張寶怡 林穎然 鮑穎瑤
鄭思雋 周俊言 駱璧華 黃嘉濼
鄭嘉宜 張芷蕎 曹朗翹 姜穎欣 江卓思 林玿瑜  
廖曼旭 雷震豪 龍采風 馬啟和 鄧瑞恩 黃鈺芝  
黃鈺瑩 許雯琪 葉譯涵
陳正睿 陳沛瑜 周力行 張翠倚 張萱彤 招頌皓  
周朗聰 鍾曉楠 葉梓浩 劉映廷 李皓澄 李懷開  
梁焯恆 梁智燊 戴焯堯 戴逸晴 談知衡 湯諾陶  
曾樂勤 黃晧桁 黃家禧 黃樂陶 楊思卓 嚴淇諾

中二信
中二望

中二愛

中二光

中二善
中二正

張藝瓊 樊藹霖 江子正 李止允  
區筠朗 鍾繕暉 馮甄陶 葉紀軒 李惟惠 梁樂恩 
戴逸賢 王俊豪 余穎欣
區樂晴 歐陽天晴 蔡悅言  許欣桐 鄺 達 黎卓衡 
林棹昕 劉浩榆 羅星俞 梁曉瑩
陳子賢 莊旻穎 周曉陶 羅浚樂 勞蘊霖 雷棨皓 
馬睿琛 莫嘉浩 伍詩雅 蟻海彤 余 悅
陳思樺 顧芷寧 吳家希 游曦蓁 庾藹嵐
歐子榆 陳凱琳 何雅媛 黃文定 王蔚瑤 黃睿而 
姚子臨

中五信
中五望
中五愛
中五善

中五正

涂思藝
梁家瑜  
何正宜 戴晉軒
陳頌莛 陳文豐 陳倩華 陳榕珊 張天傳 朱韋燐  
徐振康 葉 祈 伍穎藍 孫樂晴 滕小茹 楊日希
余卓穎 容芷茵
歐陽樂林 陳嘉敏 張卓琳 張瀚仁 周曉彤 龔彥文
康啟然 連穎忻 盧逾仲 林崇熙   馬英驥 魏子奇
顏朗峰   曾美得   錢達熙 葉頌晞

中三信

中三望
中三愛

中三光
中三善
中三正

張詩晴 劉穎澄 梁家琳 吳有孚 曾兆航 謝家熙 
黃柏茜 黃衠瑤
陳紀言 林子希 梁詠然 施洋洋 王皓湋 黃彥熙
鄭嘉霖 莊子穎 崔凱婷 金伊諾 劉學頤 麥欣然 
彭樂研 黃子澔 余知行
陳晉傑 陳功亮 張肇謙 鍾卓螢 蔡逸曦 姚元悅
周子然 張其蘅 許天慧 林佩芝 梁綽恩 顏凱晴
陳恩臨 徐勵謙 何佳興 李家豪 孫樂衡

中六信
中六望
中六愛
中六善

中六正

陳囿而 程琛茹 劉欽冕 吳楊璐雪 張家綺
陳傲峰 陳藜賢 張文軒 馮靖恩 馬 昕 王思棋
郭 桐 蕭皓文 蕭韻蕊
陳品雅 鄭文琪 林倩瑜 劉卓爾 劉曉晉 曾芷喬  
黃洛霆 黃天穎 葉青穎
陳柏熹 周毓沛 周君珽 林曉蔚 林耀獻 劉在心  
李淨潼 李淨欣 梁彩意 梁思睿 李劭光 林翠怡  
沈鎧霖 鄧銚泩 曾梓韜 黃樂霖 黃銘熙 黃梓駿 
鄒士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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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本校學生
參加校際比賽得獎錄                                                  

活動／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第18屆香港教育專業人
員協會校際英文辯論

比賽
The 18th HKPTU Inter-

school English Debating 
Competition

中四組
EMI（F.4）Division

亞軍
1st Runner-up

Christine Wong, 
Law Hiu Man Mary,
Ariizumi Rika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Hong Ko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Union

卓越商業大賽
HKCC Business 

Excellence Contest
-

金獎
Gold Award

李曉盈、李善宜、錢昕喬、
曾美得

理大香港專上學院
Hong Kong Community 

College   
香港中學生英文寫作

比賽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高中組
Senior Secondary 

Division

Most Creative 
Writer（Merit）

Wong Wai Yan, Hillary
生歷奇教育統籌有限公司

Synergy Education 
Provider Co. Ltd.Most Creative 

Writer（Bronze）
Lau Ying Ting 

第68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The 68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英語散文獨誦
Solo Prose Reading

冠軍
1st Place

Chen Li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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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ociation

亞軍
2nd Place

Lee Chun Ho, 
Pang Lok Yin Lorraine,
Law Hiu Man Mary

季軍
3rd Place

Chiu Sung Yui

英語詩詞獨誦
Solo Verse Speaking

冠軍
1st Place

Anya Bergstrom, 
Koo Howell, 
Cheung Ka Wei, 
Yip Cheuk Wing, 
Fan Tsz Ching

亞軍
2nd Place

Lo Tsun Lok, 
Lo Wan Lam,      
Lam Ching Nam Jasmine,
Wong Tsun Yiu, 
Chan Sze Long, 
Ngan Hoi Ching, 
Chung Wai Jit, 
Fung O Long Andrew,
Ye Yihan Eva, 
Poon Hui Long,   
Chan Ho Tung, 
Choy Yan Hei

季軍
3rd Place

Mark Chi Yin,
Leung Kwan Hoi ,            
Wang Justin Chun Ho,
Cheung Pui Sang Joshua,
Chan Chun Kit, 
Kwan Long Hei,            
Chan Kung Leong Matthew,
Chui Lai Him,
Leung Kwan Lok, 
Cheung Chi Kiu Christy, 
Choy Chun Kit Vincent, 
Lui Chun Ho, 
Cheung Chui Yee Tracy,

學術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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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The 68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英語詩詞獨誦
Solo Verse Speaking

季軍
3rd Place

Lau Ying Ting,
Chan Nicole,
Tsin Wang Hei,
Ho Tsz 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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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ociation

英語集誦
Choral Speaking

季軍
3rd Place

3C

英語個人公開演說
Public Speaking Solo

冠軍
1st Place

Tang Shui Yan Sally,
Lau Ying Ting,             
Wong Ka Hei Charlotte

亞軍
2nd Place

Lo Lok Yiu Esther, 
Lee Joy, 
Choy Wai Shu Adian, 
Chiu Chung Ho Aidan,
Chue Chun Hong, 
Hong Kai Yin

季軍
3rd Place

Ronja Krep,
Jang Hiu Fung Jafer,
Lam Sze Yat Priscilla, 
Lui Chun Ho, 
Fan Tsz Ching, 
Choi Yee Tung, 
Teng Xiaoru

英語二人戲劇對話
Dramatic Duologue

亞軍
2nd Place

Wong Tin Wing, 
Lau Wing Wai 

普通話詩詞獨誦
Putonghua Solo 
Verse Speaking

冠軍
1st Place

王綽蔚

亞軍
2nd Place

貝恩雅

季軍
3rd Place

蔡一非、趙紳寶、陳詩朗

粵語詩詞獨誦
Cantonese Solo 
Verse Speaking

冠軍
1st Place

趙紳寶

季軍
3rd Place

黃子晴

普通話散文獨誦
Putonghua Solo 
Prose Reading

冠軍
1st Place

彭樂研

季軍
3rd Place

趙紳寶、蔡一非、貝恩雅、
馮甄陶

粵語散文獨誦
Cantonese Solo 
Prose Reading

冠軍
1st Place

林渭潼

季軍
3rd Place

林穎然

粵語二人朗誦
Chinese Duologue

冠軍
1st Place

林子希、黃旭緯

亞軍
2nd Place

陳榕珊、朱韋燐

季軍
3rd Place

黃巧兒、吳佩珮

第11屆「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The 11th Speaking 
Contest for Hong Kong 

Students
   

高中組備稿演講
（普通話）

Prepared Speech 
（Putonghua）

（Senior Secondary 
Division）

總冠軍
Champion

葉譯涵 香港教育學院
理性溝通研究及發展計劃、

理性溝通教育學會
Rational Communication 
Educational Society and 

The HKIED

中學文憑組
備稿演講（普通話）

Prepared Speech 
（Putonghua）

（HKDSE Division）

小組優異獎
Group Merits 

Award
周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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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屆「善言巧論」：   
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The 11th Speaking 
Contest for Hong Kong 

Students

中學文憑組
小組討論（粵語）
Group Discussion 

（Cantonese）
（HKDSE Division）

小組優異獎
Group Merits 

Award

劉映廷 香港教育學院
理性溝通研究及發展計劃、

理性溝通教育學會
Rational Communication 
Educational Society and 

The HKIED

溫寶渝

李樂揚

中華傳統文化精粹
演講盃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peech Cup

高中組
Senior Secondary

冠軍
Champion

劉映廷

香港教育大學
中國語言學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高中組備稿演講
Prepared Speech

（Senior Secondary）

表現優異
Distinction

温學藴

初中組備稿演講
Prepared Speech

（Junior Secondary）

表現優異
Distinction

楊祉莜、陳籽潼

表現良好
Merit

曾亦航、韓穎

「齡界限」全港學生
演講比賽

中學組
冠軍 劉映廷

香港仔坊會
殿軍 葉卓穎

第16屆基本法盃全港  
中學生辯論賽

The 16th Basic Law 
Debating Competition 

Basic Law Cup

外圍賽
First Round

最佳辯論員
Best Debater

黎熹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
Joint 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Basic 
Law of Hong Kong

第3屆聯合辯論盃
The 3rd United College 

Debate Competition 
Cup

初賽
Heat

最佳辯論員
Best Debater

温學藴
香港中大大學聯合書院

Colleg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我與金庸」―全球
華文散文徵文獎

學生組 優異獎 滕小茹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藝
術發展局、香港世界華文

文藝研究學會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2016/17

The Elite Students 
Project in Chinese 
Language 2016/17

中學組
Secondary Section

菁英金獎
Gold Award

何佳興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
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

Education Bureau,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創意寫作中學組

Creative Writing 
Secondary Section

優異獎
Merit Award

2016恒隆數學獎
2016 Hang Lung 

Mathematics Awards

團體
Group Event

銀獎
Silver

余梓丰、黃梓駿、林翠怡

恒隆地產、香港中文大學
數學科學研究所及數學系

Hang Lung Properties 
and the 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and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6 （第15屆）中國女
子數學奧林匹克（北京）

2016 Chinese 
Girls´ Mathematical 
Olympiad （Beijing）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銅獎
Bronze Prize

邱楚棱

中國數學會奧林匹克委員會     
Mathematical Olympic 
Committee of Chinese 
Mathematic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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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亞太區數學
奧林匹克

2017 Asian Pacific 
Mathematics Olympiad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銅獎
Bronze

魏子奇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

委員會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Gifted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Hong Kong 
Committee

2016第2屆全球計算與
數學建模競賽

2nd AoCMM Math 
Modeling Competition 

2016

團體
Group Event

Gamma Prize
 （全球首15%）

馮筠惠、林健朗、林崇熙、
魏子奇、龔琪然、陳倩華、
滕小茹、談知衡

計算與數學建模協會
Association of 

Computational and 
Mathematical ModelingHonorable 

Mentions
（全球首50%）

葉卓穎、張萱彤、曾樂勤、
湯諾陶

2017第3屆國際數學
建模挑戰賽 

 The 3rd Annual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Modeling 
Challenge 2017

團體
Group Event

中華賽區
特等入圍獎 

Finalist

陳祉軒、劉天瑋、許雯琪、
談知衡

美國數學與應用聯合會儒蓮
教科文機構中華國際數學

建模挑戰賽委員會 
The Consortium for 
Mathemat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COMAP） 
NeoUnion ESC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Modeling Challenge 

Committee （Zhonghua）

中華賽區一等獎
Meritorious

馮筠惠、林健朗、林崇熙、
魏子奇、袁樂勤、張萱彤、
曾樂勤、湯諾陶

國際賽（中華區）
特等入圍獎

Finalist

陳祉軒、劉天瑋、許雯琪、
談知衡

國際賽（中華區）
一等獎

Meritorious

馮筠惠、林健朗、林崇熙、
魏子奇

國際賽（中華區）
二等獎

Honorable 
Mention

袁樂勤、張萱彤、曾樂勤、
湯諾陶

2016澳洲數學比賽
2016 Austral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獎 牌
Medal 

談知衡

澳洲數學基金會
Australian Mathematics 

Trust

優 異
High Distinction

陳子賢、何佳興、袁樂勤、
李德謙、湯諾陶、魏子奇

優 良
Distinction

楊汶璁、邵如雪、吳哲朗、
姚涵瑛、羅安琪、馬肇煒、
陳祉軒、金伊諾、鄭希哲、
張沛笙、張萱彤、劉天瑋、
林晉生、滕小茹

良 好
Credit

許雯琪、阮朗程、許九勻、
劉匡業、黃瑞豐、李德嵐、
劉詠茵、丁天瑞、鄭思律

2016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及比賽―數學科 

2016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Assessment for Schools- 
Mathematics

中一 S.1
獎牌

Medal

黃凱聰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中二 S.2 莊子穎

中三 S.3 湯諾陶

中四 S.4 魏子奇

中一 S.1

高級榮譽
High Distinction

陳祉軒、陳泳錩、朱千和、
陳敬賢、黃梓謙、陳子賢、
羅浚樂、姚子臨

中二 S.2
張沛笙、吳有孚、李德謙、
潘博文、鄭希哲、何佳興

中三 S.3 談知衡

中四 S.4
龔彥文、楊文雋、劉承暉、
吳思朗、魏子奇

中五 S.5 黃梓駿、鄒士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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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香港選拔賽初賽

2016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Preliminary 
Selection Contest-     
Hong Kong 2016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銀獎 
Silver

魏子奇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香港委員會
The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Hong Kong Committee

銅獎
Bronze

談知衡

優異獎
Honourable 

Mention
莊子穎、林晉生、邱楚棱

第19屆香港青少年數學
精英選拔賽

The 19th Hong Kong 
Youth Mathematical 

High Achievers 
Selection Contest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一等獎
First-class Honour

袁樂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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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祉軒、黃凱聰、張沛笙、
鄭希哲

團體
Group Event

優異獎
Merit

袁樂勤、陳祉軒、黃凱聰、
張沛笙、鄭希哲

2015-2016中學數學
專題習作比賽 
2015-2016 

Mathematics Project 
Competi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s

團體賽 
Group Event

表現良好獎 
Good Performance

湯諾陶、劉天瑋、葉梓浩

教育局數學教育組
Mathematics Education 

Section of Education 
Bureau

2015-2016中學數學
閱讀報告比賽
2015-2016 

Mathematics Book 
Report Competi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s

初中組 
Junior Secondary 

Category 二等獎
Second-class 

Honour

張萱彤、張翠倚
教育局數學教育組

Mathematics Education 
Section of Education 

Bureau
高中組 

Senior Secondary 
Category

張卓琳、馮筠惠、周毓沛

2015-2016中學生統計  
創意寫作比賽 

2015- 2016 Statistics 
Creative-Writing 
Competi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個人賽
Individual

冠軍
Champion

曹朗翹
香港統計學會、教育局 
Hong Kong Statistical 

Society and
Education Bureau隊伍賽

Team
入選作品

Selected Entry
招頌皓、李皓澄、曾樂勤

第34屆香港數學競賽
The 34th Hong Kong 

Mathematics Olympiad

初賽個人賽
Heat Individual

Event

一等獎
First-class Honour

龔彥文、林晉生、魏子奇、
談知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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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B,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The HKIED

初賽團體
Heat Group Event

九龍2區冠軍
Regional Winner

（Kowloon Region 2）

決賽團體
Final Group Event

冠軍
Champion

第16屆培正數學邀請賽
16th Pui Ching 

Invitational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決賽（個人賽）
Final Individual

Event

金獎
Gold

談知衡、魏子奇

香港培正中學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銀獎 
Silver

楊汶璁、袁樂勤

銅獎
Bronze

羅安琪、焦采溢、陳祉軒、
黃凱聰、莊子穎

優異獎
Merit

陳子賢、金伊諾、湯諾陶、
許雯琪、林晉生、龔彥文

決賽團體
Final Group Event

殿軍
3rd Runner-up

羅安琪、焦采溢、楊汶璁、
陳子賢、黃凱聰、陳祉軒、
金伊諾、莊子穎、袁樂勤、
湯諾陶、談知衡、許雯琪、
魏子奇、林晉生、龔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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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加拿大數學競賽
2016/17 Canad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中一
Grade 7

Gauss Contest

卓越表現獎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陳曉約

加拿大滑鐵盧大學
University of Waterloo,

Canada

優異獎
Distinction

（Top 25%）
黃梓謙、許海聰、翟凱澄

中二 
Grade 8

Gauss Contest

卓越表現獎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陳子賢

優異獎
Distinction

（Top 25%）

張綽軒、黃棨熙、黃詩淇、
羅浚樂、陳量婷、吳家希

中三（選擇題）
Grade 9

Pascal Contest

獎牌Medal 袁樂勤

優異獎
Distinction

（Top 25%）

鄭希哲、姚涵瑛、焦采溢、
邵如雪、羅安琪、倫芷悠、
吳哲朗、楊汶璁、姚元悅、
陳祉軒、黃凱聰、李德謙、
莊子穎、潘博文、李一鳴、
吳思卓、關朗曦、梁皓寧、
金伊諾、李家豪、阮朗程、
劉學頤、楊采臻、張顥正

中三（問答題）
Grade 9 

Fryer Contest

獎牌 Medal 袁樂勤

優異獎
Distinction

（Top 25%）

劉詠茵、楊汶璁、李德謙、
金伊諾、楊采臻、張沛笙、
張顥正

中四（選擇題）
Grade 10 

Cayley Contest

獎牌
Medal

談知衡

優異獎
Distinction

（Top 25%）
 三十七位同學獲獎

中四（問答題）
Grade 10 

Galois Contest

獎牌
Medal

湯諾陶

優異獎
Distinction

（Top 25%）
八位同學獲獎

中五（選擇題）
Grade 11 

Fermat Contest

獎牌
Medal

魏子奇

優異獎
Distinction

（Top 25%）
三十二位同學獲獎

中五（問答題）
Grade 11 

Hypatia Contest

獎牌
Medal

龔彥文、魏子奇

優異獎
Distinction

（Top 25%）
林晉生、葉駿曦

中級組競賽（問答題）
（中三、中四）  

Canadian 
Intermediate 

Mathematics Contest 
（Grade 9, 10）

獎牌
Medal

張沛笙

優異獎
Distinction

（Top 25%）

黃凱聰、袁樂勤、金伊諾、
李一鳴、阮朗程、張萱彤、
陳子賢、吳玥琪、何佳興、
焦采溢

高級組競賽（問答題）
（中五、中六） 
Canadian Senior 

Mathematics Contest 
（Grade 11, 12）

獎牌
Medal

談知衡

優異獎
Distinction

（Top 25%）

湯諾陶、魏子奇、滕小茹、
龔彥文、林晉生、劉天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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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光女子數學邀請賽
2016

True Light Girls´ 
Invitational 

Mathematics 
Contest 2016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優異獎
Distinction

金伊諾、許雯琪

香港真光中學
True Light Middle School

優良獎 
Merit

邵如雪

2016/17香港初中數學
奧林匹克全國青少年   

數學論壇比賽
2016/17Hong Kong 
Junior Mathematics 

Olympiad
National Mathematics 

Forum Contest for 
Youths

數學解題技能展示
Maths Problem 

Solving 
中一 S. 1

銅獎及一等獎
Bronze and 

First-class Honour
鄭思律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
委員會

The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Hong Kong Committee

二等獎
Second-class 

Honour

焦采溢、吳哲朗、羅安琪、
楊汶璁、邵如雪

三等獎
Third-class 

Honour
姚涵瑛

數學解題技能展示
Maths Problem 

Solving
中二 S. 2

金獎及一等獎
Gold and 

First-class Honour
陳祉軒

二等獎
Second-class 

Honour
黃凱聰、羅浚樂

三等獎
Third-class 

Honour

陳子賢、許九勻、劉宇燊、
陳泳錩

數學解題技能展示
Maths Problem 

Solving
中三 S. 3

銅獎及一等獎
Bronze and

First-class Honour
金伊諾

二等獎
Second-class 

Honour

鄭希哲、張沛笙、何佳興、
李一鳴

三等獎
Third-class 

Honour
李德謙、阮朗程

數學建模小論文
中一級

Mathematical 
Research Paper 

Award S. 1

冠軍
Champion

羅安琪、姚涵瑛、吳哲朗

亞軍
1st Runner-up

鄭思律、焦采溢、楊汶璁

優異獎
Distinction

倫芷悠、邵如雪、劉詠茵

數學建模小論文
中二級

Mathematical 
Research Paper 

Award S. 2

冠軍
Champion

陳子賢、黃凱聰

優異獎
Distinction

陳祉軒

數學建模小論文
中三級

Mathematical 
Research Paper 

Award
S. 3

冠軍
Champion

關朗曦

亞軍
1st Runner-up

張沛笙、李德謙、鄭希哲

優異獎
Distinction

何佳興、李一鳴

優秀獎 
Credit

何佳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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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2016/17香港中學數學  
創意解難比賽 

2016/17 The Hong 
Kong Mathematics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Competition 
（Secondary）

初賽個人
Heat Individual 

Event

金獎
Gold Award

鄭思律、吳哲朗、黃凱聰、
陳子賢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及教育
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Education Workers and The 
Gifted Education Section 
of the Education Bureau 

決賽團體
Final Team Event

優異獎
Merit

2016孔聖盃學界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
2016 Confucian 

Cup Mathematical 
Olympiad

初賽個人
Heat Individual 

Event

一等獎
First Class Award

魏子奇

孔教學院及香港數學與
奧林匹克協會

The Confucian Academy 
and Hong Kong 

Mathematical Olympiad 
Association

二等獎
Second Class 

Award

陳祉軒、鄭希哲、袁樂勤、
何佳興、談知衡、湯諾陶、
林晉生

三等獎
Third Class Award

陳子賢、龔彥文、林崇熙

初賽團體
Heat Group Event

亞軍
1st Runner-up

魏子奇、陳祉軒、鄭希哲、
袁樂勤、何佳興、談知衡、
湯諾陶、林晉生、陳子賢、
龔彥文、林崇熙

決賽個人 
Final Individual 

Event

二等獎
Second Class 

Award

袁樂勤、談知衡、魏子奇、
林晉生、龔彥文

三等獎
Third Class Award

陳祉軒、鄭希哲

2016第6屆兩岸四地華
羅庚金杯少年數學精英    

邀請賽
2016 (6th ) Hua 

Luo-geng Golden 
Cup International 

Juvenile Mathematics 
Elite Invitational 

Competition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二等獎
Second-class 

Honour
陳子賢

全國華羅庚金杯
少年數學邀請賽

香港賽區組織委員會
The National Hua Luo-
geng Cup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Hong Kong Committe

三等獎
Third-class 

Honour

楊汶璁、鄭思律、陳祉軒、
袁樂勤、鄭希哲

第22屆全國華羅庚金杯
少年數學邀請賽
（香港賽區）

The 22nd National 
Hua Luo-geng 

Cup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Hong Kong）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三等獎
Third-class 

Honour
焦采溢、陳祉軒、陳子賢

香港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
邀請賽協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Hwa Luo-
Geng Cup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Association 

Limited
團體賽 

Group Event
優異獎 

Distinction

「香港人與海」歷史
短片創作比賽

"Hong Kong People 
and the Sea" Historical 

Video Production 
Competition

-
季軍

2nd Runner-up
陳囿而、關恩瑤、劉溢晴、
吳家如、黃嘉晞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中六組
S6 Group

最具歷史意義短片
優異獎

Historic Relevance 
Award

2016香港大學機智
科學家問答比賽

HKU Smart Scientists 
Interschool Quiz 2016

隊際賽 
Team Award

良好
Merit

陳祉軒、潘博文、吳思卓

香港大學理學院
科學外展隊

HKU Science Outreach 
Team, Faculty of Science

2017國際初中科學
奧林匹克 香港選拔賽

International Junior 
Science Olympiad-

Hong Kong Screening 
2017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一等獎
First Class 
Honours

潘博文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及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Gifted Education Section 
of Education Bureau and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二等獎
Second Class 

Honours
鍾天朗

三等獎
Third Class 

Honours
張沛笙、區筠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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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香港科學青苗獎2016-17
2016-17 Hong Kong 
Budding Scientists 

Award

中學組
Secondary Section

殿軍
3rd Runner-up

鍾恩信、黃詩淇、錢紀妍、
吳思卓、鍾懷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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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etc.

香港學生科學比賽2017
Hong Kong Student 

Science Project 
Competition 2017

高中組 研究項目
Senior Division 

Investigation 
Projects

季軍
2nd Runner-up

曹朗翹、吳思朗
香港青年協會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初中組 發明品

Junior Division 
Invention Projects

優異獎
Honorable 
Mention

鄭思律、吳哲朗、趙紳寶、
李歷安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
大賽2016-17

Hong Kong Youth 
Science &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mpetition 
2016-17

生物及健康
（高中組）

Biology & Health 
（Senior Secondary 

Division）

三等獎
Third Class 

Honours
曹朗翹、吳思朗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

創意中心
Hong Kong New 

Generation Cultural 
Association

優異獎
Honorable 
Mention

張萱彤、張翠倚、葉卓穎

香港校際氣候變化
跨課程專題比賽2016-17

Inter-school Cross-
curricular Project 

Competition on Climate 
Change 2016-17

研究項目（初中組）
Investigative Study
（Junior Secondary 

Division）

亞軍
1st Runner-up

羅安琪、姚涵瑛、焦采溢、
李德嵐

教育局
Education Bureau

地震探測器設計比賽
Earthquake Detector 
Design Competition

高級組
Senior Level

優異獎
Merit

何佳興、李一鳴、孫樂衡

香港大學工程學院、香港
天文台及香港氣象學會    
Faculty of Engineering, 

HKU, Hong Kong 
Observatory, Hong Kong 
Meteorological Society

科普快遞科學演示比賽
SciPOP Science 

Presentation Contest

隊際賽
Team Award

季軍
2nd Runner-up

劉承暉、葉頌晞、吳思朗、
容芷茵

教育局、香港中文大學
理學院及香港科學館

Education Bureau, Faculty 
of Science, CUHK and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

香港中學生物奧林匹克
2016-17

Hong Kong Biology 
Olympiad for 

Secondary Schools 
2016-17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一等獎
First Class 
Honours

吳思朗、曾芷喬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二等獎
Second Class 

Honours
朱韋燐、容芷茵

三等獎
Third Class 

Honours
黃瑞欣、伍穎藍、馮筠惠

優良
Merit

周汶灝、張瀚仁、蔡卓澔、
劉曉晉、梁峻華

香港物理奧林匹克比賽
2017

Hong Kong Physics 
Olympiad 2017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三等獎
Third Class 

Honours
劉天瑋

教育局、香港科技大學
Education Bureau,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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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2016澳洲科學比賽
Australian Big Science 

Competition 2016

初級組
Junior Level

優異
High Distinction

莊子穎、袁樂勤、黃詩淇 澳洲科學創新中心、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Australian Science 

Innovations and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優良
Distinction

劉浩榆、戴奕文、林文傑

良好
Credit

鄭琛穎、黃凱聰、劉宇燊、
關智薰、李卓熹

中級組
Intermediate Level

良好
Credit

梁焯恆、梁旻楓、黃煜行、
張燡熙、曾樂勤、馮筠惠

2017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
及比賽 科學科

2017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and 
Assessments for 
Schools–Science

中一 S.1

獎牌
Medal

焦采溢

新南威爾斯大學
澳洲教育評估中心

UNSW Global,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ustralia

中二 S.2 陳泳錩、鍾天朗

中三 S.3 袁樂勤

中四 S.4 談知衡

中一 S.1

高級榮譽
High Distinction

邵如雪、許海聰

中二 S.2
陳敬賢、黃凱聰、黃詩淇、
陳子賢、莫嘉浩、錢紀妍

中三 S.3
吳有孚、金伊諾、潘博文、
鄭希哲

中四 S.4 湯諾陶

中五 S.5 劉承暉、林崇熙

中一 S.1

榮譽
Distinction

姚涵瑛、陳嘉禮、陳日昇、
鄭思律、劉詠茵、李以正、
連韋澄、符哲滔、楊汶璁、
譚曉晴

中二 S.2

關卓曦、李鎮濠、盧信行、
鍾繕暉、劉浩榆、劉宇燊、
湯迦立、游曦蓁、陳晉培、
崔曉桐、黃睿而、許九勻、
姚子臨

中三 S.3

杜達人、陳紀言、李德謙、
莊子穎、陳籽潼、姚元悅、
關朗曦、吳思卓、 陳詩韻、
鍾懷哲

中四 S.4
黃煜行、梁祖豐、許雯琪、
周力行、 周朗聰、梁智燊

中五 S.5 吳思朗、葉頌晞

中一 S.1

優異
Merit

何勇琦、陳曉約、陳 悅、
梁雋寧

中二 S.2 鄭琛穎

中三 S.3 黃衠瑤、李懌一 

中四 S.4 馮奐晴、曹朗翹

中五 S.5 錢達熙

中一 S.1

優良
Credit

李俊煒、吳哲朗、梁家朗、
馬肇煒、潘在恩、冼懷哲、
葉穎瑜

中二 S.2

鄧寶喬、庾澄稀、布欣霖、
戴逸賢、陳穎瑤、許欣桐、
伍逸木、吳家希、黃棨熙、
張綽軒、梁鈞凱、李逸詩

中三 S.3

張沛笙、傅仰灝、林文傑、
陳嘉儀、王皓湋、梁紫惠、
林儒杲、麥恩浩、吳啓熙、
梁鈞樂

中四 S.4

郭雋謙、黃嘉濼、陳正睿、
陳浩鋒、張翠倚、張萱彤、
張燡熙、鍾曉楠、李懷開、
梁焯恆、戴焯堯、楊思卓

中五 S.5
季李祺、何嘉晴、陳嘉敏、
張瀚仁、馮筠惠、馬卓俊、
魏子奇、饒沛樂

中學記要得獎名單

78



藝術類
活動／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第69屆 
香港學校音樂節

The 69th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鋼琴獨奏（六級）
Piano Solo(Grade Six)

亞軍
2nd Runner-up

林柏安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木笛二重奏
Recorder Duet

亞軍
2nd Runner-up

黃衠瑤、陳恩臨

柳琴獨奏（高級組）
Liuqin Solo (Senior)

亞軍
2nd Runner-up

陳籽潼

聲樂獨唱（外文 
女聲 16歲或以下）
Vocal Solo–(Foreign 

Language- Female Voice- 
Age 16 or under)

亞軍
2nd Runner-up

蔡依楠

聲樂獨唱（外文 
女聲 14歲或以下）
Vocal Solo–(Foreign 

Language- Female Voice- 
Age 14 or under)

季軍
2nd Runner-up

方諾恩

HKYPAF第四屆香港國際青
少年表演藝術節2016 

香港區總決賽
HKYPAF The 4th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Youth 
Performance Art Festival 

2016

青年聲樂自選組
Vocal Youth 

(Age 17 or under)

亞軍
1st Runner-up

馮載欣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交流

發展協會
HKYPAF

活動／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第十七屆獅子會國際
青年交流徵文比賽

17th Lions International 
Youth Exchange 

Scholarship Essay 
Competition

-

優異獎
Distinction

Wong Wai Yan Hillary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區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03-Hong Kong & 

Macao, China
優良獎
Merit

Tai Yat Ching,
Qiu Chuleng

2015-16青苗學界進步獎  
2015-16 Youth Arch 

Student Improvement 
Award

-

青苗學界進步獎 
Youth Arch Student 

Improvement 
Award

陳穎恩、曾芷端、羅星俞、
孫詠晞、李皓誼、陳凱琳、
崔梓灝、林俊岳、黃澤欣、
陳功亮、吳佩珮、陳梓藝、
蔡瑋書、楊柏聰、陳宇航、
蔡晉傑、鄧瑞恩、黃慧恩、
吳子晴、嚴燕妮、林萌慧、
陳俊丞、姜皓晴、林崇熙、
楊家慧、張淳嗣、余煒婷、
陸臻祺、洪睿琛、李淨欣

青苗基金、傑出青年協會、
香港電台及獅球教育基金會

Youth Arch Foundation, 
Outstanding Young 

Persons' Association,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and Lion & Globe 

Educational Trust

2016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2016 The Best 

Improvement Award
-

進步獎 
Best Improvement 

Award
陳宇航、林崇熙、余煒婷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
Elsie Tu Education Fund

2016-17哈佛圖書獎
2016-17 Harvard Book 

Prize
-

大獎
Winner

馮筠惠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
Harvard Club of Hong 

Kong優異獎
Runners-up

饒沛樂、錢達熙

2016少年太空人體驗營 
Young Astronaut 

Training Camp 2016
-

優秀營員獎
Distinguished 

Young Astronaut
曹朗翹

香港太空館、中國航天員
科研訓練中心等 

Hong Kong Space 
Museum, The China 

Astronaut Research & 
Training Center,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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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2016第三屆香港青少年
鋼琴比賽

2016 3rd Hong Kong Youth 
Piano Competition

六級組(Grade 6)
第二名

1st Runner-up
蘇恩霖

香港古典音樂推廣中心
Hong Kong Classical 

Music Promotion Centre

2016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比賽

2016 Hong Kong Youth 
Interflows

管樂團比賽（中學中級組）
Symphonic Band Contest 

(Secondary Schools 
Intermediate Class)

銀獎
Sil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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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樂團比賽（中學B組）
Chinese Orchestra 
Contest (Secondary 

Schools Class B)

銀獎
Silver Prize

培正中學中樂團

交響樂團比賽
（中學A組）

Symphony Orchestra 
Contest (Secondary 

Schools Class A)

銀獎
Silver Prize

培正中學管弦樂團

弦樂隊比賽（中學A組）
String Orchestra Contest 

(Secondary Schools
 Class A) 

銅獎
Bronze Prize

培正中學弦樂團

聯校音樂大賽2017
Joint School Music 
Competition 2017

中樂團（中學組）
Chinese Orchestra 

(Secondary)

金獎
Gold Prize

培正中學中樂團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Joint School Music 

Association

管弦樂團（中學組）
Symphony Orchestra 

(Secondary)

金獎
Gold Prize

培正中學管弦樂團

牧童笛合奏（中學組）
Recorder Ensemble 

(Secondary)

金獎
Gold Prize

培正中學牧笛隊

弦樂團（中學組）
String Orchestra 

(Secondary)

銀獎
Silver Prize 

培正中學弦樂團

2017上海之春國際管樂藝
術節暨「中華杯」中國第
十一屆非職業優秀管樂團

隊展演
Shanghai Spring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 

銀樂隊（高中組）
Concert Band (Senior 

Secondary)
 優秀樂團 培正中學銀樂隊

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組委
會、中國音協管樂學會等

Shanghai Spr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ing 

Committee, China 
Association for Symphonic 
Bands and Ensembles, etc

第53屆學校舞蹈節
The 53rd Schools Dance 

Festival 

中學組爵士舞及街舞
（群舞）

Secondary Section Jazz 
Dance & Street Dance 

乙級獎
B Grade Award

蔡夢妍、鄺詠揚、
張嘉浠、林芷若、
鄭懿蒨、文婉而、
莫凱喬、吳芷筠、
黃幸寧、許一彤、
Ronja Kress、趙琪、
蔡逸希、梁皓怡、
彭樂研、陳恩晞、
林芊頤、馮鉦婷、
吳梓銘、周彥彤、
楊海寧、黃 悅、
汪夏禾、許海聰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教育局
Hong Kong School 
Dance Association,            
Education Bureau

香港學校戲劇節2016/17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6/17

中學廣東話
Secondary Cantonese

傑出演員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郭賢霽、陳安祈、
陳倩華、伍穎藍

教育局
Education Bureau傑出導演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Director

何力高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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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設計科技類
活動／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2016 APRA
亞太機械人聯盟競賽
（香港區選拔賽）

2016 Asia Pacific Robot 
Alliance (Hong Kong 
Region Competition)

接力賽
Relay

冠軍及
最佳組合獎

Champion & 
Best Team

黃樂陶、葉梓浩、
古俊賢

香港青年科技協會
HKSTYA

相撲賽
Sumo

殿軍及
最佳組合獎

Merit &
Best Team

吳碩楠、黃彥熙、
黃旭緯

智能機械由我創
Robotics Intelligency 

DIY

NXT組別（中學）
LEGO Mindstorms 

Education 
NXT(Secondary)

二等獎
Second Class

袁樂勤、李德謙、
吳有孚、黃旭緯

香港科學館、康文署及  
創意動力教育協會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 LCSD & 

Creative Power Education 
Association

WRO 2016 香港機械人
挑戰賽

WRO 2016 Hong Kong 
Robot Challenge

極速循線挑戰賽
Speed Challenge

金樂高獎
Gold Prize

凌溢朗、梁裕正、
張心悅

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競賽
香港區組委會及香港青少年

機械人教育協會
World Robot Olympaid & 

HKRTEA

機械足球挑戰賽2016
Robot Soccer Challenge

挑戰自動組（初中組）
Automatic Robot 

(Junior Secondary) 

季軍
2nd Runner-up

吳碩楠、黃彥熙、
黃旭緯

香港青年科技協會
HKSTYA

活動／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香港學校戲劇節2016/17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6/17

中學廣東話
Secondary Cantonese

傑出合作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香港培正中學
教育局

Education Bureau傑出整體演出獎
Award for 

Commendable 
Overall 

Performance
第19屆冰雪情國際師生書

畫攝影作品交流展
- 金獎 林悅雅

哈爾濱市歸國華僑
聯合會

第2屆全港中學學界 
廣告賣橋王

高級組

品牌優異獎 陳雅靖、溫寶渝、
梁家瑜、梁鏡璧、
李梓瑜、何翹志、
梁頌軒

am730、
good morning CLASS

好鬼正 
STORYBOARD 

優異獎

第47屆工展會全港中學生
廣告短片創作比賽

The 47th Hong Kong 
Brands and Products Expo 
Secondary School Short 

Film Ad Competition

「美馳圖」型格
奔馳大獎

林鍵、歐陽健一、
邵詠菲、胡晉健、
林子傑、蕭浩文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
中華廠商聯合會青年委員會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Assocation of Hong 
Kong,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Assocation of Hong Kong 
Youth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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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2016-17香港FLL
創意機械人大賽                  

2016-17Hong Kong FLL 
Robotics Tournament

中學組
Secondary Division

全場總季軍
The Champion's 
Award 3rd Place

莫嘉浩、潘逸朗、
張心悅、張欣鎬、
李芷賢、李子悅、
梁諾恆、梁裕正、
凌溢朗、敖晞晙

香港青年協會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

2017 ROBOFEST機械人
大賽（香港區選拔賽）

2017 ROBOFEST
(Hong Kong Region)

機械人相撲大賽
（高級組）

BottleSumo (Senior)

季軍及
最佳表現獎

Third Place &
Best Performance

黃廸、鄭思律、
鍾恩信

香港機械人學院
Robot Institute Hong Kong

機械人常規賽
（高級組）

Game (Senior)

冠軍及
最佳表現獎

Champion &
Best Performance

陳祉軒、陳穎恩、
劉芷儀

亞軍
Second Place

歐陽天晴、黃詩淇、
游曦蓁

國際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2016（俄羅斯 喀山）

International Olympiad 
in Informatics 2016

(Kazan, Russia)

香港代表隊
Hong Kong 

Representative Team

銅獎
Bronze Medal

黃亦駿

國際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委員會監督（俄羅斯 喀山）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IOI 

(Kazan, Russia)

第33屆全國青少年信息
學奧林匹克競賽2016

（四川 綿陽）
The 33rd National 

Olympiad Informatics 
2016 (Sichuan, 

Mianyang)

香港代表隊
Hong Kong 

Representative Team

銅獎
Bronze Medal

黃亦駿
中國計算機學會
China Computer 

Federation

第1屆培正喇沙編程
挑戰賽 

1st La Salle–Pui Ching 
Programming Challenge

-

冠軍
Champion

黃梓駿、黃亦駿、
周君珽

香港培正中學、 
喇沙書院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 
La Salle College

優異獎
Merit

袁樂勤、李德謙、
李德嵐

良好獎
Credit

談知衡、湯諾陶、
葉梓浩、林健朗、
饒沛樂、魏子奇

全國青少年信息學
奧林匹克聯賽2016    

香港賽區
National Olympiad in 

Informatics in Province 
2016 Hong Kong 

Region

提高組
Senior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35 
周年杯

周君珽

中國計算機學會
China Computer 

Federation

一等獎
First Class Honour

周君珽、黃亦駿、
林翠怡、黃梓駿、
林健朗

三等獎
Third Class Honour

湯諾陶

普及組
Junior

一等獎
First Class Honour

鄭希哲、李德謙、
張沛笙、袁樂勤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2016/17

Hong Kong Olympiad 
in Informatics 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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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Computer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Bureau

高級組
Senior Group

金獎
Gold Medal

黃亦駿、黃梓駿、
林健朗、饒沛樂、
周君珽

銀獎
Silver Medal

林翠怡、林崇熙

銅獎
Bronze Medal

魏子奇

初級組
Junior Group

金獎
Gold Medal

鄭希哲、談知衡、
張沛笙

銀獎
Silver Medal

袁樂勤、湯諾陶、
吳海亮、葉梓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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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類
活動／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第二組

Inter-School Athletics 
Competition-Division 2 

女子乙組鉛球
Girls B Grade Shot Put

冠軍 
Champion

許天頤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Hong Kong Schools Sports 

Federation

殿軍 
4th Place

陸珈慧

女子乙組標槍
Girls B Grade Javelin

亞軍 
2nd Place

范慧喬

季軍 
3rd Place

林棹昕

女子乙組100米欄
Girls B Grade 100m Hurdles

季軍
3rd Place

貝恩雅

女子乙組跳遠
Girls B Grade Long Jump

季軍
3rd Place

楊依華

女子乙組4X100米接力
Girls B Grade 4 x 100m Relay

亞軍
2nd Place

貝恩雅、楊依華、
張卓愉、盧以心

女子乙組團體
Girls B Grade Overall

冠軍
Champion

培正女子
田徑代表隊

女子丙組跳遠
Girls C Grade Long Jump

冠軍 
Champion

王蔚瑤

季軍 
3rd Place

姚涵瑛

女子丙組100米欄
Girls C Grade 100m Hurdles

冠軍 
Champion

王蔚瑤

亞軍 
2nd Place

陳僅欣

女子丙組100米
Girls C Grade 100m

亞軍 
2nd Place

馮鉦婷

女子丙組400米
Girls C Grade 400m

亞軍 
2nd Place

黃子晴

女子丙組4X100米接力
Girls C Grade 4 x 100m Relay

冠軍 
Champion

王蔚瑤、馮鉦婷、
陳僅欣、姚涵瑛

女子丙組團體
Girls C Grade Overall

亞軍
2nd Place 培正女子

田徑代表隊女子團體
Girls Overall

冠軍
Champion

活動／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2016/17

Hong Kong Olympiad 
in Informatics 2016/17

個人獎項
Individual Prize

最佳首次參賽選手
（初級組）

The Best First-Time 
Contestant  

 (Junior Group)

鄭希哲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及 
教育局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Computer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Bureau

加拿大中學生電腦大賽
香港區預賽2017

Canadian Computing 
Competition–Hong 
Kong Contest 2017

高級組
Senior Section

優勝者
Winner

黃梓駿

香港大學計算機科學系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優良證書
Certificate of Merit

黃亦駿

良好證書
Honorable Mention

周君珽

初級組
Junior Section

卓越證書
Certificate of 
Distinction

鄭希哲、袁樂勤、
談知衡、張沛笙、
吳海亮、葉梓浩

加拿大電腦奧林匹克
競賽2017

Canadian Computing 
Olympiad 2017

香港代表隊
Hong Kong 

Representative Team

金獎
Gold Medal

黃梓駿
加拿大滑鐵盧大學

University of Waterloo,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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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第一組

Inter-School Athletics 
Competition-Division 1

男子甲組110米欄
Boys A Grade 110m Hurdles

季軍
3rd Place

徐振康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Hong Kong Schools Sports 

Federation

男子乙組3000米
Boys B Grade 3000m

殿軍
4th Place

梁鈞樂

男子乙組跳高
Boys C Grade High Jump

季軍
3rd Place

黃凱聰

中學校際越野跑比賽    
第一組

Inter-School Cross 
Country Competition-

Division 1

男子甲組
Boys A Grade

殿軍
4th Place

歐陽健一

男子乙組
Boys B Grade

第六名
6th Place

梁鈞樂

中學校際越野跑比賽    
第二組

Inter-School Cross 
Country Competition-

Division 2

女子甲組
Girls A Grade 第九名

9th Place

何晞童

女子丙組
Girls C Grade

譚曉晴

女子乙組團體
Girls B Grade Overall

季軍
3rd Place 培正女子

越野代表隊女子團體
Girls Overall

季軍
3rd Place

全港學界精英賽
越野跑比賽

All Hong Kong 
School Jing Ying 

Country Competition 
Tournaments

男子組
Boys

季軍
3rd Place

歐陽健一

學界埠際越野跑比賽
Schools Interport Cross 
Country Competition

香港學界越野跑代表隊 男子組
Hong Kong Schools Cross 

Country Team-Boys

第七名
7th Place

中學校際排球比賽 
第一組

Inter-School Volleyball 
Competition-Division 1

女子甲組
Girls A Grade

季軍
3rd Place

培正女子排球隊

中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第三組

Inter-School Table 
Tennis Competition-

Division 3

男子乙組
Boys B Grade

亞軍
2nd Place

培正男子乒乓球隊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 
第一組

Inter-School Basketball 
Competition-Division 1

男子丙組
Boys C Grade

亞軍
2nd Place

培正男子籃球隊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      

第二組
Inter-School Basketball 
Competition-Division 2

女子丙組
Girls C Grade

殿軍
4th Place

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校
際比賽 中銀香港室內

賽艇盃
Inter-Secondary 

Schools Competition-
BOCHK Indoor Rowing 

Cup

女子甲組1000米
Girls A Grade 1000m

第五名
5th Place

姚迪云

女子甲組2000米
Girls A Grade 2000m

第九名
9th Place

姚雪玲

男子乙組2000米
Boys B Grade 1000m

第十名
10th Place

吳景澤

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第一組

Inter-School Swimming 
Competition-Division 1

男子甲組50米蛙泳
Boys A Grade 50m Breast Stroke

季軍
3rd Place

翁廷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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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第一組

Inter-School Swimming 
Competition-Division 1

男子甲組100米蛙泳
Boys A Grade 100m Breast Stroke

殿軍
4th Place

翁廷彰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Hong Kong Schools Sports 

Federation

男子乙組50米背泳
Boys A Grade 50m Back Stroke

冠軍
Champion

方正元
男子乙組100米背泳

Boys A Grade 100m Back Stroke
季軍

3rd Place
男子乙組100米自由泳

Boys A Grade 100m Free Style
殿軍

4th Place
梁晉熙

女子甲組50米背泳
Girls A Grade Back Stroke

殿軍
4th Place

何晞童

女子甲組4X50米自由泳接力
Girls A Grade 

4x50m Medley Relay

季軍
3rd Place

何晞童、姚迪云、
吳海瑜、胡樂怡

全港中學校際拯溺比賽
All Hong Kong Inter-
Secondary Schools 

Life Saving  
Competition

男子甲組200米超級拖救員
Boys A Grade 

200m Super Lifesaver

季軍
3rd Place

洪肇鉦

男子甲組200米障礙賽
Boys A Grade 

200m Obstacle Swim

殿軍
4th Place

洪肇鉦

男子甲組4x50米混合接力
Boys A Grade 

4x50m Medley Relay

季軍
3rd Place

洪肇鉦、翁廷彰、 
許展承、何博恆

男子乙丙組拋繩賽
Boys B C Grade Line Throw

冠軍
Champion

周朗軒、李勇維

男子乙丙組100米穿蛙鞋拖假人
Boys B C Grade 

100m Manikin Tow with Fins

季軍
3rd Place

梁晉熙

男子乙丙組4x50米混合接力
Boys B C Grade 

4 x 50m Medley Relay

季軍
3rd Place

梁晉熙、方正元、
黃宣霖、許瑋晉

男子乙丙組200米超級拖救員
Boys B C Grade 

200m Super Lifesaver

殿軍
4th Place

梁晉熙

男子團體
Boys Overall 殿軍

4th Place
培正男子拯溺
代表隊男子乙丙組團體

Boys B C Grade Overall
女子甲組100米穿蛙鞋拖假人

Girls A Grade 
100m Manikin Tow with Fins

殿軍
4th Place

姚迪云

女子甲組200米超級拖救員
Girls A Grade 

200m Super Lifesaver

殿軍
4th Place

姚迪云

女子乙丙組4x50米混合接力
Girls B C Grade 

4 x 50m Medley Relay

殿軍
4th Place

何彥彤、姚旻希、
何欣洛、黃楹雅

全港學界精英游泳比賽 
Speedo All Hong Kong 

Schools Jing Ying 
Swimming Tournament

男子50米背泳
Boys 50m Back Stroke

季軍
3rd Place

方正元
男子100米背泳

Boys 100m Back Stroke
殿軍

4th Place

男子50米蛙泳
Boys 50m Breast Stroke 亞軍

2nd Place
翁廷彰

男子100米蛙泳
Boys 100m Breast Stroke

女子4 x 50米自由泳接力
Girls 4x50m Medley Relay

殿軍
4th Place

何晞童、姚迪云、
吳海瑜、胡樂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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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校
際比賽 中銀香港

射箭盃
Inter-Secondary School 
Competition-BOCHK 
Indoor Archery Cup

女子甲組
Girls A Grade

第五名
5th Place

陳穎彤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Hong Kong Schools Sports 

Federation

第七名
7th Place

潘煒晴

女子乙組
Girls B Grade

第六名
6th Place

鄭曉欣

女子丙組
Girls C Grade

亞軍
2nd Place

鄧淑穎

女子甲組團體
Girls A Grade Overall

冠軍
Champion

培正女子射箭
代表隊

女子乙組團體
Girls B Grade Overall

亞軍
2nd Place

女子丙組團體
Girls C Grade Overall

季軍
3rd Place

女子團體
Girls Overall

亞軍
2nd Place

男子甲組
Boys A Grade

第五名
5th Place

陳文豐

第七名
7th Place

郭賢霽

男子甲組團體
Boys A Grade Overall

殿軍
4th Place

培正男子射箭
代表隊

男子丙組
Boys C Grade

亞軍
2nd Place

湯迦立

殿軍
4th Place

鍾天朗

第六名
6th Place

羅俊謙

男子丙組團體
Boys C Grade Overall

冠軍
Champion

培正男子射箭
代表隊男子團體

Boys Overall
季軍

3rd Place

中學校際羽毛球比賽
Inter-School Badminton 

Competition

男子甲組團體
Boys A Grade Overall

殿軍
4th Place 培正男子羽毛球

代表隊男子丙組團體
Boys C Grade Overall

季軍
3rd Place

全港中學校際體操比賽
All Hong Kong Inter-
Secondary Schools 

Gymnastics Competition

女子新秀組
 Girls Novice

殿軍
4th Place

鄧芷欣、吳凱喬、
陳盈盈、陳凱琳

男子個人高級組
Boys Senior

冠軍
Champion

馮奧朗

港九及九龍地域中學校
際比賽 中銀香港

保齡球盃
Inter-Secondary School 
Competition-BOCHK 

Indoor Tenpin Bowling 
Cup

女子組個人賽
Girls Individual

第八名
8th Place

鄺筠婷

女子團體
Girls Overall

第四名
4th Place

培正中學保齡球  
代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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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類
活動／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義工服務
Volunteer Services

100-199
 小時    

銀狀
Silver Award

李志慧、杜恩路、
任穎珊、吳思朗、
麥瑋珊、池寶儀 社會福利署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50-99小時

銅狀
Bronze Award

共三十七位同學

傑出旅團獎勵計劃    
Outstanding Scout Group Reward

童軍支部
Scout 

Branch

銀獎
Silver Award

九龍第77旅童軍團
77th Kowloon 
Scout Group

香港童軍總會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香港傑出學生選舉2016-17 
 Hong Kong Outstanding Students 

Award 2016-17
-

優異獎
Merit 

顏朗峰
青苗基金 

Youth Arch Foundation 

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2016-17 
Kowloon City District Outstanding 

Student Election 2016-17

中學組
Secondary 

Section

優異獎
Distinction

沈鎧霖

九龍城區校長聯絡委員會 
Kowloon City District 

School Principal"s Liaison 
Committee

第7屆全國中學生領導力展示會 
The 7th N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Leadership Convention

優秀項目
展示

幫助弱勢社群
優秀學校二等獎

沈鎧霖、鄭德樂、
蔡悅心、馮奐晴、
鍾曉楠 中國教育學會

The Chinese Society of 
Education關注文化保育

優秀學校二等獎

林耀獻、胡頌靈、
蔡依彤、顏朗峰、
張卓琳

第3屆九龍城區卓越學生領袖
獎勵計劃

中學組
Secondary 

Section

優秀領導才能獎 姜穎妍
九龍城青年協進會 

The Kowloon City Youths 
Association

卓越學生領袖獎 林耀獻

優異學生領袖獎 鄭德樂、鍾曉楠

尤德學者協會青年計劃2015-16 
Sir Edward Youde Scholars 
Association (SEYSA) Youth 

Programme 2015-16

初級組
Junior 

Category

少年創不同大獎
Youth Difference 

Makers Award

黃宣霖、劉采君、
彭樂研、陳晉傑

尤德學者協會
Sir Edward Youde Scholars 

Association

2016國際青少年社會公益創新挑戰賽
2016 International Youth Innovation 

Challenge for Public Welfare 

初中組
Junior 
Group

冠軍
Champion

陳子賢、羅浚樂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303區
及一點（國際）教育有限公司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03 and YiDi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高中組
Senior 
Group

冠軍
Champion

曹朗翹

第17屆明日領袖高峰論壇
The 17th Future 

Young Leaders' Forum
-

明日領袖獎
Future Leaders Award

黃衠瑤、彭樂研、
雷震豪、王恩隨、
伍穎藍、潘星榆

傑出青年協會、
青苗基金及教育局

The Outstanding Young 
Persons' Association,

Youth Arch Foundation and 
Education Bureau

2016南華早報傑出學生年獎
2016 SCMP Student of the Year 

Awards

社區服務
Community 
Contributor

優異獎
Merit

連穎忻 南華早報及香港賽馬會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nd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表演藝術 

Performing 
Artist

優異獎
Merit

郭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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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自理營
  小四年級學生於四月十一至十三日完成了三天兩夜

的自理營訓練，自理營主要是培養學生自律、自理能力

及團隊合作的技巧。學生可透過不同的團隊遊戲、自理

訓練、班際比賽及活動後的反思，學懂如何獨立及與別

人相處，並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在自理營的最後一晚，

本校更邀請李富成傳道為福音晚會的嘉賓，為小四學

生分享以自律為主題的資訊及領唱詩

歌，學生表現踴躍及投入。希望

小四學生經過自理營後，在自

理及自律方面都成長了不少，

相信學生能藉着今次的機會，

好好裝備自己，迎接日後更多

的挑戰。

四望班 彭翊宸

  在這學年的四月，我和全級小四師生一起
參加自理營。雖然只有三天，但是已經讓我深
深體會到自理的重要。
  當初入營時，我十分不習慣在營地裏的生
活，還擔心膳食方面和休息方面的問題。可
是，在老師們的鼓勵下，我慢慢克服困難，重
拾信心，繼續努力。
  這個營會對我來說是十分重要，因為它教
懂我很多知識，我會把這些知識牢記，並應用
在現在和日後的生活中。

四誠班 曾凱光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離開家人，跟同學去
宿營，我感到十分興奮。
  在營會中，我們玩了不少既緊張又刺激的
集體遊戲，例如設計口號遊戲，閃避球、羅馬
炮架……在羅馬炮架遊戲中，我更被「炮彈」
擊中，弄得濕漉漉的，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今次，我真的感謝各位老師，為我們設計
了一連串十分好玩的遊戲，令我們度過了一個
又難忘又快樂的營會，而且更令我們同學間的
友情增進了不少，所以我真的期待明年到訪廣
州的「尋根之旅」呢！

小四年級團體大合照

合力製作，充滿成功感

團隊活動：
羅馬炮架製作

積極投入班際活動

齊心創作班際口號

齊心合力完成挑戰

共享朋輩
愉快時刻

活動反思  四信班　陳以芯

自理營感想

小學記要小學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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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恩社尋根之旅
  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一至十三

日，小五年級同學帶着愉快的心

情，乘坐旅遊巴到廣州進行三天

的尋根之旅。上午七時學生準時

在學校集合，拍攝大合照及由校

長帶領我們禱告後，全級同學連

同老師約有二百八十人浩浩蕩蕩

由香港培正小學出發。

  第一天的行程包括前往廣東

科學中心參觀，中心以主題式設

計，將科學知識及趣味融為一

體，學生可以動手參與，親身體

驗學習科學的樂趣。

  第二天我們吃過早餐，恩社

同學期待已久的廣州培正交流正式開始，我們早上八時出發，九時正順利到達廣州培正中學。開始

時由林書記及黃副校長簡單介紹廣州培正中學的歷史，之後各班同學被編排到小學及中學進行交

流。交流項目內容豐富，包括有包餃子、跳扇舞及畫臉譜。到了中午，我們更可一嚐廣州培正中學

飯堂供應的午餐。午餐過後，我校與廣州培正小學學生進行不同的競技賽，包括拔河、接力跑及籃

球賽，比賽氣氛激烈，大家都過了一個很充實的下午。

  第三天的活動是到歷奇山莊進行一系列的歷奇活動，學生共分成十六組進行活動，上午活動包

括無敵風火輪及羅馬炮架，下午活動包括十萬火急、大腳八及動力圈。學生面對從未體驗過的挑戰

及處境，一起發揮團隊精神去解決問題，並且加深了大家的友誼，在畢業前有一個難忘的回憶。

歷奇山莊進行訓練

與廣州培小進行籃球友誼賽

與廣州培小接力賽後留影
一起包餃子

出發前大合照

張校長與廣州培正各領導

在廣州科學中心進行
太空行走訓練

廣州科學中心前大合照

小學記要 小學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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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悅社畢業福音營之主悅人生
  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一日至四月十三日於粉嶺浸會園舉行了為期三天的小

六悅社畢業福音營。在營內，同學們透過遊戲學習分工合作和團體精神，也

從研習主話及福音晚會中學習主的道理，深深感受主的愛。另外，同學們更

在情牽培正環節中回味在校的點滴！

牧師、導師、老師及全體參加小六悅社畢業福音營的同學一起合照

做運動，身體好！
齊來讚美！

老師也來一起表演呢！

感謝神，成功保護雞蛋！

我們看見這幾天你們的乖巧，真的很感動！願主悅各同學的人生！ 你祈，我祈，他祈，大家
一起祈禱謝飯！

你看，合作才能事成！

感恩！福音晚會中多人起
立決志信主！

團結便是力量，組員合力
完成「鞋鞋疊」！

究竟誰的高塔
最高呢？

不可叫人少看你年輕……
同學們表演有板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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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至小三戶外學習日
  三月十日是小一至小三戶外學習日，出發前，張校長叮囑同學

要仔細觀察，用心思考。小一到九龍公園；小二到嘉道理農場暨植

物園；小三到香港動植物公園，讓我們看看他們的學習內容！   
  小一同學專心聽着老師仔細講解如何觀察樹木，從樹木的形態

及各種習性了解其成長。同學用雙手勾畫樹葉形狀，彷彿與樹木合

而為一，甚具人樹共融之意境。用手摸摸大榕樹粗壯的氣根，讓學

生了解到植物頑強的生命力。

  小二同學就在嘉道理農場捕捉膽小的赤麂身影，又要在黑漆漆

的木箱裏，數點蝙蝠的數目，少一點眼力也不能成事。接着要憑大

花白豬身上的斑紋分辨牠們的名字。「嫣嫣」小豬頭部有一塊大黑

斑，黑斑邊緣呈淺灰色；「蘇兒」小豬的身上斑紋則較分散；「奀

豬」小豬名不副實，實在是肥豬一隻。同學看見活生生的豬隻，都

感到十分有趣。 
  小三同學在香港動植物公園內用軟尺量度大樹胸徑，把觀察所

得記錄在學習冊上。有些同學被「神秘果」吸引着，在介紹中發現

「神秘果」含有一種蛋白，使人在吃了神秘果半小時內，接着吃其

他酸性水果，都能把酸味變甜！有些同學則模仿紅鸛單腳站立，實

行與其他同學單腳站立鬥一番。聽到合趾猿的叫聲震天，響遍整個

園區，這種近距離的親身經歷，比起隔着電視螢幕觀看動物紀錄片

來得更真實震撼。而看見婆羅洲猩猩在樹頂上貪吃着水果，又嚷着

牠要快快減肥，那種童真，直叫帶隊的老師及家長義工哭笑不得。

同學雖經過一整天學習，身體甚覺疲累，但在回程的校巴內仍在細

數學習所得，各種新奇的發現呢！

要兩位同學才能擁抱大樹

從大花白豬身上斑紋認出名字

出發前,校長叮囑同學小心觀察

家長義工引導學生觀察

榕樹氣根錯綜複雜

奇形怪狀的樹幹真有趣

模仿各種動物形態

原來紅鸛單腳站立能減少能量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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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度運動會
  二零一七年三月八日我校於城門谷運動場舉行一年一度的運動

會，當天雖然下着毛毛細雨，但無阻運動員參加比賽的熱誠，他們都

傾出全力，在運動場上努力比賽。而本年度我校邀請了校友莊潤祥學

長（1976年捷社）擔任主禮嘉賓。

  當天共有一位男生及七位女生破大會紀錄，同時亦有兩個年級破

大會團體接力紀錄。

班別 姓名 項目 獎項

小三信

小三正

鄧安傑

薛諾言
男子組

最佳運動員

小三光 李歷恩 女子組

小四誠 周曉樂 男子組

小四善 梁善知 女子組

小五誠 鍾天佑 男子組

小五誠 王睿芊 女子組

小六信

小六誠

譚栢浩

廖凱朗
男子組

小六正 鄧心堯 女子組

班別 姓名 項目

小一愛 團體 冠軍

小一正 團體 亞軍

小一光 團體 季軍

小二真 團體 冠軍

小二正 團體 亞軍

小二望 團體 季軍

小三正 團體 冠軍

小三信 團體 亞軍

小三真 團體 季軍

班別 姓名 項目

小四誠 團體 冠軍

小四善 團體 亞軍

小四望 團體 季軍

小五正 團體 冠軍

小五誠 團體 亞軍

小五望 團體 季軍

小六愛 團體 冠軍

小六正 團體 亞軍

小六信 團體 季軍

張校長致送紀念品
予主禮嘉賓莊潤祥
學長

小五年級最佳男女子運動員

起高樓比賽

小四年級最
佳男女子運
動員

小三年級最佳男女子運動員

小六年級最佳男女子運動員

小一至小六各級團體獎項

小三至小六最佳男女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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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組別 項目 獎項

小一光

小一望

小一善

小一年級男子

四乘二十五米接力

冠軍

亞軍

季軍

小一光

小一愛

小一信

小一年級女子

四乘二十五米接力

冠軍

亞軍

季軍

小二正

小二愛

小二真

小二年級男子

四乘二十五米接力

冠軍

亞軍

季軍

小二善

小二誠

小二正

小二年級女子

四乘二十五米接力

冠軍

亞軍

季軍

小三正

小三望

小三真

小三年級男子

四乘一百米接力

冠軍

亞軍

季軍

小三光

小三正

小三信

小三年級女子

四乘一百米接力

冠軍

亞軍

季軍

小四誠

小四信

小四愛

小四年級男子

四乘一百米接力

冠軍

亞軍

季軍

小三年級男子接力賽得獎班別

小三年級女子接力賽得獎班別

小四年級男子接力賽得獎班別

小五年級男子接力賽得獎班別

小四年級女子接力賽得獎班別

小五年級女子接力賽得獎班別

啦啦隊表演冠軍

小三至小六最佳男女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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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年級男子接力賽得獎班別

小六年級女子接力賽得獎班別

班別 姓名 項目 紀錄

小三望 黃倚慧 小三年級女子組網球擲遠 21.00m

小四善

小四誠

梁善知

徐銘遙
小四年級壘球擲遠

20.29m
16.6m

小五正 屈凱澄
小五年級女子組一百米

小五年級女子組跳高

14" 76
1.26m

小五誠 鍾天佑 小五年級男子組六十米 08" 68

小五誠 王睿芊
小五年級女子組六十米

小五年級女子組一百米

08" 88
14" 62

小六正 鄧心堯 小六年級女子組一百米 14" 66

小六正 梁諾晴 小六年級女子組跳遠 4.20m

小五正 / 女子組 四乘一百米 1' 02" 30

小六愛 / 女子組 四乘一百米  1' 00" 87

各項破紀錄名單

班別／組別 項目 獎項

小四誠

小四善

小四真

小四年級女子

四乘一百米接力

冠軍

亞軍

季軍

小五愛

小五誠

小五正

小五年級男子

四乘一百米接力

冠軍

亞軍

季軍

小五正

小五誠

小五信

小五年級女子

四乘一百米接力

冠軍

亞軍

季軍

小六信

小六正

小六望

小六年級男子

四乘一百米接力

冠軍

亞軍

季軍

小六愛

小六正

小六誠

小六年級女子

四乘一百米接力

冠軍

亞軍

季軍

小五年級 啦啦隊比賽 冠軍

羅曉然老師 
朱祖樑老師

朱浩霆老師 
張洛豪老師

王睿芊 譚栢浩

師生接力賽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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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藍音樂會
  紅藍音樂會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六日及七日

舉行，本年度分為歌唱篇及器樂篇，兩天晚上

的表演精采萬分，除了各合唱團及中西樂團為

大家演出外，更有本年度新成立的手鐘隊、香

港學校音樂節得獎生及幼稚園同學進行演出，

充分展現了紅藍兒女的多才多藝。而最特別的

環節，是一群熱愛音樂的老師為大家獻唱歌

曲，讓所有觀眾都能感受音樂的力量，一同樂

在其中。

校長和老師與合唱團P團同學拍照留念

幼稚園合唱團可愛動人，為當晚演出培添氣氛

演出前校長到場鼓勵表演同學

管樂團表演精采萬分老師合唱團陣容鼎盛

中樂團演奏《龍舞》

本年度新成立的手鐘隊

弦樂團團員表現優秀

音樂節得獎同
學大展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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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表演會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日在本校李思廉

禮堂舉行了「綜合表演會」。當晚的表

演精采出色，包括︰武術、跆拳、花式

跳繩、中國舞、體操、拉丁舞、話劇及

早前於學校音樂創藝展比賽獲獎之創藝

小組成員表演其得獎作品等。各表演生

不但有機會發揮才藝，得到互相觀摩學

習的機會，同時亦讓觀眾享受了一個愉

快的晚上。  

創藝小組演繹得獎作品

花式跳繩隊表演高難度花式

幼稚園體操隊很有潛能

校長和中國舞表演生拍照留念

嘩！真的很厲害！

小學體操隊向觀眾展示精湛的技術

中國舞初級組同學既天真又可愛

英語話劇組演出 S h e r l o c k 
Holmes and the Werewol f  of 
Withe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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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茗晚宴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日晚上，我校舉行了雞年春茗晚宴，當天筵開六十席。

  邀請出席春茗的嘉賓包括浸信會聯會總幹事林守光牧師、會長莫江庭牧師、陳之望校監、校

董、校長、老師、工友、學生和家長。席間有老師表演節目助慶，使會場充滿歡樂的氣氛。

校友們也出席新春晚宴中學、小學及幼稚園老師們一同參與晚宴

港澳校監、校董及代表一同出席春節聚餐

陳之望校監致辭

小學記要 小學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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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宵活動

新春火鍋活動

  二零一七年一月廿三及二十四日兩天，我校

舉行了送猴迎雞農曆年宵活動。全校師生一同慶

祝新一年的來臨。今年邀請了生態教育及資源

中心導師，安排一個名為「利是大變新」的攤

位，利用再造紙製成小揮春，當然活動當天少不

了有美味的爆谷及多款賀年小食供學生享用。

  一眾小學及幼稚園教職員在二零一七年一月廿五日參加由教職員會舉辦的新春火鍋活動。當天

氣氛相當熱鬧！大家一邊享用美味的海鮮火鍋，一邊拍照留念。是次火鍋活動讓大家都在新年共聚

一堂，深深感受到培正一家的氣氛！

行政組與大家共賀新年

齊唱賀年歌
揮春對對碰利是大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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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果』月之「龍虎榜大比拼」

2016年度書展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三日至三月廿四日，學校舉行

開心『果』月之「龍虎榜大比拼」，目的是鼓勵大家

吃水果。大家可以在家裏吃，或帶回學校吃。只要同

學有吃水果，就可以在班房裏的「龍虎榜大比拼」海

報上貼上貼紙，最踴躍參加的同學有機會得到小禮物

作鼓勵。希望大家養成每天吃水果的好習慣！

  一年一度的書展於二月十六

日至十八日一連三天在 K座地下

籃球場舉行書籍展覽。是次邀請

中華書局、小樹苗、新雅、智

恆、海洋、德智及突破七間出版

社展出各類書籍及電腦軟件。

  二月十六日早上，張廣德

校長與行政人員帶領同學舉行

簡單的開幕儀式後，書展正式

開始。同學們雀躍地選購圖書

籍，並與校長、老師、家長分享

閱讀的樂趣。

日日一蘋果，
醫生遠離我！

你吃，我吃，他吃，大家
一起吃水果！

究竟我笑得甜些，
還是車厘茄甜些？

你又貼，我又貼

我的水果真
美味勤力吃，勤力貼

香 港 培 正 小 學
2016年度書展

簡 單 而 隆 重
的開幕儀式

有葡萄，一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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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區很熱鬧呢！

老師和同學都選購了心愛的圖書

書展場內人頭湧湧

張校長與同學們分享閱讀心得

《三國演義》最受男孩子歡迎

好朋友，齊閱讀

看同學的表情，這
本圖書的內容一定
是很精采呢！

媽媽們一起為小朋友選購圖書

親子閱讀樂趣多

小老鼠記者也來助慶

2016年度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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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卓萓（小一誠班）

2017年2月19日 （星期日） 晴 

  很高興，爸媽、弟弟和我參與了今次培正小學家長義工一日遊。同行的還有張校長、 葉副校
長、石主任、朱主任、陳副主任、師生和一群家長義工。
  早上我們在學校集合，乘坐旅遊車前往大埔三門仔，我和同學們在
車上說說笑笑、說着說着，我們都忘了時間，感覺一會兒就到了第一個
目的地—馬屎洲地質徑。在路上，我和同學們又唱又跳，沿途遍佈了
我們歡快的歌聲。
  隨行領隊和老師都悉心講解馬屎洲的歷史和演變至今的地貌。感謝
創天造地的天父為我們創造了這個被評為世界級的地質公園！我們應要
好好保護和愛惜它。
  接着，我們乘車往沙田著名的龍華酒店，享用馳名的龍華乳鴿宴，我們都吃得津
津有味，現在回想起來也感美味無窮啊！
  吃過午飯和休息一會兒，我們再乘旅遊車前往位於粉嶺鶴藪的士多啤梨園。約
二十多分鐘的車程便到達目的地。那裡種滿了翠綠的植物和和竹樹。我們沿着園中由
小石塊和木條鋪成的小徑漫步而行，沿路空氣十分清新。走過小徑終於看到士多啤梨
種植場。可能遊人眾多，有些士多啤梨被踏扁了，使我想起老師和爸媽經常對我說：「農夫種植食

物是一件又辛苦又偉大的事情」，希望下次遊人參觀時可以好好愛惜
農作物！
  我亦要感謝爸爸媽媽，他們除了讓我和弟弟親手嘗試採摘士多啤
梨外，我們也可以到蘿蔔場親自拔白蘿蔔，但我發覺原來從泥土拔出
蘿蔔要花上很大的力氣，這讓我體會到農夫伯伯的工作是多麼的艱辛
啊！所以，我們要好好珍惜食物，切記不可浪費。 
  遊覽完畢已經是下午三時三十分了，這愉快的旅程真令我難忘！

家長義工隊
家長義工隊親子一日遊
  親子一日遊於二月十九日進行，當天行

程豐富，各參與之家長及小朋友先乘車往大

埔三門仔漫步往馬屎洲地質徑，沿途可欣

賞時間巨輪如何將地貌改變，當中更可

欣賞令人驚嘆的化石、遠古的菊石

腕足動物、苔蘚蟲、貝殼等。中

午大家一同到龍華酒店享用乳鴿

宴，最後再到士多啤梨園採摘美

味的士多啤梨，確實是一次難忘

愉快的親子活動。

張校長也品嚐一下士多啤梨的味道乳鴿宴很美味呢！

終於到達世界地質公園
出發前大合照

能 呼 吸 新 鮮 空 氣 ，
小朋友格外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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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週

2016年度中文科校外比賽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當中有不少中華經典充滿立身立德、處世之道的智慧，到今天仍值得我們

好好學習。本年度中文科以「中華經典」作為中文周的主題，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將傳誦千古的

《三字經》、《弟子規》等經典介紹給同學。

同學透過攤位遊戲、表演活動等，將中華經典

文化傳遍校園。

  此外，四至六年級同學在中文週進行了查

字典比賽。比賽過程相當精采，各參賽同學需

於限時內在字典中找出指定字詞，各同學都竭

盡所能，希望爭取「字典王」的榮譽。

組別 項目 獎項

小學一、二年級男女合誦 詩文集誦  粵語  冠軍

小學三、四年級男女合誦 詩詞集誦  普通話 季軍

班別 姓名 組別 / 項目 獎項

小一信 馬凱逸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一、二年級  女子組 亞軍

小一望 沈一言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一、二年級  女子組 亞軍

小一愛 陳浚滔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一、二年級  男子組 冠軍

小一真 黃 栩 詩詞獨誦  粵語  小學一年級  男子組 亞軍

小二信 蔡天瑜 詩詞獨誦  粵語  小學二年級  女子組 季軍

小二望 許梓楷 詩詞獨誦  粵語  小學二年級  男子組 亞軍

小二光 陳子進 散文獨誦  粵語  小學二年級  男子組 亞軍

小二光 陳子進 散文獨誦  普通話  小學一、二年級  男子組 季軍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團體獎

個人獎項

小 一 年 級 同 學 穿 上 華 服 誦 讀
《弟子規》 同學努力爭取成為「字典王」

參加查字典比賽的小五同學

同學踴躍參加攤位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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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姓名 組別 / 項目 獎項

小二光 楊芷芯 詩詞獨誦  粵語  小學二年級  女子組 季軍

小二善 劉亦然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一、二年級  男子組 亞軍

小二正 李文謙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一、二年級  男子組 季軍

小二真 張僖晴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一、二年級  女子組 季軍

小二真 葉松叡 詩詞獨誦  粵語  小學二年級  男子組 季軍

小二誠 蔡睿言 詩詞獨誦  粵語  小學二年級  男子組 季軍

小二誠 周珀毅 詩詞獨誦  粵語  小學二年級  男子組 冠軍

小二誠 周珀毅 散文獨誦  普通話  小學一、二年級  男子組 冠軍

小三愛 陳正喬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三、四年級  男子組 冠軍

小三光 石祐勤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三、四年級  男子組 亞軍

小三善 楊穎謙 散文獨誦  普通話  小學三、四年級  男子組 亞軍

小三正 黃思齊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三、四年級  男子組 季軍

小三正 臧芷晗 散文獨誦  普通話  小學三、四年級  女子組 冠軍

小三真 潘煦芊 散文獨誦  粵語  小學三年級  女子組 季軍

小三真 潘煦芊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三、四年級  女子組 亞軍

小三誠 周梓晴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三、四年級  女子組 季軍

小四信 楊樂偲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三、四年級  女子組 亞軍

小四愛 關子淇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三、四年級  女子組 季軍

小四善 何騏光 詩詞獨誦  粵語  小學四年級  男子組 季軍

小四真 陳穎萱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三、四年級  女子組 季軍

小四真 林曉澄 詩詞獨誦  粵語  小學四年級  女子組 亞軍

小四真 曹浤睿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三、四年級  男子組 亞軍

小四真 嚴曉峰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三、四年級  男子組 季軍

小五望 李綽嵐 散文獨誦  粵語  小學五年級  女子組 季軍

小五望 林梓瑞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五、六年級  男子組 季軍

小五善 盧思嫚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五、六年級  女子組 亞軍

小六信 羅希堯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五、六年級  女子組 冠軍

小六信 羅希堯 散文獨誦  普通話  小學五、六年級  女子組 冠軍

小六愛 戴尚衡 散文獨誦  粵語  小學六年級  女子組 季軍

小六愛 戴尚衡 詩詞獨誦  粵語  小學六年級  女子組 季軍

小六光 楊穎琳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五、六年級  女子組 亞軍

小六光 楊穎琳 散文獨誦  普通話  小學五、六年級  女子組 亞軍

小六善 楊芷芊 散文獨誦  粵語  小學六年級  女子組 亞軍

小六善 楊芷芊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五、六年級  女子組 季軍

小六善 戴尚瑤 詩詞獨誦  粵語  小學六年級  女子組 冠軍

小六正 梁卓言 散文獨誦  粵語  小學六年級  男子組 冠軍

小六正 梁卓言 詩詞獨誦  普通話  小學五、六年級  男子組 季軍

小六正 王中道 詩詞獨誦  粵語  小學六年級  男子組 亞軍

小六誠 黃海瑤 散文獨誦  普通話  小學五、六年級  女子組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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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機構名稱 獎項 獲獎學生

第十一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

口語溝通大賽」決賽（高小組）
香港教育大學 總冠軍 小六真 麥可欣

第十一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

口語溝通大賽」決賽（高小組）
香港教育大學 特優獎 小六真 麥可欣

2016文藝盃硬筆·毛筆書法大賽 深水埗文藝協會 小學組亞軍 小六誠 容心玥

《木棉樹兒童文學月刊》

徵文比賽
木棉樹出版社

2017年小作家

小小成就獎
小四誠 劉海晴

2016-2017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

大賽（現場作文公開賽出賽）

（小一至小二組別）

中國青少年

語言文化學會
特等獎 小二善 黃煦朗

華文藝術節全球青少年才藝大賽

普通話朗誦（中小散文組）

華文藝術節全球

青少年才藝大賽

委員會

金獎 小三正 臧芷晗

2016年度香港校際

普通話朗誦比賽

中國香港普通話

傳藝學會
冠軍 小三正 臧芷晗

第二十五屆GAPSK全港普通話

朗誦比賽（散文獨誦） 港澳地區中小學

普通話水平考試

委會員

冠軍 小三正 臧芷晗

第二十五屆GAPSK全港普通話

朗誦比賽

冠軍

（小小朗誦王）
小三正 臧芷晗

第二十六屆GAPSK普通話朗誦比賽 亞軍 小一愛 陳浚滔

第十九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

演講比賽2017（初賽）

新市鎮

文化教育協會

優異星 小六正 梁卓言

第十九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

演講比賽2017（初賽）
優異星 小六誠 黃海瑤

第十九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

演講比賽2017（初賽）
優異星 小三正 臧芷晗

第十九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

演講比賽2017（複賽）
金獎 小六誠 黃海瑤

第十九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

演講比賽2017（總決賽）
全港總亞軍 小六誠 黃海瑤

其他比賽

參加全港演講比賽，滿載而歸

中文集誦隊取得優秀的成績

我是小小朗誦王

我是小小演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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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joy a variety of fun-filled 
activities during lunchtime

   A diverse range of English lunchtime activities 
have been organized this year. Students of all levels are 
welcomed to participate in any activities including football, 
table tennis, board games, storytelling, cartoon viewing 
and djembe drums with our native English teachers during 
the week. These activities have created an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to use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language and 
engage in fun and interesting tasks outside the classrooms. It 
i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communicate ideas in 
English and have more interaction with the English teachers. 

Having a match with Mr. Cooper! I'm ready to score a goal for my team!

Playing board games is real fun!

We can't wait for another exciting story!

Learning what a djembe drum is
It's our turn now!

Watching a demon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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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re you learn, 
the more new places you go

  This year, the English department has focused on venturing out and providing students with 
opportunities to try new things that will stimulate and test their language skills. 

Performing Arts and Media
  Performing Arts and Media is a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that focuses on providing students 
with chances to experience a variety of the arts, including speech delivery, conducting interviews, 
doing magic, photography, and writing and performing comedies. The skills are not taught or 
practised in class, but applied at two school events: the annual Swimming Gala and Sports 
Day. Students conducted live impromptu interviews and photographed the events.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comment on each other’s work, as well as their own in a safe environment, 
developing a critical and an open mind for art appreciation.

The Hong Kong Budding Poets Award
  Aiming at equipping our gifted students with the skills 
and techniques in poem writing, a workshop was organized 
in February, 2017. Students completed their first draft and 
received feedbacks before getting their final submission 
done. Our young poets did an outstanding job, and their 
creative poems were sent to join “The Hong Kong Budding 
Poets (English) Award” which is organized by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Gifted Education. Finally, Yiu Jie Lin of 6F won the Poet of the School Award. 

4F Soph ie  Tseng prac t i ses  her 
interviewing skills

6B Harry Cheung interviews a winner 
at Sports Day

Students are performing a sketch 
comedy

Yiu Jie Lin (6F)
My loving hamster’s called Heather

It’s a present from my mother.
Her fur is white like snow

Running with short legs and tiny toes.
She plays in the exercise wheel

Every time she’s had a meal.
She likes sleeping near the wall

Curling herself into a ball.
I share with her my happiness and joy,
Then she plays merrily as a crazy boy.

Whenever I’ve bad times and not feeling smart,
She’s lotion soothing my barren heart.

One day my hamster ran away
And disappeared for two days

We searched and found her in a pot
Not knowing I’d missed her a lot.

One day we’ll have to part
But Heather will always have a place within my heart.

My Pet Hamster
Kwong Wang Chit (5A)

Friendship is like a blooming iris, 
Which blossoms forever,

Friendship is like an evergreen tree, 
Which will never wither.

True friends are always there to seek, 
They will help when you’re weak.

True friends are the most precious gift, 
They will give you a tremendous lift.

True friends won’t leave you,
No matter what you do.

True friends can never be sold, 
Though bondage is neither told.

Till the end, friends are those on whom you depend.

Friendship

Students are very at tent ive in the 
workshop which teaches them the skills 
and techniques to write good po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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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Battle of the Books
  To expose our book lovers to a variety of quality literature and 
to promote a reading culture, talented students have joined a reading 
incentive programme – Hong Kong Battle of the Books. They worked as 
a team and competed against strong opponents from various schools.
  After preparing intensively for eight months, our students built 
teamwork skills and gained abundant knowledge of the recommended 
literature. They revelled in reading and the competition brought them 
a rewarding climax to the year of reading.

Our vigorous BoB Team

See how serious we are The exciting moment in the competition

Awards

Hong Kong Primary School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2016-2017

Class Name Competition Category Place
2B Hui Tsz Kai Carlton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2nd

2C Yeung Tsz Sum Katilyn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2nd

2C Chan Tsz Chun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3rd

2E Lau Yik Yin Marcus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1st

2H Chan Chun Chun
Solo Verse Speaking-Open 
Ages 5 to 7-Boys and Girls

1st

3B Kwok Bernice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2nd

3D Shek Yau Kan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1st 
4B Lo Tsun Yin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1st

4B Tsang Lok Ching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3rd

4C Yung Tsz Kiu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2nd

4E Ho Darren Chun Hei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3rd

4E Ho Chung Yan Hannah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3rd

4H Lee To Sang Damon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3rd

5C Chu Chin Wai Eternity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3rd

6A Lo Hei Yiu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1st

6B Yiu Alvina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2nd

6E
Cheng Kwan Hei 

Graham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3rd

The 68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Competition Category Award 
Choral Speaking 

(Primary 1-3 Girls)
First Runner-up

Inter-School Scrabble 
Championship 2017 
(Primary Category)

Place
The Silver Cup – 2nd runner up

Hong Kong Budding Poets 
(English) Award

Class Name Award

6F Yiu Jie Lin
The Poet of the School 

Award 

Class Name Award

3H Yip Ho Ching
Most Creative Writing (Merit) 

Junior Primary Division

4A Chan Tsz Yin 
Best Writer (Merit) 

Senior Primary Division

4E Leung Ernest Wing Ho
Best Writer (Merit) 

Senior Primary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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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週及校內數學比賽

答中的幸運兒得到禮
物一份，真開心！

這個遊戲怎麼玩？讓我
們先看看遊戲規則吧！

我們認認真真在玩攤位遊戲呢！

我也是「數學大發
現」的得獎者！

速算比賽進行中，看我
們多專注呢！

時間快到了，我們要
加快速度！

男子冠軍 男子亞軍 女子冠軍

小一 小一愛 程   朗 小一真 周敬謙 小一真 羅懿昕

小二 小二誠 羅浩林 小二光 何   臻 小二正 陳籽怡

小一、小二波子棋比賽

低年級的波子棋比賽十分激烈，加油！

數學週
  為了提高學生對數學的興趣，學校於本年度五月舉行了為期一星期的數學週，活動內容豐富，

包括「數學大發現」、「課堂活動」和「午間攤位」，透過輕鬆的活動和遊戲，寓學習於娛樂。在

這一星期當中，我們發現學生都積極參與，而且愛思考，愛發問，可見他們都玩得樂在其中。

校內數學比賽
  本年度的校內數學比賽包括棋藝比賽、迷宮設計比賽和棋盤設計比賽。

「數學大發現」
  每天的早禱時段，都會公佈當日「數學大發現」

的問題，參加的同學只需將答案填在紙上，並將答題

紙投入操場的收集箱內便可。老師於每天抽出兩位答

中的幸運同學，他們將得到神秘禮物一份。

「課堂活動」
  本 年 度 數 學 週 課 堂 活 動 的 主 題 是 「 速

算」，不同年級的學生會學習不同的速算技

巧，讓學生增加數字感，以提昇計算的速度。

部份年級還於課堂中配合速算遊戲，以增加學

習的趣味。每班亦於課堂中舉辦速算比賽，成

績傑出的學生亦會得到禮物一份，以作獎勵。

「午間攤位」
  數學週期間於操場舉辦了一連

兩天的攤位遊戲，同學反應熱烈，

非常積極，大家都滿載而歸。

棋藝比賽
  低年級和高年級的比賽項目分別為波子棋和象棋。以

下的同學在經過激烈的對戰後，突圍而出，取得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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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宮設計比賽及棋盤設計比賽
  小一同學參與了迷宮設計比賽，就讓我們欣賞以下同學的佳作！

男子冠軍 男子亞軍 女子冠軍

小三 小三善 吳諾行 小三真 利   樂 小三正 劉以祈

小四 小四真 馮曉揚 小四正 陳亭光 小四信 卓瑞妍

小五 小五望 黎竣皓 小五愛 陳子顥 小五善 邢樂思

小六 小六善 黃朗威 小六正 陳柏羲 小六愛 張天穎

小三至小六象棋比賽

象棋比賽正在進行中，看我們下得多認真!

季軍 三真 謝凱晴 優異獎 三望 陳鎧彤

冠軍 一望 區雅婷 亞軍 一正 彭湛淳 季軍 一信 謝君誠

優異獎 一信 梁樂天 優異獎 一真 譚浠然

冠軍 三望 區雅媛 優異獎 三真 潘煦芊亞軍 三真 何卓諾

  小三同學參與了棋盤設計比賽，就讓我們欣賞以下同學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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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國際聯校
學科評估及比賽（ICAS）

校外數學比賽

  本校有四百零九名小三至小六

學生參加由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教

育 評 估 中 心 主 辦 的 數 學 評 估 及 比

賽。小五誠班黃浩恩成功取得小五

組別最高分數，獲取佳績。其他成

績如下︰

Medal（全港同組成績最高分數） 1人

High Distinction（全港成績最好的1%參賽者） 24人

Distinction（其後成績最好的10%參賽者） 96人

Credit（其後成績最好的15%參賽者） 135人

Medal 小五誠 黃浩恩

High Distinction

小三組︰小三信 嚴顥天 小三善 鍾獻華 小三善 鍾家傑 小三善 倪子桉 小三善 楊芷喬

    小三真 吳梓揚 小三誠 劉博研 小三誠 倫戩宏 小三誠 王嘉進

小四組︰小四愛 黃漢傑 小四正 盧珮詩 小四真 葉靈鋒

小五組︰小五信 劉達承 小五望 黃 進 小五正 林毅泓 小五正 麥禮謙 小五真 陳善樂

    小五誠 黃浩恩

小六組︰小六信 潘子皓 小六望 鄧芷朗 小六愛 吳芷薇 小六光 蘇羽年 小六善 黃凱翔

    小六誠 毛湤雅

  培正同學一向熱愛數學，並且勇於挑戰，本年度同學們

踴躍參加了很多不同的數學比賽，經過老師的訓練，同學的

努力，當中有不少比賽都能獲得佳績，實在可喜可賀。

  本年度派出四位小六精英，黃梓桓（六信）、黃延彰

（六愛）、高兆廷（六正）和湯訢陶（六誠），參加余振強

紀念盃—九龍城區小學數學比賽 ，並勇奪團體亞軍。

  三位小五同學楊栢喬（五光）、范皓僑（五光）、陳善樂（五

真），聯同小六同學梁曜鏗（六光）代表本校出戰第十二屆香港數

學創意解難比賽（小學組）比賽，四位同學合作無間，最後於初賽

獲得金獎。

四位小六同學代表本校出戰余振強
紀念盃—九龍城區小學數學比賽

同學們能勇奪團體亞軍都
表現興奮！

同學們準備就緒，
充滿信心

比賽快開始了，心情好緊張

順利完成，我們都盡了全力 真開心！我們能夠
勇奪得金獎

四位同學同心合力，希望能創出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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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派出小四至小六的同學參加第三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經過激烈

的初賽後，有八位同學奪得個人獎項，而小五組更成功進入決賽。

  小五組的同學經過訓練後，再次出戰第三

屆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的決賽。最後，憑着同

學的努力，本校成功於決賽勇奪團體的全港第

十名，當中陳善樂（五真）同學更奪得個人獎

的全港第十名。

  本年度數學科於課外活動新增圍棋班，其

中有六位同學首次代表本校參加第九屆聯校圍

棋比賽，當中有兩位同學獲得冠軍和兩位同學

獲得亞軍，成績不俗。

  本校派出小二同學代表學校參加 2016-17 
National Math Bee香港區數學大賽，三位小

二同學年紀小小，但勇氣可嘉，於比賽全力以

赴，最後於決賽奪得冠軍。

  除此之外，本校還參加了以下的校外數學比賽，並獲得優異成績。

小四至小六的參賽同學精
神奕奕，希望能為學校爭
取好成績

小五組林子皓（五望）、
陳善樂（五真）、蔡浩朗
（ 五 真 ） 和 陳 紹 亨 （ 五
誠）於初賽奪得團體賽亞
軍和個人賽的金銀銅獎，
並成功進入決賽

小 四 組 姚 俊 亨 （ 四
光 ） 和 潘 珏 文 （ 四
光）分別於初賽獲得
個人賽金獎及銅獎

小六組周溰晉（六
真）、湯訢陶（六
誠）和黃延彰（六
愛）亦於初賽獲得
個人賽銀 及銅獎

小五組的同
學 表 現 出
色，繼續加
油，下年度
再挑戰

黃志軒（二誠）和黃
正濤（四光）獲得冠
軍，趙倩晞（一光）
和陳知仁（一正）獲
得亞軍。恭喜所有得
獎的同學，你們的練
習和付出很值得欣賞

何曼筠（二愛）、黃煦朗（二
善） 和李文謙（二正） 首次組
隊就能創佳績，十分令人鼓舞

班別 姓名 活動名稱 項目 獎項

小二望 張傑名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個人賽 一等獎

香港培正小學 華夏盃 團體賽 殿軍

小五望 黃 進 2017年世界數學測試精英邀請賽 個人賽 金獎

小六信 潘子皓

016年秋季世界數學測試 個人賽

雙優

小六望 鄧芷朗 雙優

小五望 黃 進 雙優

小五真 蔣學鏗

第十二屆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九龍城區） 團體賽 殿軍

小五誠 黃寶萱

小五誠 葉浩林

小六信 羅希堯

小六望 姚樂晴

小六光 梁曜鏗

小六光 蘇羽年

小六誠 歐曉諾

小六誠 毛湤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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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各項科創比賽
  本年度同學參加了不少科創比賽，包括香港國際學生創新發明大賽、香港科學青苗獎、常識百

搭、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科學思維競賽、綠色建築全港學生比賽、滑翔水火箭比賽、水底機

械人大賽及全港MBOT機械人挑戰賽等，以下是其中一些作品介紹。

香港國際學生創新發明大賽
  可能大家都有忘記帶鑰匙、電話、錢包等

經驗，離家遠矣才驚覺它們遺留在家中，其苦

惱不安的感覺，難以言喻。黎韋樂、崔曉峰及

徐君陶同學在閉合電路中巧妙地應用響鬧裝

置，製作了「勿忘鑰匙器」，當外出時忘記 

帶鑰匙，響鬧裝置便會發出聲響，提醒大家。

  是次比賽有超過二百支隊伍參加，在決賽

中更有機會與亞洲其他小學勁旅較量，結果我

校參賽隊伍獲得一金一銀兩銅及全場最高分獎

盃一座，在此恭喜所有得獎的小發明家。

常識百搭
  由香港教育大學主辦的常識百搭比賽每年都吸引過百間學校參加。比賽前，我們幾位同學便熱

切地向電視節目「學是學非」的物理學家湯兆昇博士討論研究題目，得着甚豐。蔡卓熙、黃進、嚴

子信、彭敬朗及鄧熙同學研究的是以甚麼環保物料及方法能有效製冷，達到減排節能的效果。雖然

製冷效果與現時的變頻冷氣仍有一大段距離，但期望今天小朋友踏出的一小步，能成為他們對科創

熱忱向前的一大步。

小發明能催促賴床同學準時起床

摩擦力研究

在科學展覽中觀摩學習

勿忘鑰匙器是
失魂魚的恩物

取得全場最高分獎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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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學青苗獎
  因着近年多宗工業意外的發生，蔡湧信、朱政昊、黃浩恩及蔡卓熙同學研究在建築斜棚上加上

甚麼物料，能有效減低瓦礫誤跌棚外的機會。同學們在斜棚上鋪上泥膠、汽球、海綿等物料；又用

綠豆、曲別針及牙籤等模擬瓦礫，傾倒在用筷子搭建的竹棚外，進行實驗。結果發現在斜棚上鋪上

帶有黏性及坑紋的泥膠最能減低意外發生。

全港MBOT機械人挑戰賽
  詹家齊、郭思言及黎寶熙在賽事中設計電腦程式，驅使MBOT機械人循線而行，並且以最快速

度完成路程。當中需要不斷調較馬達速度以控制轉向的精準，過程中充分體現STEM的精神，最後

他們同心合力下，奪得一等獎。

同學很高興得到湯博士指導

研究建築斜棚的安全性 詳盡解釋研究發現

全港MBOT機械人比賽

自製環保冷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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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課程

班際常識問答比賽

  本年學校添置了一部3D打印機，小五同學首先以電腦軟

件設計個人化，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鎖匙扣，再把格式轉換為

STL檔後，便可傳輸打印機製作了。能把設計由平面擴展至立

體創作，同學要兼顧的變數複雜了，同時也提昇了他們對三維

空間概念的掌握。當手中拿起自己創作出來的作品時，同學們

都顯得十分雀躍。

  一年一度的班際常識問答比賽在五月舉行，小五及小六的參賽同學摩拳擦掌等待比賽開始。在

搶答環節中，比賽場地瀰漫緊張氣氛，如箭在弦，戰事一觸即發。同學們受到高濃度的腎上腺素影

響，一邊屏息靜氣聽清楚問題，一邊按着搶答器，個個虎視眈眈，只要問題的關鍵字眼甫一出現，

搶答器的嗶嗶聲便響個不停。學生答題時有的神態自若，從容不迫；有的勝券在握，胸有成竹；也

有少數方寸大亂，答非所問。經過一番龍爭虎鬥，小五真及小六望都以超過二百分的佳績奪魁。期

望所有同學都能透過參賽或觀戰，在時事及常識上增長知識。

用軟件設計後便打印作品
3 D 打印出獨一無
二的鎖匙扣名牌

期待着自己第
一個3D作品

成功搶答，再加20分！

艱深的題目也難不到同學，值得鼓掌

緊張過後，才面露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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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揚悅耳的哈利波特組曲，有讓
你感覺置身於魔法世界中嗎？

音樂週

學校音樂創藝展
  本校創藝小組參與由教育局舉辦的「學校

音樂創藝展」。同學們從構思、初演以至到大

舞台的真正演出，都盡情地發揮了他們的創作

意念。初賽於十一月初舉行。經過多個月的努

力練習，創藝小組順利由初賽晉身決賽。決賽

於一月廿四日舉行，參賽主題是「奇妙的呼

聲」，同學表現出色，不負眾望，勇奪最佳意

念獎金獎及最佳音樂獎銀獎。

  本年度音樂週以「電影金曲巡禮」為主題，於四月廿四日至廿八

日舉行，讓同學欣賞及認識電影中的歌曲與配樂，了解音樂在電影中

的重要作用。活動一連五天在音樂課、中午時段進行，節目包括即興

創作音樂SHOW、金曲點唱站、師生表演會及紅藍藝坊。

  即興創作音樂SHOW中，老師與觀眾以互動形式進行，同學化

身為配樂師，在攤位中挑選不同的電影金曲及音樂元素，如速度、調

性及樂器等，台上的小演奏家便即場演繹。透過活動，讓學生從中感

受到即使同一首歌曲，但當配上不同的音樂元素時，便會產生不同的

情感及氣氛。
同學挑選喜愛的歌曲及音樂元素

小演奏家即場演繹，
非常專業！

一群可愛的波兒又唱又跳，十分可愛

創藝小組首次奪金，可喜可賀！

同 學 精 湛 的 演
出 ， 讓 觀 眾 留 下
深刻的印象

以 廚 具 作 為 音 樂 的 一 部
份，創意十足

同學之間、師生之間建立的連繫和合作，以及成就的藝術作品
與成果，正是畢生難忘的學習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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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校外比賽
  學校積極推動音樂並鼓勵學生

參與音樂活動及比賽，目的是建立

同學的演奏技巧，自信心及團隊精

神。本年度各音樂團隊積極參與不

同音樂比賽，各團隊表現投入，於

各項比賽中均獲得佳績。

比賽結果如下：

音樂比賽名稱 獎項 音樂團隊 主辦機構

2016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管樂團 銀獎 管樂團A團 音樂事務處

2016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弦樂團 銀獎 弦樂團A團 音樂事務處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外文歌曲男子組

第三名 合唱團D團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聖樂組 第三名 合唱團B團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2017  中樂團 金獎 中樂團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2017  
小學合唱初級組

金獎 合唱團A團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2017  
小學合唱高級組

金獎 合唱團C團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2017  
手鐘及手鈴組

金獎 手鐘隊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聯校音樂大賽2017  弦樂團 金獎 弦樂團A團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香港國際手鈴奧林匹克大賽2017  
手鐘初級組

銀獎 手鐘隊
亞洲國際手鈴協會

（香港）

音樂盛演  學校聯演
最受現場觀眾歡迎
獎及成績優良獎

弦樂團B團 音樂事務處

中樂團的努力
和進步，與日
俱增，成績有
目共睹

手 鐘 隊 首 次 比 賽 便 勇 奪 金
獎，成績令人眼前一亮

弦樂團進行最後一次的總綵排

合唱團A團團員聲線甜美，聽得觀眾如痴如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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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操

體育科校內及校外活動及比賽
培正小學烏溪沙體育訓練營
  聖誕假期間，四十多位香港培正小學的田徑和籃球隊精英，到烏溪沙

青年新村集訓，備戰二月份全港賽與九龍東學界比賽。學生除了每天晨操

和日常訓練以外，更藉此學習同學相處和培養自理能力。籃球隊更越級挑

戰，分別與真道中學丙組、小學校隊打了三場友誼賽，獲益良多。田徑隊

同學亦到場打氣支持，紅藍兒女上下一心，場面熱鬧。

台灣籃球訓練團
  二十四位籃球隊員，於復活節假期間，到台灣進行了五日四夜集訓，

備戰全港賽。同學們到了SBL著名職業球隊富邦勇士及裕隆球隊的訓練場練

習，更有幸得到顏行書及林建平教練指導，獲益良多。另外，他們亦有機

會與台灣兩間小學（興隆國小及安坑國小）進行友誼賽，親身體驗台灣籃

球隊員的速度和對抗性。訓練之餘，同學們亦到訪台北不同地方參觀並一

嚐台灣之美食，例如101籃球場、鳳梨酥製造工場與士林夜市，整個行程同

學們互相合作，就連當地的領隊及導遊都忍不着讚賞培正學生的表現呢！

開餐喇

用心聆聽老師教導

休息時間

到達台灣

努力練習

準備友誼賽

遊覽三井購物中心

與林建平教練合照

遊覽西門町

謝謝顏行書教練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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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林高手
  小三真班許梓晴與愛班葉宇軒同學，

分別參加了四次大型舞蹈比賽（分別為二

零一六年三月的Samsung 第五十九屆體

育節  體育舞蹈新星賽、五月的香港校

際體育舞蹈公開賽、八月的體舞達人體育

舞蹈錦標賽以及九月的聯合體育舞蹈錦標

賽），計算成績後，成為香港體育舞蹈大

獎賽  標準舞單項（探戈）總冠軍！他

們亦在去年三月贏得第十二屆香港校際體

育舞蹈錦標賽的季軍，實在可喜可賀！

羽毛球隊	創學界最高成績
中銀學界羽毛球錦標賽
  羽毛球隊為備戰五月份九東校際賽，在復活節參加

了中銀學界羽毛球錦標賽。男子隊於比賽先拔頭籌，在

小組賽未失一局之下連勝三場。其後，「硬撼」去年九

東季軍隊伍，在同學力戰之下惜負2:3。雖然未能再晉

一級，但面對高水平球隊下，球員們已作超水準演出，

實在值得嘉許！在九東羽毛球學界賽方面，女子組在小

組賽中勢如破竹，在未失一局之下首名出線。最後在淘

汰賽中打進八強，創培正小學於學界中的最高成績！同

學在勁旅雲集之下仍然取得優異成績，值得嘉許！

比賽進行中

合作無間

中銀賽獨有的雙打比賽

賽前準備

大合照

賽前熱身

準備發球

女子隊闖入八強！

預備致命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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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華小學籃球邀請賽

廠商會小學籃球邀請賽

小學男子籃球隊創歷史	勇奪九龍東校際賽與全港賽冠軍
  小學男子籃球隊，由去年五月起開始訓練，隊員們堅持每天晨操、日常練

習，並在假期間參加不同邀請賽、友誼賽、到台灣集訓。最後，紅藍兒女不負

眾望，成功創小學男子籃球隊歷史，勇奪九龍東校際賽與全港賽冠軍。胡承天

獲選九龍東校際賽最有價值球員，吳家佑更獲選九龍東校際賽和全港賽

最有價值球員，兩位同學並同時入選本年度小學籃球埠際代表，代

表香港隊到澳門比賽，為校增光。

重要賽事成績： 
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籃球賽 冠軍（最有價值球員：吳家佑、胡承天）

全港小學區際籃球賽 冠軍（最有價值球員：吳家佑）

顏寶玲書院小學籃球邀請賽 冠軍（最有價值球員：胡承天）

C2 Sports 國際籃球邀請賽 亞軍

廠商會小學籃球邀請賽 銀盃組 冠軍

英華小學籃球邀請賽 亞軍

漢華盃小學籃球邀請賽 冠軍（最有價值球員：劉子睿）

油尖旺區議會三人籃球賽 一冠一亞

謝謝家長、老師們到場支持

用心聆聽戰術部署

球隊指揮官

謝謝校長鼓勵

超級打氣團

油尖旺區議會三人籃球賽

到香港國際學校友誼賽

上啊

全港賽冠軍

切入分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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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老師和教練的教導

體操孖寶	 勇奪全港校際體操賽	 個人全能冠軍
  小五愛班李翊民同學與小四真班李翊弘同學，在全港校際體操

比賽決賽日與全港小學體操精英競技，結果兄弟二人發揮水準表

現，脫穎而出。此外，體操隊女子新秀組亦在奪得亞軍！小二善班

黃悅嘉同學個人奪得全港校際體操比賽自由體操項目第三名！

第一屆校際網球奧林匹克比賽
  香港培正小學網球隊於三月十七日參

加了由香港網球及高爾夫球學院舉辦的

第一屆校際網球奧林匹克比賽，比賽項目

包括體能測試、網球技巧測試，要求水平

相當高。同學們在各個測試項目中表現卓

越，最後獲得了小學組亞軍。

九龍東校際乒乓賽複賽	 戰況匯報
  香港培正小學男子甲組與女子乙組出戰九龍

東校際乒乓賽複賽，男子甲組在十六強奮戰近一

小時，終在勇戰下以1:3出局，而女子乙組則在

八強止步，能夠獲得校際優異成績，雖敗猶榮。

籃球女將
  女子籃球隊在九龍東校際賽

中，以小組首名出線，並在淘汰賽

中再下一城，最後成功打入八強，

獲得校際優異成績。此外，她們亦

在九龍塘學校籃球邀請賽中，奪得

女子組季軍。女同學們都非常開

心，見證由九月到現在的付出。

李翊民同學（小學男子高級組）

1.個人全能冠軍

2.跳馬冠軍

3.雙槓冠軍

4.單槓亞軍

得獎一刻
大豐收

家長到場支持

比賽後大合照

謝謝大會的邀請

女子乙組大合照

九龍塘學校籃球邀請賽

中場休息，補充體力

無人能阻

嚴密防守

李翊弘同學（小學男子初級組）

1.個人全能冠軍

2.自由體操冠軍

3.單槓冠軍

4.跳馬殿軍

家長到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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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小學田徑隊	 首位全港賽冠軍誕生
  本年度是歷年來最多培正小學同學入選九龍東區田徑全港賽代表。

隊員們在九龍東區校際賽大豐收後，仍堅持每天晨操、放學練習，積極

備戰全港賽，最終亦不負眾望，取得驕人成績，同學們非常開心。小六

信班譚栢浩同學於男甲二百米中勇奪冠軍，成為香港培正小學田徑史

上第一位全港賽冠軍！此外，小六信李昇海同學亦於男甲鉛球中勇奪

銅牌。此外，田徑隊亦分別參加了「飛達兒童田徑聯賽第二站」和「第

十四屆飛達新星少年田徑錦標賽」，最後隊員於比賽中取得佳績，期待

培小田徑隊明年再創高峰！

男甲 200米 冠軍 小六信 譚栢浩 男甲 鉛球 季軍 小六信 李昇海

男乙 60米 第五名 小五誠 鍾天佑 女甲 跳高 第七名 小五正 屈凱澄

女乙 60米 第六名 小五誠 王睿芊 女乙 100米 第五名 小五信 郭倚祈

九東男甲 團體第四 九東男乙 團體第四 九東女乙 團體第四

男子06年 60米 冠軍 小五誠 鍾天佑 男子06年 100米 冠軍 小五誠 鍾天佑

男子06年 200米 冠軍 小五誠 鍾天佑 男子06年 全場總冠軍 小五誠 鍾天佑

男子07年 200米 殿軍 小四正 周殷摯 女子05年 200米 季軍 小五正 屈凱澄

女子05年 800米 冠軍 小六愛 蔡承殷 女子05年 跳遠 冠軍 小六正 梁諾晴

女子06年 60米 亞軍 小五誠 王睿芊 女子06年 100米 亞軍 小五誠 王睿芊

女子06年 100米 殿軍 小五信 郭倚祈 女子07年 800米 殿軍 小四光 金靖欣

女子07年 擲壘球 冠軍 小四善 梁善知 女子08年 跳遠 殿軍 小三信 郭思妤

男子06年 4x100米接力 季軍 男子07年 4x100米接力 季軍

女子06年 4x100米接力 亞軍 女子07年 4x100米接力 季軍

男子05年 800米 亞軍 小六望 蔡昊朗 男子06年 100米 季軍 小五誠 鍾天佑

男子06年 200米 季軍 小五誠 鍾天佑 男子08年 跳遠 冠軍 小三信 鄧安傑

男子07年 4x100米接力 季軍 女子05年 800米 殿軍 小六愛 鄧安穎

女子05年 跳高 季軍 小五正 屈凱澄 女子05年 跳遠 季軍 小六正 梁諾晴

女子05年 擲壘球 冠軍 小六誠 容心玥 女子06年 100米 季軍 小五誠 王睿芊

女子06年 跳高 季軍 小五正 關曉瑩 女子07年 800米 冠軍 小四真 張憬童

女子07年 800米 季軍 小四真 李彥欣 女子08年 60米 殿軍 小三光 李歷恩

女子09年 60米欄 季軍 小二善 吳芓樂 女子09年 跳遠 殿軍 小二善 吳芓樂

全港賽成績

「飛達兒童田徑聯賽第二站」成績

「第十四屆飛達新星少年田徑錦標賽」成績

男甲200米全港冠軍

田徑明日新星

男甲九東代表

隊員們興奮慶祝

女子06年接力亞軍

男子06年全場總冠軍
女子四年級代表

培正跳高雙妹嘜

培正「長氣袋」
蔡昊朗

姊弟兵雙雙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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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17
  花式跳繩隊於五月六日參加了由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主辦

的「全港分區小學跳繩比賽2017」，是次比賽雲集了九龍東區

多間學校參與，最後同學們憑着出色的發揮，取得

佳績！

男子排球隊	 勇奪九龍東區校際賽殿軍
  男子排球隊出戰九東校際賽，雖在小組賽以次名晉身複賽，但憑着隊員的決心、家長的支持，

終在複賽成功晉級八強。及後，球員們更越戰越勇，透過穩定發球和高度的合作性，最終奪得殿

軍。女子組亦成功出線，惜於複賽止步，期望男、女子排球隊來年再接再厲，再創佳績！

項目 班別 姓名 名次

後單車步

二正 駱綽寧 季軍

四光 黃天朗 殿軍

一真 黃 栩 殿軍

二重跳
三光 李歷恩 季軍

三真 利 樂 殿軍

交叉開跳 二望 黃希陶 亞軍

後交叉開跳
二誠 陳懿文 冠軍

四真 何梓禧 殿軍

側擺交叉跳 六光 楊凱晴 殿軍

後側擺開跳
三光 蔡恩予 冠軍

二真 關知華 亞軍

側擺開跳 一信 詹家愉 冠軍

後側擺開跳

三光 鄧寶琪 季軍

三光 蔡恩予 殿軍

二愛 嚴楚蕎 殿軍

跨下二式

三真 利 樂 冠軍

四光 盧曉渝 亞軍

三光 李歷恩 亞軍

二光 李心菲 殿軍

四真 何梓禧 殿軍

初級組男子大繩
三真
二望
一真

利 樂
黃希陶
黃 栩

季軍

陳懿文同學勇奪冠軍

我得獎啦！

Yeah!大豐收

小一同學都取得佳績

一人獨取兩個獎項

我要跳得更快！

明年繼續努力

培正加油

本年度男女子排球隊全員

一切準備就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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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短池分齡游泳錦標賽2016-17
  香港培正小學泳隊飛魚王子李昇海及馮奧思，於「香港短池分齡游泳錦標賽2016-17」獲取佳

績。李昇海在參賽的七個項目中均打入三甲；而馮奧思亦取得一金一銅的佳績。能夠在此高水平賽

事中取得三甲，兩位同學都十分滿意。

恩社、悅社	班際比賽報導
  班際排球賽於五月正式開鑼，比賽於K座5樓體育館進行，吸引大

批同學到場觀賽，場面熱鬧。各班參賽隊伍施展渾身解數，帶來了一場

又一場的精采比賽。經過一輪激烈比賽後，小六光奪得班際排球冠軍。

小五恩社班際籃球賽
  五月十一日及五月十二日舉行了小五恩社班際籃球賽，

各班都派出了班內的運動健將參加比賽。在一輪激烈的初賽

後，男子組由愛班、誠班、善班及真班脫穎而出打入決賽，而

女子組則由望班、光班、正班及誠班打進決賽。決賽特意安排

於午息時間進行，並在社長致辭後開始，在支持者的吶喊助威

下，場面非常熱鬧，各班代表全力以赴，為班爭取最好的名

次。最後由小五愛（男子）和小五誠（女子）成功奪冠。

小六信 李昇海（男子 11-12歲組別）

4×50米 自由式接力 金牌 4×50米 四式接力 金牌

100米 個人四式 銀牌 50米 蝶式 銀牌

50米 背泳 銀牌 100米 自由式 銅牌

50米 自由式 銅牌

小五正 馮奧思（男子 10歲或以下組別）

50米蛙式金牌 50米自由式銅牌 50米背泳第6名

謝謝教練的指導

電視亦有直播賽事呢 飛魚 李昇海

球來球往

小 六 班 際 排 球
賽冠軍 六光

班 主 任 到 場 支
持比賽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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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雙年展

視藝科校外活動

  香港培正小學視覺藝術科雙年展已經順利完成，活動

中展出學生於課堂上創作的不同類型作品，當中包括繪

畫、版畫、雕塑、陶塑、混合媒介和數碼繪畫等等。是次

展覽更特別加入教師及校友作品展，同學們非常喜歡老師

的自畫像，而三位於藝術界有傑出表現的校友辛朝殷、潘

振業及吳嘉琪的作品不但令會場生色不少，而且令同學目

不暇給。此外，同學亦能於午間參與攤位遊戲，進行有趣

的藝術創作，為校園生活增添樂趣。

參觀平面作品 校友作品及同學作品共同展出 老師自畫像

用告示貼宣傳雙年展，由創意
藝術組同學創作

同學們即場繪畫，參與展出 攤位遊戲，自制匙扣攤位遊戲，版畫、扭氣球、面部彩繪

香港青年藝術協會城市閘誌
  我校的小五、六年級同學參與了由香港青年藝術協

會主辦的「城市閘誌」創作活動，同學們搜集不同人士

的職業作參考資料，利用瓦通紙進行浮雕創作，完成

的作品栩栩如生。作品於五月廿四日至六月十四日於灣

仔動漫基地展出。詳情可參閱香港青年藝術協會www.
hkyaf.com

鄧安穎同學以
校長作主題我們與作品的大合照

浮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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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週
  一月十六至二十日是福音週，本年主題是

「蟲‧新造人」。主題金句：「若有人在基督

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林後五：17）」為鼓勵學生積極參加福音週活動，

老師設計了一張正面印有毛毛蟲及主題金句；背面印有

五色福音內容的書簽送給學生，凡參與午間活動的同

學，老師會在同學的書簽貼上一個顏色貼紙，儲齊五

色，可獲手指布偶作紀念。學生可透過午間布偶劇、午

間福音藝坊、氣球佈道及早禱信息，明白我們都是罪

人，但主耶穌可以改變生命，我們可由醜陋的毛毛蟲蛻

變成美麗的蝴蝶。此外，我們邀請了香港福音武術事工

於集會堂分享信息，透過不同的武術表現，具體表達基

督十字架的愛。是次決志回應結果：共304人決志相信

耶穌；682人已是基督徒，並已有固定教會；518人已

是基督徒，但沒有返教會；214人未相信耶穌，但願意

認識耶穌更多；176人想參加恩典浸信會的聚會。

同學取得貼紙的喜悅

香港福音武術事工在
集會堂分享信息

吳靖晴及李泳澄兩
位司儀向同學介紹
午間布偶劇的內容

送給同學的毛毛蟲活
動卡及手指布偶

午間布偶劇幕前幕後的工作人員

張卓健先生利用氣
球向同學傳講福音

堂校合作
  本校堂校合作教會「恩典浸信會」一直與培小學生在信仰路

上同行，關心他們的成長，也為福音週及畢業福音營決志的學生

做栽培工作，教導學生讀經、祈禱、敬拜及返教會崇拜這些基本

但重要的觀念，鞏固他們初信主的根基。在家長事工方面，培正

小學及恩典浸信會於本年十月正式成立「培恩天地」，透過舉辦講座、研習坊及小組活動等支援家

長，並彼此建立緊密合作的支持網絡。二月至五月份「培恩天地」共舉辦了三次家長講座，包括二

月十五日廖婉儀女士（心理及家庭輔導社工）主講的「有效的管與教」。四月廿六日，由陳嘉欣姑

娘（香港培正小學駐校社工）主講「『家培』正能量」，陳姑娘透過短講、討論及短片，與家長分

享如何提昇孩子正面的情緒。五月十月舉辦了福音見證分享會，分享見證的嘉賓是影音使團的蔣慧

瑜小姐，盼望家長都能得到最大的福氣。

恩典浸信會同工協助悅社畢業福音營，會後與老師來個大合照

同心為悅社畢業福音營中決志
的同學禱告

家長在「培恩
天地」講座中
分 享 「 管 與
教」的經驗

廖婉儀女士在「培恩天地」跟
家長分享「有效的管與教」

小學記要 基督教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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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廿九日是全體教職員退修日，當天邀請了校友英汝興校長主

講「老師不可不知的法律知識」。茶點及小休後，由李永威老師分享

「如何從科學角度向學生傳福音」，接着卓頌賢及譚靖霖兩位校友

老師分享「我在培正的歲月」，再由郝懷恩老師分享「我加入了培

正大家庭」的感受，最後由江耀龍牧師為退修會作總結。

復活節崇拜

教職員退修日

教職工團契
  每月一次的教職員團契，讓老師透過唱詩、分享

和祈禱，互相支持及鼓勵。本年度老師團契以「同

心同行」為題，而五月份是本年度最後一次教職員團

契，主題是「同感恩」，老師們互相寫下感謝之言，

同時也感謝神讓大家相知相遇，彼此關顧，互相建

立。一月十二日及五月十一日特別為工友安排職工團

契，主題分別是「最大的福氣」及「喜樂的心」，

透過詩歌、見證、遊戲及信息分享，讓工友們感到關

愛，也向工友們分享主的愛。

每次教職員團契後都有愛筵，老師可邊吃邊談

本年度最後一次的教職員團契在「同感
恩」中結束

第 一 次 工 友 團 契 ， 主 題 是
「最大的福氣」

感謝鍾樹森牧師在復活節
崇拜中分享主復活的信息

同學在崇拜中專心聆聽鍾牧師的分享

鍾牧師指導學生進行互動遊戲

感謝英汝興校長為我們帶來「老師不可
不知的法律知識」

  我們邀請了既是校友又是培小家長的鍾樹森牧師，於四月十日在高

小及低小兩場的復活節崇拜中分享信息，當天的講題是「主復活，你

信嗎？」鍾牧師根據聖經的記載，指出在主耶穌的墳墓裏找不到主的遺

體；而且主在復活後四十天內多次顯現，超過五百個見證人，以證明耶

穌確實復活了，而且祂的復活對我們各人都有着重大的意義。鍾牧師的分

享，令在場的老師及學生都有很好的反思：復活節真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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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BT 成員於一月完成四天三夜的歷奇挑戰

營，在這訓練營中，學生需接受不同的任務，例

如紮營、煮食、個人挑戰及團體活動等。雖然這

幾天他們面對不同的挑戰，但所有成員都憑着毅

力完成所有任務。希望透過這次的訓練營，學生

能夠提昇自信心、自律精神、團隊合作和人際關

係，並以這次的體驗作為成長的一課，日後遇

到困難能把學習所得的應用於生活中。

本月將舉行SBT結業禮，相信所有成員

都在這年成長了不少，希望大家都能

做到「突破自我，攀越高峰」！

SBT 歷奇挑戰營

團隊建立，表現自信

一起煮出美味的晚餐

共享努力付出的成果
成功完成個人挑戰

提昇自理能力

齊心協力，為小組紮營

SBT團體大合照

順利完成挑戰營，充滿成功感

共享快樂時刻

合力完成團體挑戰

小學記要 訓與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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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加強學生與家長彼

此的溝通和了解，SBT於二月

十一日舉行親子日營活動。

當天節目豐富，包括親子遊

戲、個人挑戰等，家長與孩

子都投入活動，共享親子愉

快的時刻。最後，家長及孩

子都互相寫上心意卡，為對

方作出鼓勵及支持。希望藉

着今次的親子活動，讓家長

及其子女建立正面的溝通模

式，從而促進親子關係。

SBT 親子日營

完成個人挑戰：
泰山飛索

家長與小孩一
同爬上樹屋

大 家 一 起 寫 上
感恩的說話

家長也無懼困
難，完成挑戰

家長與小孩互相鼓勵及支持

親子遊戲：信任天梯

S B T 成員、老師及
家長大合照

家長與小孩投入遊戲

共享親子愉快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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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度增設的「友伴同行計劃」，對象為小五及小六

女生，目的是透過遊戲、短講、小組分享及討論等活動，

讓學生學習與同學相處應有的技巧及態度，以及提昇學生

解決困難的能力，從而滿足成長期的發展需要。八位成員

於一至四月期間接受訓練，訓練過程中，小組成員都能學

習與人溝通的技巧，提昇她們的個人溝通及社交能力，學

習如何認識朋友，從而改善社交關係。相信經過這個計劃

後，小組成員都能好好裝備自己，迎接升中的挑戰。

  紅藍義工計劃目的是希望學生能透過義工服務，培養學生以「愛

心、耐心、細心」服務社會、關心他人。所有成員於下學期分別探訪

長者中心、啟愛學校及培正幼稚園，為他們準備一連串的唱遊活動、

小手工製作、集體遊戲等。透過體驗式活動學習，義工能夠以愛心行

動，為社會上不同需要的人作出關心及支持，同時亦訓練他們與人溝

通的技巧及耐性，讓他們體驗「愛服務、不計較」的崇高精神。

友伴同行計劃

紅藍義工計劃
學生積極與社工陳姑娘分享感受

小義工與長者合照

紅藍義工落力演出
義工與培幼學生一同玩遊戲

小義工與培幼學生合照

小義工與探訪學生合照

一起展示製成品

小義工逗得長者們十分高興

小義工與探訪學
生一起做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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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積極進取，踴躍作答

  為了協助高年級學生在成

長上的需要，輔導組於下學期

舉行了男女生講座，希望透過

短片分享及問答環節，引導學

生在青春期過程中當遇到困難

或疑問時，學習如何積極面

對，努力尋求方法，並學習如

何以正面的想法、積極的態度

和永不放棄的精神，好好裝備

自己，迎接日後更多的挑戰。

  為了讓學生在課餘時間有一個體驗式的成長學習機

會，學校輔導主任下午舉行午間輔導活動，當中包括一

些團體遊戲、製作小手工、個人挑戰等。透過午間遊

戲，希望學生在小組中得到正面的鼓勵及擴闊他們的社

交圈子，從而提昇他們的溝通技巧及人際關係。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連續多年透過舉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公開表揚在推廣及實踐關愛文化

表現突出的學校。本校一直致力以基督博愛的精神推廣校園關愛文化，透過不同的關愛活動，去

提昇學生、老師及家長對學校的信任及歸屬感，發揮互助互愛的精

神，並將這份「愛」延伸至社區。

  本年度本校榮獲【關愛校園獎勵計劃】關愛校園榮譽獎項，

肯定了我們推動關愛校園文化的

努力和成就。為了達到更好的果

效，本校會繼續積極推行關愛校

園文化，建立「愛」的校園，走

進社區，將愛心及祝福帶予更多

的人，達致本校校訓   「至善

至正」。

輔導講座

午間輔導活動

關愛校園

同學投入參與

同學主動回應老師的提問

學生投入團體活動

學生享受玩樂時刻

遊戲即將開始！

共同製作小手工

本校榮獲關愛校園榮譽

張校長帶領學校締
造關愛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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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秉承培正的傳統，每學年均在小五年級成立級社，薪火相傳，讓培正紅藍

兒女能緊密聯繫，發揮互助互愛、團結一致的紅藍精神。本年度小五年級定名

為《恩社》，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六日舉行恩社成立典禮。當天上午由澳門培正

高錦輝校長、馮主任及老師帶領澳校小五恩社代表來港祝賀《恩社》成立。早

上十時返抵小學校園，由張廣德校長親自迎接，之後進行港澳小學籃球賽。下午

二時三十分在李思廉大禮堂舉行成立典禮。當天出席嘉賓包括香港培正小學張廣

德校長、香港培正中學譚日旭校長、澳門培正中學高錦輝校長、香港培正同學會何浩元會長、澳門

培正同學會黃漢堅副會長、昕社王知健學長、義社陳淑清學長、澳校師生、家長等。當天典禮順利

進行，小五恩社同學由楊栢喬社長帶領級社發展社務。

  典禮後，一眾小五年級學生為大家演出《薪火相傳》，劇中有多項精采

表演，包括大合唱、歌舞、啦啦隊、扭計骰和武術表演等，使場內的氣氛

高漲，掌聲不絕。

  五月十三日恩社代表亦會到澳門培正小學，祝賀他

們成立級社，並進行排球友誼賽。

小五級社成立

澳校社長祝賀恩社成立

張校長與眾嘉賓出席恩社成立典禮

恩社正式成立

幼稚園獻花

社長接受中小學代表賀金
張校長頒獎給請柬設計
冠軍同學 恩社大合唱

戲劇表演

精采的樂器演出

澳校級社到紅藍電視台參觀

社長及眾嘉賓跟隨
社旗徐徐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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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接上學期的「培正之星」計劃，下學期同學們又再努力地為着培正之星的榮譽而奮鬥。經過

一個月的努力，大家都看到自己的成果了。

  下學期培正之星的成績：

培正之星

誰是扭計骰之王

張校長連同嘉賓與眾演員合照

與 澳 校 進 行 籃 球
友誼賽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冠軍 愛 望 光 愛 信 正

亞軍 真 真 正 信 光 善

季軍 善 誠 愛 正 誠 信

星中之星 小　四　愛

培正星中之星連同五級冠軍代表合照

小一至六培正之星冠軍代表合照

張校長為全校同學訓勉

張校長帶領學生唱校旗歌

小學記要訓與輔

132



  小六信班羅希堯同學參與由九龍城區校

長聯絡委員會及九龍城民政事務處主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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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同學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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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頒「九龍城區傑出小學生獎」，並於三月

四日出席大會主辦的頒獎典禮。

  為了讓學生了解如何正確使用互聯網，訓導組於五月十七日舉行了講座。是次講座邀請了電

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的專員到校，為高年級同學分享相關資訊。

九龍城區傑出小學生

訓導講座

張校長與羅同學及其爸爸媽媽開心合照

羅希堯同學從主禮嘉賓手上接過獎座及証書

羅同學發表得獎感想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專員

原來電視內容也涉及在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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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童軍
  本校的西九龍第一百六十四小女童軍隊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廿四日舉行了成立暨宣誓典禮。我們

很榮幸能邀請到女童軍總會助理總幹事張寶珍女士，以及何文田區分區總監陸佩泉女士作嘉賓，並

聯同張校長為三十八位小一及小二的小女童軍宣誓。

幼童軍
  本校幼童軍聯同九龍第一百旅童軍團，於四月廿九至三十日假黃宜洲白普理營進行兩日一夜的

宿營活動。幼童軍們除了參加營火晚會及多項戶外活動外，亦從中體驗團體生活及學習自理。

各嘉賓到來為小女童軍監誓

我們正式宣誓成為小女童軍了

幼童軍宿營活動

校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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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劏房 製作巧克力花

探訪社區活動 學生踴躍購買巧克力花

公益少年團
  「認識、關懷、服務」是公益

少年團的宗旨，本校公益少年團在

2016-2017年度進行了多項活動，

讓團員從中學習及反思個人能力，

為社會作更大的貢獻。

  本年度舉辦了多項探訪、體驗

及學習的活動讓學生學習及探究：

1.社區探訪活動：

  十名公益少年團團員於十一

月廿六日到南昌邨進行社區探訪

及參觀。

2.冬日送暖：

  團員一同學習編織頸巾，更將

製成品送給有需要的人士。

3.義工訓練日

  團員在公益青年服務團義工指

導下，進行三次的訓練日，學習與

不同弱勢社群的溝通、相處技巧、

及團隊合作的重要。在過程中團員

不斷學習及成長。

4.長者探訪活動：

  團員在公益青年服務團義工帶

領下，到大角咀護老院進行兩次

探訪活動，與長者以利是封製作

金魚掛飾及用毛巾摺出鴨子。團

員在過程中，學習更多與長者的

溝通技巧。

5.慈善花卉義賣籌款活動

  團員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廿一日

在學校操場進行花卉義賣，當中所

義賣的巧克力花均由公益少年團團

員和家長義工親自製作，各團員在

這項慈善活動中表現積極，不少同

學和家長都樂意為慈善出一分力，

在義賣當天得到大家的支持，義賣

花卉在兩天內已全部售罄。

齊來學習編織頸巾 義工指導學生如何與人

溝通及相關技巧

探訪長者活動

與家長義工一起為公益金義賣巧克力花

小學記要 學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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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及一七年度澳、港學界埠際籃球比賽
  由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的澳、港學界埠際籃球比賽在五月十三日於澳門進行，本校學生胡承

天及吳家佑代表香港出席這項兩年一度的籃球比賽，兩位同學於隊中表現出色，更為香港小學籃球

代表隊取得冠軍呢！

  本校高小學生經過多月來的集訓，於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中的小學高年級（群舞）比賽奪得

甲等獎，實在可喜可賀。

香港小學籃球代表隊胡承天及吳家佑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

樂在果園

小學記要學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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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稚園第一屆親子運動會」已於三月六日假九龍仔運動

場順利舉行。感謝天父賜予當日美好的天氣，大家都精神奕奕

到達運動場，由張校長帶領我們唱校旗歌。一聲發令後，比

賽正式開始。今年度各班均設有個人賽、親子賽及級際障礙

賽，如擲豆袋、親子接力賽等。家長和小朋友都竭盡所能，熱

情投入參與各項比賽，盡情發揮培正紅藍兒女的體育精神。

  在此感謝家長和小朋友的積極參與，還有小學老師們、中

學同學們、小學童軍及家長義工們的協助，讓是次運動會能順

利完成，期待明年再次參與精采的賽事。

幼稚園第一屆親子運動會

張校長和家長義工隊一聲發令，
比賽正式開始

個人賽  全力發揮紅藍兒女的體育精神

張校長頒發獎牌給得獎同學
祝賀各位得獎運動員

大家都精神奕奕到達運動場，準備比賽

親子賽－考驗父母和子女的合拍和信任

家長和小朋友都十分開心

級際障礙賽，各班代表都表現出色

小學記要 幼稚園零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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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宵活動
  本年度年宵活動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廿五日舉行，由二零一六年十一月開

始，家長義工們已開展籌備工作，用心地構思及設計不同的年宵遊戲攤位。

年宵活動當天，大家一同穿上華服，齊集C座籃球場舉行開幕儀式，場面非

常熱鬧。分別由張校長、梁主任及家長義工主持了醒獅點晴儀式，並有精采

的表演、舞龍舞獅花車巡遊，場面非常熱鬧。開幕禮過後，隨即分階段安排

同學到K座籃球場進行逛花市，幼兒班和低班的同學在老師帶領下，進行不同

的攤位遊戲，而高班則相約好朋友，自由地進行各項活動，非常享受。

開心「果」月
  為培養小朋友每天吃水果的習

慣，幫助他們健康成長，幼稚園參加

了衞生署舉辦的2017「開心『果』

月」活動，並於二零一七年四月定為

水果月，藉此鼓勵小朋友多吃水果。

校內活動

舞龍很好玩呀！花車巡遊很有趣
武術的表演很精采

開幕禮後一同大合照

齊來認識賀年食品

年宵遊戲配合環保，
很有意義

我最鍾意食水果 大家都帶了自己喜歡的
水果作茶點

全班參與水果派對
吃得津津有味！

真美味！

我們準備表演啦！
花車很漂亮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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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班參觀超級市場
  為配合教學及增強同學對社區環

境的認識，高班同學於二月十三至

十七日期間，到學校鄰近的超級市

場參觀。當天同學帶備十元及環保

袋，透過親身體驗，學習購物及加減

法，還學習排隊付款及有禮地與收銀

員交談，得到很寶貴的經驗。

小朋友都樂在其中

體驗駕駛樂趣

小朋友一起合作完成活動

互動遊戲很吸引

自行揀選喜愛的食物

大家都滿載而歸

  高班同學於五月九日隨老師到香港科學館參觀。小朋

友到達科學館後，按照老師的指示分組進行參觀及遊戲，

同學們看到很多有趣及新奇的科學遊戲，也非常興奮，充

滿好奇心及探索精神。小朋友在館裏體驗各樣新奇有趣的

科學實驗，如模擬駕駛、人類及動物世界等。最後，還一

同觀看能量穿梭機，他們看到鐵球滾動、碰到不同的物品

而發出有趣的聲音時，也非常興奮，樂在其中。

高班參觀香港科學館

同學都懂得排隊付款，很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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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本 年 度 幼 稚 園 再 次 參 加 「 香 港 學 校 音 樂

節」  幼稚園音樂唱遊（中文歌曲）組別，並

獲得榮譽等級，真的可喜可賀！我們更獲得大會

邀請於「香港學校音樂節優勝者音樂會」參與演

出，音樂會的演出同學均為本屆音樂節之優勝

者，並經由評判推薦，實在是高水準的音樂會。

參賽同學的歌聲美妙，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

比賽當日，同學都演出投入

節奏非常合拍

我們已經準備好啦！

頒獎後，張校長、袁主任、老師們和家長小朋友一齊來合照

表演生動活潑

演出成功！

校外比賽

小學記要幼稚園零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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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校外比賽獎項（2016-2017年度）
班別 姓名 比賽項目 獎項

下幼信 吳日楠 速動繽紛親子兒童田徑錦標賽 全場總冠軍

下幼信 吳日楠 第17屆全港兒童細運會
60米 

跑步冠軍

下幼信 吳日楠 第九屆香港兒童奧林匹克田徑錦標賽2017 全場總冠軍

下幼望 楊凱傑 香港少年田徑新星大賽  男子2013 擲豆袋 第二名

下幼望 楊凱傑 香港少年田徑新星大賽  男子2013  親子媽媽接力 第三名

下幼光 彭詩妤 第六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17  幼兒組西畫 金獎

下幼光 肖子健 2016第五屆全港"藝海之星"綜藝比賽  普通話兒歌（K1-B） 亞軍

低信 杜天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Violin Solo （Grade One） 第三名

低信 杜天 第八屆【中華挑戰盃】全港人才藝術朗誦大賽 （K2普通詰兒歌組） 冠軍

低信 杜天 GAPSK普通話朗誦比賽（K2 幼稚園組：自選誦材） 冠軍

低信 鄧康翹 第九屆博藝盃全港朗誦比賽（普通話新詩-K2） 金獎

低信 鄧康翹 2017星彥盃朗誦比賽（幼稚園K2組  普通話繞口令） 亞軍

低望 吳坤奇 2017第23屆聖經朗誦節獨誦（普通話） 冠軍

低望 吳坤奇 2017第八屆「香港金紫荊盃」普通話朗誦比賽（幼兒B組K2  兒歌組） 第一名

低望 吳坤奇 第八屆「BNCL證書」普通話中文誦讀比賽（幼稚園K2兒歌組） 冠軍

低望 黃紀溱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Children Vocal Solo（Singing in English） 榮譽

低愛 許睿烜 2016亞洲校際朗誦比賽  普通話兒歌（K2組） 金獎

低愛 許睿烜 2016年度香港校際普通話朗誦比賽（幼稚園K2組） 亞軍

低愛 許睿烜 2016亞洲校際朗誦比賽  粵語古詩獨誦（K2組） 亞軍

低善 張翹彥 第九屆博藝盃全港朗誦比賽 英語新詩  K2 金獎

低善 簡司哲 2016回歸盃香港藝術菁英繪畫大賽（幼兒A組  水粉彩） 亞軍

低善 沈政熹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Grand Piano Solo （Grade One） 第三名

低善 任步昇 2016亞洲校際朗誦比賽  普通話詩歌散文獨誦（K2組） 金獎

低正 李呈天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Visual Arts Competition 2017-Age Group:
4 -Theme: Nature 冠軍

低正 郭愷朗 第21屆菲律賓  中國  日本國際書畫大賽  幼兒組 三等獎

低正 蔡葆晴 第十三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  幼兒組  芭蕾舞群舞 亞軍

低真 鍾綽恩 「綠在美孚」兒童繪畫及填色比賽（填色組）   亞軍

低真 何承軒 亞美斯國際兒童及青年繪畫大賽2016  幼兒組 銀獎

低真 李卓芝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幼兒獨誦（普通話） 榮譽

低誠 梁詠茹 第十三屆《德藝雙馨》香港區賽幼兒B組  獨唱 亞軍

低誠 陳穎璇 第十三屆《德藝雙馨》中國文藝展示活動全國總決賽小提琴獨奏  幼兒組 銀獎

高信 鄧博陽 第二十五屆GAPSK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K3／幼稚園組：兒歌獨誦 冠軍

高信 李善盈 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17  幼兒組  西畫 金獎

高望 張鉦晞 香港菁英朗誦及演講比賽2017  幼童高級組K2-K3粵語朗誦 銀獎

高望 周昊霆 世界數學邀請賽初賽 （幼稚園組） 銅獎

高愛 黃晞桐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幼兒獨誦（普通話） 榮譽

高愛 鄭梓晴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幼兒獨誦（普通話） 榮譽

高光 徐梓瑄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幼兒獨誦（普通話） 榮譽

高善 林載楓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幼兒獨誦（普通話） 榮譽

高正 李肇朗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幼兒獨誦（普通話） 榮譽

高真 吳逸峻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一級獨奏 第三名

高真 趙柏維 2016亞洲校際朗誦比賽  普通話古詩獨誦（K3組） 金獎

高真 莫子樂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幼兒獨誦（粵語） 榮譽

高真 吳逸峻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幼兒獨誦（普通話） 榮譽

高誠 葉承恩 2017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幼童組 金獎

高誠 黃柏熹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小提琴一級獨奏 季軍

高誠 張珀曦 第六十九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鋼琴一級獨奏 第一名

高誠 伍昭賢 第二十四屆GAPSK普通話朗誦比賽K3／幼稚園組：自選誦材 卓越

高誠 伍昭賢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幼兒獨誦（普通話） 榮譽

高誠 趙家亨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幼兒獨誦（普通話） 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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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校長與家長分享

我們也要合照留念

齊來大合照！

燒烤前一同玩遊戲

黃博士介紹幼兒不同的情緒

當天雖然下雨，也不阻家長出席講座

袁主任代表學
校致送謝函

家長義工隊活動
  家長義工隊於本年度二月

廿五日，舉行了燒烤活動，當

天邀請了張校長、主任及各位

老師出席，當晚有家長義工們

帶領遊戲、抽獎等，義工們更

為張校長、主任及老師們精心

預備了每人一份紀念禮物，盡

顯心思。遊戲及抽獎過後，大

家一同進行燒烤活動，一同享

受美食及分享交流，過了一個

愉快及難忘的晚上。

家長講座
  本校幼兒班參與了香港浸會大學兒童發展研究中心

之計劃「幼兒全人發展：道德及情緒教育之綜合教學模

式」，並於三月十日與本校合辦家長講座，講員是香港教

育大學卓越教育中心客席講師黃潔貞博士，題目為「幼兒

道德及情緒發展」。當天黃博士介紹幼兒不同的情緒及建

議父母一些處理的方法，更推介一些繪本給家長。

完結後家長提問問題

開始玩遊戲啦，YEAH！

家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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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介紹家長的來訪

我喺學校好專心做功課

家長與老師一起示範實驗 一起做做實驗真有趣！

家長觀察子女上英文課
家長也很投入英文課

家長與子
女一起動
動腦筋及
討論答案

家長和幼兒也積極進行討論

家長觀課
  今年幼稚園第二年舉行各級的家長觀課，高

班在三月廿一至廿四日進行，低班在三月廿七至

三十一日進行，而幼兒班則在四月三日至七日進

行家長觀課。各級家長能與幼兒一起進行分組活

動，亦可以觀察子女在主題時間、英文授課或普

通話小組的表現。

  透過家長觀課，家長能知道子女在學校裏的

生活點滴及學習情況，了解上課的模式和老師的

教學方法，有助家校合作。家長更表示子女平日

時常分享學校的事情，而透過是次活動，他們能

親自體驗子女分享的事情。

幼 兒 分 組 進
行不同活動

看看我們做牛油吧！

家長體驗子女遊戲
的樂趣

小學記要 幼稚園零訊

143



  五月二十日，由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

研究院與深圳市南山區政府共建的「粵港澳大

灣區青少年創新科學教育基地」在深圳成立，

中國科學院將為粵、港、澳三地中小學科普教

育提供更多科研資源支持。澳門培正中學及香

港培正中學、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

實驗學校成為該基地首批參與學校。

  該基地以日常教研為基礎，通過「巡講＋

同步互動課堂＋師資培訓＋考級評測」方式，

一方面開設博士課堂、機器人課程等科學教育

課程，還開展創新創業教育與研學活動，探索

科學教育新模式。同時，該基地由中國科學院

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旗下中科創客學院、香港

中文中學聯會、澳門科學技術協進會三方負責

日常管理營運。

  本校無人船小組學生何雋軒、梁竣皓、

何旻駿，在劉冠華老師的指導下，於 Intel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air 
2017 (「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 )
之“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範疇中，憑着作品「Smart Pleco，多功能

水質環保無人船」勇奪三等獎殊榮，是澳門

參賽代表隊有史以來獲得的最高榮譽，向世

界展示了澳門青少年科技創新的能力，為澳

門、為學校爭光。此外，本校學生同時榮獲

「美國科學與工程大賽專項獎的中國科協主

席獎」。

本校學生參加
英特爾工程賽創澳門史上最高成績

培正成粵港澳大灣區首批先導學校
  澳門培正中學校長高錦輝、副校長陳敬濂

及多名師生等赴深圳出席儀式，就培正成為首

批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創新科學教育基地先導

學校表示高興。基地成立前，中科院深圳先進

技術研究院院長助理畢亞雷、中科創客學院院

長薛靜萍等來訪本校，對本校創新科技、機械

人等科研發展大表讚賞。

  在深圳期間，高校長獲邀在粵港澳大灣區

科教對話互動環節中，與香港及內地學校校長

同台對話。高校長簡介了澳門科普教育現狀，

以及本校近年推動科技教育、開展STEM課程情

況，讓大灣區代表深入了解澳門青少年創科教

育概況。本校高一級學生林欣蓉同場介紹和展

示培正水底機械人，闡述小組日常運作和學習

歷程。

  高校長稱本校創科發展歷經多年，

終於在本年五月中旬在美國舉行的「英

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中榮獲三

等獎，乃澳門有史以來最高榮譽，為澳

門爭光。未來亦與該基地有更多科學創

新及教育合作項目，讓更多學生走進基

地學習，開展研學活動，讓創客及創意

教育等邁向新台階；並藉國家給予粵港

澳地區發展優勢，讓學生更全面了解國

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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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全國海洋測繪科技週　
與銀海教育集團締結友好學校

  為了促進教育的發展，提昇雙方辦學水平，加強交流協作，本校與青島銀海教育集團經友好協

商，決定自二零一七年起締結為友好學校。簽約儀式於五月廿日上午假青島第二屆全國青少年海洋

測繪地理訊息文化科技週活動啟動儀式上舉行，由本校郭敬文副校長與銀海教育集團董事長辛華龍

先生簽署。

  青島全國青少年海洋測繪地理訊息

文 化 科 技 週 啟 動 儀 式 於 當 天 上 午 九 時

三十分在青島市中國水準零點文化廣場

舉行，郭敬文副校長及閔好年老師應邀

參加活動。閔好年老師在全國青少年海

洋測繪地理訊息文化主題演講會上分享

了本校在開展水底機械人及無人船項目

上的經驗，在海洋探索上奠定了基礎，

受到與會嘉賓的讚賞。

本校三位老師獲授「卓越表現教師」榮譽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學校年度「卓越表

現教師」榮譽頒授典禮由譚俊榮司長頒授予

本澳十五位卓越老師。本校是次獲此榮譽的

有杜川崎老師、郭振業老師及譚鴻焜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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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內地升讀著名學府是不少本澳學生的夢想，今年內地高校招收保送生的

名額大幅增加，另設有二次保送，是本地學生的一大喜訊。

  配合國家的發展以及培育高素質學生，培正非常重視這次難得的機

會，在校內向學生宣傳有關的政策，分析當前的發展形勢，使同學更加

了解優勢所在，並鼓勵有興趣且能力達標的高三同學到內地升學的同學

參加保送。今年參加內地保送的培正學生人數有相當大的增幅，申請人

數比過去年度大幅增加五倍。

  高錦輝校長在週會上，勉勵獲內地高校錄取的保送同學，要珍惜寶

貴的學習機會，繼續努力，在內地接受專業的知識，回饋社會。高錦輝校

長主持內地校友座談會，就讀上海復旦大學的梁家進校友回校，與學弟學妹

分享其求學的經驗。

  由本校主辦、澳門科學

館支持之「生命的樂章－培正

師生攝影展」於三月廿四日舉

行開幕式，澳門科學館邵漢彬

館長、本校高錦輝校長、郭

敬文副校長、視覺藝術科區

頴斌老師、參展學生代表徐延

忠同學主持剪綵，到場參觀者

眾。師生的廿多幀作品展示了

大自然與生命的美態，展覽於

三月廿四日至卅一日在澳門科

學館大堂展覽廳舉行。

讓夢想在內地高校展翅　
本校學生申請保送內地創新高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高校長在教青局領取

PISA2015學校報告。本校學生參加PISA2015測

試，在科學、數學、閱讀素養表現，均顯著高

於排行第一的新加坡的平均成績。

本校參加PISA測試獲佳績

師生攝影展在澳門科學館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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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　正能量，發　好聲音
  近年，本校因應各學科的發展和需要，有

序地革新課程，使同學從多方面學習，提昇學

習的興趣和成效。以學習語文為例，聽說讀寫

都是重要的元素，本校中學中文科為使學生活

用多年學到的語文知識，綜合展示學習能力，

特設校園電視台課程（培正能量發好聲音），

主要是報導校園活動及運用電子媒體製作各類

型節目，從中亦教育同學們須正確使用資訊媒

介，發放正能量，傳遞校園友愛，部份成品亦

會放在社交網站。本學年，初中一有兩班參加

上述課程，教學內容連結校園電視台工作，分

為幾個類別，有校園活動預告和報導、紅藍節

目、即時報導或直播等，既能綜合提昇學生於

語文學習中聽說讀寫的能力，亦能加強學生的

多角度思維與判斷能力，深受同學們的歡迎。

（二）「商校合作計劃結業禮」
暨「微電影創作比賽頒獎禮」
  五月十日上午，本校在禮堂舉辦了「商校

合作計劃結業禮暨微電影創作比賽頒獎禮」。

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朱宏、教育暨青年局廳長

黃健武、文化局代表梁英華，工商銀行澳門行

政總裁武龍、副行政總裁鄭凱、零售業務部總

經理劉啟燊，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總

監何振明、澳門青年音樂藝術家協會會長蔡

永恒、澳門青年音樂藝術家協會理事長黎可琪

等，以及一眾媒體出席。

課程改革　文史商科各顯特色
  是次計劃，本校與工銀澳門以互動形式和

實地參觀相結合的教學模式，帶領高中同學

走出課堂。通過銀行從業員的言傳身教，讓同

學「從做中學」，在實際操作層面上去認識

本澳商業經濟的運作和了解零售銀行的服務形

式，獲益良多。本校部份高二同學亦獲錄取在

本年七月參加「工銀澳門優秀人才暑期培訓計

劃」。

  典禮除了頒發結業證書外，也播放了由同

學們精心製作的微電影，表達了他們未來對從

事金融事業的興趣和期望，亦展現了商校合作

的成果與收穫。

  結業不等於結束，而是新的開始。正如郭

敬文副校長和工銀澳門副行政總裁鄭凱在講

話中表示，商校合作極具意義，未來會加強合

作，為學生建造一個「海闊憑魚躍  天高任鳥

飛」的環境。

（三）科主任李俊的歷史時事課備
受好評
  澳門大學呂志和書院與澳門培正中學合辦

分享會，由培正歷史科科主任李俊，以「棋子

棄子－從新聞時事看歷史」為題，與大學生及

中學生作分享。

  分享會於三月廿三日晚上八時在澳門大學

呂志和書院內舉行，該書院生及大學學生、培

正師生共聚，座無虛席，場面熱鬧。書院副院

長譚錫忠作簡介後，李俊以棋子棄子為題作分

享，從不同的歷史人物談起，以歷史作印證，

並從多角度反思現實時事，藉此討論人生的處

世態度及價值觀。分享會緊湊且生動，李俊把

歷史與時事相配合，讓人穿梭古今，激發批判

思維，有助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澳門校聞 學校動態

147



  是次活動乃澳大呂志和書院與本校首次合辦，分享會

讓在場的大學生及中學生獲益良多，亦為學生們建立了

一個嶄新的學術平台。分享會前，培正師生亦到該書院參

觀，實地了解書院的學習情況及環境設備。早前，呂志和

書院院長葉銘泉介紹書院的理念及特點，使師生對書院學

習有更深入的了解，有助學生日後升學作選擇。

  李俊課堂亦曾得培正校董楊俊文博士極力推薦；教育

暨青年局觀課後對其課堂給予高度評價。中華教育會也曾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邀請李俊作示範課；二零一七年四月

二十日，本校校董及社會人士亦應邀到校觀摩李老師的歷

史時事課。課堂啟發性強，備受讚賞。

  本校高三同學周昊天和魏可盈獲教青局選為二

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學年優秀表現學生，並出席於二

月廿三日舉行之優秀表現學生嘉許禮，典禮上獲社

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頒授獎狀及獎座。此項榮譽是

為表揚在地區性及國際性活動中有優秀表現的學

生，鼓勵其積極學習，傳揚正向精神。上述本校同

學多次在數學、資訊科技競賽中，屢獲佳績，為校

為澳爭光，令人欣喜！

高三同學周昊天及魏可盈獲教青局選為優秀表現學生

二零二四年恩社成立典禮
  二零一七年五月六日澳門培正中學一行四十九人，包括恩社社長、副社

長、職員及男、女籃球隊隊員，由馮少嫻主任率領往港參加港校級社成立典

禮，是日除得到港校熱情接待外，更與港校籃球隊進行了男、女子友誼賽，收穫

了超越輸贏的友情。級社成立典禮亦在莊嚴的氣氛中順利進行。

  五月十三日是澳校級社成立的日子。出席典禮的港校級社同學代表、校長及老師參觀了我們的

校園，港澳兩地的恩社同學進行了排球友誼賽，這場比賽讓兩地同學的友誼再一次得到了昇華。

  當天，典禮正式開始，全體齊唱校歌後，由恩社社長黃浩政同學致開會辭，高錦輝校長揭旗及

致訓辭，主禮嘉賓有澳門培正同學會莫志偉會長、黃漢堅副會長、香港培正中學譚日旭校長、香港

培正小學張廣德校長、香港培正同學會劉詩韻會長、陸効民副會長等。出席典禮還有港澳兩校師

生、家長、同學會代表等。依據培正傳統，小五恩社同學由此正式成為同學會的新成員。

  儀式結束後，是同學們為慶祝級社成立而精心準備的遊藝節目時間。有聲律啟蒙《笠翁對

韻》、歌舞表演、童話音樂故事、科學探究小劇場、葡國土風舞等，每個節目都各具特色，獲得了

嘉賓及家長的一致好評。最後全體恩社同學齊唱「一起擋雨各自渡河，路人熟人同樣有恩，少一位

也不可……」，溫情感人的音樂短片淋漓盡致地表達了恩社同學心存感恩，互愛互助，傳承紅藍精

神的堅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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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澳門培正盃劍擊邀請賽暨慶祝澳門劍擊總會成立二十周年系列活動」於一月廿二日在澳

門培正中學舉行。由澳門體育局體育社團輔助處馮菲代處長、澳門劍擊總會關偉霖副會長、澳門培

正中學陳敬濂副校長、梁永棠主任、澳門培正同學會莫志偉會長等一眾嘉賓主持揭幕禮。是次邀請

賽由澳門培正中學主辦，澳門劍擊總會、豪杰澳門劍擊體育會、澳門翱翔體育會協辦，來自中港澳

台及馬來西亞等地區共十五個參賽隊伍，超過一百二十名運動員參加，意義非凡。經過一連串的賽

事，香港劍樂會李愷晴奪女子A、B組花劍冠軍，培正何靖嵐屈居次席，豪杰王澐奪得季軍，翱翔張

慶祝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十七周年升旗禮
  本校於十二月十六日早

上舉行慶祝澳門特別行政區成

立十七周年升旗禮，歐陽效鴻

牧師帶領師生禱告，高錦輝校

長勉勵同學關心國家，關心社

會，發揚「非以役人，乃役於

人」的基督精神。

紅藍校園慶聖誕
  十二月十七日上午舉行「紅藍愛

心互傳送」，中學生走到小、幼課室，

一起慶祝聖誕，歡樂之聲遍校園。下午

舉行慶祝聖誕園遊會，遊戲攤位以「祖

國的航天科技」為主題，並於操場上表

演各類文藝節目，熱鬧非常。

培正盃劍擊邀請賽順利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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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烈祝賀李沛霖名譽校董榮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金蓮花榮譽勳章，紅藍體育會高開賢顧

問榮獲銀蓮花榮譽勳章，澳門培正同學會梁勵顧問榮獲教育功績勳章。

參與中國航天日活動豐富
與航天員及專家見面增見聞

祝賀紅藍兒女獲授勳章

  經國務院同意的四月廿四日「中

國航天日」，本校應教青局邀請，安

排學生參加專題活動，其中高一正班

學生容婉君有機會向中國首位女太空

人王亞萍發問。

  廿五日上午，中國航天科普專家

金聲教授及其團隊在教青局安排下到

校，為本校學生主持工作坊。小六及

初一設計與科學班的同學認真投入，

齊齊動手製作，成功製作了希望一號

衛星。金教授亦到FabLab和中華文化

館參觀，給予很多寶貴的意見。

芷晴以第四完成賽事。女A重劍方面，培正的梁詠詩、梁以念、司凱晴包辦冠亞殿，季軍由翱翔林

雪晴奪得。男A花劍冠軍由來自廣州的任嘉豪奪得，台灣新北林政德奪亞，培正吳渭傑位列季軍，

第四名由翱翔的張文軒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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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屆澳門文學節「雋文不朽」走進培

正中學，中國當代著名作家余華與師生分享

他的創作之路與寫作心得。余華講述自己年

少高考失敗，從事牙醫後，但由於羨慕文學

館的工作，利用下班後及周日時間不斷寫

作，最終成為一名作家，實現自己的夢想。

  講座後，余華為本校圖書館在他的多部

著作上簽名，包括《活着》、《許三觀賣血

記》、《在細雨中呼喊》、《兄弟》、《第

七天》及《十個詞彙裏的中國》等。

  四月十日，姜冬梅博士來校擔任講座嘉賓，她是一位出色的環境教育專家

和科學教育專家。由於在環境保護和科學教育上有突出的貢獻，早在二零零二年

便獲得了中國第六屆「地球獎」。當日上午，姜博士分別為高小及初一、二級同學主

持科普講座，氣氛愉快熱烈。講座讓同學對青少年科學影像作品有更深入的認識，並明白到科學影

像作品的深層意義。當日下午，姜博士則為本校科學、資訊科技科老師作專題培訓，內容豐富。

  姜冬梅博士在《小學生學習報》、《中學生數理化》主持專欄「藍鯨科學電影院」，介紹和點

評國際和國內青少年科學影像的優秀作品，被青少年朋友稱為「藍鯨博士」。是次來校，機會難

得，師生收穫豐富。姜冬梅博士獲聘為本校創新科技義務顧問。

專題講座
姜冬梅博士到校主持講座及培訓

校董崔世平來校
談城市規劃

  海峽兩岸暨港澳協同創新論壇（澳門）－

專家走進校園科普活動，邀得校董崔世平博士

於五月二日下午來校，向高一、高二級學生主

講，內容為城市規劃。崔校董解說專業清晰，

引用新馬路、三盞燈、議事亭前地等作例子，

讓同學明白城市規劃的重要性，與整個城市的

發展息息相關。講

座上，崔校董亦與

學生互動答問，為

同學們解難。

作家余華來校分享

馮健富先生來校主講
創業技巧

  四 月 十 一

日 ， 澳 門 中 小 型

企 業 聯 合 總 商

會 理 事 長 馮 健 富

先 生 應 邀 蒞 臨 本

校 ， 為 初 三 、 高

一 級 主 講 青 年 創

業 技 巧 講 座 ， 是

次 講 座 讓 同 學 們

了解創業前需要準備的工作外，講者更分享了

澳門年青人創業的過程，讓師生們增廣見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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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訪與外訪
教育部港澳台辦主任劉錦到訪
  一月十三日上午，教育部港澳台辦主任劉錦、澳門中

聯辦文教部副部長浦海龍、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交流司

處長趙菁、教育部港澳台辦副處長劉海峰、澳門中聯辦文

教部副處長辛建波、教育部港澳台辦幹部張君到訪本校，

師生熱情接待。嘉賓們分別到圖書館、樂高教育STEM實

驗室、中華文化館、創新科教館 FabLab參觀；同學們介

紹本校歷史和學習情況，並在文化館內獻奏古箏。劉錦主

任在講話中對本校多年來的教育工作以及成果給予高度肯

定和讚揚，參觀過後並對本校未來的發展寄予厚望。

人才發展委員會訪校
  二月八日，澳門人才發展委員會來校，負

責帶領「鼓勵人才回澳專責小組」的委員劉本

立、委員會秘書長蘇朝暉向本校及同學會介紹

了該委員會推行的有關計劃，並表示人才資料

登記對社會未來發展與人才培養規劃等工作起

重要作用，期望各地校友踴躍登記。

葡國駐澳領事薛雷諾來訪
  一月九日，葡萄牙駐澳門及香港總領事薛雷諾及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主席雪天豪到訪培正。

  當天下午，薛雷諾及雪天豪到達本校，並到中華文化館參觀。館內優雅閒適、陳列有序，擺放

了具歷史意義的物品，如中國布料、茶文化、澳門出土物等，對教學極有幫助；當中有來自學生製

作，也有社會人士和校友捐贈，富有特色。來訪嘉賓對中華文化深感興趣，細心聆聽各歷史展品

解說。培正學生演奏古琴，以流利的葡語解釋曲目含意，同時還欣賞同學的茶藝，傳統文化氣息濃

厚。隨後，到創新科教館FabLab參觀，該館是經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比特和原子研究中心審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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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教育司馬嘉賓副司長訪校
  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副司長馬嘉賓、澳

門教青局研究暨資源廳廳長黃健武、教育

部港澳臺事務辦公室項目官員張君，於四

月二日蒞臨本校參觀指導，由郭敬文副校

長、楊珮欣主任及駱劍峰副主任接待。期

間，馬副司長一行先參觀中華文化館，由

高三同學陳穎姿以古琴彈奏一曲「流水」

揭開序幕，接着由郭副校長介紹本校電子

學習情況，以及到FabLab 參觀。馬副司

長對本校辦學深感興趣，並作出高度評

價，期望日後再來參觀。

香港浸聯會屬下幼稚園來訪
  一月六日，香港浸信會聯會屬下幼稚園一行來校參觀及觀課，並與本校老師交流教學心得。

已正式成為國際FabLab的成員，是港澳首間及全國中學第二間FabLab創客實驗室。同學們解說該

館特點以及上課和比賽情況，並即場示範機械的運作。既保存傳統精髓並走向創新科技，培正為嘉

賓展示了學校課程的適時性及融和性，建立多元

化的平台使學生潛能得以拓展。

  其間，高錦輝校長簡介學校，指出培正重視

文化活動，藉着澳門特有的歷史背景和地位，本

校早在二十年前已有師生到葡國作文化交流；也

有畢業生選擇赴葡升學，回澳後向學弟學妹分享

所見所聞，發揮友好橋樑的作用。

  薛雷諾高度讚揚培正在培育學生方面表現非

常出色，從學生的升學、國際測試成績，對學校

的歸屬感，到校友對母校的鼎力支持，都是培育

學生的成果。在接待工作方面，也表現得一絲不

苟，見微知著，使其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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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蒞臨本校指導交流之參訪單位，如下所示：

日期 參訪機構

2016年12月3日 江門市教育局及江門市第一中學

2016年12月8日 美國西北大學張邦衡教授

2016年12月8日 香港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2016年12月9日 北京科學界人士

2016年12月10日 香港南丫北段公立學校

2016年12月14日 香港大學工程學院霍偉棟博士

2016年12月15日 深圳市南山實驗教育集團

2017年2月13日 吉林省延邊朝鮮族歌舞團

2017年2月22日 澳門大學蘇育洲院長

2017年3月17日 澳門會議展覽業協會

2017年3月21日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上地分校

2017年4月1日 香港聖保羅書院

2017年4月3日 香港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

2017年4月6日 廣州培正中學

2017年4月10日 香港粉嶺救恩書院

2017年4月20日 台北成淵高中

香港大學工程學院助理院長、電子教
學實驗室總監霍偉棟博士前來本校參
觀了中華文化館及創新科教館

美國西北大學張邦衡教授蒞校指導

北京科學界人士蒞校指導

延邊歌舞團來校弘揚中華文化

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校長、
行政人員和教師一行15人蒞校
訪問交流

香港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來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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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本校行政人員進行揭幕儀式，藉着敲破造型金

蛋拉開圖書館週歡樂的序幕。是次圖書館週共有五項

活動，其中重點節目由副校長陳敬濂博士向初中師生

分享「真人圖書館－我的人生地圖」，讓中學生們在

閱讀副校長的奮鬥故事中能有所啟迪；本館與澳門科

技大學圖書館合辦的「全球地圖中的澳門」古地圖展

及專題講座，讓大家了解本澳的歷史變遷；擋不住的

QR Code#ebook及AR系列圖書帶領大家品嚐最流行的

電子書；以及在書香日巡禮上，由同學扮演巨龍、武

士與公主的故事劇場引領大家回到中世紀的西班牙，親

歷世界閱讀日的起源；圖書館更以一系列的展板向師生展現成果，分享圖書資訊社前往香港圖書館

交流活動的所見所聞。

聯合德育部門，向小學生灌輸正確理財教育
  圖書館老師為小六級同學設計理財體驗課程，讓學生們透

過遊戲、金錢性格測試及模擬人生活動認識自己。從中學習

延遲滿足的能力，瞭解收入、儲蓄、消費及捐獻等理財四大基

本原則。另外邀請校友張子樂以故事劇場分享他的生活理財之

道，有助同學從小建立必要而負責任的理財習慣。

圖書館消息

本校行政人員為圖書館週揭幕

劉慧敏主任與獲獎同學留
影（左）小一信施詠婷、
（右）幼高信黎殷銘

同學正在努力地選擇要完成的目標

小六級理財體驗活動
校友張子樂與初小同學分享金錢的分配

本校首次參加三地閱讀比賽，成績優異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本校師生參與HYREAD電子圖書館舉行的「港澳

台閱讀大進擊活動比賽」。是次比賽要求師生們在活動期間完成借閱十冊

或以上的電子圖書即可獲得參賽資格。最終，本校三名學生在眾多參賽者

中突圍而出，包括小學組張祉萱、施詠婷同學以及幼稚園組黎殷銘同學。

圖書館週系列活動，營造校園閱讀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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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借出的二十多件古地圖展在校園內展出

擋不住的QR Code#ebook首三名獲獎名單

擋不住的QR Code#ebook攤位遊戲，師生們齊來
體驗電子書

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特藏組陳智榮先生
來校進行地圖專題講座並贈送圖書給予
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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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週系列展板

真人版的 4 2 3 書香日傳
說，令大家印象深刻

全澳圖書館義工比賽，圖資社學生奪冠
  二零一七年四月由澳門文化局及

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舉辦「第七屆

全澳圖書館義工常識問答比賽」，由

圖書資訊社學生組成的培正A隊經過數

場激烈的賽事，最後擊敗全澳十多支

參賽隊伍，榮獲全場總冠軍。

冠軍爭奪戰

  圖書館於五月舉辦一場家長

講座，特別邀請本校副校長陳敬

濂博士作主講嘉賓。除了在學術

及教育方面的成就外，同時更是

三位孩子的父親，在講座上分享

了其教養孩子的育兒心得及如何

在 繁 忙 工 作 中 關 顧 孩 子 們 的 需

要，參加的家長認為講座內容切

合理論與生活實例，令他們獲益

良多。

陳敬濂副校長家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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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活動
高校長在國際教育論壇演講
  三月九日，高錦輝校長出席「2017澳門國際

教育高峰論壇暨課堂教學研討活動」，並獲邀在

論壇上以「國際趨勢下的澳門培正課程發展」為

題作演講嘉賓。

郭敬文副校長在校長
交流論壇分享經驗

  第八屆內地與香港中小學校長交流論壇，十二月九日

假香港新加坡國際學校舉行。本屆論壇以「與國際接軌的

新教育方向」為主題，來自內地及香港的數十位中小學校

長共同圍繞主題進行探討，分享各校的經驗。本校郭敬文

副校長應邀出席，於論壇上分享「與國際接軌的多元化學

習」的經驗。

分享資訊科技教育經驗
  教青局委託澳門大學教育學院舉辦學校ICT人員培訓，四月廿九日下午二時至五時移師本校舉

行。本校副校長郭敬文、資訊科技科科主任盧聖生向來自各校的ICT人員介紹本校在推動資訊科技教

育的實際經驗，讓參加人員掌握在學校環境中真正應用的技術；並分享課堂教學中如何整合技術，

更好地了解如何支援教師課堂使用的技術。分享內容豐富，受到參加人員的歡迎。

李俊老師主持一帶一路
青年機遇講座

  五月六日，本校歷史科科主任李俊老師獲澳門青年聯

合會邀請，擔任「一帶一路澳門青年新機遇」主持人。期

間，主講嘉賓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副行長葉兆佳及澳門大學

全球事務總監兼校長特別顧問馮達旋分別從政治、經濟、

文化、科技等作切入點，讓青少年更了解古今中國對世界

的影響力，抓緊發展機遇，出席講座的高中同學均表示獲

益良多。

澳門校聞教與學

158



中小學英文科老師出席研討會
  本校幾位中小學英文科老師於三月廿六到廿七日到廣州出席由劍橋大學出版社舉辦的研討會，

是次研討會由著名教育學者Dr. Herbert Puchta主講。老師們收穫豐富。

薛展充老師數學論文榮獲全國一等獎
  本校中學數學科薛展充老師的論文《有公共頂點的圈的連2距k著色計數問題》在廣東省初等數

學學會一屆三次學術研討會論文評比活動中榮獲特等獎，而該論文在全國初等數學研究會第十屆學

術研討會論文評比活動中，更榮獲一等獎。薛老師長期認真數學教研，獲頒廣東省青年初等數學研

究獎。其論文刊登在《全國初等數學研究會第十屆學術研討會暨廣東省初等數學學會一屆三次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中。

黃慧儀老師舉辦「窗．語」作品展
  本校視覺藝術科黃慧儀老師「窗．語」作品展於三月十日下午開幕，高錦輝校長、郭敬文副校

長、陳敬濂副校長、區頴斌老師及學生們到場致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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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公益金百萬行
  師生家長出錢出力，參與公益百萬行，共籌得善款澳門元$333,993.30。校長高錦輝、副校長

郭敬文及陳敬濂、教務主任楊珮欣、行政主任陳志誠、副總務主任陳德明、家長教師會代表王子

青，學生會代表潘凌子於今午將善款送交大會。百萬行當天，本校學生擔任大會旗手，管樂團在西

灣湖廣場演出助興，為步行人士打氣。

義工隊參與2016
優秀義工選舉獲獎

  本校義工隊參與由澳門義務工作者協會

舉辦的二零一六優秀義工選舉，全部均獲頒獎

項，其中陳露文、魏凱敏獲頒全澳十大優秀青

年義工獎；霍靉雯獲頒最優秀個人提名獎。

義工隊消息

義工隊導師作分享
  黃健老師應澳大教育學院邀請擔任由教青局資

助，澳大教育學院主辦的「餘暇活動管理與學生自

我發展講座」的分享嘉賓，主題為「學校課外活動

政策分享：從管理至前線工作」。她更以本校義工

隊的營運及管理作為例子向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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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澳六日五夜義教暨探訪生活體驗營
  義工隊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前往貴州進行「貴澳六日五夜

義教暨探訪生活體驗營」，到訪貴州石阡永和小學進行義教

及園遊會活動，讓學生從活動中體會到團體力量的偉大與威

力，更能感染到身邊的人。

「紅藍同善暖萬心」
慈善籌款活動

  每年十二月義工隊隊員均會在校內宣傳同

善堂的服務及發起籌款活動。二零一七年二月

同善堂來校舉行講座，由校長、老師、學生及

義工隊的代表成員一同致送善款合共澳門元

$26,002.80。

探訪聖類斯公撒格之家
  鼓勵同學走出校園，關心社會。一班高中

同學赴明愛轄下的聖類斯公撒格之家進行探訪

活動，為院友準備表演活動之餘，更與他們一

起進行小手工佈置場地。

義工隊響應環保行動
  小學義工隊參加由綠色未來籌劃的戶

外淨灘活動，藉以增強同學海洋文化保育

及環保等意識；同學們把淨灘後的垃圾進

行分類、稱重及整合數據。另外，義工隊

於四月份更邀請綠色未來來校主講減塑講

座，為着我們的環境，綠色未來鼓勵我們

多思考，用實際行動響應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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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附屬中學上地分校
與義工隊進行交流

  義工隊與清華大學附屬中學上地分校學生進

行交流，領隊們介紹了本校義工隊的日常運作及

常規工作。

復活節隊員動向
  義工隊陳露文、黎子駿及霍靉雯同學參加澳門義務工作者

協會主辦義務工作體驗活動，前往越南河內；部份隊員前往廣

西參加師生義教進農村活動。

2016青年義工獎勵計劃（義工FUN）
  義工隊參與由教青局主辦二零一六青年義工獎勵計劃，於二零一六年度期間符合指定服務時數

並完成義工培訓課程可獲嘉許。以下是獲獎同學：

  銀章：霍靉雯 
  銅章：關穎彤、朱嘉瑩、陳欣欣、許穎心、黃嘉儀、李凱琳、袁潤菁、陳露文、林欣童

至友協會赴港交流
  義工隊楊曉彤、馮璟怡、李沛霖、翁稀桐

四位隊員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赴港參加由

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與澳門至友協會舉辦的交

流活動。讓學員了解亞洲地區社會共融的概

念，並且增加機會讓義工和至友互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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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卓堅牧師見證分享
  一月十七日華人基督

會廖卓堅牧師蒞臨本校，

在 老 師 靈 修 會 上 分 享 見

證，他由讀科學轉到讀神

學，由老師轉職牧師，又

在澳門聖經學院任教，看

見神奇妙的帶領，人只要

謙卑，必被神大大使用。

啟發小組詩歌分享
  一月十六日十三位啟發小組組員，在初一

學生週會上分享詩歌；毛劍賢老師亦透過詩篇

第一篇分享如何蒙福。

黃嘉儀傳道見證神大能
  二月十四日協基會活泉堂黃嘉儀傳道蒞臨

本校，在高二、三學生週會上與同學分享見證

她在成長的道路上，處處經歷神幫助她使不可

能的事成為可能。

葉文謙先生分享信息
  二月二十日香港路德會教育總監葉文謙先

生蒞臨本校在初一、二學生週會上與同學分享

信息，主題為「世界因愛而改變」。他指出我

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我們愛，可以使世界

改變過來。葉先生亦以「作個

靈命活潑的老師」為題，

與老師們分享。他引用

詩篇十九篇鼓勵老師們

多親近大自然，多讀聖

經、祈禱，使身心靈健

康，重新充滿活力。

「當繪本遇上信仰」
小學基督教教育課程

培訓講座
  二月廿五日歐陽效鴻牧師及歐玉珍老師出

席由聖公會宗教教育中心舉辦的新編《完美的

人生》小學基督教教育課程培訓講座，由資深

兒童及家長工作者霍張佩斯女士分享以繪本為

媒介使聖經教學更有效果。

香港神召第一小學優質
基督教教育交流學習

  本校小學聖經科老師朱君怡、鄭嘉麗、歐

玉珍、謝玉雁、陳麗玲和梁泳然，在歐陽效鴻

牧師的帶領下，於三月十五日專程前往香港神

召第一小學與該校的何國萍校長及四位聖經科

老師交流，及在小三聖經堂觀課。何校長介紹

了該校的異象乃致力提供基督教教育，同心培

育基督小精兵。何校長亦介紹了他自編的聖經

課程，並送了一份範本給我們參考。該校視聖

經科為主科，比中文、英文、數學、常識科更

重要，除了每周有兩節聖經堂外，亦每周二至

四早上有一節牧養堂，由聖經科老師（亦是班

導師）用聖經牧養學生靈性，所以，該校百分

之九十以上學生決志信主。此行獲益良多，對

本校聖經科的教學有適切的啟發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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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 。 」 主 題

詩 歌 是 「 復

活 的 主 T h e 
Resurrected 
Lord」及 「耶穌基督 In Christ Alone」；得

到大埔浸信會澳門堂協助，福音週內容非常精

采豐富，包括萬國兒童佈道團及大埔浸信會澳

門堂同工在幼稚園講復活節故事；小一至小四

師生在操場齊跳復活操；鍾樹森牧師在教職員

生及工友的復活節週會上傳遞耶穌基督復活的

歷史事實，並宣告靠着主耶穌的寶血，可洗清

人的罪惡及陋習；由啟發課程、G-FORCE小組

師生分享復活節詩歌，透過音樂明白復活的意

義；百多位家長藉欣賞電影《打機王》及余德

淳博士的專題講座，學習處理孩子打機難題；

福音週書展讓師生家長

接觸基督教文學及聖經

科學生作品展，以聖經

金句、故事及填色等展

示了耶穌是神的羔羊。

美國色士風歌手激瀝
（Craig	Hearn）
音樂見證分享

  三月二十日美國色士風歌手激瀝（Craig 
Hea rn）在小五至初二學生週會上，與同學

分享音樂及福音信息，他用色士風吹奏及演

唱多首粵語流行歌曲及聖詩，並說出耶穌賜

世人的救恩，鼓勵同學決志信主；他也與老

師們分享音樂、福音信息及

自 己 的 得 救 見 證 ， 他 曾

試 圖 自 殺 ， 但 神 垂 聽

了 他 的 祈 禱 ， 藉 着 兒

子的電話關懷，他打

消 了 自 殺 的 念 頭 。 時

至 今 日 ， 他 四 處 去 傳

揚主的救恩。

沈世傑校友見證分享
  三月廿八日沙梨頭宣道堂傳道沈世傑校友

聯同其教會四位基督徒，在初三至高三學生週

會上，與同學分享見證。

福音週系列活動，
齊慶救主復活

  為幫助同學感受耶穌捨己的大愛，基教

處 於 四 月 三 至 十 六 日 舉 行 福 音 週 ， 主 題 是

「Lamb 2017」；主題經文是約翰福音一章

廿九節下：「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

的！」及羅馬書十章九節：「你若口裏認耶

穌為主，心裏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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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出席John	Conway
教授數學講座

  四月十九日上午，數學科科主任胡俊明帶領

高三同學周昊天、蔡啟祥、鄧楚灝，到澳門大學出

席數學講座，由 John  Conway 教授主講，講題為

“Numbers and Games, Symmetry and Groups: My 
Life in Mathematics＂。教授與學生們分享其數學人

生，對喜歡數學的學生們給予很大啟發，獲益不淺。

出席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中村修二教授的演講
  十二月十六日上午，本校物理興趣小組往澳門大學參加二零一四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中村

修二教授的演講。講題為“The Invention of High Efficient Blue LEDs and Future Solid State 
Lighting＂，獲益良多。圖為師生與教授合照。

中學生到香港中文大學作
生化研究學習

  本校化學科科主任張慧敏於十二月十九至廿二日

帶領初三及高一對化學和生物有濃厚興趣的優秀學

生，到香港中文大學作深入的生化研究學習，透過

實踐學到不少專業的學科知識及生化實驗技術。隨

後，師生在四月和五月再到中大學習，收穫豐富。

史地學會成立廿五周年
  三月廿一日，培正史地學會慶祝成立

廿五周年，並舉行第廿六屆職員就職典

禮。在場嘉賓欣賞了該會製作的壁報、刊

物及影片等，對同學予以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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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藝術學會廣西行
  為了解祖國傳統文化，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懷，培正中學語言藝術學會於四月十三至十七日期間

獲澳門教青局全費資助，在林佩欣及謝敏琪老師的帶領下，組織會員共四十人，前往廣西桂林、三

江及柳州作為期五天「認識祖國  愛我中華」之廣西學習之旅。

  從程陽八寨、程陽風雨橋、義江緣景區、灕江風光、銀子岩，再到柳侯公園、柳侯祠、文廟以

及魚峰山公園等地進行參觀，讓我們認識到當地的歷史文化背景之餘，更觀賞了景觀奇特的自然景

觀，這裏正是彙集了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及古人智慧精髓的寶地。

  此 外 「 坐 妹 秀 」 及 「 印 象 劉 三

姐」現場表演，同學們親身體驗到少

數名族的熱情奔放，又見證了一齣壯

觀實景演出的劇場。是次廣西考察雖

然停留的時間不多，但卻給同學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能讓每位同學有機

會深入了解祖國這片大地，更是獲益

良多。

台灣藝術尋寶之旅
  在四月復活節期間，本校視覺藝術科黃慧

儀老師帶領中學生前往台灣進行一連五天的藝

術尋寶之旅，參觀了波隆納世界插畫展、奧賽

美術館三十周年展、Young Art Taipei Hotel 
Art Fair、華山文創園區、台北巿立美術館等。

學生善用假期學習，獲益良多，增加在不同的

藝術媒材、不同時代及創作手法方面的知識。

中學生參加2017春季桂澳
學生寫生交流活動

  四月十四至十七日，本校學生李奕儒、黃熙庭、

李瀚恩、鄺妍華、張娉婷、黃康庭、梁佑愷在視覺藝

術科區頴斌老師陪同下，參加「2017春季桂澳學生

寫生交流活動－赴廣西藝術學院學習交流團」，期間

到訪廣西藝術學院，並深入羅城仫佬族自治縣國家地

質公園進行寫生創作，將眼前美景活現畫紙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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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足伴我行
  三月十六日，小五、六級

部份學生由老師及駐校輔導員

帶領，前往氹仔大潭山郊野公

園進行遠足伴我行活動。

參與慶祝澳門特區成立十七周年園遊會
  本校Jazz Band及舞蹈隊在慶祝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十七周年園遊會上演出。

教育劇場來校演出
  由樂施會澳門分會主辦，澳

門零距離合作社製作及演出的學

校巡迴互動教育劇場，二月十八

日來校向幼高同學演出，將「糧

食公義與公平貿易」議題帶進幼

稚園。每位小同學並把一封新春

利市捐給樂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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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體藝等獲獎情況
泛珠三角物理奧賽成績優異

  第十三屆泛珠三角物理奧林匹克競賽暨中華名校

邀請賽（澳門區）頒獎典禮於三月十七日下午在澳門

大學舉行。本校獲得綜合賽學校團體獎一等獎。學生

成績優異，在綜合賽中，周昊天（高三）獲一等獎；

朱景韜（高二）及蔡啟祥（高三）均獲二等獎；李逸

晴（高三）、甄富坤（高三）及葉沛賢（高二）均獲

三等獎。在基礎賽中，高一同學陳思愉得三等獎，優

秀獎由高一同學沈煜輝、林敬哲、王少傑獲得。

獲美國I-SWEEEP競賽榮譽獎
  高二級陳子翹及楊善瑜同學於五月三日代表澳門參加在美國H o u s t o n舉行的 I - S W E E E P
競賽（國際可持續發展奧林匹克競賽），其作品“ Identi f ication of Novel Peptides by RNA 
Sequencing Analysis of Coral : Clues to Defense Mechanisms of Coral as well as Potential New 
Therapeutic for Human＂，他們與全球六十多個國家及地區超過四百位同學共同展示研究作品，

在健康及疾病預防範疇中獲得「榮譽獎」。

師生到夏威夷參加FRC國際賽
  本校FRC機械人小組在閔好年老師和鄧傑成老師帶

領下，於三月廿五日前往美國夏威夷州參加FRC (F IRST 
Robotic Challenge) 夏威夷區賽，出賽學生有十五人，這

次參與的FRC是世界中學生最頂級的機器人比賽。此次比賽

與來自台灣、日本、美國、中國、澳大利亞等三十七支隊

伍同場競爭，本校排第廿七名，這個名次來之不易。由前

期製作以至比賽場上，同學們都發揮出色，面對各種問題

都能在比賽壓力中冷靜解決，從中可見同學們在參與不同

比賽後，在解難、總結問題以及改善計劃等均有進步。

印尼國際青少年科學奧林匹克競賽IJSO
  本校中學同學吳嘉駿、黃翱駿、莫雅婷、鞏悅、譚健禧和林敬哲，在陳健鴻老師帶領下於十二

月二至十一日到印尼參加第十三屆國際青少年科學奧林匹克競賽（International Junior Science 
Olympiad，簡稱IJSO）。同學們認真投入競賽，最後林敬哲獲銅牌。是次比賽能促進各國科學教

育的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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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Tech	Challenge香港區選拔賽獲亞軍
  由香港西覓亞及香港科技大學主辦的「FIRST Tech Challenge香港區選拔賽2016-2017」於三

月十一日及十二日在香港科技大學舉行，本校獲得亞軍，並獲資格於七月前往澳洲參加澳洲FIRST 
Tech Challenge公開賽。

北京青少年科技賽獲兩項一等獎
  高二級陳子翹、楊善瑜，初三級何旻駿、秦學謙四位

同學，於三月底到北京，代表澳門參加「第37屆北京青少

年科技創新大賽」。陳子翹同學、楊善瑜同學的作品是「利

用轉錄組測序分析在珊瑚中鑒定新的多肽：珊瑚的防御機

制和人類健康潛在新療法」；何旻駿同學、秦學謙同學的

作品是“SMART PLECO A Multi-functional Eco-friendly 
Unmanned Craft for Water Bodies Protection＂。兩個項目

均獲一等獎，獲評審高度讚賞。指導老師分別是：梁瑩瑩、

姚曉暉、劉冠華。

代表澳門出戰
APICTA賽獲獎

  十二月初，在台北舉行的「第十六屆亞太資訊

及通訊科技大賽－APICTA」，何雋軒、梁竣皓及

何旻駿同學在劉冠華老師帶領下，代表澳門出賽，

以中學組第二名的佳績，奪得 Merit Award 而回。

澳門資訊科技創意大賽頒獎
  由澳門電腦學會主辦，郵電局、澳門生產力暨

科技轉移中心協辦的「2016澳門資訊科技創意大

賽」今舉行頒獎禮，本校包攬中學組兩獎項。大獎

作品是「清潔環保採樣無人船」（作者：何旻駿、

梁竣皓、何雋軒，導師：劉冠華），最佳創意獎作

品是「陪著你走 Follow You」（作者：高德其，

導師：陳少婷），而劉冠華老師獲優秀導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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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X機械人小組參加亞洲賽獲一銀三銅
  本校VEX機械人小組在老師閔好年和鄧傑成帶領

下，於十二月一至四日參加由亞洲機器人聯盟主辦的

「2016年第十屆亞洲機器人錦標賽」。參加本次大賽

的有中港澳及中東等國家地區共四百八十三支隊伍，

逾二千人參賽。經過多場比賽後，本校四支隊伍取得

一銀三銅的優異成績。

FTC廣州選拔賽獲創新獎
  由高一及初一二組成的兩隊首次參加國

內FTC廣州選拔賽，兩隊亦闖進了四強並獲得

了Rockwell Collins創新獎。

第十屆建技大賽
  四月初，由澳門大學學生會、美國土木工程師

學會國際學生會、澳門大學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學

生支部主辦的「第十屆建技大賽－大跨度屋蓋結

構」，本校參賽同學獲中學組亞軍及最佳表現獎。

獲獎隊員：高三信：李逸晴、何文軒、賴慧寧及高

三望：何正泓、指導老師：梁沛津

小學流動應用程式編程獲優異獎
  5月初，由香港教育大學主辦的「小學校際流動應用程

式編程比賽2017」頒獎，共有港澳兩地七十所學校，接近

二百隊參賽。本校同學憑作品「智能生活，由我掌控！」

獲頒優異獎。獲獎隊員包括（小六信）吳粲然、（小六

信）李泳湘、（小六善）何柏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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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創新大賽獲銀獎
  首屆中國（上海）國際發明創新博覽會於四月十九

至廿三日在上海舉行，小五曾政熙獲銀獎。

常識百搭小學STEM探究取佳績
  十月十日，第二十屆常識百搭小學STEM探究展覽在香港舉行，共八十六隊參加展覽。本校由

郭振業、林潤薇老師指導之作品「純天然保濕液」脫穎而出，六位參賽同學黃淨熙、羅啟傑、鄺羨

恩、余嘉殷、陳渙嵐和戴穎芯奪得傑出獎及最高榮譽之評判大獎，獲邀參加六月廿六日於香港教育

大學舉辦的二十周年慶典活動，競逐二十周年大獎；由馬耀幹、袁國展老師指導五位同學（梁芷

晴、黃靖雯、吳粲然、盧屬靈和劉家軒）之參展作品「落葉造紙」獲嘉許獎。

小學生參加第四屆香港
國際學生創新發明大賽

  本校何柏炘及高德其同學於十二月十七日

前往香港參與「第四屆香港國際學生創新發

明大賽」。賽事中，何柏炘獲得了「金獎」、

「泰國特別獎」、「香港特別獎」；高德其獲

得了「銀獎」、「泰國特別獎」、「香港特別

獎」，成績令人鼓舞。

小學同學參加氣壓水動力車比賽
  澳門小學科學教育學會於二月廿五日舉行「2017澳門

小學常識科技大賽－氣壓水動力車比賽」，本校三組參賽學

生，一組獲二等獎，兩組獲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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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高雄KIDE發明展獲佳績
  十二月，二零一六高雄KIDE國際發明暨設計展，何柏炘

獲金獎、高德其及叢培羲獲銀獎、戴弘浚獲銅獎。

亞洲校際機器人
挑戰賽－大腳
相撲挑戰賽
Bigfoot	SUMO

  本校小六學生李栢僑及陳烈埼

於十二月十日前往香港參與「亞洲

校際機器人挑戰賽―大腳相撲挑戰

賽」。賽事中，他們充分展現出臨

場應變能力，獲取了豐富的經驗。

澳門國際可持續發展項目
奧林匹克競賽獲亞軍

  澳門科學技術協進會舉辦「澳門國際可持續發展項目

奧林匹克競賽」（I-SWEEEP），本校楊善瑜、陳子翹及

導師姚曉暉、梁瑩瑩憑着「毒在斑馬魚胚胎的毒性效應項

目」奪得亞軍，將於二零一七年五月赴美國休斯敦參加

I-SWEEEP全球決賽。

  同時，許璟昊、黃昊泓、林浩霆及導師閔好年的作品

「針對飛機上救援物品的射頻識別管理系統」及何雋軒、

梁竣皓、何旻駿與導師劉冠華的作品“Smart Pleco-An 
Automatic Cleaning and Sampling Ship＂獲得榮譽獎。

青少年保齡賽奪冠
  中國澳門保齡球總會主辦之第十八屆青少年公開賽已於三

月中圓滿閉幕，圖為初級青年組頒獎禮，本校初一信曾溢希以

五百一十一分榮獲第一名，初一愛方鴻諭獲第二名。此外，小

六愛梁翊康亦獲初級少年組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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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澳學生繪畫比賽頒獎
  全澳學生繪畫比賽頒獎，李奕儒、梁佑愷、張娉婷、黃惠玉四位同學獲一等獎，其中李奕儒兼

得獎學金。十六位同學獲二等獎，廿七位同學獲入選獎。

學界乒賽C,D,E組獲佳績
  學界乒乓球比賽C、D、E組於三月廿六日煞科。培正健兒取得三冠、兩亞、三季佳績：

男C ：  第二名黃奕瑾（初一正）、第三名吳希諺（初一善）、第五名林子堯（初一善）

男D ：  第一名蘇俊熙（小六望）、第三名楊文政（小五信）、第四名朱震濠（小六正）、

  第五名張浚軒（小六正）、第六名許浩桓（小六正）、第七名霍展聰（小五善）

男E ：  第一名鍾健濠（小四善）、第二名何天倫（小四信）、第五名鄭元皓（小四愛）、

  第七名陳軒賢（小三望）

女D ：  第三名吳詠嫣（小五信）

女E ：  第一名甄卓然（小四正）、

  第四名容穎俞（小四信）

全澳小學生國情繪畫大賽頒獎
  童畫中國夢「永利盃」－首屆全澳小學生國情繪

畫大賽頒獎典禮於五月十七日舉行，本校獲獎同學如

下：一等獎：伍悅之；二等獎：馮卓琳；三等獎：冼

曉軒、陳熙陽、盧屬靈、林沅婉、賴悅鋆。

城市清潔壁畫創作
  本校參加「城市清潔壁畫創作比賽」，設計學社

同學們付諸實踐，把優勝作品畫在東亞運大馬路澳門

賽馬會外牆上。壁畫題目是「保護動物」，帶出尊重

生命，與人類共融活出色彩繽紛世界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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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博物館多項比賽頒獎禮
  通訊博物館於三月

一日舉辦多項比賽頒獎

禮。本校初二級江彥婷

獲「畫出郵票故事」創

作比賽青少年組季軍，

初二級潘愷亮及初三級

勞詠芯獲最佳作品獎；

初三級徐延忠獲「隨手

可拍－郵政設施街拍攝

影比賽」第三名。

2017桂澳學生寫生交流活動繪畫比賽
  由澳門國際創價學會、中華教育會及廣西藝術學院

主辦，美術協會協辦的「2017桂澳學生寫生交流活動

繪畫比賽」在一月七日於紀念孫中山市政公園舉行，經

過三小時的實地寫生創作，本校學生張娉婷奪得初中組

金獎，黃康庭及梁佑凱獲銅獎，鄺妍華獲優異獎；高中

組方面，李瀚恩獲銀獎，李奕儒得銅獎，黃熙庭獲優異

獎，成績卓越。

參加標語創作及水杯設計比賽獲獎
  本校同學參加由澳門無疆界青年協會主辦的「小城大愛  • 
愛知行動」標語創作及水杯設計比賽，喜獲佳績。標語創作比賽

獲優異獎同學包括高三信魏可盈、高三望劉殷豪、高三愛黃達

濠、高二信陳孝弘、高一望賴曉樂、鄭麗而以及高一善李昱浩；

另水杯設計銅獎初三正勞詠芯、水杯設計優異獎高一愛趙靖賢。

校際戲劇比賽獲佳績
  第二十六屆校際戲劇比賽中學

組於賽事中，培正A隊《散銀》

獲優異級獎項、培正B隊《透明

人》獲優良級獎項。

  劇本創作獎由培正A隊《散

銀》譚曉彤、戴碧筠獲得，而獲優

秀演員獎包括：王澐、任凱翎、劉梓

晴、薛逸銘、趙泓達、容嘉穗、梁隼瑋、李昱浩。培正B
隊更獲整體優秀演員獎。

  在小學組賽事中，培正A隊獲優良獎，B隊獲甲級

獎。此外，余俊彥獲優秀導演獎，潘愷彥、陳朗希獲優

秀演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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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學生戲劇匯演2016
  十二月初，戲劇社師生十一人到香港參加

由萬鈞教育機構賽馬會毅智書院主辦的「亞

洲學生戲劇匯演  2016」。是次演出的劇目為

《看不見的明天》。學生的演技和關心社會的

行動備受各地讚賞，該劇目更讓不同地區的觀

眾了解視障人士在澳門的生活。

本校舞蹈隊獲校際比賽獎項
  本校中學及小學舞蹈隊參加第三十七屆校際舞蹈比賽，同學們表現出色，中學組以《呼喚綠

蔭》榮獲優異獎；小學組以舞蹈《小馬騰飛》榮獲優異獎及創作獎。

楊寧同學獲
澳門國際藝術公開賽金獎

  二月五日，本校小六望班楊寧同學在「二

零一七澳門國際藝術公開賽」以全場最高分成

績獲得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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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比賽屢獲佳績
學界數理比賽頒獎禮	本校師生獲獎眾

  四月底，本校師生參加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學年學界數學、物理及化學比賽頒獎禮。一年來，

同學在老師們悉心指導下，學習勤奮，表現出色，比賽成績卓越，碩果累累。

數學測試賽獲金獎
  二零一七年「世界數學測試」精英邀請

賽頒獎典禮於三月十八日在香港舉行，本校

小五望黃浩政、小六望葉俊濠均獲金獎。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小學組奪冠
  本校同學在二零一七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澳門賽

區）中表現優異，獲小學組團體冠軍，中學組獲團體季軍。

華羅庚杯數學賽表現出色
  本校同學參加第十三屆「華羅庚金杯」少

年數學邀請賽，本年度同學表現出色，成績卓

越，而劉兆銘老師、許少軍老師、邵敏老師、

彭文素老師獲優秀指導老師獎，可喜可賀。

小五望黃浩政（右三）、小六望葉俊濠（右二）均獲金獎

彭文素老師（左二）代表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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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講談會心得徵文賽奪冠
  「2017公民教育講談會暨2016公民教育講談會講座心得徵文比賽頒獎典禮」於五月六日在理

工學院舉行。本校高三愛李紫晴獲中學組冠軍，高一愛林思妤獲中學組亞軍，高一愛李樂彤、楊

茗、高一善吳永碩及高二愛李綽楠獲中學組入圍獎。

徵文創作　屢獲佳績
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

  由澳門基金會及澳門日報聯合舉

辦的第廿二屆「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

文比賽」於澳門教科文中心舉行頒獎

禮。高一望張芷萱獲高中組季軍，高

二善林曉欣、陳靜儀及高三善曾浩倫

獲高中組優異獎。

野外生態影展徵文賽獲佳績
  二月，由澳門科學館舉辦，英國自然歷史博

物館授權策劃的「生生．不息－野外生態攝影

年展」徵文比賽，本校共六位同學獲獎，得獎名

單如下：高一信龔學賢獲冠軍、初三望陶昶獲亞

軍、高一信鄭麗而獲季軍；高一善潘柏森、高二

信劉柏麟、高二望郭嶷翬均獲優異獎。

澳門校聞 各項比賽獎項

177



山海杯國際辯論賽
奪季軍

  二月十六至十九日辯論隊參加

《第四屆「山海杯」國際辯論邀請

賽》，獲得季軍。最佳辯員則由高

三學生程梓軒和潘凌子獲得。

初中同學參加
「香港菁英朗誦及演講比賽2017」

  一月廿一日，初中同學往港參加「香港菁英朗誦及演講比賽2017」，經

過一番角逐後，由初三同學冼嘉怡獲銀獎，初二黃凱欣獲優異獎。

赴港參加
「大文豪	·	小作家」創意寫作大賽

  本校初三級愛班張娉婷同學於二月廿五日在孫文偉老師帶領

下， 前往香港參與「大文豪 · 小作家」創意寫作大賽。最後張娉

婷同學獲得銅獎。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獲佳績
  二零一七年粵港澳「4 . 2 3世界閱讀日創作

比賽」（澳門區）頒獎典禮，本校陳俊康同學獲

得高小組二等獎，獲優異獎同學包括：（初小

組）鄧希悅、（中小組）趙康瑤、（高小組）蘇

可瑜、麥嘉恩、何曉晴、何柏炘、韓冷、（高中

組）黃亦韻、許穎心、鄒雨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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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獲獎情況
基本法園遊攤位獲優異獎

  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法務局、民政總署及教

青局聯合主辦「紀念《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頒

佈廿四周年園遊會」於塔石廣場舉行。現場設攤位

遊戲，由「基本法攤位遊戲設計比賽」的入圍隊伍

設計，本校譚達賢老師指導的初三信班隊伍為其中

之一。經現場評審後，本校獲優異獎。

澳門青少年科普書籍
閱讀獎勵活動

  「第十二屆青少年科普書籍閱讀獎勵活

動」頒獎禮於十二月十日舉行，本校高二楊

紫慧獲得一等獎，小五黃海姚獲得二等獎。

國情知識賽獲亞軍
  五月初，本校高二級學生李綽楠、陳子筠、徐心暘，由譚達賢老師帶領，參加「銀娛澳門盃」

第九屆澳門青少年國情知識競賽總決賽，獲中學A組亞軍。賽後與總評委楊允中博士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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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正中學捐贈名錄
**各項捐贈記錄，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捐款名錄截至2017年2月14日止）

獎助學金

捐贈者／捐贈機構名稱
捐贈金額

（港幣）
捐贈項目用途

香港培正同學會 16,490.00

紀念梁玉愛老師英文科活動獎學金

香港培正中學教職員會 3,500.00

何國斌先生 500.00

羅曉梅女士 5,000.00

郝善和先生 10,000.00

莫與競先生 200.00

陳力行學長（1958年級銳社） 1,000.00

王知健學長（1975年級昕社） 2,000.00

張思敏學長（1975年級昕社） 1,000.00

梁燕珊學長（1975年級昕社） 30,000.00

李永明學長（1976年級捷社） 1,000.00

章子惠學長（1976年級敏社） 加元1,000.00

李國寧學長（1978年級英社） 10,000.00

1979年級榮社 2,000.00

張春煦老師 88,000.00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張春煦老師紀念夫君廖師沅先生獎學金

吳宣倫博士（1958年級銳社） 美元1,500.00 吳宣倫吳胡淑慈伉儷獎學金

何玉芬博士 15,000.00 陸明紀念獎學金

教育發展

捐贈者／捐贈機構名稱
捐贈金額

（港幣）
捐贈項目用途

李黃敏儀女士 500,000.00 教育發展經費

梁紹安先生 50,000.00 教育活動經費

1956年級瑩社 30,000.00 培育及獎勵品學兼優學生

1964年級雁社 5,000.00 教育活動經費

1966年級皓社 20,000.00 教育活動經費

1971年級剛社 10,000.00 教育活動經費

錢家建學長（1976年級捷社） 53,000.00 魚菜共生系統

黃敏之學長（1976年級捷社） 53,000.00 魚菜共生系統

黃炳財學長（1976年級捷社） 1,500.00 校刊郵費及出版經費

1981年級勁社 10,000.00 學校發展經費

1991年級勇社 50,000.00 修復宗教館長椅經費



香港培正小學捐贈名錄
**各項捐贈記錄，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捐款名錄截止至2017年7月28日止）

捐助者／
捐助者機構名稱

捐助金額
（港幣） 捐助項目用途

鍾信明 20,000.00
捐助2016年度小五

“尋根之旅＂

陳國堯 800.00 捐贈綜合晚會

戚嘉信 5,000.00 捐贈綜合晚會

培正專業書院 1,000.00 楊國雄博士伉儷獎學金

葉炳燊 10,000.00 捐贈小學

黃祟基 38,000.00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Lam Wai Tung 11,800.00 捐贈小學

黃景耀 1,000.00

捐助“學社助學金＂

黃麗賢 300.00
Lam Chung Ho 300.00

Lo Lok Pui 300.00
Wong Sze Nga Cannis 300.00

Kwok Shing Kan 300.00
Chow Suk Fun 400.00

黃耀恒 300.00
Wong Sze Ho 500.00

Shih Yi Ju 200.00
Chan Man Ki 200.00

梁偉軍 3,000.00
譚立邦 1,000.00

Lau Tik Ki 3,000.00
盧芷英 5,000.00
胡征遠 5,000.00
尤從凱 5,000.00

周陳燕芬 10,000.00

贊助小學重建高爾夫球
練習場

劉安康（栢初） 10,000.00
Mak Stella（貞） 5,000.00

黃宇傑 2,000.00
羅廣生 2,000.00
江富良 2,000.00

馮悅朗家長 1,000.00
魏進軒家長 2,000.00
鍾卓言家長 2,000.00

黃炳財 2,000.00
陳芳榮 2,000.00
陳紹喁 3,000.00
張惠鴻 5,000.00
林朝山 4,000.00
伍柱穩 3,000.00
丁鐵翔 3,000.00

溫梓淇家長 3,000.00
梁錦豪 10,000.00

沈思行家長 500.00
蘇 佩 1,000.00
梁璧姬 3,000.00
陳秋銘 2,000.00
陳量婷 1,500.00
朱少聰 1,000.00
何志榮 5,000.00
譚樹永 2,000.00

高球發燒 100,000.00
陳錦淞 2,000.00
何幹謙 2,000.00
蔣洪發 2,000.00
屈錦瑜 1,000.00
鄺偉傑 2,000.00
陸錦輝 2,000.00

捐助者／
捐助者機構名稱

捐助金額
（港幣） 捐助項目用途

陳德生 2,000.00

贊助小學重建高爾夫球
練習場

涂念騫 2,000.00
陳偉儒 3,000.00

馬智鴻夫婦 2,325.00
馬錦流 2,325.00

余世英夫婦 1,286.00
莫嘉浩家長 1,000.00
小學家長 4,000.00
談國斌 2,000.00
吳婉萍 2,000.00

梁浚匡家長 3,000.00
江富春 5,000.00
何德正 5,000.00
王敏瑩 1,000.00
尹祖強 2,000.00

周樂晴家長 1,000.00
張瑋珈 4,000.00
陳淑嫻 2,000.00
劉永誠 2,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金綸服裝有限公司 2,000.00
鄺栢穎 1,000.00

保嬌麗有限公司 1,000.00
美芯美勞有限公司 400.00

Tong Sai Wong 500.00
巨人足球學校 300.00

小樹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500.00
體育先鋒有限公司 1,000.00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500.00
文錦強 1,500.00

鄧惠貞，李小玲，謝秀英，
梁萃薇，區笑梅，羅鳳儀

1,200.00

冠忠遊覽車有限公司 3,800.00
曾璞初 500.00
何志豪 4,000.00
何壽南 500.00

英利音樂有限公司 2,000.00
和興建築有限公司 2,500.00

Synergy Education Provider Co., 
Ltd.

1,000.00

友邦護衛有限公司 300.00
香港英倫有限公司 500.00

泳天游泳中心有限公司 13,000.00
China Construction Bank（Asia） 

Corporation Limited
3,000.00

鍾信明 15,000.00
李思廉 10,000.00
余國樑 5,000.00

正興（集團）有限公司 3,000.00
李明慶　 3,000.00
何偉濤 3,000.00

廖約克　 3,500.00
趙榮光 4,000.00

柏斯琴行 3,000.00
天藝廣告製作公司 2,000.00

劉達邦 2,000.00
李佐雄 1,000.00

生歷奇教育統籌有限公司 1,000.00
唐世煌 1,000.00
曾志雄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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