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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訓  「至善至正」。
    你要謹守聽從我所吩咐的一切話，行耶和華你 神眼中看為善，看為正的事，
這樣，你和你的子孫就可以永遠幸福。

申命記12:28

幼稚園新路向及新計劃
  香港培正幼稚園以「靈、德、智、體、群、美」均衡發展
達致基督教全人教育，重視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人生觀及優

良品德。我們本著以兒童為本的理念，因應幼兒的能力、需

要、已有經驗及興趣設計課程，並根據香港學前教育整體課程

設計目標為基礎。我們致力培育幼兒能成為主動及積極的學習

者，學習細心觀察、主動探索及善於發問的能力。培養幼兒正

確的學習態度、增強思考及解難的能力，奠定終身學習的基

礎，成為未來社會的棟樑。

生日會以全校形式舉行，小朋友生日會以全校形式舉行，小朋友
聚首一堂，非常高興聚首一堂，非常高興

現時生日會仍會以全校形式進行，現時生日會仍會以全校形式進行，
並會邀請義工家長們聚首一堂，一並會邀請義工家長們聚首一堂，一
起切蛋糕慶祝，場面十分熱鬧起切蛋糕慶祝，場面十分熱鬧

現在，每年的復活節崇拜都會現在，每年的復活節崇拜都會
在基社李思廉禮堂舉行在基社李思廉禮堂舉行

高班畢業了，在幼稚園A高班畢業了，在幼稚園A
座正門拍照留念，現在A座正門拍照留念，現在A
座大堂已煥然一新座大堂已煥然一新

現在畢業禮會在設備現在畢業禮會在設備
完善的大禮堂進行完善的大禮堂進行

生日會中會有集體遊戲、生日會中會有集體遊戲、
表演、唱歌，更會派發小表演、唱歌，更會派發小
朋友們最喜歡的生日禮物朋友們最喜歡的生日禮物

基督復活了，以往的復活節祟拜基督復活了，以往的復活節祟拜
會在舊禮堂舉行會在舊禮堂舉行

以往生日會的食物，除了蛋糕外，以往生日會的食物，除了蛋糕外，
還會有紅雞蛋還會有紅雞蛋

  學校除了保留傳統核心價值之餘，更與時並進，加入配合時
代所需的教學新元素。同時，我們深信每一位幼兒都是不同，所

以我們著重啟發每一位兒童獨特的才幹及智慧，培養他們作多方

面的發展。我們的幼兒是在開放的環境中愉快和自信地成長。

  現在，我們正籌辦培正幼兒班，希望為幼兒在入讀幼稚園前
打下穩建的基礎。我們深信沒有任何工作比教育幼兒成才更有意

義，因為這裏有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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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孩子「兩文三語」能力
  本年度增聘了英語外籍老師及普通話老師，在英語及普通話專科學習中，老師會配合日常學習

環境和幼兒經驗，透過多元化的教學活動，例如：角式扮演、小組學習、講故事、玩遊戲、唱歌及

操作教具等，使幼兒自然地運用多聽、多講、多讀來學習不同語言，為他們提供豐富的語言學習環

境，從而提昇他們對英語及普通話之理解及運用。英語課堂中更有show and tell環節，在進行過程

中，老師會利用問題引導法，圍繞主題學習內容發問問題，為幼兒提供多聽、敢說的學習機會，引

導他們運用已習得的字詞及句式來進行演說，從而逐步建構幼兒的英語讀寫能力，為幼兒銜接小一

學習奠定更穩固的英語能力基礎。

發展孩子的科學、數學新思維
  為配合小學STEM教育(Science科學、Technology科技、Engineering工程、Mathematics數
學)，幼稚園課程方面也重視幼兒從小探索、動手建構的遊戲學習活動。我們透過不同的活動，讓

幼兒統整其日常生活中對世界的探索，以及發展基礎的科學思考能力。此能力將伴隨幼兒進入小學

階段，幫助他們將科學思考的方法應用在所有學科的學習上。學校透過不同科學研究計劃、大型活

動和參觀，讓孩子主動觀察，嘗試進行科學推論、分類、提出假設等自發學習，讓孩子獲取科學常

識。期望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激發他們對周邊事物的好奇心，提高在日常生活中對事物探索的興

趣，獲取與生活經驗相關的科學常識，為科學概念的學習打好基礎。學校更會帶領學生出外參觀，

例如：科學館、科學園和參加科研比賽等，讓孩子深入了解身邊的事物，讓幼兒自我發現、提出問

題，持續地發展獨立思考的能力。

普通話老師與幼兒一邊唱歌一邊玩遊戲普通話老師與幼兒一邊唱歌一邊玩遊戲

幼兒一起分享自己喜歡的中國名勝幼兒一起分享自己喜歡的中國名勝
Show and Tell 時間，幼兒Show and Tell 時間，幼兒
用英語分享自己的玩具用英語分享自己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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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及教學模式
  本校以「主題教學」為主要的教學策略，透過不同的主題貫穿六個學習範疇，綜合地規劃整個

主題的教學內容。當中輔以專題研習、小組活動、模擬活動、參觀活動及講座……加上全校性活動

來豐富主題學習，例如：提燈會及舊書交換活動等，引發幼兒的學習興趣。本校更利用豐富、安

全、合適及妥善的環境佈置，為幼兒提供具操作性及多元化的學習活動。

專題研習
  專題研習以學生興趣及生活經驗作為定立之始。幼稚園課程中各班每一個學期都設有專題研

習，作為該主題延展活動。在眾學生不同的學習興趣中，老師找出他們的共同興趣點作出深入探

索；老師與學生經過搜集資料、分析歸類及統整學習經驗，然後共同計劃學習方向和匯報，並一起

合作及實踐，最後分享學習成果(經驗共享)。從中在知識、技能、態度三大領域中有所得著，盡展

多元的潛能，能激發學生的自我學習及解決困難的能力。過程中，使學生主動學習、促進學生之

間、學生與老師、學生與環境的互動學習。

提燈會中學習不同的節日食品提燈會中學習不同的節日食品

用環保物料吹泡泡用環保物料吹泡泡

我要準備為病人我要準備為病人
做手術啦！做手術啦！

交通工具延伸活動交通工具延伸活動    馬路製作馬路製作
模擬在診所內看醫生模擬在診所內看醫生

舊信箱，真特別舊信箱，真特別

買東西，記得帶環保袋啊！買東西，記得帶環保袋啊！

做個小小消防員！做個小小消防員！

模擬坐飛機參觀中國名勝模擬坐飛機參觀中國名勝

參觀校園內樹木，探索樹木外形及結構參觀校園內樹木，探索樹木外形及結構

舊書交換活動，讓幼兒體驗環保概念舊書交換活動，讓幼兒體驗環保概念
我們一起學習包紮傷口我們一起學習包紮傷口

齊來做工程師齊來做工程師 我們都是小小科學家我們都是小小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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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銜接活動
  幼小銜接活動是培正重要的一環，這個過渡階段是一個平穩過渡的教育過程，幼稚園主要以遊

戲、小組、主題學習為主的教育方式，要讓兒童順利地適應小學生活，幼稚園需要舉行不同的活動

來讓幼兒作好準備。幼兒會有一個月時間學習寫手冊，在小息學習自行上廁所。小學亦會安排幼稚

園高班學生到小一課室，與小一的師兄姐一同上課，感受小學上課的形式和氣氛。老師們亦會安排

師兄姐們，分享升小一的感受和活動，讓幼稚園學生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下，慢慢學習適應小一的校

園生活。

小一銜接班-同學們在小學課室中上課，小一銜接班-同學們在小學課室中上課，
學習小學上課的模式學習小學上課的模式 一同研究立體模型一同研究立體模型

小學的課室跟幼稚園很不同呢！小學的課室跟幼稚園很不同呢！

學習小學上課模式學習小學上課模式

一同上體能課，好好玩呀！一同上體能課，好好玩呀！

同學們很留心聽老師指示同學們很留心聽老師指示 上完體能課與小學哥哥姐姐來一張大合照上完體能課與小學哥哥姐姐來一張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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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方面
  聖經上教導，「根基若毀壞，義人還能做什麼呢？」(詩篇 11:3)，因此老師的靈命亦相當重

要。幼稚園每月均會舉行兩次的教師團契，透過遊戲、詩歌、經文和分享，讓老師在繁重的工作中

減輕壓力，分享自己，並從中得力，面對挑戰，並肩前進。

學生方面
  每天上學後透過早午會，與小朋友分享不同的訊息，以詩歌、經文及生活中的故事學習聖經的

教導和真理。在課程上加入了聖經課節，透過聖經故事、詩歌、金句遊戲、聖經遊戲等讓兒童在生

活中實踐真理和教導，敬拜讚美主是相當重要的，所以每年幼稚園均會舉行聖誕及復活節崇拜。

我要唱詩讚美神，感謝祂的恩典，哈利路亞！我要唱詩讚美神，感謝祂的恩典，哈利路亞！

聖經金句遊戲聖經金句遊戲 聖經遊戲：好牧人尋找聖經遊戲：好牧人尋找
小羊，尋到了滿心歡喜小羊，尋到了滿心歡喜

天父，我愛禱告！天父，我愛禱告！

老師團契活動老師團契活動

全校感恩週活動全校感恩週活動

宗教活動
  本校以基督教辦學，靈育是非常重視的一環，我們希望按着聖經的教導，透過日常不同的活

動，使兒童在生活和學習中認識信仰，學習愛主愛人，互相造就和建立，成為神所愛的小孩。正如

聖經所言: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6) (詩篇8:2) 除此以

外，培正幼稚園在課程教學上也加插了不同的聖經教導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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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藝並重，盡展才能
  體藝活動對幼兒非常重要，透過多元化的體育課程，培養孩子謙虛與尊重的運動家精神。我們

期望透過提供不同種類的體藝活動，互動訓練遊戲及比賽，讓幼兒在各方面得到均衡的發展。體能

方面，本學年開始借用小學場地，增加學生活動空間。學生亦可透過體育遊戲，學習和掌握移動、

平衡及操控用具技能，讓學生享受活動帶來的樂趣和挑戰。另外，學校每年會舉辦水運會及親子運

動會，同學們積極投入比賽，面對挑戰仍然勇敢嘗試，盡情發揮培正紅藍兒女的體育精神。此外，

更加強對教師的培訓，並於老師發展日進行訓練，讓老師溫故知新不同的體能知識及教學技巧，無

論對身體和工作都帶來裨益。

幼稚園老師發展日基礎活動訓練幼稚園老師發展日基礎活動訓練

多做運動對身體有所裨益多做運動對身體有所裨益我與妳比試我與妳比試

我拋得很遠啊！我拋得很遠啊！

幼兒很踴躍參加水運會，氣氛熱鬧！幼兒很踴躍參加水運會，氣氛熱鬧！

我能跑也能跳！我能跑也能跳！

開心的體育課開心的體育課

二零一六年度陸運會，二零一六年度陸運會，
張校長為得勝者頒獎張校長為得勝者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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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課外活動及公開比賽
  為培養幼兒的自信心，擴闊幼兒的視野，我們除了提供多元化的課外活動外，更鼓勵幼兒參加

不同的公開比賽，例如：全港校際朗誦、音樂比賽、繪畫比賽等等。本年度更開設了五大範疇的興

趣班課程，包括運動、音樂舞蹈、藝術、創意科技及小蜜蜂領袖訓練，盼望同學在各方面都能得到

均衡發展。

中國武術班中國武術班－－同學同學
們都很努力練習們都很努力練習

幼兒手鈴班幼兒手鈴班－－同學們一同合奏，發揮合作精神同學們一同合奏，發揮合作精神

幼兒長笛班幼兒長笛班－－培養同學對音樂的興趣培養同學對音樂的興趣

幼兒花式跳繩幼兒花式跳繩－－同學們第一次參加花式跳繩班，樂在其中同學們第一次參加花式跳繩班，樂在其中

二零一七年度小蜜蜂宣誓禮二零一七年度小蜜蜂宣誓禮

繪畫手工班繪畫手工班－－發揮創意，用色彩表現發揮創意，用色彩表現

幼兒體操班幼兒體操班－－訓練同學訓練同學
的感官機能及活動能力的感官機能及活動能力

綜合課程綜合課程－－透過主題活動，從遊戲中學習透過主題活動，從遊戲中學習

乒乓球班乒乓球班－－同學們專心練習同學們專心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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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善  蔡欣希媽媽

  選擇了你們“培正小學幼稚園＂作為旻希和欣希學習歷程的起步

點，身為家長的我感到非常驕傲。

  回想起二零一四年二月十日，我戰戰兢兢打開家中信箱，討論區說

看到是「厚的」，便是取錄。結果兒子旻希很感恩地，能加入培正這一

個大家庭；小女兒欣希亦幸運地於翌年一同跟哥哥手拖手上學去。

  還記得幼兒班時，三歲的旻希、欣希正在牙牙學語，對無限寬廣

的世界充滿好奇，害羞的他／她，不太會表達自己，在老師的悉心照

顧和充滿愛的點滴教導下，每天都很喜歡上學。

  升上低班後，他們都熟悉了校園的生活，旻希各方面也成長了不少，他們在自理或知識上獲益

良多。同學與同學間友誼，因為每年同班的關係，更是融洽，加上哥哥妹妹可手拖手上學去，每天

兩兄妹笑着上學，笑着回家一起做功課。

  轉眼間，哥哥旻希已是培正小學小一學生，而妹妹欣希亦已經快要高班畢業了。看到兩兄妹今

天能成為一個懂得感恩、有禮貌、井然有序的學生。他們的投入和進步，正反映了學校裏跟校長、

主任及老師亦師亦友的關係。

  在旻希欣希投入校園生活的同時，我亦能一樣地投入於培正幼稚園義工隊，每一年認識的每一位

家長，能一起分享學習上的快樂事或難處，一同服侍、彼此代禱。在教養小孩上，彼此扶持。

  很喜歡以下一段經文：「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言 22章 6節）」。

從旻希、欣希日常言行，也深深感受到學校以此目標培育幼兒，讓孩童跟據聖經教導成長，以基督

的愛愛他們。作為父母的，我們也常常互相提醒，作好身教，希望孩子能學效主耶穌，就像他們於

學校中常被愛圍繞一樣美麗。

  藉此機會，向每一位教職員送上感激和祝福，並祝願培正小學幼稚園充滿上帝的恩典，繼續維

持優良的辦學理念，培育每一顆小種子！

家家 長長 心心聲聲

上幼信  林昊天爸爸

  不 知 不 覺 間 加 入 培 正 幼 稚 園 這 個 大 家 庭 已 經 快 六 年 了 。 六

年？不會吧！幼稚園只是讀三年的呢！沒錯，因為我的三位小孩

全部也是在培正上學的。這是我的選擇，也是小孩自己的決定。 
  為什麼在芸芸學校之中，我們挑選了培正幼稚園呢？其實這應該是

一個十分容易的決定吧！在這個急功近利的社會中，着重學術，拼命催

谷學童的幼稚園多如繁星，只有我們的培正幼稚園能堅守自己的教學宗

旨，着重品德的教導和心靈上的修養。老師教導學童，不止學術上的領

域而是希望教導出一個又一個至善至正的學童，期望他們能夠對社會作

出貢獻，作出承擔。

  不止如此，其實每個培正幼稚園的學生，每天也很享受校園的生活。何解呢？因為我們的孩

子每天也可以享受學習的樂趣。學生不必要為小一面試而操心，老師也不必為學童安排沉重的

功課。所以每位老師能夠因材施教，安排適合小朋友的課程，朋友學習起來更加事半功倍呢！ 
  最後，得益最多的一定是各位家長。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不只認識了很多家長好友，最重要的是

我們能夠在培正裏讓小孩認識神，聽神的教導，讓小孩一世也受神的看顧，終身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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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二起：譚日旭校長、李樂詩博士、校監何建宗教授及李家仁醫生主持開幕剪綵儀式左二起：譚日旭校長、李樂詩博士、校監何建宗教授及李家仁醫生主持開幕剪綵儀式

學兄學姊高唱校旗歌學兄學姊高唱校旗歌

何建宗教授和李樂詩博士主持講座 何建宗教授和李樂詩博士主持講座 

李家仁醫生高歌「小明去南極」李家仁醫生高歌「小明去南極」

  本校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七至十八日在瑩社會議展覽中

心舉辦了「紅藍科研展  科研先鋒‧極地探索」展覽。活

動旨在讓同學更深刻認識科學研究的方法、了解校監何建宗

教授在南北極進行的科研項目及其重要意義、分享本校紅藍

科研先鋒同學在科研方面的學習和成果。

  開幕典禮於十一月七日舉行，承蒙何建宗教授、李樂詩

博士及李家仁醫生蒞臨主禮。開幕典禮前由何建宗教授先

在集會主持講座，並與李樂詩博士介紹探索極地的困難和成

果。期間何教授更邀請曾到極地探索的學兄學姊示範各項裝

備，及帶領同學高唱校旗歌，李家仁醫生也高歌一曲「小明

去南極」，在場同學情緒高漲，紛紛報以熱烈掌聲。

紅紅藍藍科研展─科研展─
科研先鋒‧極地探索科研先鋒‧極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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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的第一部份為紅藍科研先鋒成果展。紅藍科研先

鋒計劃於去年成立，獲熱心校友捐助，以培育對科學有興

趣和潛質的學生。學校透過科學增益課程、講座、境內外

的交流活動，讓同學學習更深入的科學知識，擴闊視野，

同學也會在導師指導下進行科學研究，發揮潛能。

  是次展覽展出多位同學去年在校內或大學進行的科研

成果，亦介紹了昆明麗江科學考察之旅、山東環保建設及

氣候變化學習團、高校科學營、聯校創科營等多項海外交

流活動的所見所聞。

  第二部份為極地科研展。何建宗教授曾

十一次到訪北極、四次到訪南極進行極地科

研，對極圈海洋浮游植物、 有害藻華的全球生

物地理的分佈、地衣生態、酸雪與極地水質、

極圈旅遊的環境審計等範疇了解甚深。

  是次展覽，何教授不但提供了有關極地科

研的寶貴資料，還借出他在南北極搜集得來

的大量生物樣本和化石，包括企鵝翼、蛋和羽

毛、鯨魚脊椎骨、馴鹿的角、脛骨和蹄、海豹

手掌、不同種類的地衣等。他也借出他的極地

探索裝備、蒐集的明信片、郵票和紀念封等。

  李樂詩博士也慷慨借出於一九九四年首航

南極的雪龍號模型船作展覽，還有多件她的

生活用品，四本有關極地的著作及多本紀念冊

子，更有大、小企鵝毛公仔，此外，感謝公

開大學借出參數環境監測儀和顯微鏡等實驗儀

器。以上各項展品令展覽更生色不少。

  展覽的第三部份為極地照片展，集合多位

學兄學姊的傑作，見證主的造物奇工。

黃文定同學利用颱風模擬器向嘉賓黃文定同學利用颱風模擬器向嘉賓
及同學講解颱風形成的科學概念及同學講解颱風形成的科學概念

何教授借出個人北極裝備何教授借出個人北極裝備

雪龍號模型船雪龍號模型船 老師向同學講解使用參數環境監測儀的方法老師向同學講解使用參數環境監測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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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展覽期間，我們分別安排初中各班及高中選修生物的同學到場參觀及學習。

  培正小學也安排五、六年級對科學有興趣同學到場參觀，並與學兄、學姊交流。

  展覽期間，適逢姊妹學校北京育才中學師生回訪。楊偉樂老師向育才師生簡介是次展覽

的內容，北京育才的同學在參觀後，更利用手機應用程式進行互動測試。

  十一月十八日培正同學日，展覽開放予校友、家長和小學各級同學參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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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一諾  中一正

  我起初以為成為紅藍科研展的導賞員可以簡單又輕鬆地一邊看着稿，一邊向參觀者介紹展品，

所以當老師邀請我成為導賞員的時候，我也毫不猶疑地答應。不過，經過這次科研展後，我始知事

情並非我想像的簡單。

  展覽展出很多我不認識的科學儀器、很少見過的生物，老師把很多資料給我，並吩咐我在科研

展前要悉數背熟。

  科研展為期兩星期，我幾乎每天都匆匆吃過午膳，便到場地當值。雖然參觀者不多，但我卻

愈做愈起勁，稿子也愈背愈熟練。本來，我沒想過會遇上怎樣的「大場面」，怎料在「同學日」

那天，很多家長、同學和校友前來參觀，把場地擠得水泄不通。我的心情有點緊張，但憑着早前

的經驗和磨練，我跟不少參觀者都有所交流。面對他們的提問，我也自詡能對答如流，算是做得

很不錯。

  能夠在這次科研展上成為導賞員，令我學會許多科學知識，更重要的是我的口才和反應都進步

了不少呢！

黃文定  中三正

  在科研展中成為導賞員令我獲益不淺。

  科研展主要展出三個科學裝置，而我專責介紹高中物理科同學的參賽作品──熱帶氣旋模擬裝

置。這裝置用以展示形成熱帶氣旋的物理現象：科氏力。

  我十分興奮，因為我對熱帶氣旋以至氣象都有研究，但同時也焦慮，因為我要擔起向來賓清楚

解釋當中科學原理的重任，不能有誤。為了好好裝備自己，我特意在網上詳細搜尋有關熱帶氣旋的

資料，這使我學會不少新知識。

  這經歷不但令自己對熱帶氣旋有更深入的了解，也豐富了我的講解經驗和變通能力。

紅藍科研展導賞員之我感

何建宗教授攝於北極
何建宗教授攝於北極
格陵蘭島西部海域格陵蘭島西部海域何建宗教授攝於南極南切得蘭海的冰崖

何建宗教授攝於南極南切得蘭海的冰崖

葉賜添前校長拍攝的南極企鵝大會操葉賜添前校長拍攝的南極企鵝大會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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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祖鐸、梁余萍芬伉儷紀念電腦室剪綵揭幕梁祖鐸、梁余萍芬伉儷紀念電腦室剪綵揭幕

鍾偉東副校長介紹我校電腦科歷年之發展鍾偉東副校長介紹我校電腦科歷年之發展

主禮嘉賓與電腦科老師及電腦奧林匹克代表主禮嘉賓與電腦科老師及電腦奧林匹克代表
隊教練及各成員合照隊教練及各成員合照

主禮嘉賓出席蘇栢揚老師的課堂示範主禮嘉賓出席蘇栢揚老師的課堂示範

  「 梁 祖 鐸 、 梁 余 萍 芬 伉 儷 紀 念 電 腦

室」揭幕典禮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舉行，當日正值同學日，有不少禧慶級社

同學到來參觀。校監何建宗教授及譚日旭

校長陪同主禮嘉賓香港培正同學會何浩元

會 長 、 偉 社 梁 永 熙 學 長 一 同 主 持 剪 綵 儀

式，並由鍾偉東副校長介紹電腦科歷來的

發展。各主禮人隨後觀看由蘇栢揚老師主

持的電腦奧林匹克代表隊訓練過程，梁學

長更勉勵一眾代表隊同學繼續鑽研編程技

巧，為香港科技發展出一分力。

  我校在千禧年代開設可容納整班上課

的電腦室，惟電腦室經多年使用，設施漸

見陳舊；承蒙梁學長捐助，電腦室於今年

獲翻新，並添置觸屏大型電視、可使普通

白板成為觸屏的投影機，提高電腦教學的

互動性。我校謹此向梁學長致謝。

「梁祖鐸、梁余萍芬伉儷紀念電腦室」「梁祖鐸、梁余萍芬伉儷紀念電腦室」
揭幕典禮揭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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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教育考察記要美國加州教育考察記要

譚日旭校長(左一)率領十五位校長參觀De Anza College譚日旭校長(左一)率領十五位校長參觀De Anza College

  二零一七年九月廿九日至十月

八日，我以香港中文中學主席身份

率領十五位香港校長訪問美國加州

的多所中學，社區學院及大學，是

次考察目的主要希望替香港的中學

畢業生尋找多元升學出路，其中走

訪了眾多香港學生選擇入讀的社區

學院De Anza College及Foothil l 
Col lege，這兩所學校規模龐大，

且以高比率升讀UC系統的州立大

學聞名，甚受亞洲學生歡迎；若要

選擇價廉物美的美國大學升學，

我們一眾香港校長認為Cali 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resno是很好的

選擇Fresno State University的校長

Dr. Joseph I. Castro更與我們十五

位香港校長逐一簽署合作協議，提

供很優惠的入學申請條件，是此行

最重要的收穫。

與美國加州州立大學CSU, Fresno簽署合作協議與美國加州州立大學CSU, Fresno簽署合作協議

譚日旭校長譚日旭校長

中學記要學校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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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正中學在加州的校

友眾多，我亦因利乘便與

闊別多年的捷社（1 9 7 6
年畢業）同學暢聚及探訪

三藩市同學會。

  是次加州教育考察最後一站是拜訪在學術界舉世聞名的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我們

拜訪的目的地是Center to Support Excellence in Teaching (CSET)，此中心提供本地及海外老師的

培訓課程，透過個多小時的了解及交流，我們十五位香港校長即席提出可否為香港的老師安排一

「專班」培訓課程，相信不久將來可實現此計劃，前後十天的考察旅程，開拓了十五位校長的教育

視野，為香港學生尋找多元計劃出路，亦為香港的教師培訓開闢了新機會，實在是收穫十分豐富的

一次旅程。

與居住在灣區的培正捷社與居住在灣區的培正捷社
同學暢聚同學暢聚

與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共聚晚宴與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共聚晚宴

拜訪舉世聞名的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拜訪舉世聞名的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

中學記要 學校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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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育才學校師生回訪北京育才學校師生回訪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十八日，本校的姊妹學校北京育才學校率師生到訪，體驗本港的課

堂及家庭生活，並由以下同學接待育才同學到家中寄住：

黃黃衠衠瑤 中四善瑤 中四善

育才師生與本校師生合照育才師生與本校師生合照

譚校長向育才同學介紹本校譚校長向育才同學介紹本校

3C 林子遠 3C 蔡悅言 3E 蕭  揚 3F 王蔚瑤 4C 黃巧兒

4E 黃  瑤 4E 彭樂研 4E 貝恩雅 4F 劉穎澄 5A 林子琦

5B 吳景澤 5B 劉天瑋 5D 黃煜行

    還記得中一的時候，我懵懵懂懂地跟着老師、

同學到北京育才學校交流，並寄住在當地同學家

中，體驗地道北京生活。他們的熱情，我至今仍難

以忘懷。

    說來也巧，我在初中的第一年，首次接待北京

同學到家中寄住；今年剛踏入高中，我再一次接待

兩位北京同學    趙詩涵和王金晶。她們都是健談

開朗的女生，我們在認識後很快便熟絡起來。在那

幾天，我帶她們品嚐香港的特色美食，也帶她們體

驗了香港學生的課外活動。

    經過幾天相處，我發現我們和北京同學無論在

生活習慣、喜好、上課模式等均有不少差異。言談

間，我也對北京有更深入的認識。

    對我來說，這次接待是一次特別的經歷。三天

兩夜的接待雖短，但在我心中卻已留下深刻的烙

印。看到她們快樂的臉龐，我非常滿足。希望這幾

天也成為她們心中難忘的時光，並對香港留下美好

印象。

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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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同學參觀本校舉辦的「紅藍科研展─科研先鋒‧極地探索」育才同學參觀本校舉辦的「紅藍科研展─科研先鋒‧極地探索」

育才同學與本校接待同學合照育才同學與本校接待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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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
中六愛社畢業典禮──中六愛社畢業典禮──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兒童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兒童
及青少年科學系系主任陳志峰教授主禮及青少年科學系系主任陳志峰教授主禮

  中六愛社（2017年級）畢業典禮，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廿七日（星期六）上午十時正假香港培

正小學李思廉禮堂舉行，由江耀龍牧師祈禱，校董王寧添博士讀經、校監陳之望太平紳士致辭。

  是次主禮嘉賓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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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教授是

一九七六年級捷社校友，專長於兒科醫學，歷任香港大學

醫學院助理院長（外事）、臨床教授、香港大學瑪麗醫院

及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兒童及青少年醫學系的系主任兼部門

主管等，又兼任香港大學中國傳統醫學分子生物學實驗室

主任和香港大學幹細胞及再生醫學聯盟副主任、香港兒童

醫院小兒腫瘤科首席協調員等。他於兒童神經源性細胞腫

瘤臨床研究和幹細胞生物學的實驗室研究的工作獲授予多

項國際大獎。

  陳教授鼓勵同學從心出發，選擇自己有興趣的科目，

不要害怕艱難，成績未如理想就急起直追，成績中游的就

拋棄學校排名的成見，待學有所成再考進心儀的大學進修

碩士或博士，成績優異的同學必須學會謙虛，認識從失敗

中學習的道理。

主禮嘉賓陳志峰教授勉勵畢業同學主禮嘉賓陳志峰教授勉勵畢業同學

嘉賓與師生齊集小學禮堂嘉賓與師生齊集小學禮堂

樂團及合唱團同學於樂團及合唱團同學於
畢業禮演奏及獻詩畢業禮演奏及獻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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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董鄭成業先生、鍾鴻鈞教授、羅

志強先生、王寧添博士、張金城先生、

劉文軒先生、黃小玲女士、家長教師會

主席劉國偉先生、香港培正同學會會長

何浩元先生、澳門培正中學副校長陳敬

濂博士、香港培正小學校長張廣德先生

也有蒞臨頒發獎學金及嘉許狀。中六望

王靖琳同學和中六正邱楚棱同學獲中六

畢業班品學兼優獎。其後，校監陳之望

太平紳士致送紀念品予長期服務同工。

榮休的李永明先生與嘉賓、校監和校長合照留念榮休的李永明先生與嘉賓、校監和校長合照留念

羅志強校董致謝羅志強校董致謝 典禮完結前江耀龍牧師為大家祝福典禮完結前江耀龍牧師為大家祝福

中六愛社社長沈鎧霖同中六愛社社長沈鎧霖同
學代表畢業同學致辭學代表畢業同學致辭

愛社代表致送紀念品給母校愛社代表致送紀念品給母校

左起：榮休工友鄧香女士和何家智先生左起：榮休工友鄧香女士和何家智先生

榮休同工：
操行獎獲獎同學操行獎獲獎同學 學業成績優良獎獲獎同學學業成績優良獎獲獎同學

中六望王靖琳同學（左二）和中六正中六望王靖琳同學（左二）和中六正
邱楚棱同學（右二）獲品學兼優獎邱楚棱同學（右二）獲品學兼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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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服務三十年的鄭景亮副校長、司徒志輝老師左起：服務三十年的鄭景亮副校長、司徒志輝老師

左起：服務二十年的尹重儀老師、鄧慧漣女士、黎嘉文女士左起：服務二十年的尹重儀老師、鄧慧漣女士、黎嘉文女士

左上至右下：服務十年的鄧巧思老師、黃小燕老師、陳雅君老師、潘曉玲老師、莫均翹先生、左上至右下：服務十年的鄧巧思老師、黃小燕老師、陳雅君老師、潘曉玲老師、莫均翹先生、
林培烽先生、陳婉婷女士林培烽先生、陳婉婷女士

獲長期服務獎同工：

  本年度獲長期服務獎的同工有服務三十年的鄭景亮副校長、司徒志輝老師；服務二十年的尹重

儀老師、鄧慧漣女士、黎嘉文女士；而鄧巧思老師、黃小燕老師、陳雅君老師、潘曉玲老師、莫

均翹先生、林培烽先生、陳婉婷女士亦服務十年。陳校監續頒發退休同工紀念牌予榮休的李永明

先生、鄧香女士和何家智先生。李永明先生為一九七六年級捷社校友，服務培正四十一載，敬業

樂群，愛校之情，精神永繫；工友鄧香女士與何家智先生分別服務培正十六年及六年，任勞任怨，

勞苦功高。本年度榮獲任重道遠獎的同工包括陳孟斌老師、陳雁容老師、周慈蓮老師、何力高副校

長、郭慧蘭老師、羅子揚老師、羅恩銘老師、梁文傑老師、李國柱老師、梁偉雄老師、龍麗貞老

師、馬億洋老師、潘嘉衡老師、王錦虹老師、司徒志輝老師、黃祖佑老師、黃麗賢老師、黃子榮老

師、黃偉豪老師、虞美曄老師、李永明先生、梁麗娟女士及張偉強先生。

  是日到場嘉賓除教牧長執、同學家長、校友會代表，還有友校代表等。典禮於上午十一時三十

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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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中六畢業生名單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中六畢業生名單培正中學畢業禮培正中學畢業禮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兒童及青少年

科學系系主任陳志峰教授演講辭 (撮要)科學系系主任陳志峰教授演講辭 (撮要)
陳校監、譚校長、各位校董、嘉賓、老師、家長、

同學：

  我很榮幸獲邀回母校擔任畢業禮嘉賓。今天是

很值得懷念的日子，中學畢業後同學將各奔前程，

而將來的路是視乎離開培正後，您怎樣努力和奮

鬥。所以毋須擔心，成績好的，繼續努力；成績未

如理想的，現在加緊趕上也不會太遲，因為培正給

予大家的是全人培育，這才是最重要的基石。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人生經歷。首先我想將同

學分成三類：成績優秀的、成績欠佳的和成績普通

的，全都是我曾經歷過的。從幼稚園到小學，我是

成績欠佳的學生，幸好遇到有愛心的老師，令我醒

悟。小五後我努力讀書，但談何容易，奠定基礎要

經年累月才看見成果。成績欠佳的同學，假如你們

現在努力，不要着眼於為什麼仍然落後於人，我的

努力直到中四才有點成績。同學可能問：今天我都

畢業了，成績還能怎樣追呢？前途如何呢？我想請

同學“Think Outside the Box＂，不要受困於傳

統思維，人生其實有很多出路。

  有些人以為考不上大學人生就完了，其實很

多成功人士都沒有讀大學。例如英國前首相馬卓

安先生、前特首董建華先生。香港有很多出路，

也有職業訓練，我早前與職業訓練局副院長傾

談，發覺職業訓練的課程多元化，甚至有飛機維

修工程等。大家不必受所謂的成功典型所規範，

再者，世界經濟論壇二零一五年預測，當今天的

小學生十年後畢業，他們所擔任的工作類型，有

百分之六十五是大家未曾聽聞的。無論選擇什麼

工作，最重要有良好的工作態度，也不要斤斤計

較。另外要有恆心，正如剛才所說，不要因為付

出努力未看見成果就放棄。

  至於成績優秀的同學，選擇很多，選香港大學

還是中文大學？其實兩者有什麼分別呢？最重要還

是看自己，大學只是培訓的過程，兩校畢業生同樣

優秀。最近有一位師兄的女兒，修讀法律，又考了

律師執業資格，卻說法律的工作很苦悶。我問她喜

歡什麼工作？她說喜歡時裝設計。雖然她已取得世

俗認為非常理想的職位，但對工作沒有熱情。我便

勸她一邊做律師的工作，一邊發展自己的興趣。所

以成績好的同學，要撫心自問，最喜歡的到底是什

麼，千萬不要害怕嘗試，職業將會是千變萬化的，

你們大學畢業後，可能所做的工作跟所讀的學科完

全沒有關係。我還想提醒同學，當你考進一所夢寐

以求的大學修讀理想學科時，不要感覺已經到了目

的地，大家進入大學的第一天就要努力讀書，如果

不努力才真的追不上。

  最後是成績普通的同學，未必能選擇自己最

喜歡的大學或科目，好像我畢業時也是成績很普

通，但心底很想修讀醫科，無論牙醫、中醫、西

醫、獸醫，我都喜歡。所以就決定去菲律賓讀牙

醫，當時有人告訴我畢業後回港考執業試很困

難，但我想告訴大家這是取決於你到底有多喜歡

自己的選擇。我當時想能不能返港執業並不重

要，到其他地方也行。

  每年，我總愛問在瑪麗醫院實習的同學，如

果考不到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醫學院有什麼打

算？同學大多會回答另選一科，先考進大學再打

算。這樣其實是不是真正喜歡讀醫科？還是只喜

歡入讀知名大學？如果是你們真正喜歡的東西，

是不會計較有多大的困難都要克服。這些同學如

果選定心儀的學科，就不應計較在哪一所大學就

讀。當我面試碩士、博士班同學的時候，儘管報

考同學不是從著名大學畢業，但如看見同學的努

力和學習的決心，我也會接納他的申請。大家要

爭取才會有回報，就算一開始不能夠在心儀的大

學讀書，但入讀碩士或博士班仍然是有機會的。

最有趣的事，工作上大部份機構都是考慮最後的

學歷，因為那通常是比較專業的。

  感謝主對我一直以來的恩恤照顧，我只是盡心

盡力地幫助人，但過往的人生經歷，在培正的經歷

讓我學懂了謙卑，謙卑和同理心都很重要。回想在

培正的日子，剛才心情激動的原因，是感謝培正給

我很好的人文質素的訓練，教導我如何從心出發，

如何待人處事，這是最重要的。希望這些分享能給

同學們一些啟發，我亦衷心祝願各位同學可以成就

自己的願望，過一個充滿意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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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六
信

陳囿而 鄭淖霖 程琛茹 馮子樂 關穎霖

關恩瑤 劉溢晴 羅銘棠 李家豪 劉欽冕

伍展鋒 吳家如 譚家禮 曾詠彤 謝雋騏

黃嘉晞 王梓禮 吳楊璐雪 邱頌棋 楊至恆

楊家慧 葉展祺 張家綺

中
六
望

陳傲峰 陳浚峰 陳泳璁 陳藜賢 張文軒

張淳嗣 蔡禧年 朱恩浩 崔展禧 方曉晴

符悅淇 馮靖恩 何君諾 許軒誠 葉穎晞

姜穎妍 郭天朗 林霆一 林日朗 李凱駿

李聶熹 李樂揚 梁芷熒 李瑞民 馬 昕

麥瑋珊 伍浩文 薛莉珊 譚晉丞 温學銘

王思棋 王靖琳 黃學而 黃善禮 胡樂怡

中
六
愛

歐陽健一 鄭志傑 趙崇睿 蔡宛螢 朱熹瑜

朱泳瑤 鍾鎮陽 馮天朗 何鳴川 郭 桐

黎家潁 賴泓志 林樂陶 林柏賢 李致遠

梁恩霖 李暄彤 盧文泰 麥傳恩 麥銦彤

文卓謙 龐樂遙 蕭皓文 蕭韻蕊 譚暐曦

鄧慧妍 謝昕希 吳芷珊 黃君宜 黃德顥

胡晉健 葉展光 葉傲藍 余煒婷

中
六
光

陳凱柏 陳諾謙 張兆鋒 張譯文 錢嘉津 
蔡宗熹 鍾鎬匡 郭思哲 利倬綸 李樂恆 
李文君 羅振宇 陸臻祺 萬柏謙 彭穎琦 
潘煒晴 譚珀琛 曾淼騫 黃靖朗 尹卓文 
于正坤

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中六畢業生名單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中六畢業生名單

二零一七年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學生二零一七年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學生

譚校長與考獲2017 DSE優異成績的同學合照譚校長與考獲2017 DSE優異成績的同學合照

姓名
成績

姓名
成績

5** 5* 5 5** 5* 5

邱楚棱 5 1 1 李淨欣 2 3 1

吳楊璐雪 4 2 1 李淨潼 3 2

林翠怡 4 2 1 黃銘熙 2 2 2

葉青穎 3 2 1 陳藜賢 1 4 1

沈鎧霖 3 2 1 陳品雅 1 4

梁晨 3 2 曾芷喬 1 3 3

王靖琳 3 1 2 李樂揚 1 3 2

鄒士霖 2 4

中
六
善

陳品雅 陳瑋彥 陳旭翹 鄭家衡 鄭文琪 
池寶儀 趙可宜 蔡卓澔 趙慧呈 鍾雨蓁 
馮文彥 洪睿琛 賴慧琦 林倩瑜 劉卓敏 
劉卓爾 劉曉晉 劉穎慧 梁峻華 梁 晨 
吳穎琛 蘇文韜 湯曉鏗 曾柏賢 曾芷喬 
徐樂恆 黃洛霆 王文軒 黃天穎 楊彥恒 
葉青穎

中
六
正

區梓謙 陳柏熹 張文心 周毓沛 鄭德樂 
周君珽 何阡瑜 何承諺 關知行 郭愷軒 
林子傑 林曉蔚 林耀獻 劉在心 劉勵穎 
李淨潼 李淨欣 梁彩意 梁思睿 李劭光 
林翠怡 陸頌茵 邱楚棱 沈鎧霖 蕭沛承 
談燿彰 鄧銚泩 曾梓韜 黃樂霖 黃銘熙 
黃梓駿 黃亦駿 胡頌靈 楊愷恩 鄒士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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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統計二零一七年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統計
科目 考生 5**-5級(%) 5**-3級(%) 5**-2級(%)

中文
培正 20.8% 80.9% 98.3%
全港 9.1% 55.8% 86.1%

英文
培正 25.3% 90.4% 100.0%
全港 10.1% 52.2% 77.0%

通識
培正 29.8% 96.1% 99.4%
全港 8.9% 67.4% 89.5%

數學
培正 34.8% 93.8% 99.4%
全港 14.5% 59.0% 81.1%

數學M1*
培正 36.8% 86.8% 97.4%
全港 31.3% 73.0% 87.8%

數學M2*
培正 55.6% 96.3% 100.0%
全港 43.1% 82.4% 93.2%

生物
培正 31.3% 94.0% 98.5%
全港 19.2% 71.7% 90.1%

化學
培正 44.0% 100.0% 100.0%
全港 26.6% 77.0% 88.4%

物理
培正 52.4% 100.0% 100.0%
全港 28.8% 72.1% 89.7%

組合科學

(物理／化學)
培正 7.1% 92.9% 100.0%
全港 5.6% 58.3% 78.9%

資訊及通訊科技
培正 33.3% 88.9% 96.3%
全港 8.8% 52.4% 80.6%

中史
培正 33.3% 83.3% 83.3%
全港 12.3% 65.8% 90.3%

歷史
培正 54.3% 94.3% 100.0%
全港 14.7% 76.3% 94.5%

地理
培正 28.8% 83.1% 100.0%
全港 11.9% 64.9% 87.1%

經濟
培正 50.5% 95.6% 100.0%
全港 17.3% 68.6% 86.4%

文學
培正 12.5% 87.5% 100.0%
全港 13.0% 66.0% 89.7%

  *M1-數學延伸部份單元一(微積分與統計) *M2-數學延伸部份單元二(代數與微積分)

二零一七年中六畢業生升學人數統計二零一七年中六畢業生升學人數統計

大學 中大 港大 科大 浸大 理大 城大 嶺大 教院 公大 其他
海外 
升學

總數

學位課程 38 21 6 2 5 7 0 3 6 12 29 129

副學士／高級文憑／

基礎課程／其他
8 6 14 6 4 11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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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翹社校友劉曉彤於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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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社校友陸文妤、陳穎裕於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就讀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成績優
異，獲大學頒發獎學金（University Scholarship），陸文妤名列學院榮譽榜（Dean's List）。

3. 校友林正豐（翹社）、姜楚灝（雋社）、吳旻欣（雋社）於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就讀香港
科技大學工程學院成績優異，名列學院榮譽榜（Dean's List）。

4. 哲社校友徐沛楹於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就讀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傳播系成績優異，名列
校長榮譽榜（President's Honour Roll）及學院成績優異榜（Dean's List）。

5. 哲社校友陳彥彰於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就讀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傳播系成績優異，名列
學院成績優異榜（Dean's List）。

6. 哲社校友陳安來於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就讀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地理系成績優異，名
列學院成績優異榜（Dean's List）。

7. 哲社校友黎弘毅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就讀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葯學院中醫學學士及生物醫學
理學士成績優異，名列學院成績優異榜（Dean's List）。

8. 愛社校友沈鎧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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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愛社校友黃銘熙獲香港中文大學頒發「崇基校友至善獎學金──麥世耀獎學金」。
10. 愛社校友鄒士霖獲香港中文大學頒發「崇基校友至善獎學金──陳元廣獎學金」。
11. 愛社校友陳柏熹、林翠怡、沈鎧霖、王靖琳、黃銘熙、葉青穎、鄒士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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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生消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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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期考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期考
中一至中六各級優異生、勤學生及進步生名單中一至中六各級優異生、勤學生及進步生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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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蕙然

樊子晞 邵如雪 楊汶璁

林正童 羅淑妍 葉穎瑜

中三信

中三愛

中三光

中三善 

張沛笙 侯思薇 彭皕孜

金伊諾 潘博文 蘇詠然

陳籽潼 袁樂勤

關朗曦 吳思卓

中四善 葉卓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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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凱聰

陳量婷 孫詠晞

張綽軒 林靜嵐

梁鈞凱 李逸詩

中五愛

中五正

蔡依彤

馮筠惠 劉承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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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學生
中一信

中一望

中一愛

中一光

中一善

中一正

張文彥 張心芍 李傑正 潘曉晴 錢泓熙

翟凱澄 陳曉約 劉詠茵 吳哲朗

李家悅 李以正

符哲滔 林嘉軒 李歷安 黃 悅 邱婥恩

陳柏熹 張子蕎 何冠聰 林栢穎 李珈汶

馬肇煒

周梓晴 郭詩駿 梁雋寧 梁步禮 譚曉晴

唐鄯恆 黃瑞豐 黃亭嘉

中四光

中四善

中四正

駱璧華 黃嘉濼

曹朗翹 林玿瑜 廖曼旭 雷震豪 龍采風 
鄧瑞恩 黃鈺芝 黃鈺瑩 葉譯涵

陳正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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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智燊 戴焯堯 戴逸晴 談知衡 
湯諾陶 曾樂勤 黃皓桁 黃家禧 黃樂陶 
黃慧恩 楊思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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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繕暉 馮甄陶 李惟惠 梁樂恩 戴逸賢 
余穎欣

蔡悅言 鄺 達 林棹昕 劉浩榆 羅星俞 
梁曉瑩 鄧淑穎

陳子賢 莊旻穎 周曉陶 劉凱儀 羅浚樂 
勞蘊霖 雷棨皓 馬睿琛 莫嘉浩 蟻海彤 
潘逸朗 余 悅

陳思樺 錢紀妍 周珈珩 游曦蓁 庾藹嵐

歐子榆 陳凱琳 莊曉蝶 何雅媛 黃文定

王蔚瑤 黃睿而 姚子臨

中五信

中五望

中五愛

中五光

中五善

中五正

涂思藝

梁家瑜

趙鍵澄 何正宜 季李祺 黎 熹 岑天霖 
戴晉軒

陳珊珊

陳文豐 陳倩華 朱韋燐 葉 祈 吳哲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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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卓俊 馬英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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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家熙 
黃柏茜 黃 瑤

陳紀言 梁詠然 黃宣霖 王皓湋 黃彥熙

莊子穎 劉慕言 彭樂研 唐偉誌 余知行

陳晉傑 鍾卓螢 梁紫惠 蔡逸曦 姚元悅 
周子然 張其蘅 林佩芝 梁綽恩 顏凱晴 
黃嘉雯

陳恩臨 徐勵謙 鍾懷哲 馮奧朗 何佳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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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四信

中四望

中四愛

陳樂熙 羅曉旻 黃蔚然

林皚婷 劉天瑋 羅皚殷

林穎然 鮑穎瑤

中學記要 學校動態

25



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獲頒獎狀學生名單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獲頒獎狀學生名單

進步生

中一 丁天瑞（信） 陳日昇（望） 梁梓彥（愛） 黃 悅（光） 陳煥翹（善） 葉皓泓（正）

中二 陳穎恩（信） 黃耀陞（望） 徐子軒（愛） 羅心怡（光） 史懷樂（善） 梁裕正（正）

中三 林文傑（信） 陳城臻（望） 莊子穎（愛） 鄭希哲（光） 吳啓熙（善） 梁皓寧（正）

中四 譚家恩（信） 張昕翹（望） 何翹志（愛） 黃煜行（光） 陳宇航（善） 吳海亮（正）

中五 冼曉欣（信） 楊雨恬（望） 趙鍵澄（愛） 陳珊珊（光） 朱韋燐（善） 陳煒杰（正）

獎狀項目 獲獎名單

品學兼優獎 王靖琳 6B 邱楚棱 6F

學業成績

優良獎

吳梓銘 1A 鄭思律 1B 鍾恩信 1C 陳可桐 1D 樊子晞 1E 葉穎瑜 1F
陳祉軒 2A 柁 鈴 2B 龔靖琳 2C 陳量婷 2D 林靜嵐 2E 梁鈞凱 2F
彭皕孜 3A 黃宣霖 3B 潘博文 3C 袁樂勤 3D 關朗曦 3E 鍾懷哲 3F
黃蔚然 4A 林皚婷 4B 鮑穎瑤 4C 駱璧華 4D 葉卓穎 4E 黃慧恩 4F
涂思藝 5A 梁家瑜 5B 蔡依彤 5C 陳珊珊 5D 陳倩華 5E 劉承暉 5F

吳楊璐雪 6A 李樂揚 6B 郭 桐 6C 羅振宇 6D 梁 晨 6E 邱楚棱 6F

學業成績

進步獎

丁天瑞 1A 陳日昇 1B 梁梓彥 1C 黃 悅 1D 陳煥翹 1E 葉皓泓 1F
陳穎恩 2A 黃耀陞 2B 徐子軒 2C 羅心怡 2D 史懷樂 2E 梁裕正 2F
林文傑 3A 陳城臻 3B 莊子穎 3C 鄭希哲 3D 吳啓熙 3E 梁皓寧 3F
譚家恩 4A 張昕翹 4B 何翹志 4C 黃煜行 4D 陳宇航 4E 吳海亮 4F
冼曉欣 5A 楊雨恬 5B 趙鍵澄 5C 陳珊珊 5D 朱韋燐 5E 陳煒杰 5F

操行獎

陳琬晴 1A 鄭思律 1B 鍾恩信 1C 張蕙然 1D 劉覺恩 1E 羅淑妍 1F
張藝瓊 2A 余思齊 2B 劉浩榆 2C 陳量婷 2D 林靜嵐 2E 陳凱琳 2F
張沛笙 3A 施洋洋 3B 劉采君 3C 袁樂勤 3D 關朗曦 3E 何式琦 3F
林子琦 4A 盧樂瑤 4B 林穎然 4C 黃嘉濼 4D 張芷蕎 4E 戴焯堯 4F
吳禧臨 5A 李樂遙 5B 蔡依彤 5C 徐天慧 5D 陳頌莛 5E 馬卓俊 5F
張家綺 6A 王思棋 6B 鄭志傑 6C 陳諾謙 6D 陳品雅 6E 邱楚棱 6F

服務獎

陳日楠 1A 龍瑞希 1A 楊詩慧 1A 周彥彤 1B 葉 澄 1B 彭花茶 1B 陳沚渝 1C
金靖晞 1C 黃 迪 1C 郭加智 1D 梁晉騏 1D 蕭卓穎 1D 陳星朗 1E 廖珮婷 1E
潘在恩 1E 梁步禮 1F 唐鄯恆 1F 黃婕妤 1F 陳祉軒 2A 蔡欣希 2A 李鎮濠 2A
蔡倩蘋 2B 何穎朗 2B 曾芷端 2B 黃君彥 2B 蔡悅言 2C 羅星俞 2C 吳子心 2C
劉宇燊 2D 莫嘉浩 2D 楊依華 2D 吳家希 2E 蔡一非 2E 王翠鈴 2E 李子悅 2F
張詩晴 3A 吳有孚 3A 彭皕孜 3A 黃彥熙 3B 陳星呈 3C 崔凱婷 3C 梁皓怡 3C
陳功亮 3D 王愷蕎 3D 余沚峰 3D 鄭竣瑋 3E 黃嘉雯 3E 陳詩韻 3F 陳恩臨 3F
莊曉悠 3F 周文軒 4A 李嘉雯 4A 譚家恩 4A 鍾顯宏 4B 黎詠希 4B 盧樂瑤 4B
陳文琛 4C 張安曦 4C 王綽蔚 4C 區俊言 4D 江韻琪 4D 梁祖豐 4D 曹朗翹 4E
黃子言 4E 葉卓穎 4E 張翠倚 4F 劉映廷 4F 黃樂陶 4F 郭賢霽 5A 羅博民 5A
梁鈞曜 5A 柳振煌 5B 梁家瑜 5B 潘星榆 5B 蔡依彤 5C 周雋軒 5C 江晉慆 5C
馮偉航 5D 王潔榆 5D 胡加橋 5D 何靖昕 5E 梁奉雙 5E 余卓穎 5E 盧逾仲 5F
馬英驥  5F 錢達熙 5F 鄭淖霖 6A 程琛茹 6A 馮子樂 6A 林霆一 6B 梁芷熒 6B
黃學而 6B 蔡宛螢 6C 林樂陶 6C 麥銦彤 6C 李文君 6D 羅振宇 6D 于正坤 6D
陳品雅 6E 林倩瑜 6E 黃天穎 6E 張文心 6F 梁思睿 6F 邱楚棱 6F

週記獎

張靄祺 1A 羅安琪 1A 鍾恩信 1C 關頌曦 1C 林昕彤 1C 李家悅 1C 鄔迦悅 1C
張浚謙 1D 符哲滔 1D 徐晞妤 1D 黃欣陶 1D 邱婥恩 1D 陳藹霖 1E 汪夏禾 1E
黃梓謙 1E 王欣同 1E 楊希南 1E 譚曉晴 1F 葉穎瑜 1F 蔡儆冽 2A 鍾嬿羚 2A
樊藹霖 2A 林悅雅 2A 李華雋 2A 區筠朗 2B 林芊頤 2B 李惟惠 2B 馬志勛 2B
謝雋浩 2B 柁 鈴 2B 黃君彥 2B 歐陽天晴 2C 許欣桐 2C 林子遠 2C 吳子心 2C
鄧淑穎 2C 杜焯樂 2F 黃文定 2F 陳恩晞 3E 張其蘅 3E 何佳臻 3E 謝依霖 3E
何式琦 3F 容善蘅 3F 林子琦 4A 溫曉晴 4A 黃蔚然 4A 張家維 4C 張安曦 4C
馮 思 4C 林穎然 4C 劉施憫 4C 陳浩鋒 4F 張萱彤 4F 招頌皓 4F 李皓澄 4F
嚴淇諾 4F 陳嘉敏 5F 周曉彤 5F 馬卓俊 5F 曾美得 5F

聖經獎

張心芍 1A 鄭思律 1B 林昕彤 1C 蘇洛弘 1D 樊子晞 1E 葉穎瑜 1F
樊藹霖 2A 周樂晴 2B 吳子心 2C 劉凱儀 2D 林靜嵐 2E 梁鈞凱 2F
張詩晴 3A 鄭詠珩 3B 彭樂研 3C 袁樂勤 3D 關朗曦 3E 何式琦 3F
莫凱喬 4A 梁嘉穎 4B 林穎然 4C 黃嘉濼 4D 雷震豪 4E 吳玥琪 4F
陳子翹 5A 李樂遙 5B 陳安祈 5C 徐天慧 5D 陳倩華 5E 馬卓俊 5F
劉欽冕 6A 蔡禧年 6B 鄭志傑 6C 陳諾謙 6D 林倩瑜 6E 林耀獻 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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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
獎學金得獎者名單獎學金得獎者名單

中一年級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劉彩恩老師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張文彥 信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羅安琪 信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羅安琪 信
吳宣倫吳胡淑慈伉儷獎學金 吳梓銘 信
張春煦老師紀念夫君廖師沅先生獎學金 （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吳梓銘 信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吳梓銘 信
黃汝光博士紀念基金獎學金（社長服務優良） 吳梓銘 信
謝恩獎學金（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吳梓銘 信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吳梓銘 信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姚涵瑛 信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姚涵瑛 信
一九六六年級皓社獎學金（人文科成績優異） 鄭思律 望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鄭思律 望
張春煦老師紀念夫君廖師沅先生獎學金 （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鄭思律 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鄭思律 望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鄭思律 望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鄭思律 望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鄭思律 望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鄭思律 望
朱達三老師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焦采溢 望
高雁雲老師紀念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焦采溢 望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焦采溢 望
皓社升中獎學金 焦采溢 望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焦采溢 望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周彥彤 望
吳榮招老師紀念獎學（初中音樂科成績優異） 吳哲朗 望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吳哲朗 望
吳宣倫吳胡淑慈伉儷獎學金 鍾恩信 愛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品行優良男生） 鍾恩信 愛
張春煦老師紀念夫君廖師沅先生獎學金 （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鍾恩信 愛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鍾恩信 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鍾恩信 愛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鍾恩信 愛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梁梓彥 愛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黃 迪 愛
皓社升中獎學金 陳可桐 光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陳可桐 光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符哲滔 光
張春煦老師紀念夫君廖師沅先生獎學金 （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李歷安 光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李歷安 光
廣州培正香港分校一九三四年級傑社升中獎學金 邱綽恩 光
張春煦老師紀念夫君廖師沅先生獎學金 （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樊子晞 善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樊子晞 善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樊子晞 善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李珈汶 善
王祖詒老師紀念獎學金（初中書法比賽成績優異） 梁凱傑 善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馬肇煒 善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科技教育（電腦）成績優異） 楊汶璁 善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成績優異） 楊汶璁 善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楊汶璁 善
黃逸樵老師紀念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楊汶璁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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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楊汶璁 善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楊汶璁 善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邵如雪 善
史帶獎學金（英語會話傑出表現） 朱 晴 正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林正童 正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品行優良女生） 羅淑妍 正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黃瑞豐 正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最佳進步獎） 葉皓泓 正
周公諒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優異） 葉穎瑜 正
皓社升中獎學金 葉穎瑜 正
張春煦老師紀念夫君廖師沅先生獎學金 （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葉穎瑜 正
孫瑋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創作比賽成績優異） 葉穎瑜 正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葉穎瑜 正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葉穎瑜 正

中二年級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朱達三老師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陳祉軒 信
張春煦老師紀念夫君廖師沅先生獎學金 （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陳祉軒 信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陳祉軒 信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陳祉軒 信
黃逸樵老師紀念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陳祉軒 信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陳祉軒 信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陳祉軒 信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最佳進步學生） 陳穎恩 信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陳穎恩 信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樊藹霖 信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品行優良男生） 江子正 信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劉芷儀 信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品行優良女生） 李止允 信
史帶獎學金（英語會話傑出表現） 李止允 信
張春煦老師紀念夫君廖師沅先生獎學金 （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陳敬賢 望
伍治澄女士紀念姐丈李孟標校長獎學金（科技教育（家政）成績優異） 周樂晴 望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周樂晴 望
一九六六年級皓社獎學金（人文科成績優異） 柁 鈴 望
周公諒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優異） 柁 鈴 望
高雁雲老師紀念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柁 鈴 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柁 鈴 望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柁 鈴 望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最佳進步學生） 黃耀陞 望
黃汝光博士紀念基金獎學金（社長服務優良） 余穎欣 望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歐陽天晴 愛
梁泳釗醫生紀念獎學金（學業成績優良） 陳穎瑤 愛
一九五八年級銳社北美同學獎學金（學業成績優良） 鄭琛穎 愛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最佳進步學生） 徐子軒 愛
王祖詒老師紀念獎學金（初中書法比賽成績優異） 龔靖琳 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龔靖琳 愛
羅雪婉女士紀念韓建勳先生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龔靖琳 愛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科技教育（電腦）成績優異） 黎卓衡 愛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劉浩榆 愛
孫瑋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創作比賽成績優異） 梁曉瑩 愛
張春煦老師紀念夫君廖師沅先生獎學金（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鄧淑穎 愛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黃凱聰 愛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黃凱聰 愛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黃詩淇 愛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成績優異） 陳量婷 光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陳量婷 光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陳量婷 光
張春煦老師紀念夫君廖師沅先生獎學金（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陳量婷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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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陳量婷 光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陳子賢 光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陳子賢 光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劉宇燊 光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最佳進步學生） 羅心怡 光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最佳進步獎） 羅心怡 光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羅浚樂 光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莫嘉浩 光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潘逸朗 光
伍治澄女士紀念姐丈李孟標校長獎學金（科技教育（設計科技）成績優異） 潘逸朗 光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張綽軒 善
張春煦老師紀念夫君廖師沅先生獎學金（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錢紀妍 善
謝恩獎學金（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錢紀妍 善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林靜嵐 善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林靜嵐 善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林靜嵐 善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李皓誼 善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最佳進步學生） 史懷樂 善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游曦蓁 善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歐子榆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張心悅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張欣鎬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李芷賢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李子悅 正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梁鈞凱 正
張春煦老師紀念夫君廖師沅先生獎學金（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梁鈞凱 正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梁鈞凱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梁諾恆 正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最佳進步學生） 梁裕正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梁裕正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凌溢朗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敖晞晙 正
吳榮招老師紀念獎學（初中體育科成績優異） 王蔚瑤 正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姚子臨 正

中三年級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朱達三老師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張沛笙 信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張沛笙 信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張沛笙 信
周公諒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優異） 侯思薇 信
孫瑋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創作比賽成績優異） 侯思薇 信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侯思薇 信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最佳進步學生） 林文傑 信
一九六六年級皓社獎學金（人文科成績優異） 彭皕孜 信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人文（歷史）成績優異） 彭皕孜 信
周公諒老師紀念獎學金（人文（中國歷史）成績優異） 彭皕孜 信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彭皕孜 信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最佳進步學生） 陳城臻 望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李德謙 望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梁展臻 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黃宣霖 望
一九五八年級銳社北美同學獎學金（學業成績優良） 陳星呈 愛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最佳進步學生） 莊子穎 愛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莊子穎 愛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金伊諾 愛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金伊諾 愛
吳榮招老師紀念獎學（初中藝術科成績優異） 劉慕言 愛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品行優良女生） 彭樂研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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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廷棟夫人紀念李廷棟醫生獎學金（科學（生物）成績優異） 潘博文 愛
李廷棟夫人紀念李廷棟醫生獎學金（科學（化學）成績優異） 潘博文 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潘博文 愛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唐偉誌 愛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陳籽潼 光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最佳進步學生） 鄭希哲 光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鄭希哲 光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鄭希哲 光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蔡依楠 光
林藻勇老師紀念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及創意設計比賽成績優異） 袁樂勤 光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品行優良男生） 袁樂勤 光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科技教育（電腦）成績優異） 袁樂勤 光
高雁雲老師紀念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袁樂勤 光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袁樂勤 光
黃逸樵老師紀念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袁樂勤 光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袁樂勤 光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袁樂勤 光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袁樂勤 光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張顥正 善
王祖詒老師紀念獎學金（初中書法比賽成績優異） 許天慧 善
李廷棟夫人紀念李廷棟醫生獎學金（科學（物理）成績優異） 關朗曦 善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關朗曦 善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成績優異） 關朗曦 善
真社35周年紀念獎學金（人文（地理）成績優異） 關朗曦 善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關朗曦 善
黃汝光博士紀念基金獎學金（社長服務優良） 黃嘉雯 善
劉彩恩老師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黃嘉雯 善
史帶獎學金（英語會話傑出表現） 黃嘉雯 善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關朗曦 善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最佳進步學生） 吳啓熙 善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最佳進步獎） 吳啓熙 善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科技教育（電腦）成績優異） 鍾懷哲 正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鍾懷哲 正
劉彩恩老師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馮奧朗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何佳興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李一鳴 正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最佳進步學生） 梁皓寧 正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容善蘅 正

中四年級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梁泳釗醫生紀念獎學金（學業成績優良） 陳世協 信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羅曉旻 信
史帶獎學金（英語會話傑出表現） 羅曉旻 信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最佳進步獎） 譚家恩 信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黃蔚然 信
林天蔚老師紀念獎學金（歷史科成績優異） 黃蔚然 信
周公諒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優異） 黃蔚然 信
趙鈞淇趙鈞浩先生紀念趙熙垣翁獎學金（地理科成績優異） 黃蔚然 信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黃蔚然 信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林皚婷 望
史帶獎學金（校外物理比賽成績優異） 劉天瑋 望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劉天瑋 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鮑穎瑤 愛
謝恩獎學金（非畢業班體育科成績優異） 梁晉熙 光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駱璧華 光
一九五八年級銳社北美同學獎學金（學業成績優良） 黃嘉濼 光
胡英才先生紀念獎學金（組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黃景韜 光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許雯琪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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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品行優良男生） 雷震豪 善
美東培正培道同學會紀念李故校長錦綸先生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雷震豪 善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黃鈺瑩 善
一九七六年級捷社致敬林贊孫老師獎學金（中文科及化學科成績優異） 葉卓穎 善
一九六六年級皓社獎學金（通識科成績優異） 葉卓穎 善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葉卓穎 善
吳宣倫吳胡淑慈伉儷獎學金（成績優異升讀本校中四級） 葉卓穎 善
李廷棟夫人紀念李廷棟醫生獎學金（生物科成績優異） 葉卓穎 善
胡英才先生紀念獎學金（化學科成績優異） 葉卓穎 善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及通識科成績優異） 葉卓穎 善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葉卓穎 善
趙民重先生紀念趙國俊翁獎學金（經濟科成績優異） 葉卓穎 善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葉卓穎 善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葉譯涵 善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電腦科成績優異） 周朗聰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張萱彤 正
吳宣倫吳胡淑慈伉儷獎學金（成績優異升讀本校中四級） 招頌皓 正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品行優良女生） 劉映廷 正
周公諒老師紀念獎學金（中國文學科成績優異） 劉映廷 正
孫瑋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創作比賽成績優異） 劉映廷 正
黃汝光博士紀念基金獎學金（社長服務優良） 劉映廷 正
王祖詒老師紀念獎學金（物理科成績優異） 梁智燊 正
周公諒老師紀念獎學金（中國歷史科成績優異） 梁智燊 正
林藻勇老師紀念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及創意設計比賽成績優異） 吳海亮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吳海亮 正
謝恩獎學金（聖經成績優異） 吳玥琪 正
利榮達先生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湯諾陶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湯諾陶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湯諾陶 正
黃逸樵老師紀念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談知衡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談知衡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談知衡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曾樂勤 正
林藻勇老師紀念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及創意設計比賽成績優異） 黃樂陶 正
高雁雲老師紀念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黃慧恩 正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黃慧恩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黃慧恩 正
林藻勇老師紀念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及創意設計比賽成績優異） 葉梓浩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葉梓浩 正

中五年級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林天蔚老師紀念獎學金（歷史科成績優異） 鄭雋永 信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涂思藝 信
美東培正培道同學會紀念本校九十五周年校慶獎學金（藝術科成績優異） 郭賢霽 信
陳文彬先生紀念陳國勳翁獎學金（音樂科成績優異） 陳韻穎 望
美東培正培道同學會紀念李故校長錦綸先生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梁家瑜 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梁家瑜 望
一九五五年級忠社金禧獎學金（服務優良） 杜恩路 望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最佳進步獎） 楊雨恬 望
梅李美煥女士獎學金（地理科成績優異） 趙鍵澄 愛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蔡依彤 愛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品行優良女生） 蔡依彤 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蔡依彤 愛
趙鈞淇趙鈞浩先生紀念趙熙垣翁獎學金（中國歷史科成績優異） 蔡依彤 愛
一九五八年級銳社北美同學獎學金（學業成績優良） 何正宜 愛
一九六四年級協社金禧獎學金（傑出服務生） 黃頌桁 愛
梁泳釗醫生紀念獎學金（學業成績優良） 任穎珊 愛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組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陳珊珊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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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陳珊珊 光
李廷棟夫人紀念李廷棟醫生獎學金（銀樂隊服務優良） 黃瑞欣 光
伍治澄女士紀念姐丈李孟標校長獎學金（聖經科成績優異） 陳倩華 善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陳倩華 善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陳倩華 善
史帶獎學金（英語會話傑出表現） 陳倩華 善
胡英才先生紀念獎學金（生物科成績優異） 容芷茵 善
孫瑋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創作比賽成績優異） 滕小茹 善
一九五八年級銳社北美同學獎學金（學業成績優良） 張瀚仁 正
美東培正培道同學會紀念李故校長錦綸先生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馮筠惠 正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馮筠惠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馮筠惠 正
黃逸樵、梁君偉、林敏初老師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龔彥文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龔彥文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林晉生 正
林藻勇老師紀念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及創意設計比賽成績優異） 林健朗 正
楊國雄博士伉儷獎學金（電腦科成績優異） 林健朗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林健朗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林健朗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林崇熙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林崇熙 正
王祖詒老師紀念獎學金（物理科成績優異） 劉承暉 正
汪鎮國先生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劉承暉 正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劉承暉 正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劉承暉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物理比賽成績優異） 劉承暉 正
李俊庭老師紀念獎學金（學生長服務優良） 連穎忻 正
一九六六年級皓社獎學金（通識科成績優異） 馬卓俊 正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品行優良男生） 馬卓俊 正
胡英才先生紀念獎學金（化學科成績優異） 吳思朗 正
黃汝光博士紀念基金獎學金（社長服務優良） 顏朗峰 正
黃逸樵、梁君偉、林敏初老師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魏子奇 正
黃逸樵老師紀念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魏子奇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魏子奇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魏子奇 正
鄧謝瓊瑤女士紀念鄧丁森先生獎學金（經濟科成績優異） 葉頌晞 正
一九七六年級捷社致敬林贊孫老師獎學金（中文科及化學科成績優異） 饒沛樂 正
周公諒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優異） 饒沛樂 正
周公諒老師紀念獎學金（中國文學科成績優異） 饒沛樂 正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及通識科成績優異） 饒沛樂 正
高雁雲老師紀念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饒沛樂 正
孫瑋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創作比賽成績優異） 饒沛樂 正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饒沛樂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饒沛樂 正

中六年級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梁泳釗醫生紀念獎學金（學業成績優良） 劉欽冕 信
黃增玲先生獎學金（數學科（文組）成績優異） 吳楊璐雪 信
黃增玲先生獎學金（歷史科成績優異） 吳楊璐雪 信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吳楊璐雪 信
一九六六年級皓社獎學金（通識科成績優異） 李樂揚 望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李樂揚 望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品行優良男生） 李樂揚 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李樂揚 望
黃增玲先生獎學金（中國歷史科成績優異） 李樂揚 望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體藝服務綜合表現優異） 梁芷熒 望
何鴻佳伉儷紀念獎學金（服務優良） 麥瑋珊 望
一九五五年級忠社紀念關存英老師獎學金 （中文科成績優異） 王靖琳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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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級忠社金禧獎學金（品學兼優） 王靖琳 望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品行優良女生） 王靖琳 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品學兼優） 王靖琳 望
王國璇會佐紀念獎學金（聖經科成績優異） 鄭志傑 愛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體藝服務綜合表現優異） 郭 桐 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郭 桐 愛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學生會服務優良） 蕭皓文 愛
美東培正培道同學會紀念李故校長錦綸先生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葉展光 愛
一九六四年級協社金禧獎學金（傑出運動員） 陳凱柏 光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組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羅振宇 光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羅振宇 光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體藝服務綜合表現優異） 潘煒晴 光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體藝服務綜合表現優異） 曾淼騫 光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體藝服務綜合表現優異） 陳品雅 善
一九二四年級群社獎學金（體育科成績優異） 馮文彥 善
一九七四年級基社紀念羅蔭權教授物理獎學金（物理科成績優異） 梁峻華 善
汪鎮國先生獎學金（生物科成績優異） 梁 晨 善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梁 晨 善
一九五五年級忠社致敬張啟滇老師化學獎學金（化學科成績優異） 陳柏熹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周君珽 正
黃增玲先生獎學金（經濟科成績優異） 鄒士霖 正
一九五五年級忠社紀念羅慷烈老師獎學金（中國文學科成績優異） 何阡瑜 正
汪鎮國先生獎學金（電腦科成績優異） 林翠怡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林翠怡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林翠怡 正
黃增玲先生獎學金（地理科成績優異） 林耀獻 正
史帶獎學金（紅藍獎勵計劃金獎） 劉在心 正
美東培正培道同學會紀念李故校長錦綸先生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李淨欣 正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社長服務優良） 沈鎧霖 正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體藝服務綜合表現優異） 沈鎧霖 正
一九七四年級基社紀念羅蔭權教授物理獎學金（物理科成績優異） 鄧銚泩 正
一九五八年級銳社北美同學獎學金（學業成績優良） 黃銘熙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黃梓駿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黃梓駿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黃亦駿 正
一九五五年級忠社金禧獎學金（品學兼優） 邱楚棱 正
一九七四年級基社紀念羅蔭權教授物理獎學金（物理科成績優異） 邱楚棱 正
一九七六年級捷社致敬林贊孫老師獎學金（中文科及化學科成績優異） 邱楚棱 正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品行優良女生） 邱楚棱 正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數學科（理組）成績優異） 邱楚棱 正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邱楚棱 正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中文科、英文科、數學科及通識科成績優異） 邱楚棱 正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品學兼優） 邱楚棱 正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邱楚棱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邱楚棱 正

畢業班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一九六九年級昇社致敬陳允武老師榮休獎學金 羅穎欣 創社
黃慶苗黃陳月莉伉儷獎學金 祝曉嵐 創社
黃慶苗黃陳月莉伉儷獎學金 房穎儀 創社
史帶獎學金 房穎儀 創社
史帶獎學金 彭馨婷 雋社
黃慶苗黃陳月莉伉儷獎學金 單允聰 創社
史帶獎學金 單允聰 創社
黃慶苗黃陳月莉伉儷獎學金 曾 進 創社
史帶獎學金 曾 進 創社
黃慶苗黃陳月莉伉儷獎學金 任恩翹 創社
史帶獎學金 任恩翹 創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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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錢澄先生（2013年級翹社）

 職  務： 教師

 學  歷： 香港大學文學士（榮譽），主修英語

  研究及比較文學

 任教科目：中二、中三英文

2） 李冠儀女士

 職  務： 教師

 學  歷：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碩士，主修音樂 
香港教育學院中學教育榮譽學士，

主修音樂

 任教科目：中一至中五音樂、中一歷史

3） 何卓蘊女士

 職  務： 教師

 學  歷： 香港大學教育文憑，主修地理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學士（榮譽），

主修地理及資源管理

 任教科目：中一、二、四地理及中四通識

4） 周錦棠先生

 職務： 生物實驗室技術員

 學歷： 香港中文大學理學碩士，主修生物化學

及生物醫學

5） 李苑賢女士

 職務： 中文科教學助理

 學歷： 香港公開大學中文文學士（榮譽），

  主修中國語言及文學

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新聘教職員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新聘教職員

獲任重道遠獎教職員獲任重道遠獎教職員

6） 關詠心女士

 職務： 英文科教學助理

 學歷： 香港城市大學文學士（榮譽），主修

專業英語

7） 王敏瑒女士

 職務： 數學科教學助理

 學歷： 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主修數學

8） 何嘉寶女士

 職務： 通識科教學助理

 學歷： 嶺南大學文學士（榮譽），主修文化

研究

9） 廖國靖先生

 職務： 科學科教學助理

 學歷： 香港理工大學工學士（榮譽），主修產

品分析及工程設計學

10） 黃趣儿女士

 職務： 公民教育教學助理

 學歷： 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碩士，主修兒童和

青少年發展

  華南農業大學農業學士，主修植物保護

  二零一六年度任重道遠獎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四日教職員會上頒發，以表揚教職

員在一整學年沒有遲到和病假紀錄。

  獲獎教職員有： 陳孟斌老師、陳雁容老師、周慈蓮老師、何力高副校長、

 郭慧蘭老師、羅子揚老師、羅恩銘老師、梁文傑老師、

 李國柱老師、龍麗貞老師、馬億洋老師、梁偉雄老師、

 潘嘉衡老師、王錦虹老師、黃祖佑老師、黃麗賢老師、

 黃子榮老師、黃偉豪老師、虞美曄老師、司徒志輝老師、

 李永明先生、梁麗娟女士及張偉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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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教職員一覽表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教職員一覽表
編號 姓名 職稱／授課科目
00 何建宗 校監
01 譚日旭 校長
02 鍾偉東 副校長/ 電腦
03 鄭景亮 副校長/ 體育
04 何力高 副校長/ 通識 藝術

05 梁振忠
基督教事工主任/ 歷史
生命教育

06 黃子榮
學務主任/ 化學科主任/ 
化學

07 歐震國 訓導主任/ 數學

08 尹重儀
輔導主任/ 數學
微積分統計

09 呂艷蘭 升學就業輔導主任/ 電腦

10 潘嘉衡
課外活動主任/ 體育
歷史

11 區志玲
事務主任/ 家政科主任/ 
家政

12 馬凱雄
資訊科技統籌主任/ 
圖書館主任/ 電腦

13 鄭英煒 公民教育主任/ 英文

14 陳永鏗
助理課外活動主任/ 設計科
技科主任/ 設計科技

15 梁偉雄
學務助理/ 數學科主任II/ 
數學 代數微積分

16 黃祖佑
學務助理/ 數學
微積分統計

17 陳孟斌 事務助理/ 數學 媒體藝術

18 羅子揚
升學輔導助理/ 
通識 經濟 生命教育

19 鄧柏駿 生涯規劃助理/ 通識
20 李鳳華 訓導助理/ 化學
21 陳曉瑩 訓導助理/ 體育
22 馬億洋 訓導助理/ 英文 通識
23 黃永雄 訓導助理 輔導助理/ 英文
24 林溢朗 輔導助理/ 中文 生命教育
25 吳雯靜 輔導助理/ 通識 生命教育

26 梁柏鍵
中文科主任I/ 中國歷史科
主任/ 中文 中國歷史

27 李敏儀 中文科主任II/ 中文

28 段麗珊
中國文學科主任/ 
助理中文科主任/ 中文
中國文學

29 林向秀
普通話科聯絡/ 中文
生命教育

30 李家傑
英文科主任I/ 英文
英文輔導

31 譚詠嫺 英文科主任II/ 英文

32 張浩嘉
助理英文科主任/ 英文
生命教育

33 關景桓
助理英文科主任/ 英文
生命教育

(2017年11月27日)

編號 姓名 職稱／授課科目

34 李國柱
數學科主任I/ 數學
微積分統計 代數微積分

35 李灝峰
助理數學科主任/ 數學
微積分統計

36 張嘉亮 歷史科主任/ 歷史
37 郭慧蘭 經濟科主任/ 經濟

38 丘敬峰
通識科主任/ 通識 
生命教育

39 羅子軒 助理通識科主任/ 通識
40 葉天健 物理科主任/ 物理
41 龍麗貞 生物科主任/ 生物 科學

42 梁迺文
科學科主任/ 生物 科學
生命教育

43 梁文傑
電腦科主任/ 電腦/
生命教育

44 黃志偉 地理科主任/ 地理

45 鍾少雲
音樂科主任/ 藝術
生命教育

46 鍾靈秀 體育科主任/ 體育

47 司徒志輝
視覺藝術科主任/ 藝術
媒體藝術

48 黃佩儀 中文
49 熊潔婷 中文 生命教育
50 陳雅君 中文 生命教育
51 虞美曄 中文
52 許麗天 中文 中國歷史 中國文學
53 潘曉玲 中文 生命教育
54 趙翠琼 中文 中國歷史 生命教育
55 馮君玲 中文 中國歷史 生命教育
56 王錦虹 中文 生命教育
57 陳雁容 英文 生命教育
58 陳嘉蓁 英文 英語輔導
59 陸雁璇 英文 生命教育
60 周慈蓮 英文 生命教育
61 鄧巧思 英文 生命教育
62 蔣肇麟 英文 生命教育
63 胡基信 英文 英語會話
64 楊新苗 英文 生命教育
65 沈昕華 英文 生命教育
66 錢 澄 英文

67 梁子敏
數學 微積分統計
生命教育

68 陳卓偉 數學 電腦 生命教育
69 林芬芬 數學 微積分統計
70 蘇栢揚 數學 電腦 媒體藝術
71 黃偉豪 數學 電腦 生命教育
72 黃小燕 物理 科學
73 林紫媚 生物

74 楊偉樂
化學 科學 生物 
生命教育

75 羅恩銘 電腦

編號 姓名 職稱／授課科目
76 李少媚 歷史
77 陳頴麟 藝術 電腦 生命教育
78 李冠儀 藝術 歷史 生命教育
79 黃麗賢 地理
80 譚嘉銘 地理 經濟
81 何卓蘊 地理 通識
82 曾靜雯 中國歷史 生命教育
83 蔣嘉俊 科學 化學
84 李苑賢 教學助理（中文）
85 關詠心 教學助理（英文）
86 王敏瑒 教學助理（數學）
87 何嘉寶 教學助理（通識）
88 廖國靖 教學助理（科學）
89 黃趣儿 教學助理（公民教育）
90 莫均翹 活動助理（體育）
91 林培烽 資訊科技技術員（統籌）
92 謝寶倫 資訊科技技術員
93 陳銘達 資訊科技技術員

94 劉婉微
實驗室技術員聯絡
（化學）

95 葉劍初 實驗室技術員（物理）
96 鄧慧漣 實驗室技術員（科學）
97 周錦棠 實驗室技術員（生物）
98 方文英 行政主任
99 曾美美 秘書
100 陳月嫦 書記（會計）
101 林映青 書記
102 黎嘉文 書記
103 林偉傑 助理執行主任
104 梁玉琼 助理執行主任
105 陳婉婷 助理書記
106 姚秀芬 會計文員
107 徐海茵 校務文員
108 尤文祺 社工
109 伍家頌 社工
110 巫炳光 技工
111 張偉強 工友
112 李小梅 工友
113 梁麗娟 工友
114 歐東明 工友
115 黃月娣 工友
116 雷淑琼 工友
117 黎國偉 工友
118 方翠勻 工友
119 曾惠茹 工友
120 張彩霞 工友
121 吳美芬 進修假一年

中學記要 學校動態

35



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各委員會名單   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各委員會名單   
校長／主任 委員會 主 席 委     員

1
校長 譚日旭

緊急應變小組 譚日旭 鍾偉東 鄭景亮 何力高

2 標書批核委員會 譚日旭 校董會代表一人 家長教師會代表一人 教師代表一人

3

副校長 何力高

PTA執行委員會 何力高 潘嘉衡 潘曉玲 羅子軒 羅子揚 馮君玲 趙翠琼 周慈蓮 

4 基督教事工委員會 梁振忠 梁廼文 張浩嘉 丘敬峰 郭慧蘭 曾靜雯 蔣嘉俊 楊偉樂 沈昕華

5 生命教育委員會 何力高 梁振忠 歐震國 鄭英煒 尹重儀 鍾少雲 馬億洋 鄧柏駿

6
副校長 鍾偉東

學校自評委員會 鍾偉東 黃子榮 李國柱 梁偉雄 黃祖佑 羅恩銘 梁柏鍵

7 資優課程統籌委員會 梁偉雄
張嘉亮 鍾偉東 黃子榮 李家傑 李國柱 黃志偉 段麗珊

李灝峰 黃偉豪

8
副校長 鄭景亮

開標委員會 區志玲 方文英 林偉傑 陳孟斌 鄧巧思 

9 商業活動監管委員會 鄭景亮 區志玲 司徒志輝 林偉傑 兩名家教會代表

10
學務主任

學務委員會 黃子榮 *梁偉雄 *黃祖佑 各科科主任 

11 實驗室安全常務委員會 梁迺文 陳永鏗 區志玲 理科老師 實驗室技術員 

12 訓導主任 訓育委員會 歐震國 *李鳳華 *陳曉瑩 *黃永雄 *馬億洋 何力高

13 輔導主任 輔導委員會 尹重儀 *林溢朗 *吳雯靜 梁偉雄 林芬芬 馬億洋 黃永雄 陳孟斌 熊潔婷 

14
公民教育主任

環境教育委員會 鄭英煒 黃子榮 區志玲  龍麗貞  譚嘉銘 陳雅君 

15 公民教育委員會 鄭英煒 梁振忠 李少媚 陸雁璇 黃佩儀 許麗天 黃小燕 關景桓 虞美曄

16

升學就業
輔導主任

升學就業輔導委員會 呂艷蘭
*羅子揚 陳孟斌 譚詠嫺 張浩嘉 李家傑 黃麗賢 黃志偉

李敏儀 楊新苗 中六班主任

17 獎助學金委員會 呂艷蘭 黃子榮 鍾偉東 鄭景亮 尹重儀 王錦虹

18 生涯規劃委員會 呂艷蘭
*鄧柏駿 羅子揚 潘嘉衡 黃子榮 黃志偉 梁振忠 曾靜雯

張嘉亮 黃麗賢 

19 課外活動主任 課外活動委員會 潘嘉衡
*陳永鏗 陳嘉蓁 陳雁容 鍾靈秀 葉天健 梁子敏 林向秀

鍾少雲 陳  麟 學生會代表

20
資訊科技
統籌主任

資訊科技統籌委員會 馬凱雄
鍾偉東 梁文傑 陳永鏗 陳卓偉 羅恩銘 蔣肇麟 蘇栢揚

羅子軒 劉婉微 資訊科技技術員

21 事務主任 事務委員會 區志玲 *陳孟斌 鄭景亮 方文英 林偉傑 梁玉琼

*委員會助理

法團校董會消息法團校董會消息
職位晉升及調配

  由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起，法團校董會通過以下職位調配：林溢朗老師、馬億洋老師、譚嘉銘

老師及趙翠琼老師由文憑教師轉任學位教師；歐震國老師及葉天健老師由學位教師晉升為高級學位

教師；陳孟斌老師由文憑教師晉升為助理教席；劉婉微女士晉升為一級實驗室技術員。此外，署理

輔導主任尹重儀老師出任輔導主任；梁偉雄老師出任數學科主任II；丘敬峰老師出任通識科主任；

羅子軒出任助理通識科主任；鍾少雲老師出任署理音樂科主任；林溢朗老師及吳雯靜老師出任輔導

助理；黃祖佑老師出任學務助理；羅子揚老師出任升學輔導助理；何力高副校長出任生命教育委員

會主席；梁偉雄老師出任資優教育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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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年會家長教師會年會
  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家長教師會年會已於十月十三日順利舉行，當晚邀得鄭景亮副校長主

講，並經投票選出九位家長執委，包括：黃小玲女士（主席）、簡明旭先生（副主席）、麥志偉先

生（司庫）、熊美玲女士、陳雲虹先生、郭愛玲女士、盧家棣先生、劉安康先生和何文嘉女士。

新任校監何建宗教授及譚日旭校長接受獨立校董新任校監何建宗教授及譚日旭校長接受獨立校董
李黃敏儀女士25萬元支票作為培正教育發展用途李黃敏儀女士25萬元支票作為培正教育發展用途

二零一七年度法團校董會成員
主席 何建宗教授, BBS, JP

秘書 鄭景亮副校長

校董

（排名不分先後）

辦學團體校董：

何建宗教授（校監）、

譚日旭校長、陳之望太平紳士、

羅永祥博士、鄭成業先生、

王寧添博士、羅志強先生、

張金城先生、

劉文軒先生（替代校董）

獨立校董：李黃敏儀女士

校友校董：何浩元會長

家長校董：簡明旭先生、

黃小玲女士（替代校董）

教師校董：鄭景亮副校長、

何力高副校長（替代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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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長會於九月廿二及廿三日舉行了本年度第一次學生長營。是次

兩日一夜的宿營活動目的是讓新一屆的學生長彼此認識、建立關係，以

及初步了解學生長應盡的責任。

  是次訓練營活動早於分組前往營地途中就展開了，沿路大家自我介

紹、訂立組名及設計組別口號等，務求令新一屆學生長盡快投入和適

應。第一天宿營的重頭戲是分組大型定向活動，盼可發掘學生長潛能和彼此熟絡。在活動中，學生長需根據

提示找出預設在營地裏的不同定點，並完成指定任務。期間會遇到不同的困難，例如意見分歧或有組員落後

隊伍等，因此活動有助訓練解難、領導和溝通能力。活動當晚有分組檢討時間，由四組組長分別帶領組員討

論當天的表現，並解 學生長應有的特質，盼組員反思後在進行第二天活動中時有進步。

  第二天的分組活動主要是訓練學生長的觀察力、服從性和合作性。本會亦安排了檢討時段，讓組長跟進

各組員的表現。最後，在回校的路程上，各組組長向組員們概述了學生長平日的工作以及校服儀容的規定，

新人默記在心，舊人則溫故知新，以便提昇日後在校履行職責的效率。

  學生長會一直尋求各方面改善，盼望能為同學樹立良好的榜樣。是次訓練營能收團結、激勵學生長之

效，期望他們能在未來的日子肩負匡正校風的責任 ，熱心服務學校、老師和同學。

中五級 (12人)
總學生長： 劉映廷 5F

組  長： 王綽蔚 5C 張翠倚 5F 樊子晴 5F

組  員： 曾芷遙 5A 黃蔚然 5A 陳文琛 5C 張芷蕎 5E
王恩隨 5E 葉卓穎 5E 張萱彤 5F 黃家禧 5F

中四級 (10人)
總學生長： 黃衠瑤 4E

組  長： 劉采君 4D 彭樂研 4E 陳晉傑 4F

組  員： 劉卓敏 4B 蔡逸希 4C 林佩芝 4C 梁皓怡 4D 
梁紫惠 4E 黃澤欣 4E

中三級 (14人)
副 組 長： 蔡欣希 3A 李惟惠 3B 周曉陶 3D

組  員： 陳子晴 3A 張藝瓊 3A 樊藹霖 3A 李鎮濠 3A 
柁 鈴 3B 余思齊 3B 陳量婷 3D 劉凱儀 3D 
莫嘉浩 3D 湯迦立 3E 梁諾恆 3F

學生長訓練營學生長訓練營

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學生長名單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學生長名單

中二級 (8人)
組    員： 吳哲朗 2B 鍾恩信 2C

林昕彤 2C 蘇洛弘 2D
張子蕎 2E 樊子晞 2E
羅淑妍 2F 譚曉晴 2F

要保重呀！老鬼們要保重呀！老鬼們

分組活動之合作任務分組活動之合作任務 分組活動之耐性任務分組活動之耐性任務 定向活動之解難任務定向活動之解難任務

學生長大合照學生長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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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寒操老師中文科獎勵計劃梁寒操老師中文科獎勵計劃
獎掖後進  推廣國學獎掖後進  推廣國學

「梁寒操老師中文科獎勵計劃」簡介「梁寒操老師中文科獎勵計劃」簡介

內容 目的

1. 成立「紅藍精神獎學金」 培養紅藍精神，提倡品學並重。

2. 成立「梁寒操老師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鼓勵參與中文科學習活動，培養良好學習

態度。

3. 資助同學參加中文科學習活動（如內地考察

活 動 、 與 中 國 語 文 、 歷 史 及 文 化 相 關 的 埠

際、全國及國際比賽，或朗誦、書法、文學

創作課程等）

結合知識與實地觀察，加深對中國語文、

歷史及文化的認識。

4. 舉辦「梁寒操老師國學講座」
推廣課程以外的國學知識，範圍涵蓋中國

語文、歷史及文化。

5. 資助更新中文科學與教模式
配合電子教學，為特定課題設計教材，建

立網上教材庫，提昇教學效能。

  梁寒操老師 (1899－1975)，曾任教廣州及香港兩地培正，國學知識深

厚，一生扶掖青年，貢獻社群。梁老師之甥孫，一九七六年級捷社陳樹森學

長，為紀念老師之清風高節，並繼承老師弘揚國學之志，乃慷慨捐助本校中文

科，增設「梁寒操老師中文科獎勵計劃」。

  梁老師原名翰藻，號君猷、均 ，原籍廣東省肇慶府高要縣，生於廣州府

三水縣，自幼嚴受家教，聰明好學，四歲從父識字，七歲入塾開學，十二歲考

入肇慶府中學堂，每試名列榜首。一九一八年，入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同時信

奉基督教，受浸加入興華自立浸信會，施浸者正是培正創校元老李錦綸牧師。

一九二三年自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畢業，翌年六月起任教廣州培正。一九二五年

三月，為孫中山先生追悼會撰寫輓聯：「時勢造英雄乎？英雄亦造時勢；國人

負夫子耳，夫子不負國人」，傳誦廣州城內外。同年六月，投身政治，建設國

家，二十多年，功績卓越，如一九四二及一九四三年兩次遠赴新疆，說服新疆

省督辦盛世才還政中央，共同抗日禦侮，名留青史。一九四九年政局變化，旅

居香港，復應故校長林子豐博士之邀，於一九五一年下學期起，任職香港培正

國文老師。一九五四年移居台灣，同年十二月，獻詞紀念培正創校六十五周

年，又寫作詩歌〈我之宗教五首〉，足見其與培正情誼之隆，及其基督信仰之

深。今陳學長贊助成立中文科獎勵計劃，追述賢者亮節，獎掖培正

學子，既傳承中華文化，又體現紅藍精神，堪稱紅藍兒女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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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數學之旅 天津數學之旅 
第十五屆全國青少年數學論壇全國總論壇第十五屆全國青少年數學論壇全國總論壇

  全國青少年數學論壇全國總論壇

是一項數學益智和創新活動，活動內容

包括：數學解題技能展示比賽 及 數學

建模小論文評選兩項賽事。香港的選拔

賽經由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委員會舉

辦，今年有幾位初中同學在比賽中脫

穎而出，獲得代表香港參與全國賽的

資格，包括：中一級同學羅安琪、吳哲

朗和姚涵瑛，中二級同學陳子賢和陳祉

軒。本年度賽事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九

至廿三日在天津舉行。

  這幾天的比賽包括「數學解題技能展示」，要求參賽同學在指定的時間內完成一些數學難題。

當中需要運用到的解題技巧和涉及的數學範疇包括代數、方程、幾何知識等。另外一項主要賽事，

是數學建模小論文評選，是次同學在論文答辯過程中，同時能夠聆聽國內其他同學的論文展示，見

識到別人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世界。最後我校中一級三位同學的隊伍更勇奪金獎，可見同學們不懈的

努力所得出的成果充分得到了廣泛的認同，令人欣慰。

  除了以上兩項比賽之外，還有多個與數學相關的遊戲活動，包括參觀中國古典數學益智玩具

展，可見七巧板、華容道、魯班鎖等等。這些玩具，不但令同學都能深入認識，更多中華文化的智

慧和各種數學問題，而且能成功解開這些玩具的謎底，更有一股莫大的成功感呢！

  經過一輪數學活動及比賽後，大會亦安排了參觀活動，包括參觀「天津濱海航母主題公園」，

觀賞不同的特技表演等。總括而言，同學們參與比賽的過程中，不但增進了數學知識，也培養了團

隊精神，學懂如何與校內校外的朋友相處。在比賽中，能夠與來自中國各地的學生互相觀摩、比試

和交流，實在是一個難忘的寶貴經驗。

香港參賽代表合照香港參賽代表合照

同學們參觀「天津濱海航母主題公園」同學們參觀「天津濱海航母主題公園」

（右三起）姚涵瑛、吳哲朗、羅安琪獲得「數學建模小論文」金獎（右三起）姚涵瑛、吳哲朗、羅安琪獲得「數學建模小論文」金獎

同學們在趣味數學解題技能展示活動（筆試）獲獎同學們在趣味數學解題技能展示活動（筆試）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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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習團中，我們有幸參觀首爾淨

水廠、首爾聞名海外的清溪川、弘益大

學、韓國環保企業The Green LH、松坡

資源回收中心、首爾能源夢想中心以及

麻浦垃圾焚燒處理廠及資源回收中心。

全港校際氣候變化跨課程專題比賽2016-17全港校際氣候變化跨課程專題比賽2016-17

高中組研究項目亞軍

整理匯報：蔡依彤(中六愛)、趙鍵澄(中六愛)、整理匯報：蔡依彤(中六愛)、趙鍵澄(中六愛)、

陳文豐(中六善)、葉祈(中六善)、劉承暉(中六正)陳文豐(中六善)、葉祈(中六善)、劉承暉(中六正)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至二零一七年六月，我們參加了由教育局舉辦的「全港校際氣候變化跨課程

專題比賽」。是次比賽旨在加強教育下一代應對氣候變化的方法，讓全港中、小學生製作發明品或

進行研究，為香港應對氣候變化提出創新而有效的方法。

  我們以「探討素食對降低碳足印的成效」為題進行研

究，比較一位素食者與一位非素食者的飲食所產生的碳足

印，發現非素食者在兩星期內因飲食而產生的碳排放量比

素食者高逾三倍。證明如香港市民能選擇素食，將有助減

少香港整體產生的碳足印，減緩氣候變化。

  然而，在進行研究期間，無論在學校以至社會層面，

我們發現素食文化在香港並不普及，與素食相關的資訊

流通性十分低，提供素食的食肆按人囗比例也十分低。

就此，我們提出「學校綠色飲食認證計劃」、「『素』

green食肆運動」和「食物碳排放標籤制度」等不同建議

以針對碳排放源頭，藉此緩解日益嚴重的氣候變化。

  經過兩階段的遴選，我們脫穎而出，獲得高中組研究

項目亞軍。我校連同其餘五間獲獎學校，在六月遠赴韓國

首爾參與五天的首爾環保建設及氣候變化學習團。
左起：葉祈、黃麗賢老師、陳文豐、左起：葉祈、黃麗賢老師、陳文豐、
蔡依彤、趙鍵澄、劉承暉蔡依彤、趙鍵澄、劉承暉

到弘益大學交流到弘益大學交流

保留部份清溪川的舊建築保留部份清溪川的舊建築

  清溪川是首爾一項重要的項目，集防洪、為

市區降温及休憩等功能。河流經過多次的改建，

曾經被覆蓋改建為公路，至二零零三年再由公路

改建成今天的清溪川，更搖身一變成為首爾居民

的休閒勝地。透過實地考察，我們了解到因修葺

清溪川所引起的爭議，包括修築這條韓國人引以

為傲的人工渠道對政府造成沉重的經濟負擔，破

壞了歷史遺址及原有的生境。種種問題令我們明

白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不是一蹴而就，考慮不周更

須付上極大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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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次海外考察加深我們對首爾環保政策的了解，完善的政

策和配套令市民由家居以至社區都可以參與環境保育。儘管

使用創新科技能為我們生活帶來便利，也有助紓緩氣候變化問

題，惟研發和製造相關設施費用昂貴，建立大數據系統也牽涉

網絡安全及個人私隱等的爭議。就是次考察所見，首爾已具智

能化的綠色都市雛形。

  首爾能源夢想中心是韓國首座能源自足的環保建築，中

心運用天然採光技術並輔以LED燈提供室內照明，真空隔熱

和先進的通風系統有助室內恆温，冬暖夏涼，節省電力開支

和能源消耗。透過地熱和太陽能發電，其電力生產甚至可銷

售至其他電力公司，中心為運用可再生能源作出良好示範。

雖然氫能並未普及，中心以氫氣推動的巴士接載訪客，穿梭

中心內各地，讓我們一試以往只能在課本上見到的氫能車，

其外觀和行車速度與一般以化石燃料推動的巴士無異！

  位於首爾市世界盃公園內的麻浦資源回收設施中心於二零零

五年六月正式投入營運，中心平均每日處理七百五十噸垃圾，大

約是香港每日棄置到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量的百分之七。透

過三座焚化爐焚燒垃圾時的熱能供鄰近地區使用。另外，焚化後

的爐底灰亦會製造其他物品如磚塊，可謂物盡其用！首爾早於

一九九五年推行垃圾分類，尤其在幼稚園大力推廣家居垃圾分

類，自小培養垃圾分類的習慣，既有助回收再造，又可減低處理

垃圾量，確是一舉兩得。

首爾能源夢想中心首爾能源夢想中心

由焚化爐焚燒後的廢渣製成的環保地磚由焚化爐焚燒後的廢渣製成的環保地磚

體驗智能家居設施體驗智能家居設施

與其地獲獎學校交流與其地獲獎學校交流

  此外，我們亦參觀了一些環保企業及機構。例如

The Green LH是一間環保科技公司，透過研究自動

化以節省時間、空間和能源設備以建造一個智能都

市。企業的其中一項研究是以大數據系統處理城市交

通擠塞和意外，再以應用程式通知相關人士和部門。

感想

考察期間進行匯報考察期間進行匯報

    此行除了讓我們擴闊視野外，更令我們

結識到其他學校的同學，互相交流應對氣候

變化的方法。短短五天內已與他們建立深厚

友誼，返港後我們也有相約重聚。期盼各同

學能實行環保生活，更期望香港政府推行更

全面的環境政策，共同減緩氣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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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苗科學家研習活動—美國日蝕行青苗科學家研習活動—美國日蝕行
  中五愛社同學劉承暉、吳思朗、葉頌晞和容芷茵參加了「科普快遞2017科學演示比賽」榮獲

季軍，主辦單位邀請獲獎同學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五至廿三日免費前往美國參加青苗科學家活動。

以下是同學的行程介紹：

  我們首天抵達美國加州理工大學Caltech參加天文講座及參觀LIGO的
第二代初雛型。研究重力波有很多工序，包括研究減少震動、製作雛型、
進行實驗、製造實體等。看到科學家和工程師為研究獻出大量的時間和精
力，大家都甚感動。
  翌日的活動是參觀太空總署NASA的噴射推進器實驗室JPL。人類能看到
太陽系地球的其他行星實在有賴太空總署內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們的努力。晚
上，我們登上位處洛磯山脈上的Mount Wilson Observatory 觀星。雖然山上氣温很
冷，只得攝氏十度，但無損我們觀星的興奮心情。天文台設有兩大座天文望遠鏡，
分別是六十英吋海爾望遠鏡和一百英吋虎克望遠鏡，在漆黑的環境下，天文台的
工作人員數次調較望遠鏡的角度，以觀測不同星體和星系，例如土星、M5星
雲、雙子星、海王星等。清晰程度就好比日常在書本上所看到的，似幻疑真，
令我們不禁讚歎無盡宇宙的浩瀚和壯麗，更敬佩百年前天文學家哈勃能利用這
個望遠鏡觀察到宇宙膨脹！

  其後數天我們到美國大峽谷國家公園南
緣考察，並有幸跟隨香港中文大學地球科學
系教授學習，認識大峽谷的岩石組。大峽谷的
簡單形成流程是不同的沉積岩層首先形成，然後
岩層被抬升至高於海平面，再經流水以及科羅拉多河幾
百萬年的侵蝕而成，蘊藏了接近二十億年的地質史。其中最令我
印象深刻的是宏偉的Bright Angel Fault，他將一大片的岩層一分
為二，我們可以透過觀察發現其中一邊被抬高，造成明顯的高低
差異。這明顯有別於香港的赤門海峽斷層，我們難以在城門河兩
旁發現岩石的高低差異。我們亦在旅程中認識並親身接觸了不同
的岩石類型，如頁岩、礫岩、花崗岩、凝灰岩等。

  我們之後乘搭內陸機到聖路易斯觀測日蝕，這是青苗科學家活動的重點項目。多謝香港中文大
學的學長教導我們安全地觀察和拍攝日蝕。當天非常幸運，天空萬里無雲。我們架好望遠鏡及裝上
solar filter後，開始觀察太陽的變化。學長們提供較精確的望遠鏡給我們觀察太陽黑子，令我們增
進不少知識。日全蝕的過程雖然歷時約短短兩分鐘，但氣氛仍然無比震撼。當天是下午二時，太陽
的亮度卻像日落時份，其突然的亮度變化及附近動物的特殊行為，都令我們感到驚訝，不得不讚歎
大自然的奇妙。
  快樂的時光總是轉瞬即逝，不知不覺我們就來到美國之行的最後一天，最後一站是參觀聖路易
斯科學博物館。這裏的科學館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兩、三歲的小孩到四、五十歲的成年
人，都玩得津津有味。科學展品不僅
豐富，有讓參觀人士親身體驗、互動
的遊戲，令科學學習充滿樂趣，真正
寓教於樂。從簡單的拼積木中訓練數
學立體思維，從搭橋中學習建築的防
震結構等，均令我們獲益良多。聖路
易斯科學館的這趟旅程為美國學習之
旅畫上圓滿的句號。

NASA JPL的展覽室內合照NASA JPL的展覽室內合照

葉天健老師旁邊是葉天健老師旁邊是
LIGO II的雛型LIGO II的雛型

遊覽大峽谷自拍遊覽大峽谷自拍

最後一站是參觀聖路易斯科學館最後一站是參觀聖路易斯科學館 日蝕完結後同學留影日蝕完結後同學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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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高校科學營青少年高校科學營
  楊偉樂老師帶領十位中三及中四同學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一至十七日參加由中國科協和教育

部共同主辦的青少年高校科學營。同學在營中參觀了國家重點實驗室和企業研發中心，聆聽名家大

師分享及參加科學探究及趣味文體活動等，從而培養對科學研究的興趣，並增進海峽兩岸及港澳地

區青少年間的友誼。

    這次的南京高校科學營使我獲益良多，我們聽了許多講座，如：創業、大數據分析、引力、

土壤的健康、水火箭、全球氣候等，增加了我的科學知識和興趣，體會到科學是要不斷努力與嘗

試。我自小對地理有興趣，尤其是土壤研究，夢想是成為地理學家。自從參加這次科學營後，我

更加明白珍惜和愛護土壤的重要，為成為土壤研究員的理想奠定基礎。

感想 蕭子茹  中五善

由香港機場出發由香港機場出發

到南京大學參加高校科學營到南京大學參加高校科學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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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校創科營聯校創科營
  楊偉樂老師帶領十位中三及中四同學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四至七日參加了創客學院與香港中文中

學聯會共同協辦的「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創新創業基地──聯校創科營 2017」。本次創科營旨在

為以後創新研學模式的具體實施開放更多的可能性與可行性，加深粵港澳三方學生對被此的認識，

以及提供優良創新的科學教育。

    這四日三夜的旅程使我對深圳的科技發展有更

深入的認識和了解。在中科創客學院中，我看到到

不同的先進設備及其在實際生活中的應用，令我大

開眼界。此外，這次創科營有助培養大家的團隊精

神及發揮創意，在進行不同挑戰項目和比賽中，如

機械人比賽，都能訓練解難和應變能力，而比賽模

式讓學習變得更有趣。是次行程讓我獲益匪淺，希

望日後再有機會參加。

感想 吳思卓 中三善

一起準備機械人比賽一起準備機械人比賽

同學們製作感應器同學們製作感應器

參觀深圳市工業展覽館參觀深圳市工業展覽館

聯校創科營團體照聯校創科營團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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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泰安及濟南環保建設青島、泰安及濟南環保建設
及氣候變化學習團及氣候變化學習團

  二零一七年四月本校四名中一學生羅安琪、姚涵瑛、焦采溢、李德嵐參加教育局主辦的「全港

校際氣候變化跨課程專題比賽2016-17」，榮獲亞軍，並獲政府全數資助前往山東省參與五日四夜

的學習團。

  二零一七年七月二至六日，蔣嘉俊老師帶領獲獎同學參與由教育局主辦、教聯國際文化交流中

心協辦的「青島、泰安及濟南環保建設及氣候變化學習團」，與其他勝出比賽的優勝學校隊伍一同

遊覽山東省的不同特色建築和天然資源景區，包括遊覽大明湖、趵突泉、登泰山等。行程當中參與

學生亦到訪中國海洋大學和其附屬的青島中學參與研討會，並分享行程的所見所聞。

泰山留影泰山留影

黃河公園留影黃河公園留影

準備登泰山去！準備登泰山去！

登上泰山最高處登上泰山最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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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五天的學習團令我獲益良多。

歷史方面，山東省歷史悠久，是很多著名人物的出生地，如創立儒家思想的孔子、書法家王羲

之、軍事家諸葛亮等。此外，在一八九七年，德國曾經佔領青島十七年，期間在舊城區興建了不

少建築物，如郵政局、教堂、火車站等，充滿德國風情，而信號山公園的旋轉觀景樓能讓遊客看

到舊城區全景，吸引了很多遊客。青島原本中式的建築，加上德國特色的建築，令青島成了中西

合璧的地方。

    地理環境方面，山東面積約為一百四十個香港，城市甚多，我們參觀了其中的青島、泰安和

濟南。青島位於沿海地區，溫度比泰安和濟南低，氣候與香港相似，但青島地有十個香港那麼

大；泰安的名字來源於「國泰民安」，那裏有五嶽之首─泰山；濟南則有很多風力發電站，而且

建築物又高又密，景點也多，如大明湖、黑虎泉等。

    飲食方面，我發覺山東人的食物都十分濃味，也喜用饅頭伴餸菜吃，我們卻喜歡塗煉奶吃。

此外，他們招待客人的方式也有不同，他們會用大量酒菜來招呼客人，恐怕客人把酒菜吃光的

話，主人家會顯得吝嗇，性格真是十分豪爽。

    環保方面，我發現趵突泉的泉水噴射得很矮，原因從高山流下來的泉水日漸減少，加上有些

人飲用泉水，或將泉水用於其他用途。在中國海洋大學聽畢講座後，我認識到地球溫度上升，令

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使北極熊失去棲息地，也有機會淹沒國家，影響全球和人類的未來。我

們知道過多二氧化碳是全球暖化的起因，山東市做了良好的示範：城市有很多綠化地帶，樹木有

助吸收二氧化碳；城市用可再生能源來代替不可再生能源，例如會使用風力發電來產生電力，減

少使用不可再生能源。

    我認為香港應該向山東市好好學習，發展可再生能源，如太陽能發電等。此外，香港人應該

學習山東人的用水習慣，其實我們與山東人一樣，都是缺水的城市，我們依靠東江水才有足夠的

水使用，所以我們應該從各個方面節約用水，那麼香港不但有充足的水源，廣東省也有更多的

水，一舉兩得。

    讓我們同心協力，一起保護地球吧！

感想 焦采溢 中一望

到訪中國海洋大學到訪中國海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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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記得報名時並沒多大期望，但得知入選後，心情既興奮又緊張，能親自與科學界權威接觸

和交談，簡直是夢想成真。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我們非常榮幸可以跟教授們共晉午餐，在享受

美食之餘，還可以討教，實在機會難得，這亦提醒我，學習是無分時間和地點的。我們應該把握

時間，爭取任何學習的機會，使自己得以進步。 

    在科學營的六天，我有幸認識了中國、台灣和馬來西亞的科學精英，跟他們討論科學知識、

交流文化。在談笑間加深了對各國文化的認識，擴闊了視野，實屬可貴。不過，最難忘的是認識

了一九六五年級耀社學長—趙華教授，他是科學營特別邀請的四位「講

座大師」之一。得悉學長的參與，我立即找機會自我介紹，他也很熱

情，還主動跟我分享他以前在校讀書的經歷。這次我是真正感受到

「培正大家庭」和「培正同學滿天下」所言非虛。

    科學營的一大宗旨是要讓學員發揮創意，以及訓練學員的批

判性思考能力，故大會特別鼓勵我們就演講內容向大師們提出疑

問或改善方法，並以講題為藍本製作海報。這些鼓勵學生進行批

判性和多角度思考的主張，實在值得香港借鑑。

    總括而言，我在是次科學營中，無論在學識、交際、見識抑

或是個人成長方面亦獲益良多。

感想 陳嘉敏  六正 

二零一七第二十屆吳健雄科學營二零一七第二十屆吳健雄科學營
  由台灣吳健雄基金會舉辦的二零一七年第二十屆吳健雄科學營於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六日在台

灣溪頭舉行，本港共派出四位學生代表出席，其中本校五正陳嘉敏同學通過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甄

選程序的重重考驗，終於入選並獲全費贊助。科學營的活動廣泛，包括專題演講、講座、導師面

談、遠足、創意比賽、聚會等。獲選學員可以通過科學營與諾貝爾獎得主及著名學者交流，從而

得到啟迪。

陳嘉敏同學與耀社陳嘉敏同學與耀社
學長趙華教授合照學長趙華教授合照

出席科學講座出席科學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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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電腦奧林匹克代表隊八連勝培正電腦奧林匹克代表隊八連勝
  本校代表隊於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年度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中與喇沙書院繼續鬥得難分難

解，最後中六愛社同學在決賽表現卓越，帶領培正連續第八年取得學校大獎冠軍。

  愛社黃梓駿同學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份於香港大學舉行的加拿大電腦比賽香港區遴選賽表現出

色，再次入選香港代表隊出席於加拿大滑鐵盧大學舉行的加拿大電腦奧林匹克決賽，黃梓駿同學連

續兩年為港隊奪得金牌。過去十年，共有十一人次獲選代表香港出席加拿大電腦比賽總決賽，獲五

金三銀三銅合共十一面獎牌。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代表隊遴選賽
連續十年獲得好成績
  培正代表隊在二零一七年五月六日舉行的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代表隊遴選賽繼續取得優異

成績，自二零零八年起連續十年獲選加入香港

代表隊出席暑假期間的三項大型賽事。中六正

黃梓駿及林翠怡同學獲選代表香港參加於浙江

紹興舉行的「2017全國信息奧林匹克競賽  」
( N O I )  。中六正黃梓駿、黃亦駿及周君珽同

學亦獲選代表香港參加於伊朗德黑蘭舉行的

「2017國際信息奧林匹克競賽 」(IOI) 。中六

正黃梓駿及黃亦駿同學獲選代表香港參加於俄

羅斯莫斯科舉行的「2017國際大都會奧林匹克

競賽 」(IOM) 。

瑞士電腦奧林匹克代表隊集訓營
2017
  繼二零一六年暑假參與瑞士電腦奧林匹克

代表隊集訓營後，二零一七年七月上旬P ro f . 
Walter Gander繼續邀請本校聯同喇沙書院組成

香港代表隊出席瑞士電腦奧林匹克代表隊集訓

營，與即將代表出席八月伊朗國際電腦奧林匹克

競賽的瑞士同學比試交流，一同備戰世界賽。胡

斑比STEM獎學金資助是次集訓活動費用。

2016/17 HKOI學校大獎冠軍，實現八連勝2016/17 HKOI學校大獎冠軍，實現八連勝
黃梓駿同學多次代表香港出外比賽為校爭光，黃梓駿同學多次代表香港出外比賽為校爭光，
於2017加拿大電腦比賽總決賽再奪一枚金牌於2017加拿大電腦比賽總決賽再奪一枚金牌

左二張沛笙、左三談知衡、右一黃梓駿及右左二張沛笙、左三談知衡、右一黃梓駿及右
二黃亦駿同學參與瑞士電腦奧林匹克代表隊二黃亦駿同學參與瑞士電腦奧林匹克代表隊
集訓營以備戰八月的國際電腦奧林匹克競賽集訓營以備戰八月的國際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深入法國阿爾卑斯山小村莊集訓深入法國阿爾卑斯山小村莊集訓

與瑞士國家隊負責教授合照與瑞士國家隊負責教授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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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
2017(浙江紹興)2017(浙江紹興)

國際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2017國際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2017
(伊朗德黑蘭)(伊朗德黑蘭)

第二屆國際大都會奧林匹克 第二屆國際大都會奧林匹克 
(俄羅斯莫斯科)(俄羅斯莫斯科)

  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NOI)是每

年舉行的全國編程比賽，旨在向中學生普及計

算機科學知識，給有才華的學生提供相互交流

和學習的機會，通過競賽和相關活動培養和選

拔優秀計算機人才。

  中六正黃梓駿同學和林翠怡同學於二零

一七年七月十七至二十三日代表香港參加浙江

紹興舉行的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

其中黃梓駿同學在比賽中獲得一面銅牌。

  國際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IOI)是每年舉行的中學

編程比賽，全球各地的參賽地區最多派出四名代表，

各自完成兩天的比賽，比賽中需要利用編程完成不同

任務，考驗選手的解難能力。

  中六正黃梓駿同學、黃亦駿同學及周君珽同學於

香港遴選賽中脫穎而出，代表香港參加於二零一七年

七月廿八日至八月四日在伊朗德黑蘭舉行的國際信息

學奧林匹克競賽，其中黃梓駿同學及黃亦駿同學在

三百多名參賽者中排首七十五名，分別獲得銀牌。

  港隊八名香港學生在第二屆國際大都會奧林匹克

(IOM2017)勇奪兩金、六銀，成績彪炳，同時港隊的團

隊總成績獲一等獎，與主辦城市代表隊和上海代表隊並

列。當中香港培正中學愛社(大學一年級)校友黃梓駿和黃

亦駿則於資訊科技組比賽各贏得一面銀牌。

  國際大都會奧林匹克 ( International Olympaid of 
Metropolises)是一項多學科比賽，為十四至十八歲學生

而設，涵蓋數學、資訊科技、化學和物理四個學科。今

屆比賽於九月四至九日在俄羅斯莫斯科舉行，共有來自

廿六個國家、三十六個城市共二百七十七位學生參加，

香港今年亦是首次派隊參賽。本校馬凱雄老師同時獲邀

擔任是次比賽香港隊的領隊之一。

林翠怡同學（左二）及黃梓駿同學（左三）浙江紹興林翠怡同學（左二）及黃梓駿同學（左三）浙江紹興
舉行的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中留影舉行的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中留影

左二起：周君珽同學、黃亦駿同學、黃梓駿同學左二起：周君珽同學、黃亦駿同學、黃梓駿同學

後排左二及左三為黃亦駿同學及黃梓駿同學，後排左二及左三為黃亦駿同學及黃梓駿同學，
前排左二為馬凱雄老師前排左二為馬凱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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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周年音樂會2016-2017周年音樂會

音樂盛宴 
  第一屆周年音樂會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六日假香港培正小學錢涵洲紀念樓

李思廉禮堂舉行。雖然是首次舉辦，但各樂團及小組的演出均令人聽出耳

油、目不暇給。在團體方面，是次由中樂團打頭陣，加上合唱團、銀樂隊、

木笛隊、弦樂團，最後以管弦樂團合奏作結。當晚演出各中外流行曲、古典

音樂、詩歌等風格迥異的音樂作品。表演形式方面更有了大革新──管弦樂團

為配合星球大戰一曲的主題，全場關燈，指揮甚至身穿星球大戰造型服裝，以熒

光棒指揮，使氣氛更為熾熱。最後以管弦樂團、合唱團以及中五合唱組一同唱出校

歌，為音樂會畫上圓滿句號。

      我們亦有幸邀請了培正小學合唱團及弦樂團參與是次演出，亦有中、小學弦樂團的合奏環節，

令首屆周年音樂會生色不少。而小組表演環節更是精采非常，形式多變。口琴隊、弦樂小組、無伴

奏合唱小組，他們的表演均由同學負責編曲工作，充分展示學生的多才多藝。無論廣東流行曲、弦

樂曲還是歐美流行曲都能駕馭，揮灑自如。

     視覺藝術科同樣為是次演出默默耕耘。台下有視覺藝術組同學的視藝展，展出概念雕塑、文件

夾設計和為周年音樂會所設計的海報，供來賓觀賞，了解同學的創新意念。音樂會上亦播放中五數

碼音樂組和視覺藝術組同學跨學科的合作成果，突顯藝術無疆界的信念。

     最後，感謝全體後台工作人員，使第一屆周年音樂會順利舉行，為觀眾帶來一個美好又難忘的

音樂體會。

(整理匯報 鍾曉楠 中五正)

周年音樂會大合照周年音樂會大合照

司儀用心介紹司儀用心介紹

音樂會由中樂團掀開序幕音樂會由中樂團掀開序幕

木笛隊演奏Libertango木笛隊演奏Libertango

銀樂隊演奏Arabian Dances銀樂隊演奏Arabian Dances

弦樂團演奏Divertimento in F major
弦樂團演奏Divertimento in F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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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團聯同中五合唱組獻唱Canon of Praise合唱團聯同中五合唱組獻唱Canon of Praise

小學合唱團獻唱I'd Like To Fly小學合唱團獻唱I'd Like To Fly

無伴奏合唱小組SONDER無伴奏合唱小組SONDER

視覺藝術展覽視覺藝術展覽

管弦樂團演奏Star Wars 造型管弦樂團演奏Star Wars 造型

管弦樂團演奏L' Arlesienne管弦樂團演奏L' Arlesienne

弦樂四重奏CARDIAC VIBRATO
弦樂四重奏CARDIAC VIBRATO

口琴隊TENACITY口琴隊TEN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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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港九學界第二組別越野賽2017-2018港九學界第二組別越野賽

2017世界青少年射箭錦標賽2017世界青少年射箭錦標賽

  今年港九學界第二組別越野比賽是培正中學體育代表隊豐收的一天。女子隊獲

得丙組團體季軍和乙組冠軍，以三十分奪得團體總冠軍；而男子隊則分別獲得丙

組團體季軍、乙組亞軍及甲組亞軍，在競爭極大的情況下以四十分並列團體總

冠軍。來年男、女子越野隊均會重返學界最高級別的第一組作賽。

  越野隊能夠成功，是因為隊員們都能持有“team not me＂的精神，明白

到每一個隊員的重要性，為學校，為團隊拼搏。除此之外，同學們每星期三

課的清晨訓練亦是成功的主因。最重要當然是得到雋社陳韋彤學長的帶領和鞭

策，才能有此佳績。

  值得一提，本年度本校有三位同學入選學界越野精英隊，代表香港參加第三

屆亞洲中學生越野跑錦標賽。分別是中四正梁鈞樂、中五信姚梓量及中五光梁晉

熙同學。其中，中四正梁鈞樂在眾多亞洲選手中獲第九名，帶領香港隊獲得團體

冠軍，實是可喜可賀。

  本校中六光陳穎彤同學入選香港射箭總會的「世青代表隊」，

並代表香港於二零一七年前往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參加「2017
世界青少年射箭錦標賽」，最後獲總成績六百一十八分，世界青少

年排名第四十。

    在踏上這趟世青旅程之前，先要過五關斬六將，才有機會飛往阿根廷

參加這一場國際賽事。雖然我自知能力未及其他國家的專業選手，但我依

然抱有很大期望，希望取得自己最好的成績。比賽時，現場的大風超乎預

期，心裏非常忐忑。在不熟悉的環境下，帶着不安的心情開始比賽，和我

同靶的對手都比我強，惟有在自己可以控制的範圍下盡力做到最好。最後

成績比想像中好，令我喜出望外。在比賽中我重遇在內地訓練認識的朋

友，深感還有很多同路人一起向同一個夢想進發。最後要感謝教練，父母

和學校的培育和支持，讓我取得今天的成果。

感想

左起：中五光梁晉熙、左起：中五光梁晉熙、
中四正梁鈞樂、中五望中四正梁鈞樂、中五望
姚梓量姚梓量

男、女子學界越野團體總冠軍男、女子學界越野團體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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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香港培正中學、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及心光盲人院

暨學校共八十多名學生通過面試，參與由利希慎基金及各界熱心人士贊助的本地原創音樂劇《奮青

樂與路》。

  《奮青樂與路》雲集本地劇壇頂尖創作人馬，包括由香港電影金像獎、台灣電影金馬獎得主高

世章和岑偉宗分別擔任作曲和作詞，五屆舞台劇獎得主莊梅岩擔任編劇，並由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導

演（喜劇／鬧劇）的方俊杰執導。

  參與《奮青樂與路》的學生種族不同、成長背景不同、能力不同，但每個人在不同崗位都可發

光發亮。他們從零開始，接受近半年的演戲、唱歌、跳舞、後台製作等專業訓練，並在過程中培養

自律、自信、毅力、專注力、團隊精神和正面價值觀，也要面對挫折和處理人際關係。

  本劇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八至十日假葵青劇院演藝廳上演，五場全滿，感動四千五百名觀眾，演

出大獲好評。

  有關《奮青樂與路》的劇評可參閱以下網站：

  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7/09/19/168921/

參演學生種族不同、成長背景不同、能力參演學生種族不同、成長背景不同、能力
不同，但每個人在不同崗位都發光發亮不同，但每個人在不同崗位都發光發亮

暑假期間在希慎廣場表演暑假期間在希慎廣場表演

《奮青樂與路》《奮青樂與路》
糅糅合品格與藝術的另類教育糅糅合品格與藝術的另類教育

藉音樂劇蛻變生命藉音樂劇蛻變生命

海報海報

鍾景輝學長勉勵正在排練音樂劇的同學鍾景輝學長勉勵正在排練音樂劇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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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第八屆全國中學生領導力展示會2017 第八屆全國中學生領導力展示會
整理匯報：鍾曉楠 中五正整理匯報：鍾曉楠 中五正

  「2017第八屆全國中學生領導力展示會」由中國教育學會主辦，以「打造國內一流的高中生

領導力培養與展示平台」為目標，通過集中展示、競賽、講座、交流及各種豐富多采的學生活動，

培養學生領導才能。

  本屆展示會已於本年七月廿一至廿八日在河南鄭州舉行，來自國內外一百五十餘所學校約

一千二百多名師生及大學生志願者參加了是屆會議。本校由梁偉雄老師和陳孟斌老師帶領六位同學

參賽，包括鍾曉楠、張翠倚、周力行、雷震豪、劉采君和彭樂研，以「幫助弱勢群體」為主題，先

在香港利用數月時間，積極主動地落實具體方向，籌備、策劃和實踐一系列的服務和活動，最後在

會上向評審匯報成果，同時接受在場其他參與同學質詢和檢驗。

  是次同學選取了「有讀寫困難的學童」作為服務對象和研究題目，無疑此類主題在國內還較為

陌生，但國內學生求知慾強，不少學生均就着本校的課題深入提問，表示大開眼界。他們亦會在私

下給予意見，彼此學習和進步。

  最特別的是，在展示會期間，大家需要跟同校同學分開，被編入不同組別，與來自全國各地十

多位學生分工合作，按照即場抽到的主題在三十六小時內完成構思、落實課題、策劃等步驟，完整

地實踐一個微項目，由此考驗他們的思維、溝通、協作、應變和領導能力，給予每個人機會展示長

處、各司其職。最後本校獲得「最美紫荊公益團隊獎」及「優秀學校一等獎」，另外有兩位同學在

所屬的小組獲得項目獎項。

同學們作好最後準備出場匯報同學們作好最後準備出場匯報

同學們向評審展示成果和接受提問同學們向評審展示成果和接受提問

彭樂研同學（右一）與來自各省市的組員合照彭樂研同學（右一）與來自各省市的組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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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機械人隊伍於接力賽獲得冠軍。本校機械人隊伍於接力賽獲得冠軍。
左二起：黃樂陶同學及古俊賢同學左二起：黃樂陶同學及古俊賢同學

本校機械人隊伍獲邀參加台灣國際錦標賽。左起：本校機械人隊伍獲邀參加台灣國際錦標賽。左起：
古俊賢同學、葉梓浩同學、黃樂陶同學、蘇栢揚老師古俊賢同學、葉梓浩同學、黃樂陶同學、蘇栢揚老師

亞太區機械人聯盟競賽香港公開賽亞太區機械人聯盟競賽香港公開賽
  亞太區機械人聯盟競賽香港公開賽於七月十二日舉行，本校派出兩支隊伍分別參加初中組相撲

賽和接力賽，中三望吳碩楠同學、黃彥熙同學和黃旭緯同學出戰初中組相撲賽並獲得殿軍；中四正

葉梓浩同學、黃樂陶同學及中三信古俊賢同學更在初中組接力賽勇奪冠軍，獲邀出席十二月三至五

日於台灣舉行的國際錦標賽。本校機械人隊伍連續第二年躋身台灣國際錦標賽，葉梓浩同學亦是去

年出賽的隊員之一。

  這次旅程帶不只是一個經驗和結交新朋友的機會，亦讓同學了解國內情況、教育制度以及價

值觀。例如在最後一輪是個人項目展示，論題都跟現今中國或新興科技有關係，例如QQ聊天機械

人、不同的國家級及地區部門、大媽舞等，對同學了解中國有莫大裨益。儘管溝通上有需要互相遷

就的地方，國內同學仍主動對來自香港的學生表達善意、關心香港近況，真實地達到交流的效果。

這種主動友好的態度，是值得香港學生學習的。同學們都難忘這次深刻的經歷，難忘這幾天日夕相

對、同室共寢的互助伙伴，難忘這一種跨越文化背景的友情。

鍾曉楠同學(右二)獲推選參與小組討論項目鍾曉楠同學(右二)獲推選參與小組討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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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翔新世代」全方位青年領袖訓練計劃「傲翔新世代」全方位青年領袖訓練計劃
緬甸仰光服務體驗之旅緬甸仰光服務體驗之旅

整理匯報：周力行 中五正整理匯報：周力行 中五正

  二零一七年初，我和另外七位同學獲選參加香港基督教青年會(YMCA)舉辦的第十七屆「傲翔

新世代」全方位青年領袖訓練計劃，活動包括青年論壇、領導才能訓練工作坊、校本專題研究，以

及極具挑戰性的兩日一夜的訓練營等。計劃目的是鼓勵參加者挑戰自我，自我反思和深入認識自

己，同時要走進社區，去了解及關懷社會上有需要人士。最後，我完成了各項要求，並通過甄選在

暑假期間前往緬甸仰光進行五天的考察、交流及服務。

  這次行程我們到訪了緬甸的聾啞學校、僧侶學校，為學生帶領遊戲；以及到貧困的村落進行家

訪，為居民修葺房屋。在帶領聾啞的小朋友進行遊戲期間，我原以為事前準備充足便能應付，但實

戰時才發現，如果沒有當地義工和手語老師的幫助，我們根本連介紹遊戲、控制秩序，甚至連最簡

單的自我介紹也做不到。想不到我們在服務的同時，也是被服務的一群，在當地義工、老師、以及

聾啞學生的協助下，我們度過了美好的一天。至於家訪的活動，我們主要負責修葺房屋，把鐵皮屋

的屋頂拆下來，換上新的；之後還與屋子的主人  獨居婆婆聊天，了解她的生活。

  這次緬甸之旅讓我暫時離開了繁榮之地，進入一個可能是一輩子再也不會踏足的國度，開闊了

眼界，更重要的是給了我認識自己的機會，也讓我認識了一班香港和緬甸的義工朋友。我也體會到

要帶給別人快樂，不一定要作大事，有時候，一些微不足道的關懷舉動已能作出很大的改變。

香港團員與當地義工合照香港團員與當地義工合照

正協助修葺房屋正協助修葺房屋

周力行同學（右二）與組員試穿當地服飾周力行同學（右二）與組員試穿當地服飾

帶領遊戲活動帶領遊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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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大學夏令營暑期大學夏令營
Reflection on Thompson Rivers University (TRU) Camp 2017

Kung Ching Lam 2C

  To conclude our whole summer camp in Canada, all I can say is that it was the most fun 
I had ever had in two weeks´ time. We have experienced things we would never have the 
chance to do in Hong Kong and learned about, and had first-hand experience on the Canadian 
culture. 
     The most memorable activity out of all the others for me was the day we went to a 
suburban valley where we tried horseback riding. I don't know about others but it was the 
first time in my entire life to ever climb on a horse and let it take me wherever it wanted to. 
After everyone got on their horses, we trotted in a line following a path where there were 
trees all around us. We had to pull on their harnesses whenever they drop their head to have 
a snack off the ground. I felt like a professional equestrian back then. 
     Besides horses, there were also energetic but well-behaved dogs running around. We 
could pet them all we wanted as they followed us during our tour around the place. We also 
learnt to do cowboy dancing which can be adapted to any song you like. I had a really fun and 
interesting day. 
     I believe it doesn't matter where you're going or what you are doing. You will always have 
a good time if you're with your friends. I smiled and laughed for the whole summer camp in 
Canada with those whom I have already known from Hong Kong and also those whom I've 
met only in Canada. Our two loveliest and most amazing teachers that taught us a lot about 
Canada and the aboriginal culture and took us to different activities. I had the most eventful 
and wonderful two weeks with all these amazing people and I'm really thankful that I had 
made a wise decision to take part in this summer camp. 
     Two weeks was honestly way too short! I really did wish I could stay longer in Canada to 
have fun and do all sorts of stuff with my friends. However, it eventually did come to an end 
and, looking back to it right now, it was truly the best two weeks I had ever had in my whole 
life. If there would be any chance in future, I would love to return to Canada for maybe a 
month or two this time with my friends who were also in this trip together this time. We 
would have such great time together again! 
     All in all, this summer camp had been an eye-opening experience for me and I honestly 
l e a r n t  s o  m u c h  a b o u t  C a n a d a 
and its culture. I even memorised 
Canada's map during the classes 
willingly, much unlike when I had 
to  m e m o r i s e  m a p s  fo r  C h i n e s e 
history exams! I also had a lot of 
fun Kayaking, rock climbing, cherry 
picking and many other more fun 
stuff  we  d id .  I  rea l ly  hope  that 
I  cou ld  exper ience  th is  a l l  over 
again.

An eye-opening experience in Thompson Rivers UniversityAn eye-opening experience in Thompson Rivers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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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scia Girls LEAD Camp Reflection
Erica Tai  5F

   This summer we participated in the Girls LEAD International Camp organized by Brescia 

University College. Throughout the camp, we learnt about being leaders on three major tires, 

including self discovery, connecting with others and building communities. Counselors gave 

us a shot in the arm to be a leader and make changes in our own communities.

   In the camp, we had a lot of fun. We formed close friendships with our group mates 

as well as our counselors. We grew alongside each other and enhanced our own leadership 

traits, becoming a better version of ourselves in two weeks.

   After the camp, I find myself more confident. In our daily lives, it is easy for us to 

compare ourselves with one another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academic results. With the 

prestigi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media, comparison is even more ubiquitous. However, 

comparison is the thief of felicity as it diminishes our self-esteem. We ought to be inspired 

by others´  strengths instead of feeling inadequate as we are al l  unique and valuable 

individuals.

   All in all, the camp has been fabulous and beneficial as well. We got to learn about 

leadership and meet new people, extending our social circle and broadening our horizons. 

This is undoubtedly a once in a lifetime experience and we conceive that the lessons learned 

will remain useful throughout our lives.

To enhance our own leadership traits and become a better version of ourselvesTo enhance our own leadership traits and become a better version of our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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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發展教師發展－－馬來西亞之旅馬來西亞之旅

  本校小學及幼稚園老師於十一月上旬到訪馬來西亞進行生態學習交流活動，並參觀了當地小

學，促進了兩地教育與文化交流。經過數天的學習交流後，老師們也獲益良多，更能感受到天父創

造大自然之美。

在旅程開始前，老師在機場一起禱告在旅程開始前，老師在機場一起禱告

在吉隆坡著名地標雙子塔下留影在吉隆坡著名地標雙子塔下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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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短數天的交流完美落幕，在旅程中遇到很多新奇有趣的事物，令老師留下深刻的印象，

幫助日後的教學！

在循人華小與當地師生進行教育交流在循人華小與當地師生進行教育交流

參觀當地果園，認識了不少當地獨有的熱帶水果參觀當地果園，認識了不少當地獨有的熱帶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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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六善范皓僑同學經過多

輪考核及面試後，被評選為美

國萬通小太空人訓練計劃八位

成員之一，於暑期遠赴美國展

開為期九天的太空探索之旅，

其後與傳媒分享學習成果，讓

我們也一起感受這份寶貴的學

習喜悅，細閱他的分享！

It is Possible!                P.6E Fan Ho Kiu 

  It’s my honour to share with you about my experience of becoming a young astronaut in the 
USA. The program I joined lasted for 9 day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my stay, I attended a 
space camp where I saw and did many interesting things. 
  In the camp, I received different kinds of training. I tried the moon walk. The moon’s gravity is 
only one-sixth of the Earth's.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was weightless. To my surprise, I could jump as 
high as an Olympic athlete!
  My favourite task in the camp is to work as a mission operation director with the real staff for 
the Orion Mission. Its aim is to explore the Mars. As a boss, I listened to the reports of other staff 
so that I could make the important decisions. This made me realise the NASA’s proficiency when 
guiding the rocket. It was very rewarding. 
  I was lucky enough to have lunch with an American astronaut, Sam Durrance. He shared with 
me some of his stories from his career life. I was really happy that I could have a chance to talk 
with him. From this program, I gained a lot and learnt how to improve myself in 
certain aspects, like communication and intrapersonal skills.
  Do you want to have my experience? My P.4 and P.5 schoolmates, your 
chance is here. As I know our school teachers will invite the right candidates to 
enter this competition. If you are so lucky to be chosen, please don’t miss the 
chance. Remember this slogan: It is possible!!!

校內太空人訓練課校內太空人訓練課

張 校 長 與 校 友 何 鍾 泰 博 士張 校 長 與 校 友 何 鍾 泰 博 士
（小太空人評審之一）同賀（小太空人評審之一）同賀
祝福祝福

范皓僑同學加油！范皓僑同學加油！

家長的支持很重要家長的支持很重要

與太空人Dr Durrance與太空人Dr Durrance
言談甚歡言談甚歡

只要有夢想,凡事可成真只要有夢想,凡事可成真

小太空人登陸香港培正小學小太空人登陸香港培正小學

連串太空人訓練連串太空人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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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學後感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日至十四日，小一至小三年級親子遊學團向台灣台南進發，遊覽虎形山公

園、台灣歷史博物館、烏腳病醫療紀念館、井仔腳瓦盤鹽田及乘船遊覽台江等，為家長與子女製造

更多溫馨的親子機會，一起認識台南人文歷史，體驗漁民生活、掘化石及曬鹽等，獲益良多。

台灣台南親子遊學團台灣台南親子遊學團

一信 陳俊熹

  我 很 開 心 參

加 了 台 南 親 子 生

態 及 文 化 之 旅 ，

學 習 了 台 南 的 歷

史 和 文 化 ， 認 識

了 很 多 不 同 種 類

的 生 物 。 台 南 是

一 個 物 產 豐 富 、

乾淨和美麗的地方。台南人非常熱情和

友善，從巴士司機羅叔叔和化石專家黃

教授身上看到台南人對工作的熱誠和認

真。台南有各種不同的地道美食，非常

美味。過程中，我和同學們不但相處愉

快，還學習到團體合作的精神。

  非常感謝張校長和何老師的照顧和

教導！非常感謝導遊Ken叔叔和Bibi姐
姐的悉心安排！非常感恩旅程一切順

利，令我獲益良多！

一真 鄧恩賜

  我和爸爸、媽媽參加了培正台

南親子遊學團。令我們加深了對台

南文化的認識，當中我覺得最有趣

的是去紅樹林，我和同學們一起學

做漁夫─學習收漁網捉魚，原來收

漁網真的很花力氣。今次遊學，我

學到很多知識，我希望下一次再有

機會參加，謝謝校長！

三正 劉俊毅

  我很感恩可以和張校長、何老師、家長及同學們一起參加

台灣台南親子遊學團。其中我最難忘的事情就是掘化石和學習

曬鹽。當我掘到了第一塊化石時，真的很驚喜，覺得大自然真

的很奇妙。而曬鹽那天雖然天氣炎熱，

但曬鹽真的很好玩。想不到一粒細小

的鹽得來不易，我們要感恩天父賜給我

們食物。參加今次遊學團使我加深了對

台灣的認識，了解愛惜大自然及環境保

護的重要性。同時，我還認識了一班同

學，大家玩得樂而忘返。

台江一遊台江一遊
挑戰虎形山公園吊橋！挑戰虎形山公園吊橋！

你掘，我掘，掘化石吧！你掘，我掘，掘化石吧！

齊來曬鹽齊來曬鹽

在台灣歷史博物館上了寶貴的一課在台灣歷史博物館上了寶貴的一課

一！二！三！大家一起努力拉！一！二！三！大家一起努力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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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二日至十四日，過百位香港培正小學的運動精英，到香港教育大學進行了

為期三日兩夜的體育訓練營。本校田徑、籃球、乒乓球、排球、羽毛球、花式跳繩、游泳隊的同

學，透過密集式訓練，大大提昇了體能和技術。足球隊亦藉這次機會與教育大學女子足球隊進行了

一場友誼賽，豐富比賽經驗。除了日常訓練外，訓練營晚上更有集體遊戲時間，同學能鍛鍊技術之

餘，亦藉此學習與人相處，培養自理能力，加深隊員之間的默契和合作精神。

暑假體育訓練營暑假體育訓練營

集體遊戲真有趣集體遊戲真有趣

游泳健兒落力練習游泳健兒落力練習

與教育大學女子足球隊合照與教育大學女子足球隊合照

花式跳繩隊認真訓練中花式跳繩隊認真訓練中

羽毛球隊練習羽毛球隊練習

看我的正手攻球看我的正手攻球
我要把每一球都接好我要把每一球都接好

出發前大合照出發前大合照

YEAH，我們勝出了！YEAH，我們勝出了！ 專心一致專心一致

全力進攻！全力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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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聖誕音樂訓練營2017 聖誕音樂訓練營
  本校的音樂團隊包括合唱團、音樂劇及弦樂團於十二月二十至廿二日假鯉魚門渡假村舉行聖誕

音樂訓練營。 
  營會除了進行恆常的音樂訓練外，亦加入多元化的活動，如音樂遊戲、康體活動、音樂工作坊

及表演會等，幫助同學拓展音樂知識，並提供更多機會予同學一展所長。是次訓練營於同學們的熱

烈參與和老師們的悉心指導下圓滿結束。 

合唱團練習合唱團練習

弦樂團練習弦樂團練習

音樂訓練工作坊音樂訓練工作坊

與工作坊導師合照與工作坊導師合照

團體合照團體合照

用膳情況用膳情況

音樂劇練習音樂劇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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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遊戲團體遊戲

團體遊戲勝出組別團體遊戲勝出組別

表演會表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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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六誠屈凱澄同學早前參加由香港小童群益會舉辦的第九

屆香港小特首選舉，經過三輪甄選、面試，最後經公開網上及

街站投票後，成功當選成為第九屆小特首。在此感謝所有曾投

票支持屈同學的校友、家長、老師及同學。希望屈同學日後能

多為兒童發聲，實踐其參選政綱。

學習鋼琴的苦與樂  小六善  梁俊晟

  小時侯，媽媽常常帶我到我家附近的琴行玩，在我

四歲時報讀了一個電子琴幼兒班。我非常喜歡，每次上

完課，我都會在那家琴行逗留很久，因那裏擺放了多台

鋼琴和形形色色的樂器，讓我有難得的機會可以盡情地胡

亂彈奏。有一次，我聽到一位姐姐彈貝多芬的《獻給愛麗

絲》，那音樂太美妙了，我聽呆了，我對媽媽說：「媽

媽，我想學鋼琴，可以嗎？」媽媽看着我說：「當然可

以！不過，你選擇了就一定要堅持！」從那以後，鋼琴就

成為我生活中的必需品。

  一開始，我學習一些簡單的小曲子，老師教我音階、

音符、升降號、踏板記號、高音符號和低音符號、裝飾

音等。之後鋼琴課程逐漸加深起來，滿紙的「豆豉」密密

麻麻，我常常把它們弄錯了，花費了許多精力才認清它

們呢！不僅如此，複雜、變化多端的節奏更是讓我煩得很。媽媽察覺到我的煩惱，就每天陪着我練

琴。如果練琴累了，她就會與我一起玩遊戲；當我完成一些難度高的曲目，媽媽會給我買一些小玩

具作獎勵。爸爸媽媽常常讚我彈得好，就這樣，彈了一首又一首艱深的曲子。首先，左右手分開練

習幾遍，然後，兩隻手合起來彈，要看準音，掌握好節奏。先用較慢的速度練熟，再慢慢加快，遇

到難度較大的地方就反覆練習。我從彈奏中領略到鋼琴特有的音色，原來它能表達的感情是那麼的

豐富！有時悲傷，有時快樂，我感覺自己和音樂融為一體了。

  我就讀的香港培正小學的張廣德校長和老師們也很支持我，給我在課餘的時間在學校練琴，並

參加校內的合唱團伴奏和各種表演。記得有一次我在香港大會堂表演，張校長和多位老師及同學們

到場支持我。我很感動，暗暗下決心要更加努力！ 

第九屆小特首選舉第九屆小特首選舉

小小鋼琴家小小鋼琴家

小特首的政綱小特首的政綱

與郎朗和甄子丹一起排練與郎朗和甄子丹一起排練

屈凱澄同學在街站拉票的情況屈凱澄同學在街站拉票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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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我都會參加各種鋼琴比賽，希望從中獲得寶貴的經驗。二零一六年我幸運地被挑選為郎朗

基金會的青年學者。郎朗哥哥是我最崇拜的偶像，他很關心我，他鼓勵我要努力，希望聽我彈奏更

多不同風格的曲子。近兩年郎朗基金會支持我到英國牛津大學參加大師班和表演，在那裏我能得到

來自世界各地最著名的鋼琴大師們的指導，真是受益不淺。在此期間，我亦兩次到美國芝加哥，參

加當地的音樂峰會，與芝加哥MYA樂團合奏及表演室內樂。在那裏我增廣了很多見識，也認識了

很多朋友。去年我參加了莫斯科舉辦的第十七屆胡桃夾子杯電視器樂大賽，我是年紀最小的參賽選

手，並獲得WINNER獎。當我拿着中國的五星紅旗走上那大大的舞台時，心情無比激動！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是我最難忘的一天。那天晚上我萬分榮幸能與世界著名鋼琴家郎朗及影

視巨星甄子丹合奏黃河協奏曲，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作表演，閉幕時還能與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及香港特首梁振英先生握手，我感到無比光榮！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一日我與朗朗哥哥在香港

大學合奏和獨奏，十二月七日在香港會展中心與郎朗哥哥及古箏大師鄒倫倫博士合奏和獨奏。能有

機會和國際著名的大師合奏，感覺自己實在太幸運了，我一定會向他們好好學習。 
  在學習鋼琴的過程中有苦有樂，有得有失。每天我需要認真練琴，不能有半點馬虎。我雖然遇

過困難和挑戰、流過眼淚、犧牲與朋友玩樂的時間，但仍對鋼琴百般喜愛。每當我彈出美妙的音樂

時，全家人都為我驕傲及感到欣慰，過往的艱苦經歷都給忘記了。願鋼琴永遠是我的好朋友！

在芝加哥與MYA樂團合奏表演在芝加哥與MYA樂團合奏表演

我的鋼琴老師黃懿倫教授和張校長我的鋼琴老師黃懿倫教授和張校長
及我的爸爸媽媽一起觀看我的表演及我的爸爸媽媽一起觀看我的表演

郎朗哥哥在指導我彈琴郎朗哥哥在指導我彈琴

在莫斯科參加鋼琴比賽在莫斯科參加鋼琴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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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上，是悅社畢業感恩聚餐的日子。畢業生都藉着當晚的機會，表演歌

舞和致送禮物，感謝學校多年來的教育和栽培。此外，老師及校工更以歌聲為學生送上祝福，令當

晚的節目既豐富又精采，氣氛亦高漲。聚餐期間，同學們和老師都把握機會互相拍照留念。希望小

六學生畢業後，仍會珍惜大家彼此的情誼，並將感恩的心永遠記在心中。

悅社畢業感恩聚餐悅社畢業感恩聚餐

悅社代表向陳校監和張校長致送鮮花及禮物悅社代表向陳校監和張校長致送鮮花及禮物

張校長祝各位同學前程錦繡張校長祝各位同學前程錦繡

緊張又刺激的抽獎環節緊張又刺激的抽獎環節

我們畢業了！我們畢業了！

張校長勉勵畢業生張校長勉勵畢業生

同學們感謝老師悉心的教導同學們感謝老師悉心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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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校長與老師以歌聲向畢業生祝賀張校長與老師以歌聲向畢業生祝賀

八位班主任接受悅社同學心意八位班主任接受悅社同學心意

同 學 致 送 禮 物 表 達同 學 致 送 禮 物 表 達
對老師的謝意對老師的謝意

同學們一同合唱同學們一同合唱

同學們載歌載舞同學們載歌載舞

充滿感染力的歌聲充滿感染力的歌聲

張校長與悅社職員合照留念張校長與悅社職員合照留念

同學們度過歡樂時光同學們度過歡樂時光

全體悅社職員一同合照全體悅社職員一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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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培正小學第十八屆水運會於十二月四日假九龍公園室內游泳池舉行。在開幕禮上，有張校

長為我們致辭，亦有精英泳員分享心得。是日共進行了六十場比賽，泳員們施展渾身解數，每場比

賽都緊張刺激。觀眾席上的同學們也毫不遜色，落力打氣，令參賽的泳員們士氣大增，共創出了

十七項新紀錄！是次水運會順利進行，感謝泳天游泳會及家長義工隊的協助。

小六 男50米自由泳 六望 楊承祐 
小六 女50米自由泳 六望 呂汶熹 
小六 男50米背泳 六愛 馮奧思 
小六 女50米背泳 六望 呂汶熹 
小六 男50米蛙泳 六望 楊承祐 
小六 女50米蛙泳 六善 連以心 
小六 男50米蝶泳 六愛 馮奧思 
小六 女50米蝶泳 六望 呂汶熹 

小五 男100米自由泳 五真 陳梓業 
小五 女100米自由泳 五誠 許在炘（破紀錄）

小五 男100米蛙泳 五正 曹浤睿 
小五 女100米蛙泳 五愛 李芷雯（破紀錄）

小五 男50米自由泳 五真 陳梓業 
小五 女50米自由泳 五誠 鄭鉦潼（破紀錄）

小五 男50米背泳 五光 林卓晞 
小五 女50米背泳 五誠 許在炘（破紀錄）

小五 男50米蛙泳 五正 曹浤睿 
小五 女50米蛙泳 五誠 鄭鉦潼（破紀錄）

小五 男50米蝶泳 五真 陳梓業 
小五 女50米蝶泳 五誠 鄭鉦潼（破紀錄）

小四 男100米自由泳 四光 石祐勤 
小四 男100米蛙泳 四正 利樂 
小四 女100米蛙泳 四光 蔡恩予（破紀錄）

小四 男50米自由泳 四真 黎曉朗 
小四 女50米自由泳 四誠 賴君悅 
小四 男50米背泳 四真 黎曉朗 
小四 女50米背泳 四信 丁善珩 
小四 男50米蛙泳 四望 龔令德 
小四 女50米蛙泳 四信 丁善珩 
小四 男50米蝶泳 四真 黎曉朗 
小四 女50米蝶泳 四信 丁善珩

 

香港培正小學第十八屆水運會香港培正小學第十八屆水運會

小三 男100米蛙泳 三真 梁睿謙（破紀錄）

小三 女100米蛙泳 三光 何卓瑩（新紀錄）

小三 男50米自由泳 三望 馬高鈞 
小三 女50米自由泳 三真 袁可悠（破紀錄）

小三 男50米背泳 三望 馬高鈞（破紀錄）

小三 女50米背泳 三信 岑傲嵐 
小三 男50米蛙泳 三正 林柏言 
小三 女50米蛙泳 三真 袁可悠（破紀錄）

小三 男50米蝶泳 三望 馬高鈞 
小三 女50米蝶泳 三真 袁可悠（破紀錄）

小二 男50米自由泳 二真 林卓琛 
小二 女50米自由泳 二愛 何佩恩 
小二 男50米背泳 二正 陳均睿 
小二 女50米背泳 二愛 何佩恩 
小二 男50米蛙泳 二望 馬凱勳 
小二 女50米蛙泳 二望 曾潔心 
小二 男50米蝶泳 二光 葉信賢 
小二 女50米蝶泳 二愛 何佩恩

 
小一 男50米自由泳 一忠 招晉言 
小一 女50米自由泳 一正 楊天潁（破紀錄）

小一 男50米背泳 一光 曾顥程 
小一 女50米背泳 一善 連以加（破紀錄）

小一 男50米蛙泳 一光 楊正淳 
小一 女50米蛙泳 一光 翁梓澄（破紀錄）

小一 男50米蝶泳 一光 曾顥程 
小一 女50米蝶泳 一正 楊天潁（破紀錄）

小六 4 x 50米 班際自由泳接力賽 六望

小五 4 x 50米 班際自由泳接力賽 五誠

小四 4 x 50米 班際自由泳接力賽 四真

小三 4 x 50米 班際自由泳接力賽 三愛

冠軍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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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最佳男、女運動員 招晉言 連以加小一最佳男、女運動員 招晉言 連以加

小四最佳男、女運動員 黎曉朗 丁善珩小四最佳男、女運動員 黎曉朗 丁善珩

小五最佳男、女運動員 陳梓業 鄭鉦潼小五最佳男、女運動員 陳梓業 鄭鉦潼 小六最佳男、女運動員 楊承祐 呂汶熹小六最佳男、女運動員 楊承祐 呂汶熹

小二最佳男、女運動員 林卓琛 何佩恩小二最佳男、女運動員 林卓琛 何佩恩

小三最佳男、女運動員 馬高鈞 袁可悠小三最佳男、女運動員 馬高鈞 袁可悠

開心時刻Yeah開心時刻Yeah
友誼第一友誼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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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九東代表分享學界九東代表分享

張校長致辭張校長致辭

我們準備好了我們準備好了

啦啦隊落力打氣啦啦隊落力打氣

張校長與泳員們合照張校長與泳員們合照

家長義工團家長義工團

恭喜所有九東泳員恭喜所有九東泳員

全力出發全力出發

就位預備!就位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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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度小學畢業禮於二零一七年六月

三十日上午九時正於本校基社李思廉禮堂舉行。

畢業禮首先由管弦樂團奏國歌及全體唱校歌開

始，然後由江耀龍牧師領禱，校董鄭成業先生讀

經，校監陳之望太平紳士致辭，並恭請香港浸信

會聯會會長莫江庭牧師訓勉。接着由全體畢業生

獻唱詩歌《 I 'd Like to Fly》，以詩歌互相勉勵

祝福。隨後，張廣德校長頒發畢業

證 書 予 畢 業 生 。 同 學 齊 唱 畢 業 歌

後，各主禮嘉賓分別頒發獎品及獎

學金。然後，陳校監致送紀念品予

長期服務獎同工，表揚各人多年來

為本校熱心服務。最後，校董羅志

強先生代表本校致謝辭，悅社羅希

堯社長代表同學獻禮予母校，並由

江耀龍牧師為大會仝人祝福結束。

二零一六年度小學畢業禮二零一六年度小學畢業禮

主禮嘉賓大合照主禮嘉賓大合照

張校長與嘉賓恭賀悅社同學畢業張校長與嘉賓恭賀悅社同學畢業

鄭成業校董頒發獎項及獎學金鄭成業校董頒發獎項及獎學金

羅志強校董頒發獎項及獎學金羅志強校董頒發獎項及獎學金 陳之望校監頒發獎項及獎學金陳之望校監頒發獎項及獎學金

莫江庭牧師頒發畢業班品莫江庭牧師頒發畢業班品
學兼優獎予羅希堯同學學兼優獎予羅希堯同學

陳之望校監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陳之望校監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
香港浸信會聯會會長莫江庭牧師香港浸信會聯會會長莫江庭牧師

香港浸信會聯會會香港浸信會聯會會
長莫江庭牧師訓勉長莫江庭牧師訓勉

蔡昊朗 (六望)、鍾晴 (六光)蔡昊朗 (六望)、鍾晴 (六光)
擔任畢業禮司儀擔任畢業禮司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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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培正中學高錦輝校長頒發獎項及獎學金澳門培正中學高錦輝校長頒發獎項及獎學金 香港培正中學譚日旭校長頒發獎項及獎學金香港培正中學譚日旭校長頒發獎項及獎學金

莫江庭牧師頒發各科分科獎及獎學金莫江庭牧師頒發各科分科獎及獎學金

悅社羅希堯社長代表悅社羅希堯社長代表
同學獻禮予母校同學獻禮予母校

何美珊老師服務何美珊老師服務
本校二十年本校二十年

李中建老師服務本校二十年李中建老師服務本校二十年

吳華女士服務本校十年吳華女士服務本校十年

張廣德校長頒發張廣德校長頒發
畢業證書畢業證書

何浩元會長頒發獎項及獎學金何浩元會長頒發獎項及獎學金

陳家俊老師服務本校二十年陳家俊老師服務本校二十年

周慧齡老師服務本校二十年周慧齡老師服務本校二十年

詹淑嫻老師服務本校二十年詹淑嫻老師服務本校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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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度畢業班褒獎錄二零一六年度畢業班褒獎錄
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畢業班各獎項得主名單

六年級

品學兼優獎：羅希堯（小六信）

國文科分科獎：羅希堯（小六信） 英文科分科獎：  姚 蔚（小六望）

數學科分科獎：陳柏羲（小六正） 常識及資訊科技科分科獎： 關少翀（小六信）

聖經科分科獎：葉朗希（小六望） 視覺藝術科分科獎： 黃衠凝（小六誠）

音樂科分科獎：梁曜鏗（小六光） 體育科分科獎：  吳家佑（小六望）

六年級
 獎學金名稱 學科名稱 得獎者 班別
1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畢業班品學兼優 羅希堯 小六信
2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升讀本校中學成績優良 黃延彰 小六愛
3 吳宣倫吳胡淑慈伉儷獎學金 升讀本校中學成績優良 楊芷芊 小六善

4 皓社升中獎學金 升讀本校中學成績優良
植向峰 小六信
李倬瑩 小六光

5 廣州培正香港分校一九三四年級傑社升中獎學金 升讀本校中學成績優良 鄧芷朗 小六望
6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畢業班傑出社職員 鄧芷朗 小六望
7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男生品行優良 黃焯昊 小六愛
8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女生品行優良 容心玥 小六誠
9 香港浸信會聯會獎學金 傑出學生 麥可欣 小六真

10 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成績躍進

王梓潼 小六正
崔曉峰 小六正
徐嘉禧 小六愛
周毅彥 小六愛
李傑至 小六真

11 一九五五年級忠社金禧致敬前校監黃汝光博士獎學金 國文科成績優良 羅希堯 小六信
12 一九七六年級捷社向李仕浣老師致敬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良 姚 蔚 小六望
13 大舜政策研究中心獎學金 數學科成績優良 陳柏羲 小六正
14 一九五五年級忠社金禧致敬巫傑主任獎學金 常識及資訊科技科成績優良 關少翀 小六信
15

一九五五年級忠社趙連紀念鄭煥時恩師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成績優良 黃  凝 小六誠

16 一九五七年級輝社蕭文波先生獎學金 音樂科成績優良 梁曜鏗 小六光
17 陳漢基先生紀念陳聯芬先生獎學金 體育科成績優良 吳家佑 小六望
18 伍治澄女士紀念先父伍漢華先生獎學金 聖經科成績優良 關少翀 小六信
19 紀念羅文博先生、關禹賢女士慈暉獎學金 畢業班書法成績優良 容心玥 小六誠
20 雷理卿先生獎學金 中文閱讀表現優良 黃梓桓 小六信
21 一九七六年級捷社向李仕浣老師致敬獎學金 英文閱讀表現優良 許詩曼 小六誠
22 羅其銘、李淑芬獎學金 中文寫作傑出進步 劉禧曈 小六愛
23 紀念周公諒老師獎學金 校外中文比賽表現傑出 黃海瑤 小六誠
24 林學廉先生紀念其先翁林梓浩獎學金 書法傑出表現 容心玥 小六誠
25 楊國雄博士伉儷獎學金 數學傑出表現 高兆廷 小六正

26 余伯偉先生紀念獎學金 科學創作傑出表現
崔曉峰 小六正
黎韋樂 小六真
徐君陶 小六誠

27 紀念鄭煥時老師獎學金 視覺藝術表現傑出
羅希堯 小六信
胡穎心 小六信

28 紀念伍滌塵先生獎學金 服務傑出表現 黃浚汧 小六正
29 李明慶校友獎學金 乒乓球傑出表現 王中道 小六正
30 紀念虹社楊國禮先生獎學金 環保表現優良 陳子樂 小六愛
31 美東培正培道同學會紀念李故校長錦綸先生獎學金 校園風紀服務優良 梁耘芊 小六真
32 紀念伍滌塵先生獎學金 幼童軍服務優良 周孝燊 小六誠
33 陳漢基先生紀念陳聯芬先生獎學金 幼童軍服務優良 葉子聰 小六望
34 莫與競先生榮休獎學金 圖書館服務優良 周沐恩 小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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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度畢業生名錄二零一六年度畢業生名錄
六信 六望 六愛 六光 六善 六正 六真 六誠

陳學賢 陳凱呈 陳雪瀅 陳昌澤 章皓朗 歐陽柏希 齊家希 歐曉諾

陳紀彤 陳見博 陳泰亨 陳培熙 鄭鈞禧 陳芊潞 陳 灝 陳顥洋

陳以諾 張藝翰 陳子樂 章詩晴 鄭一信 陳柏羲 陳珈朗 陳僅彤

陳若嵐 鄭樂瑤 陳睿希 張晉熙 蔡曉蔚 鄭棨臻 陳朗軒 陳蓁蕎

陳彥均 張博文 張天穎 張灝泓 莊敬恩 張嘉軒 陳旨重 陳睿洵

鄭巧璇 張安迪 周毅彥 詹家齊 蔡卓熙 張厚倫 張正熙 周孝燊

植向峰 張偉峰 蔡承殷 蔡昊霖 蔡旻希 周澤賢 趙家傑 莊鉅鋒

何景熙 蔡凱晴 方澤鑫 周沐恩 鄧焯仁 崔曉峰 莊子朗 周卓一

黃梓桓 蔡昊朗 馮 亦 鍾 晴 傅啟生 馮曉朗 蔣沛芸 徐君陶

許瑋恩 鍾玉 何卓殷 鍾子文 何柏賢 馮雅媛 周溰晉 方皓謙

葉震揚 扶卓軒 許嫕蘭 何劻晉 葉沚喬 何樂怡 郭泓希 黃昱晞

葉育林 許希怡 關焯諾 林汶緩 林俊光 高兆廷 黎韋樂 許詩曼

關子俊 葉朗希 劉禧曈 李倬瑩 劉彥樂 黎一諾 林良鍵 葉卓隆

關少翀 關日朗 劉彥雅 李明德 李凱詠 林家泉 劉晉堃 鄺展宏

藍宇軒 林東澤 羅卓安 李敬生 梁晉碩 林子軒 劉衍進 黎心悅

劉子睿 李泳諄 李泳洋 梁焯芹 李竑熹 劉智健 李傑至 林敬和

羅喜悅 梁焯荍 梁展瑋 梁曜鏗 廖峻賢 劉栢初 李彥琳 林悅喬

李晉廷 馬靖恆 李芊忻 練紀賢 劉旭輝 梁卓言 梁諾妍 林睿喬

李嘉尚 莫棨麟 連芷容 廖芷虔 羅巧朗 梁晉豪 梁佩思 李泳澄

梁盼殷 吳卓軒 劉達璣 馬藹瑤 莫卓桐 梁諾晴 梁耘芊 廖凱朗

李昇海 吳靖晴 文朗皓 萬承僖 戴尚瑤 呂 賢 梁詠桐 毛湤雅

羅希堯 吳家佑 吳偉晴 蘇羽年 鄧 熙 李勇鏵 呂卓謙 蘇承騫

盧祉儒 伍逸林 戴尚衡 唐子詠 尹 諺 麥湘寧 馬凱悅 蘇惜賢

梅凱晴 岑冠恒 鄧安穎 曾浩生 王藹怡 吳樂怡 麥可欣 蘇尹清

吳洛融 鄧芷朗 謝昕橋 謝泳桐 黃楚翹 譚浚尉 吳子雋 譚旨行

柯暐晴 謝希悅 徐 希 黃鉦喬 黃凱翔 鄧心堯 鄧臻彥 湯訢陶

潘子皓 徐 悅 余逸朗 黃靖桐 黃康晴 唐綽盈 崔靖遙 溫永熙

沈煦齡 黃凱琳 黃焯昊 黃希哲 王祈恩 曾憲鈞 溫棹熙 黃晢希

譚栢浩 黃坤堯 黃浩恩 黃曉琳 黃朗晴 汪雨函 溫 晢 黃海瑤

譚以澄 黃悅晴 王愷晴 黃藝希 黃朗威 黃浚汧 黃卓瑩 黃柏勵

徐剴迦 溫逸熙 黃柏渝 黃泓熹 黃文禮 王中道 黃希婷 黃  凝

尹樂怡 楊彥彤 黃延彰 庾霽昊 黃善瑩 王梓潼 黃皓朗 黃奕曦

黃正諾 葉子聰 吳芷薇 楊信行 楊宣華 胡承天 楊禮謙 嚴子信

胡穎心 姚 蔚 楊卓洛 楊穎琳 楊芷芊 楊儁恩 姚俊雯 阮 晴

楊 燊 姚樂晴 徐嘉禧 楊凱晴 袁智鋒 姚洁林 容心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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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度小一至小五獎學金得獎人名單二零一六年度小一至小五獎學金得獎人名單

獎學金名稱 學科名稱 得獎者 班別

1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學業成績優良 陳浚滔 小一愛

2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男生品行優良 彭湛淳 小一正

3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女生品行優良 鍾旻諭 小一光

4 香港浸信會聯會獎學金 傑出學生 陳浚滔 小一愛

5 林姚嘉富夫人獎學金 國文科成績優良 蘇敬霖 小一真

6 一九四六年級雁社鑽禧紀念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良 蔡悅宜 小一信

7 大舜政策研究中心獎學金 數學科成績優良 陳溢希 小一望

8 真社三十五周年紀念獎學金 常識及資訊科技科成績優良 許詩慧 小一善

9 陳瑾瑛女士紀念陳光振先生獎學金 聖經科成績優良 陳迦業 小一善

10 陳福慶女士獎學金 書法成績優良 陳軼媛 小一真

11 紀念鄭煥時老師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成績優良 高嵐 小一正

12 一九五七年級輝社蕭文波先生獎學金 音樂科成績優良 吳芷萱 小一信

13 紀念虹社楊國禮先生獎學金 環保表現優良 陳俊熹 小一信

獎學金名稱 學科名稱 得獎者 班別

1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學業成績優良 李文謙 小二正

2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男生品行優良 蘇喆 小二信

3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女生品行優良 羅卓寧 小二信

4 香港浸信會聯會獎學金 傑出學生 何曼筠 小二愛

5 紀念周公諒老師獎學金 國文科成績優良 李文謙 小二正

6 一九七六年級捷社向李仕浣老師致敬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良 潘希妍 小二信

7 大舜政策研究中心獎學金 數學科成績優良 黃煦朗 小二善

8 美東培正培道同學會紀念李故校長錦綸先生

獎學金

常識及資訊科技科成績

優良

何曼筠 小二愛

9 陳瑾瑛女士紀念陳光振先生獎學金 聖經科成績優良 林雅言 小二光

10 紀念駱遠明老師獎學金 書法成績優良 張僖晴 小二真

11 一九五五年級忠社金禧致敬前校監黃汝光博

士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成績優良 王柏晴 小二信

12 一九五七年級輝社蕭文波先生獎學金 音樂科成績優良 陳沚桓 小二正

13 紀念虹社楊國禮先生獎學金 環保表現優良 郭靜悠 小二光

14 一九六四年級協社金禧獎學金 受助生成績良好 陳煒晉 小二愛

一年級

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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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

四年級
獎學金名稱 學科名稱 得獎者 班別

1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品學兼優 郭天樂 小四光

2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男生品行優良 黎柏朗 小四信

3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女生品行優良 沈思維 小四光

4 香港浸信會聯會獎學金 傑出學生 李芷雯 小四真

5 林姚嘉富夫人獎學金 國文科成績優良 葉欣兒 小四善

6 一九七六年級捷社向李仕浣老師致敬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良 容芷翹 小四愛

7 大舜政策研究中心獎學金 數學科成績優良 鄭羽辛 小四正

8 余伯偉先生紀念獎學金 常識及資訊科技科成績優良 鄭羽辛 小四正

9 伍治澄女士紀念先父伍漢華先生獎學金 聖經科成績優良 馮曉揚 小四真

10 陳福慶女士獎學金 書法成績優良 高穎勤 小四信

11 區重堅老師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成績優良 李道生 小四誠

12 一九五七年級輝社蕭文波先生獎學金 音樂科成績優良 盧彥晴 小四愛

13
一九五五年級忠社金禧

致敬前校長林英豪博士獎學金
體育科成績優良 黎柏朗 小四信

14 一九七一年級剛社珊瑚禧獎學金 英文寫作傑出
陳芷彥

梁永豪

小四信

小四善

15 紀念虹社楊國禮先生獎學金 環保表現優良 陳凱琦 小四光

獎學金名稱 學科名稱 得獎者 班別

1 張亦文夫人關翠鏞女士獎學金 學業成績優良 區雅媛 小三望

2 梁泳釗醫生紀念獎學金 受助生成績優異 郭睿而 小三望

3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男生品行優良 劉承希 小三誠

4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女生品行優良 黃詠珈 小三望

5 香港浸信會聯會獎學金 傑出學生 丁善珩 小三光

6 雷理卿先生獎學金 國文科成績優良 利樂 小三真

7 一九七六年級捷社向李仕浣老師致敬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良 區雅媛 小三望

8 大舜政策研究中心獎學金 數學科成績優良 許梓晴 小三真

9 紀念余鑑明先生獎學金 常識及資訊科技科成績優良 賴昱誠 小三望

10 伍治澄女士紀念姐丈李孟標校長獎學金 聖經科成績優良 賴君悅 小三光

11 紀念余鑑明先生獎學金 書法成績優良 謝尚知 小三望

12 區重堅老師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成績優良 區雅媛 小三望

13 一九五七年級輝社蕭文波先生獎學金 音樂科成績優良 李心寶 小三愛

14 紀念駱遠明老師獎學金 體育科成績優良 黃倚慧 小三望

15 紀念周公諒老師獎學金 校外中文比賽表現傑出 臧芷  小三正

16 紀念虹社楊國禮先生獎學金 環保表現優良 陳曦同 小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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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
獎學金名稱 學科名稱 得獎者 班別

1 何壽南先生獎學金 品學兼優 楊栢喬 小五光

2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男生品行優良 楊栢喬 小五光

3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女生品行優良 黃皓澄 小五正

4 香港浸信會聯會獎學金 傑出學生 范皓僑 小五光

5 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成績躍進

黃樂衡

鄔迦俊

劉志遠

梁灝程

余家樂

小五望

小五善

小五正

小五真

小五真

6 林姚嘉富夫人獎學金 國文科成績優良 楊栢喬 小五光

7 一九七六年級捷社向李仕浣老師致敬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良 葉松昀 小五正

8 大舜政策研究中心獎學金 數學科成績優良 楊栢喬 小五光

9 紀念余鑑明先生獎學金 常識及資訊科技科成績優良 黃卓翹 小五光

10 伍治澄女士紀念姐丈李孟標校長獎學金 聖經科成績優良 朱千惠 小五愛

11 紀念鄭煥時老師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成績優良 麥知行 小五正

12 一九五七年級輝社蕭文波先生獎學金 音樂科成績優良 陳柏豪 小五望

13
一九五五年級忠社金禧

致敬前校長林英豪博士獎學金
體育科成績優良 余日 小五愛

14 林學廉先生紀念其先翁林梓浩獎學金 書法成績優良 朱政昊 小五善

15 雷理卿先生獎學金 中文閱讀表現優良 郭思言 小五真

16 一九七六年級捷社向李仕浣老師致敬獎學金 英文閱讀表現優良 鄺弘哲 小五信

17 一九四九年級堅社藍星禧獎學金 中文寫作傑出進步 倪子峰 小五望

18 紀念陳光振先生獎學金 資訊科技傑出表現 黃皓澄 小五正

19 李明慶校友獎學金 乒乓球傑出表現 鄺心悅 小五光

20 紀念虹社楊國禮先生獎學金 環保表現優良 羅俊滔 小五誠

21 真社三十五周年紀念獎學金 校運傑出表現
王睿芊

鍾天佑

小五誠

小五誠

22 紀念伍滌塵先生獎學金 公益少年團服務優良 龔令剛 小五信

23 梁泳釗、曾海球、李明慶校友獎學金 音樂傑出表現 梁俊晟 小五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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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度各功能小組組員二零一七年度各功能小組組員
行政組及危機處理組
組長︰ 張廣德
組員︰ 葉展漢 石麗芬 陳春玲 曾遠欣 黃敬儒 林秋虹 龐雋欣 麥子健 黃雅雯 庾美芝

 李永威 黃智立 梁穎炘 朱浩霆 周宛蔚 余碧玉

課程發展組
組長： 龐雋欣 副組長︰周宛蔚
組員︰ 庾美芝 黃凱靜 李春燕 譚樂欣 何曉瑩 孔軒妮 陳穎妍 謝旭明 李永威 黃智立

 陳家俊 梁卓雯 朱浩霆 陳安琪

資訊科技組
組長︰ 石麗芬
組員︰ 吳永杰 戴永恆 詹淑嫻

基督教事工組
組長： 李君華
組員︰ 陳安琪 黃麗芬 何美珊 陸煥明 陳思華 郝懷恩 梁燕華 龐芷坤 廖秀汶 林思諾

 杜施惠

訓輔組
組長： 黃敬儒（訓導）林秋虹（輔導）  副組長︰庾美芝（訓導）黃雅雯（輔導）
組員︰劉慧賢 張洛豪 羅曉然 劉婉玲 黃麗霞 譚秋儀 鄭曉璇 陳家俊 潘秀妍社工

課外活動組
組長： 麥子健 副組長︰朱浩霆
組員︰ 林 琳 章 術 黃嘉熒 黃可欣 李名駿 李恩頌   

學務組
組長： 曾遠欣 副組長︰余碧玉
組員︰李嘉希 呂惠渝 劉  念 王  騏 盧欣延 郭綺琦 梁淑燕

環境及公民育教育組
組長： 李永威（環境） 黃智立（公民教育）
組員︰ 李施敏 史燕玲 彭家輝 冼敏怡 李中建 吳梓喬 盧曉晴 鍾瑤琪

校務組
組長： 梁穎炘
組員︰陳家怡 鄭文梨 王瑋晴 林珈希 朱祖樑 雷岱寧 祭曉翠 羅穎潼

事務組
組長： 葉展漢
組員︰ 邱國邦 陳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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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俠x元創方(PMQ)聖誕環保活動回收俠x元創方(PMQ)聖誕環保活動
  培正小學於本年度參加了由綠色力量主辦的〈回收俠x元創方(PMQ)聖誕環保活動〉，為本來

棄置於堆填區的紙包飲品盒，賦予第二次生命。

  計劃分三部份，首先我們在校內需要源頭減廢，積極回收。同學需自備水樽及餐具，減少購買

不必要的紙包飲品及用完即棄物。倘若飲用紙包飲品，同學們就要把它洗淨，分類回收。回收後，

我們又把它剪開，準備成為環保聖誕樹的材料。

  其後綠色力量到本校禮堂進行〈創意．設計．環保〉工作坊，講解

「升級再造」理念。原來我們除了把廢物循環再造(Recycle)外，我們還

可把回收物升級再造(Upcycle)，成為一件具藝術價值的用品。〈AaaM 
Architects〉的建築師團隊就教導我們小四至小六共八百位同學如何以

創意及設計，解決環保問題；並以摺紙方式，將紙包飲品盒摺成不同形

狀。這些由同學摺成的部份，會組合成日後展出的聖誕樹。

  十一月中，我們一班環保大使更親身到訪中環元創方即場組裝環保

聖誕樹。活動中，同學們不僅在設計聖誕樹上發揮無窮創意，也能寓

環保於愉快學習中。聖誕樹組裝完成了，亮燈的一刻，彷彿同學們的

環保聖誕訊息也同時帶進社區，意義深遠。各位於聖誕節到元創方，

就可以看到我們升級再造的環保聖誕樹了！若各位對此環保活動感興

趣，也可留意 BK Milk， 親子頭條 ，HK01親子，明報 Happy Pama
及 晴報 Sky Post的相關報導。 晴報報導晴報報導

要摺得穩固一點!要摺得穩固一點!

八百位同學在禮堂摺出環保聖誕樹八百位同學在禮堂摺出環保聖誕樹

HK01親子報道HK01親子報道

升級再造聖誕樹亮燈了升級再造聖誕樹亮燈了

組裝聖誕樹並不容易組裝聖誕樹並不容易

聖誕樹組裝完成了聖誕樹組裝完成了

李雪溱面對傳媒從容不迫李雪溱面對傳媒從容不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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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度家長義工隊二零一七年度家長義工隊
  本年度參加家長義工隊的家長共有一百多人，分別擔任不同職務：小一及小二年級課室助理、

電腦室助理、課外活動助理、維持遊戲場及小食部秩序、協助量體溫等。家長參與學校各類型的教

育服務，不論對學校、家長和學生都有所裨益，別具意義，在此感謝各位家長義工對學校的協助。

本年度家長義工隊委員︰

隊長︰ 鍾勁荃Anna
副隊長︰ 何潔恒Linda
司庫︰ 吳倩娥Joanne
靈修︰ 王燕燕Ivy
文書︰ 江汶芳Emma
康樂︰ 吳玉雲Linda
總務

及

聯絡︰

應麗珠Veronica (小一) 楊 海Ernest (小二)
傅純慧Cat (小三) 李靜嫻Leanne (小四)
李頴雅Florence (小五) 符小靖Joyce (小六)

二零一七年度家長義工隊執委成員二零一七年度家長義工隊執委成員

「舊書捐贈及義賣」活動
  為了提高同學閱讀興趣以及培

養愛惜書本的美德，家長義工隊籌

辦「舊書捐贈及義賣」活動，將收

集回來的書本以低廉價錢售予其他

同學。是次活動所有收益都撥歸學

校作發展用途，未有售出的圖書也

放在內圖書館以供借閱。

家長義工隊為舊書捐贈及義賣活動出一分力家長義工隊為舊書捐贈及義賣活動出一分力

家長與子女一同選購心儀家長與子女一同選購心儀
的圖書出一分力的圖書出一分力

選購的人數真不少！選購的人數真不少！

同學收穫很豐富呢！同學收穫很豐富呢！

教職員會消息教職員會消息
  在九月二十二日，本年度的教職員會執委已經順利選出，各執委的職責如下：

顧 問  陳之望校監 會 長  張廣德校長
主 席  陳耀珽老師 副主席  張洛豪老師
司 庫  邱國邦先生 司 數  盧楚翹老師
文 書  羅曉然老師 福 利  何恩儀老師
福 利  鄭文梨老師 福 利  黃雅雯副主任
靈 修  謝旭明老師 學 術  黃凱靜老師
同學會  卓頌賢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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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發展課程發展

教師發展日教師發展日

  本年度課程發展以鼓勵學生主動學習為目標，各科持續優化課程並加入提昇學生高階思維的元

素，藉以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今年度課堂更強調培養學生協作能力和運用策略解難，讓學生

能更適應這個日新月異的社會。

  十月二十五日為本校教師發展日，中、英、數、常各科老師分組進行活動，讓教師們更了解各

科最新的發展趨勢，並藉此分享教學心得的機會。

中文老師在圖書館共同相討如何將各類圖書融入課堂中文老師在圖書館共同相討如何將各類圖書融入課堂

英文老師正進行戲劇教育及辯論的教學分享 英文老師正進行戲劇教育及辯論的教學分享 

常識老師試玩micro-bit常識老師試玩micro-bit

數學老師正進行電子教學的經驗分享數學老師正進行電子教學的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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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讀」在培正「悅讀」在培正
  「從閱讀中學習」透過圖書科就學生閱讀能力發展的不同階段，教授學生不同的閱讀技巧及圖

書館技能。在鼓勵學生廣泛閱讀的同時，圖書館亦積極配合各科的課程需要；在進行專題研習期

間，圖書館老師在定立題目、選材、資料搜集及整理都為學生提供了支援，讓學生能夠成為有資訊

素養的人，並掌握這種終身技能，在校外學以致用。

Multiple intelligences (MI)Multiple intelligences (MI)
  Multiple intell igences (MI),  which is newly 
introduced to P.1 – P.6 students this year, aims at arousing 
students’ interests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developing 
their creativity through engaging in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P.1 students are so excited to see the P.1 students are so excited to see the 
reaction of the tuning fork in water!reaction of the tuning fork in water!

What is inside the box? We listen to the sound of What is inside the box? We listen to the sound of 
different objects in boxes and guess what is inside.different objects in boxes and guess what is inside.

 L e t ’ s  g i v e  a  t h u m p  t o  a  r e a l  L e t ’ s  g i v e  a  t h u m p  t o  a  r e a l 
watermelon to see if it’s ripe or not! watermelon to see if it’s ripe or not! 

You will  be impressed by our shark You will  be impressed by our shark 
conservation poster!conservation poster!

小學記要 學與教

85



  Issue enquiry approach is adopted in MI to expand students’ capacity for independent 
learning in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We believe that students understand and perceive the world 
in different ways so MI could explore and unlock their potential!

Look at our volcano with houses and Look at our volcano with houses and 
animals living next to it!animals living next to it!

Our teacher is explaining how the soda powder reacts with the vinegar during the volcanic eruption experiment.Our teacher is explaining how the soda powder reacts with the vinegar during the volcanic eruption experiment.

Here is our plan of a 5-days trip.Here is our plan of a 5-days trip.

Let’s do some research before Let’s do some research before 
we do our own experiment.we do our own experiment.

Students  responsible  for  the  topic Students  responsible  for  the  topic 
‘sense of touch’ prepare a ‘What’s in the ‘sense of touch’ prepare a ‘What’s in the 
box?’ challenge for the class.box?’ challenge for th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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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活動中文科活動
  上年度本校共有五位同學入選「明報小作家計劃」，經過全年的寫作活動及與不同作家交流

後，同學在寫作方面獲益良多，寫作水平得以提昇。當中高鈞豪同學的作品《我是一本童話書》獲

得全年大獎優異獎，區雅媛同學更奪得多個獎項，包括全年大獎亞軍（《我是小布偶飛飛》）、全

年大獎優異獎（《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以及「作家精讀坊」優異寫作獎（《假如我擁有一道

「任意門」》）。

高鈞豪同學的寫作能力獲評審肯定高鈞豪同學的寫作能力獲評審肯定
兩位小作家與校長合照兩位小作家與校長合照

區雅媛同學的作品得到評審的認同區雅媛同學的作品得到評審的認同

區雅媛同學於去年小作家計劃中得到的獎項區雅媛同學於去年小作家計劃中得到的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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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oy of engaging in an English The joy of engaging in an English 
speaking learning environmentspeaking learning environment

  Learning English is full of fun! This year, students are provided with a wide variety of 
opportunities to use English for interactive and communicative purposes. English is not merely a 
school subject. It is a real-world language that can be applied in lots of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English Assembly
  On 11th of October, students had their first English assembly this 
year. They learnt the importance of perseverance. They played games 
that taught them not to give up and heard inspirational stories of famous 
people who persevered and succeeded.

Music lessons with Nati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s
  This year, Mr. Cooper and Mr. Jones, who are 
originally from Africa, talked about the history and 
origin of the African Djembe Drum in P.5 music 
lessons. They also demonstrated how to play it in 
class. 

Origami
  Every Friday, some P.3 and P.4 students 
learn the art of origami as a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Local teachers and Nati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s guide students towards making 
spectacular art work.

English Novel
  Students take pleasure in reading and 
enjoy popular children’s novel in Friday’s 
extracurricular sessions.

P-E-R-S-E-V-E-R-A-N-C-EP-E-R-S-E-V-E-R-A-N-C-E

Students learning how to play different rhythms Students learning how to play different rhythms 
on the African Djembe Drumon the African Djembe Drum

How fun it is to transform a flat How fun it is to transform a flat 
sheet of paper into a piece of art!sheet of paper into a piece of art!

Five lucky children found golden tickets in their Five lucky children found golden tickets in their 
c h o co l ate  b a r s ,  e a c h  re p re s e nt i n g  a  d i f fe re nt c h o co l ate  b a r s ,  e a c h  re p re s e nt i n g  a  d i f fe re nt 
character from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character from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Some students are invited onto Some students are invited onto 
the stage to experience what it is the stage to experience what it is 
like to perseverelike to persevere

Students are participating activelyStudents are participating actively

Ms Aarshi is sharing stories of Ms Aarshi is sharing stories of 
famous people who perseveredfamous people who persev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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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活動數學科活動

課程特色
  本校的數學科注重培養學生的解難能力，鼓勵學生透過思考、組織和分析，策略性地解決數學

科的問題，從而培養他們解難的意識及態度。在課堂中，除了善用解難學習冊和解難工作紙外，老

師還會適當地引導學生進行不同的探究活動，讓學生在活動過程中發揮創意潛能、學習解決問題和

培養他們的協作能力。

第五屆全港Rummikub 小學邀請賽
  本校亦積極推薦和培訓學生參與校外與數學有關的比賽，既可以讓學生發展自己的長處，亦可

增強他們的自信心。陳卓熹（六信）、陳紹亨（六信）、楊栢喬（六信）及范皓僑（六善）分別

於本年十月七日及十月十四日參加了第五屆全港Rummikub小學邀請賽的初賽及決賽。幾位同學從

七十間參賽學校中脫穎而出，晉身決賽。其中陳卓熹同學不但在初賽獲得卓越表演獎（個人總成績

首十名），更在決賽勇奪個人賽全場總季軍，表現傑出，為校爭光。

我們在探究球體的截面，真有趣！我們在探究球體的截面，真有趣！

我們都學懂四位數了！我們都學懂四位數了！

校長親自祝賀得獎同學！校長親自祝賀得獎同學！

甚麼是因數呢？甚麼是因數呢？

容量和體積有甚麼關係呢？容量和體積有甚麼關係呢？

同學們準備就緒，信心十足同學們準備就緒，信心十足

每位參賽者獲得精美的Rummikub 每位參賽者獲得精美的Rummikub 
數字牌匙扣數字牌匙扣

完成比賽，等候成績公佈完成比賽，等候成績公佈

陳卓熹從頒獎嘉賓手上接過獎盃陳卓熹從頒獎嘉賓手上接過獎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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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活動常識科活動

暑期數理常識挑戰計劃
  十月二十一日，學校派出五位同學，到科學園

高錕會議中心參加由香港教育城主辦的數理常識挑

戰計劃總決賽。老師細心部署參賽同學在不同的數

理知識範圍內作賽，出動「皇牌」的策略全都計算

在內，務求爭取最佳表現。參賽勁旅實力亦不容忽

視，最終經過三個回合的問答及搶答激戰後，我們

獲得全場冠軍。在此恭賀各位得獎同學！

比賽有不少勁旅比賽有不少勁旅

家長支持絕不能少家長支持絕不能少

接受《兒童的科學》訪問接受《兒童的科學》訪問

合力贏得冠軍合力贏得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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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課程
  為配合學界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浪潮，常識及資訊科

技科的校本課程也安排了不少與STEM學習有關的課堂活動。其中，五年級的同學更以Lego電子積

木進行了課堂學習，並運用了編程及工程技巧，發揮創意，創作出很多有趣新奇的作品。讓我們一

睹精采的製作過程！

同學們聚精會神地，按步驟砌好了機械的運作核心部份，然後發揮創意，自由在電子積木的其他同學們聚精會神地，按步驟砌好了機械的運作核心部份，然後發揮創意，自由在電子積木的其他
部份上加上其他部件，成為了獨一無二的作品。部份上加上其他部件，成為了獨一無二的作品。

要令機械作品注入動力，編程(Coding)是不可缺少的部份，同學們利用了課堂上學習過的編程技要令機械作品注入動力，編程(Coding)是不可缺少的部份，同學們利用了課堂上學習過的編程技
巧，令自己的作品也能按指示地「動」起來!巧，令自己的作品也能按指示地「動」起來!

試猜猜同學們的作品有甚麼用途？（答案可在頁底找到！）試猜猜同學們的作品有甚麼用途？（答案可在頁底找到！）

（頁底答案）
作品A：	這是一個「電子圓規」，經測試後真的可以自動畫出一個圓圈出來！
作品B：	這是一個幫助酗酒人士戒除酒癮的「防止取酒瓶警報器」，當取出酒瓶時，機械會發出警報提

示，提醒要把酒瓶放下。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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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活動音樂科活動

九龍城區國際復康日－傷健共融跨代和諧嘉年華
  本校弦樂團及跳繩隊於十一月十一日到九龍城廣場參與2017九龍城

區國際復康日  傷健共融跨代和諧嘉年華表演，同學積極參與社區活

動，為傷健共融出一份力。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本校中樂團、管樂團及弦樂團參加了由音樂事務處舉辦的「二零一七香港青年音樂匯演」，經

過多月努力的練習，各團員不負所望，均奪得銀獎，這是同學們的努力及指揮們悉心栽培下的成

果，真令人興奮！

學生代表領取感謝狀學生代表領取感謝狀

能夠參與表演，師生們心情興奮！能夠參與表演，師生們心情興奮！

中樂團賽前拍照留念中樂團賽前拍照留念

各團代表領取獎狀各團代表領取獎狀

表演完畢後玩攤位遊戲表演完畢後玩攤位遊戲
弦樂團奏出美妙的音樂弦樂團奏出美妙的音樂

弦樂團管樂團來一張大合照弦樂團管樂團來一張大合照

管樂團團員獲獎心情興奮！管樂團團員獲獎心情興奮！

小學記要學與教

92



體育科活動體育科活動

小六恩社班際閃避球賽
  九月下旬所舉行之小六恩社班際

閃 避 球 賽 ， 一 連 三 天 於 中 午 時 段 舉

行。由於比賽節奏明快，加上對抗刺

激 ， 吸 引 過 百 名 師 生 及 家 長 一 同 觀

賽，最後比賽由小六正班以局數2:1勝

出，成功奪得冠軍。

小五年級、小六恩社班際乒乓球比賽
  為提昇校內運動氣氛，本年度班際乒乓球比賽，由以往單人賽事，改為團體賽，令各班同學為

參賽者團結打氣，將氣氛推至高潮。賽事於在B座雨操場舉行，家長及同學都順道駐足圍觀，比賽

氣氛熾熱。最終，由小五正班及小六信班均以局數3:2奪得冠軍。

午間活動
  為使更多同學能接觸運動，帶動學校體育氣氛，體育組老師們為同學在午息時間提供各種體育

運動。各年級的同學都能夠自由參與，不但能強身健體，更能提昇同學對運動的興趣，學習不同體

育技能！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乒乓球、康樂棋
足球 排球 籃球 足球 籃球

球賽正式開始！球賽正式開始！

老師與同學即場示範老師與同學即場示範 場面非常熱烈場面非常熱烈小六冠軍小六冠軍－－六信班六信班

除比賽外，亦有訓練環節除比賽外，亦有訓練環節 看我射球！看我射球！ 排球午間活動排球午間活動

球速飛快！球速飛快！

冠軍 - 小六正班冠軍 - 小六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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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活動視覺藝術科活動

午間藝聚
  每逢星期一、四，C座七樓視覺藝術室會開放，讓

小四至小六熱愛藝術的同學可以利用午息時間，一同練

習及創作。十月期間舉行多次人像素描班，我們邀請小

六同學做模特兒，其他參與同學則以素描的方式，描寫

同學姿態或樣貌，參與

午間素描班同學的描寫

能力更突飛猛進，繪畫

出寫實度甚高的作品。

  十一月的主題是陶

塑創作   我眼中的香

港人。同學們使用陶土，利用雕刻、塑造等技巧加上同學們靈巧的

雙手，創作出活靈活現的都市人物百態。各同學均投入創作，每次

都樂而忘返。

  各位老師、同學，如果你也喜歡創作，歡迎你們於星期一、

四，來到C座七樓視覺藝術與我們一同創作。

人像素描人像素描

專心做陶塑專心做陶塑

蔡湧信人像素描作品蔡湧信人像素描作品

看看我們的陶塑作品看看我們的陶塑作品

師生齊學習人像素描師生齊學習人像素描

齊來畫現代水墨齊來畫現代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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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M+博物館水墨藏品展
  是次展出名為「似重若輕：M+ 水墨藏品」為 M+ 首
次水墨展，展出亞洲內外逾四十位藝術家的繪畫、書法、

攝影、裝置和錄像等館藏，展現水墨六十年來的多元發展

及其所激發的創意表現。由於我校高小視覺藝術課程中設

有現代水墨課程，為了讓學生親身觀賞近代現代水墨大師

之真跡，故特意帶領一班小五、小六學生進行參觀。

  學生參觀時由導賞員帶領及仔細介紹作者及創作意

念，讓學生深入了解作品之物料應用、創作理念及創作方

法，使學生獲益良多。

專心聽導賞員講解現代水墨作品館專心聽導賞員講解現代水墨作品館

巨幅草書畫作，效果震撼巨幅草書畫作，效果震撼

國畫也可以充滿色彩國畫也可以充滿色彩

用不同藥材汁液作畫，意念新奇用不同藥材汁液作畫，意念新奇

一同參觀西九龍M+博物館一同參觀西九龍M+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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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紀風紀
  本年度的風紀員於暑假期間回校接受訓練，目的是在開學前讓風紀員對工作範疇及崗位有所認

識。開學後，風紀員於九月二十五日齊集K座地下接受張校長的訓勉及授章，各風紀總隊長代表所

有風紀員接受校長授章，再由其中一位總隊長范欣淇帶領所有風紀員宣誓。

  本年度的校園風紀員除了在校園當值外，更有機會參加特別為校園風紀員安排的活動。十二月

二至三日為風紀訓練營，學生透過兩日一夜的領袖訓練去提昇領導才能，有助日後協助維持校園秩

序的工作。

本學年校園風紀總隊長：
朱千惠（六信）、范欣淇（六信）、馮潔芯（六望）

劉心妍（六望）、施鈞浩（六光）

B1隊 B2隊 B3隊 B4隊 B5隊

隊長 余逸浠（六信） 梁頌恆（六信） 楊承祐（六望） 陳妍妤（六望） 陳鈞澤（六愛）

副隊長 郭天樂（五望） 潘在霖（五望） 關子淇（五愛） 劉彥博（五愛） 黃進謙（五光）

隊員

袁嘉謙（四善）

梅雋霆（五善）

陳穎萱（五正）

魏翱嵐（六信）

陳子顥（六望）

陳復禮（四真）

周可悅（四誠）

陳頌鏗（四正）

黃恩琳（五善）

張薾云（五正）

胡朗晞（六信）

郭思妤（四真）

陳迪晞（四真）

劉以祈（四誠）

麥頔恩（四正）

陳芷彥（五正）

徐希如（五正）

鄺心悅（六信）

盧祉叡（四真）

陳芷璇（四真）

吳凱翹（四誠）

鄧巧嵐（四正）

關日謙（五正）

楊沛錂（五真）

陳乙華（六信）

彭樂心（四真）

郭睿而（四誠）

黎恩悅（四誠）

劉博研（四正）

王子軒（五正）

孫振霆（五真）

郭正軒（六信）

譚旭然（四真）

葉宇軒（四誠）

俞邇霖（四誠）

C1隊 C2隊 C3隊 C4隊 C5隊

隊長 李冠霆（六愛） 羅俊滔（六愛） 詹弘之（六善） 余蔚淳（六正） 劉宇軒（六正）

副隊長 葉欣兒（五善） 談安行（五善） 佘婥然（五善） 陸熙哲（五正） 梁家橋（五正）

隊員

區雅媛（四信）

林 浩（五信）

張致謙（五真）

陳景逸（六望）

周璟軒（六愛）

何嘉悅（四望）

高天朗（五愛）

劉承希（四望）

文雅妍（四信）

杜羨恩（五信）

何柏樂（五真）

李晴恩（六望）

張 悅（六光）

彭子晉（四望）

潘 喬（五愛）

黃詠珈（四愛）

丁善珩（四信）

江曉雪（五信）

李道生（五真）

黎竣皓（六愛）

施鈞瀚（六光）

鄧學韜（四望）

李翊弘（五愛）

梁信謙（四愛）

劉子楹（四信）

郭正謙（五望）

顧芯瑜（五誠）

李翊民（六愛）

莊雅婷（六光）

陳凱彤（四望）

曾凱光（五愛）

房靖晞（四愛）

謝璟濤（四信）

陳景楠（五愛）

梁善知（五誠）

鄧睿熙（六愛）

曾子穎（六光）

羅禮豪（四望）

劉立炫（五光）

許梓晴（四愛）

D1隊 D2隊 D3隊 D4隊 D5隊

隊長 彭敬朗（六正） 李明慧（六真） 朱孝然（六真） 梁以樂（六誠） 邢樂思（六誠）

副隊長 陳樂心（五真） 張弘欣（五真） 許在炘（五誠） 鄭鉦潼（五誠） 黃朗嘉（五誠）

隊員

陳雍允（四愛）

楊曉雯（六善）

孔欣瑜（六真）

劉樂詩（五光）

王爾臻（六光）

周雋翹（四善）

黎柏朗（五善）

鍾睿禛（四光）

區孝勤（六正）

鍾沅喬（六真）

張萃翹（五光）

龔令剛（六善）

鄧安傑（四善）

黃筠然（五善）

郭子楷（六誠）

石祐勤（四光）

吳諾恩（六正）

傅浩霖（六誠）

林曉澄（五光）

文貫熙（六善）

梁浚匡（四善）

王彥驊（五善）

何卓諾（四光）

陳沅滺（四光）

陳霈謙（六正）

陳哲妍（六誠）

鄞盡心（五光）

李悅一（六善）

蔡家悅（四善）

吳子柔（五善）

張耀中（四光）

吳梓聰（六真）

左詩瑜（六誠）

卓瑞妍（五善）

黃卓翹（六善）

李悅朗（四善）

冼澤康（五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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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燒烤爐也清潔得一乾二淨連燒烤爐也清潔得一乾二淨

晚會後要分工合作完成所有晚會後要分工合作完成所有
清潔工作清潔工作

在張校長監誓下，全體風紀員宣誓在張校長監誓下，全體風紀員宣誓
承諾服務校園承諾服務校園

幾位總隊長精神奕奕回校接受訓練幾位總隊長精神奕奕回校接受訓練

全體風紀員專心聆聽校長訓勉全體風紀員專心聆聽校長訓勉

學習合作做午飯學習合作做午飯

燒烤晚會要開始了燒烤晚會要開始了

風紀員暑期間已回校接受風紀員暑期間已回校接受
訓練，準備新學年為學校訓練，準備新學年為學校
服務服務

味道會是怎樣呢？味道會是怎樣呢？

參加風紀活動的同學出席營前簡介會參加風紀活動的同學出席營前簡介會

訓練營出發前一起大合照訓練營出發前一起大合照 全體風紀員與張校長合照全體風紀員與張校長合照

風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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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社重聚日悅社重聚日

開心重聚，當然要拍攝大合照開心重聚，當然要拍攝大合照

雖然每天見面，但話題仍不減雖然每天見面，但話題仍不減

縱使不是升讀培中，但同學們對小學的情誼絕無減少縱使不是升讀培中，但同學們對小學的情誼絕無減少 要重聚，怎能少了一班運動場上的戰友？要重聚，怎能少了一班運動場上的戰友？

張校長對升中同學仍愛護有加，不斷鼓勵他們張校長對升中同學仍愛護有加，不斷鼓勵他們

培正之星培正之星
  為了鼓勵同學們交齊功課及保持良好的學習氣氛，學校於上學期舉辦了為期一個月的「培正之

星」計劃。在這個月的每一個上課天，老師除了考慮同學們每天交功課的情況外，也會由老師對每

個課堂的秩序給予分數。累積一個月後，每級都得出冠、亞、季軍。而全校最高分數的班別，更會

得到「星中之星」的榮譽。上學期培正之星的成績：

  十月廿日（星期五）傍晚在K座地下舉行了悅社重聚日，藉此讓剛升讀中一的同學互相分享升

讀中學後的感受，同時可以維繫曾經共度小學階段的一班知心好友的感情。當天大部份剛升讀中

一的學生重返小學，與校長、曾任教老師聚首一堂。即使是每天在培中相見的同學，能重返小學

校園亦倍添親切感。雖然部份同學轉讀其他中學，但當大家再次見面時，仍如昔日同窗般溫馨，

情誼不減。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冠軍 善 誠 真 善 信 正
亞軍 望 光 光 愛 善 真
季軍 信 望 信 真 愛 望

星中之星 二　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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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糾察員紀律糾察員

義社銀禧加冕班集會義社銀禧加冕班集會

  紀律糾察隊當中的糾察員全部是乘搭校車返放學的同學。他們每天在校車隊伍中或行車時負責

協助老師、校車媬母等維持秩序。

  一九九二年級義社加冕班重回母校回味集會課，與小四至小六同學一起

分享他們孩童時的校園生活點滴，席間與同學打成一片，學長與同學一起感

受紅藍兒女一家親！

集會前，校長、眾學長們與同學們一同祈禱集會前，校長、眾學長們與同學們一同祈禱

學長與大家分享兒時校園點滴學長與大家分享兒時校園點滴

同學們都全神貫注地聆聽學長的分享同學們都全神貫注地聆聽學長的分享

學長與同學們打成一片學長與同學們打成一片

學長們第一次在K座大禮堂參與集會課學長們第一次在K座大禮堂參與集會課

糾察員正幫忙點名糾察員正幫忙點名

糾察員也常常照顧糾察員也常常照顧
較低年級的同學較低年級的同學

指 揮 全 車 排 好 隊 伍 ，指 揮 全 車 排 好 隊 伍 ，
準備登車回家了準備登車回家了

同學們按糾察的指示，同學們按糾察的指示，
有秩序地登車了有秩序地登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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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小老師愛心小老師
  小五及小六年級的愛心小老師已於九月初開始照顧小一同

學，小老師主要任務是解釋校園常規、帶領遊校園和玩集體遊戲

等。「愛心小老師」計劃能讓小一同學盡快適應小學校園生活，

同時訓練小老師學習照顧他人，提昇其責任感及領導才能，從而

建立小老師的自信心，營造關愛校園文化。

小老師帶領玩遊戲小老師帶領玩遊戲

小老師與學生參觀校園小老師與學生參觀校園

教導小一生寫手冊教導小一生寫手冊

教導學生校園常規教導學生校園常規

多謝小老師的教導！多謝小老師的教導！

享受閱讀時刻享受閱讀時刻

享受愉快時刻享受愉快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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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T「攀峰計劃」及「飛翔計劃」SBT「攀峰計劃」及「飛翔計劃」
  SBT主要為小四學生進行一系列以歷奇為本的訓練活動，目的是加強

學生的自信心、自律精神、團隊合作和人際關係。本年度更增設「飛翔

計劃」，讓小四女生能夠實踐體驗式學習，增強抗逆能力，勇敢面對不

同的挑戰。除了校內不同形式的活動外，還有舉行遠足活動、歷奇挑戰

營、親子日營等，活動後亦給予機會讓學生反思及檢討，把學習所得的

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希望學生能透過此計劃訓練他們毅力和信心，克服

困難，成功衝破每一個難關。

攀峰成員大合照攀峰成員大合照

享受遊戲時刻享受遊戲時刻

飛翔成員大合照飛翔成員大合照

成功完成目標！成功完成目標！
挑戰歷奇任務！挑戰歷奇任務！

張校長於簡介會鼓勵所有成員張校長於簡介會鼓勵所有成員

齊心協力完成團體挑戰齊心協力完成團體挑戰
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力量！

突破自我，攀越高峰！突破自我，攀越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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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T 歷奇挑戰營SBT 歷奇挑戰營
  SBT 成員於十二月完成四天三夜的歷奇挑戰營，在這訓練營中，學生需完成不同的任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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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這次的體驗作為成長的一課，日後遇到困難，都能把學習所得的應用於生活中。

共同努力，向着目標進發共同努力，向着目標進發

成功完成個人挑戰，表現自信成功完成個人挑戰，表現自信

齊心協力，為小組紮營齊心協力，為小組紮營

合力完成團體挑戰合力完成團體挑戰

提昇自理能力提昇自理能力
清潔打掃無難度清潔打掃無難度

主動合作，照顧組員主動合作，照顧組員

張校長與SBT團體大合照張校長與SBT團體大合照

團隊建立，增強凝聚力團隊建立，增強凝聚力

充滿成功感的團體煮食充滿成功感的團體煮食

順利完成四日三夜挑戰營順利完成四日三夜挑戰營

小學記要訓與輔

102



關愛校園關愛校園
  本校一直致力以基督博愛的精神推廣校園關愛文化，透過輔導

支援及校內教師專業團隊的合作，舉辦不同的關愛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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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關愛校園。

  香港培正小學更榮獲二零一六年度【關愛校園獎勵計劃】關愛

校園榮譽獎項，肯定了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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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藍義工探訪長者紅藍義工探訪長者

愛心小老師於校內服務愛心小老師於校內服務

張校長關心新生校園生活張校長關心新生校園生活

舉辦親子日營享受親子樂舉辦親子日營享受親子樂

參與九龍城國際復康日表演參與九龍城國際復康日表演

小學記要 訓與輔

103



幼小全體教職員開學崇拜幼小全體教職員開學崇拜

教育主日教育主日

為浸聯會步行籌款為浸聯會步行籌款

  小學及幼稚園教職員於八月二十一日上午齊集基社李思廉禮堂舉行聯合崇拜，透過

詩歌、讀經向主獻上讚美及感恩，也祈求天父帶領新學年的工作。張校長以「善道

正道」為題，勉勵大家以校訓「至善至正」教導學生行在耶和華所喜悅的路上，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透過崇拜，求神讓我們得力，在教學事工上榮耀祂。

  恩典浸信會於九月八日邀請全體幼小教職工出席「教育主日」，一起在崇拜中同心向天父表達

讚美和感恩。老師們在崇拜中獻詩，並由香港浸信會聯會會長莫江庭牧師證道，鼓勵會眾要把握時

間，得着生命的主。

  本校師生及家長共六十多人於十一月十一日參與香港浸信會

聯會舉辦之第二十三屆步行籌款。感謝神賜美好天氣，大家同心

完成步行活動，共籌得約一萬六千零二十元。

會眾歡迎培正小學的教職工會眾歡迎培正小學的教職工

張校長證道張校長證道
工友們亦參加崇拜工友們亦參加崇拜

我們同心開口讚美天父我們同心開口讚美天父

起步禮前先來個大合照起步禮前先來個大合照
出發了！出發了！

學生、老師、家長齊參與學生、老師、家長齊參與

全體老師十分期待新學年的開始！全體老師十分期待新學年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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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週感恩週
  一年一度的感恩週在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舉行，主題是「數算恩典」，並以詩篇一百零七篇

二十二節「願他們以感謝為祭獻給祂，歡呼述說祂的作為」為主題經文，向學生宣揚感恩的生活態

度。早禱信息以感恩為主幹，除了鼓勵學生向天父和身邊的人表達感恩外，更挑戰學生在困難中也

因信靠天父的帶領而感恩。為鼓勵小一至小三同學勇於表達感謝，舉行了「心．表謝意」活動，同

學們繪製心意卡和寫上感恩字句，向同學、老師和家人表達感謝。小四至小六同學則以四格漫畫表

達「恩典太美麗」的主題，透過有趣的漫畫宣揚感恩的重要。午間活動亦相當豐富：家長義工們的

詩歌見證分享、「好玩」又富感恩意義的攤位遊戲，全賴家長義工們的辛勞預備，讓同學在笑聲中

學習感恩之道。感恩週當然少不了「感恩點唱站」：同學以點唱詩歌方式，公開表達感恩之言。今

年的感恩週也特別夥拍了培正小記者幫忙製作「感言．敢言」特輯，訪問了校長、老師、校工、同

學等人的感謝之言，鼓勵同學「敢言」心中的「感言」。

食物捐贈
  感恩週最觸目、最多同學參與的活動，當然是食物捐贈。同學在過程中能學會珍惜和分享食

物，在感恩中傳遞愛，今年的受惠機構是香港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同學捐出的食物將送到愛群

的食物銀行轉贈有需要家庭。感恩週雖已完結，但同學們感恩的心卻不會停止。

同學們留心聆聽家長義工的分享同學們留心聆聽家長義工的分享

成功上釣了！成功上釣了！

好緊張呀！好緊張呀！
詩歌表心意詩歌表心意

攤位遊戲大受歡迎攤位遊戲大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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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許多點唱，陸老師逐一讀出收到許多點唱，陸老師逐一讀出

杜老師與一眾小記者合影杜老師與一眾小記者合影

同學們創意十足！同學們創意十足！

「心．表謝意」 卡「心．表謝意」 卡

同學落力參與食物捐贈同學落力參與食物捐贈

學生樂意捐出食物，學生樂意捐出食物，
祝福有需要的人祝福有需要的人

讓我們以感恩的心傳遞愛！讓我們以感恩的心傳遞愛！

張校長接受訪問，張校長接受訪問，
分享心中的感恩分享心中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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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會祈禱會

教職員靈修會教職員靈修會

  本年度老師團契的主題是「同行是祢」，經文選自聖經瑪拉基書二章六節：「祂以平安和正直

與我同行」。第一次老師團契在學期初舉行，主題是迎新和展望，透過詩歌、遊戲和分享，一眾老

師在歡笑聲中彼此激勵，在同行路上互相扶持。聚會中也歡迎一班新老師加入培正這大家庭，同

心仰望天父在我們的教學工作上榮耀祂。十月和十一月的團契主題分別是「堅．忍」和「感恩路

上」，老師們在遊戲中操練堅忍，也在分享中表達感恩事情，在主的愛裏扶持同行。

  逢星期五放學後舉行。全體教師分成十個祈禱小組，每組由兩位基督徒老師帶領，一起為各級

學生、老師及學校的需要同心禱告。組員間也會彼此分享和代禱，互相扶持鼓勵，建立更好的隊工

關係。

  每月一次的教職員靈修會，幼小教職員齊集一

堂，透過詩歌和信息分享信仰。九月份的靈修會有

三位同工分享見證和在培正的生活點滴，分別是邱

國邦事務統籌、杜施惠老師和孫紅紅副校長。聚會

氣氛輕鬆，大家相當投入。十月份的靈修會邀請到

生態教育及資源中心總幹事程詩灝先生，講解生態

系統和其中的珍貴物種，讓我們不得不讚嘆大自然

的奇妙，創造者的偉大。十一月的靈修會將邀請校

董羅志強先生分享。

團契氣氛輕鬆愉快團契氣氛輕鬆愉快

老師團契老師團契

新學年第一次團契留影，歡迎新老師加入培正大家庭！新學年第一次團契留影，歡迎新老師加入培正大家庭！

小二祈禱小組互相分享和支持小二祈禱小組互相分享和支持小四祈禱小組順道分享美食！小四祈禱小組順道分享美食！

老師們在靈修會中聽得津津樂道老師們在靈修會中聽得津津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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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年級參加培正中學陸運會小六年級參加培正中學陸運會
  為增進同學的紅藍精神與對培正之歸屬感，小六年級同學於十一月二日參加了培正中學陸運

會。小六恩社啦啦隊於學長們熱烈的打氣下，為大家作出啦啦隊表現，氣氛非常高漲！ 
  除此以外，小六同學亦參與小學組之賽事，項目分別有六十米、一百米、跳高、跳遠、鉛球及

社際女初四乘一百米接力，各位小六同學施展渾身解數，於賽場上盡顯自我。最終男子組全場總冠

軍由小六信歐懷曦奪得，女子全場總冠軍則由小六誠屈凱澄及關曉瑩共同奪得。而由田徑隊所派出

之女甲接力隊運動員，更於社際女初四乘一百米越級挑戰學長們，並勇奪亞軍，贏得一眾培正師生

們的喝采聲。

培正中學陸運會  小學組成績
男子組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六十米 小六真 鍾天佑 小六望 劉志遠 小六信 歐懷曦
一百米 小六真 梁灝程 小六愛 馮奧思 小六正 鄭曉哲

跳高 小六正 黃智衡 小六正 吳恩權
小六善 李悅一

小六善 葉松昀
跳遠 小六誠 黃健行 小六信 歐懷曦 小六光 羅卓謙
鉛球 小六望 何鎧洋 小六誠 余日 小六望 楊承祐

女子組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六十米 小六信 王睿芊 小六誠 屈凱澄 小六愛 郭倚祈
跳高 小六誠 屈凱澄 小六誠 關曉瑩 小六望 陳妍妤
跳遠 小六誠 關曉瑩 小六真 黃恩睎 小六望 呂汶熹
鉛球 小六望 謝思行 小六望 謝思遠 小六正 陳姵融

社際女初四乘一百米接力 亞軍

張校長到場為一眾培正選手們打氣！張校長到場為一眾培正選手們打氣！ 小六恩社啦啦隊一切準備就緒小六恩社啦啦隊一切準備就緒

小六恩社啦啦隊的「6」字隊形小六恩社啦啦隊的「6」字隊形
社際女初接力亞軍 - 田徑隊女甲代表社際女初接力亞軍 - 田徑隊女甲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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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後活動班 順利開始！課後活動班 順利開始！
  上學期課後活動班，已在九月中旬順利開始。本年度超過八十項活動供同學選擇，除了恆常

的語文、數學、體育、音樂等課程外，更新增了戲劇、小記者、小司儀、音樂劇等，反應非常熱

烈。期望同學能在不同的學習領域中經歷，通過參與活動，學習與人溝通和合作，發揮潛能，發

展自我。

 看我多帥氣! 看我多帥氣!  同學非常專注 同學非常專注

你能猜我在扮演什麼嗎？你能猜我在扮演什麼嗎？

手鐘班
戲劇班

射箭班

圍棋班
英文小廚師

花式跳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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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外活動、比賽校內外活動、比賽

少年警訊
  本校少年警訊已成立三周年。九龍城區少年警訊聯絡主任於十月亦到校為新團員進行講解，當

中包括簡介少年警訊架構及全年活動流程等。另外，本團會於十二月進行氣候變化博物館及生態行

參觀活動，目的以認識全球之氣候變化趨勢及香港生態發展。此外，本團亦會於下學期舉辦國泰城

參觀、獨居長者探訪和夏令營等活動，旨在提供多元化的參觀和探訪活動，拓闊同學的視野。

幼童軍、小童軍團
  於九月三十日，幼童軍團出席童心送禮活動，探訪長者並派發月餅，以表達對長者之關懷，團

員們都有行善最樂之感覺。而幼童軍更聯同小童軍團，於十月尾出席二零一七年香港童軍大會操，

過千名童軍於香港大球場聚首一堂，以凝聚童軍精神，為新一年打打氣！

公益少年團
  本年度教育局公益少年團二

零一七周年頒獎禮暨周年會員大

會於本校K座大樓內舉行，以感

謝各會員學校過去一年支持各項

活動，委員會於會上頒發各個獎

章。而本校小六善龔令剛同學獲

得中級獎，本校更於「環保為公

益」慈善清潔籌款及慈善花卉義

賣籌款中同奪金獎，實踐公益少

年團的精神！

簡介少年警訊架構簡介少年警訊架構九龍城區少年警訊簡介會九龍城區少年警訊簡介會

童心送禮行動童心送禮行動

中級章中級章    小六善 龔令小六善 龔令
剛與教育局九龍城區總教剛與教育局九龍城區總教
育主任程耀源先生合照育主任程耀源先生合照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籌款金獎「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籌款金獎

傑出旅團頒獎典禮傑出旅團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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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學界精英乒乓球比賽
  由小六信鄺心悅、小六望陳韶陞、小六光王子龍、小六真廖添朗、小五光盧珮詩及小五善任天

馳組成的學界精英乒乓球隊於十月參加了全港學界精英乒乓球比賽。當中高手雲集，其中本校女隊

員鄺心悅於一百九十多名選手中突圍而出，成功於女子單打中進入決賽階段！最後，鄺心悅同學雖

於三十二強賽事止步，但已創下培正精英乒乓球史上最高成績，實在令人鼓舞！

全港校際五人足球比賽 女子隊成立！
  培小五足首次派出女子隊，參加全港校際五人足球比賽，為女子足球隊奠下基石。而男子隊則

於初賽階段面對體力強大的對手，仍以4:0及5:0勝出，與女子隊雙雙晉級決賽階段！

第五屆全港小學校際網球比賽2017-2018
  本屆全港小學校際網球比賽，培小網球隊共派出九人出戰賽事。其中六真班黃雋曦同學於男子

甲組表現不俗，晉級至全港十六強。而妹妹小四正班黃倚慧憑着無比鬥志，於女子丙組勇闖至全港

八強，獲得優異成績，創下培正女子隊史上最佳成績。

王子龍同緊握拳頭為自己打氣！王子龍同緊握拳頭為自己打氣！ 小六信 鄺心悅同學小六信 鄺心悅同學

培正小學首隊五人培正小學首隊五人
足球女子隊足球女子隊

黃雋曦同學發球！黃雋曦同學發球！ 黃倚慧同學迎擊球！黃倚慧同學迎擊球！

黃倚慧同學以八強成績作結，黃倚慧同學以八強成績作結，
成績令人鼓舞成績令人鼓舞

面對體力強大的對手面對體力強大的對手
仍毫不畏懼仍毫不畏懼

男子隊於賽前信心十足！男子隊於賽前信心十足！

五人足球隊賽後大合照五人足球隊賽後大合照

任天馳準備迎接對手抽擊任天馳準備迎接對手抽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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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小學游泳隊勢不可擋
  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九龍東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於十月廿五日假九龍公園游泳池舉行。本

年度學界游泳賽競爭非常激烈，我校健兒在各組別的個人項目上力爭表現，取得多項驕人成績！接

力環節方面，泳員們更愈戰愈勇！其中，女丙接力隊伍勇奪冠軍並打破紀錄，男丙接力亦緊接奪

冠，男甲接力更壓倒性取得金牌及破紀錄成績！是次比賽各個男女子團體以三冠、兩亞、一殿，大

豐收姿態作結，期望培正泳隊們繼續努力，在來年的校際賽上再下一城！

賽後大合照，滿載而歸YEAH！賽後大合照，滿載而歸YEAH！

賽前熱身，我地準備好啦！賽前熱身，我地準備好啦！

專心聆聽老師專心聆聽老師
賽前提點賽前提點

爭分奪秒！爭分奪秒！

男甲接力代表奪男甲接力代表奪
冠 兼 破 大 會 紀冠 兼 破 大 會 紀
錄，厲害啊！錄，厲害啊！

組別 項目 學生姓名 成績

男子甲組

100米自由泳 楊承祐 亞軍
100米自由泳 岑翱峯 季軍
100米蛙泳 龔令剛 殿軍
50米自由泳 楊承祐 亞軍
50米自由泳 岑翱峯 季軍
50米背泳 馮奧思 季軍
50米碟泳 馮奧思 冠軍
50米碟泳 龔令剛 殿軍

4x50米接力
冠軍

（破大會紀錄）
男甲團體 冠軍

男子乙組

100米自由泳 陳梓業 亞軍
50米自由泳 陳梓業 殿軍
50米蛙泳 曹浤睿 季軍

4x50米接力 季軍
男乙團體 殿軍

男子丙組

50米自由泳 黎曉朗 殿軍
50米蛙泳 利樂 亞軍
50米背泳 黎曉朗 殿軍

4x50米接力 冠軍
男丙團體 冠軍

女子甲組

100米蛙泳 鄭鉦潼 冠軍
50米自由泳 呂汶熹 亞軍
50米蛙泳 鄭鉦潼 冠軍
50米背泳 許在炘 殿軍
50米碟泳 許在炘 亞軍

4x50米接力 亞軍
女甲團體 亞軍

女子乙組

100米蛙泳 李芷雯
亞軍

（破大會紀錄）
50米蛙泳 李芷雯 冠軍
50米蛙泳 陳樂心 殿軍

4x50米接力 亞軍
女乙團體 亞軍

女子丙組

50米自由泳 賴君悅 季軍
50米蛙泳 丁善珩 亞軍
50米背泳 丁善珩 季軍

4x50米接力
冠軍

（破大會紀錄）
女丙團體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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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項目／組別 學生姓名 成績
培中水運會 接力邀請賽 4x50米自由泳接力 楊承祐、馮奧思、岑翱峯、

龔令剛

季軍

協恩中學水運會 
友校接力邀請賽（小學組）

4x50米自由泳接力 鄭鉦潼、許在炘、呂汶熹、

連以心

季軍

2017-18 
香港長池分齡游泳錦標賽

女子10歲或以下 100米碟泳 許在炘 季軍
女子10歲或以下 200米自由泳 亞軍
女子10歲或以下 200米個人四式 季軍

泳隊健兒除了在校際賽奪得佳績，在其他賽事也同樣出色：

培中水運會接力邀請賽，培中水運會接力邀請賽，
男子隊季軍！男子隊季軍！

開心出戰開心出戰

奪獎開心時刻奪獎開心時刻

培正遊戲組培正遊戲組

遊戲組健兒一同為隊友打氣遊戲組健兒一同為隊友打氣

協恩中學水運會友校接力協恩中學水運會友校接力
邀請賽，季軍！邀請賽，季軍！

許在炘同學，在香港長池分齡許在炘同學，在香港長池分齡
游泳錦標賽奪得一亞兩季！游泳錦標賽奪得一亞兩季！

遊戲組勇創佳績
  本年度遊戲組成績彪炳，於十月份參加了九龍東區小學校際遊戲比賽，發揮非常出色。雲集各

體育隊伍之小精英的遊戲組，目的是讓初小運動員體驗校外比賽經驗，在體育老師晨操訓練及同學

們的努力不懈下，贏得多個團體獎項，各紅藍兒女亦感到十分滿意。

組別 比賽項目 成績
男子高級組 障礙賽 亞軍

男子初級組
障礙賽 季軍
擲接豆袋 殿軍

女子高級組 跳繩 亞軍
女子初級組 障礙賽 亞軍

總成績
男子高級組團體 殿軍
男子初級組團體 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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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充沛的一天！陽光充沛的一天！

1 2 3 紅綠燈1 2 3 紅綠燈

小二年級大合照！小二年級大合照！

YEAH！YEAH！ 開餐喇！開餐喇！

在大草坪球來球往在大草坪球來球往

一正班的小跳豆一正班的小跳豆

看我們小一多開心看我們小一多開心

分組大食會分組大食會

2017旅行日
  為加強群育訓練，培正小學每

年都會舉辦全校旅行日。當天天朗

氣清，同學們都準備所有球類及零

食到營地玩樂野餐，擁抱大自然。

各級旅行地點如下：

小一 大埔海濱公園

小二 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

小三 宣道園

小四 浸會園

小五 假日農場

小一年級大合照小一年級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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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呀！跑呀！

準備開餐！準備開餐！

小五年級大合照小五年級大合照

看我美猴王孫悟空！看我美猴王孫悟空！

大樹菠蘿大樹菠蘿

小四真班大合照小四真班大合照

旅行日準備就緒旅行日準備就緒

假日農場再會假日農場再會

小三誠班真可愛小三誠班真可愛

小四光班大合照小四光班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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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小學籃球隊
  籃球隊積極備戰三月校際賽，分別參加了三個小學籃球邀請賽：

蔡功譜忠愛盃 小學籃球邀請賽
  培正小學男子籃球隊，一口氣以四連勝晉級，與九西勁旅崇真小學合演一場精采決賽。在一眾

家長、學兄的支持下，我校健兒發揮出色，奪得賽事冠軍。最後，李尚謙、何鎧洋和鄭曉哲同學獲

大會選為最佳球員陣容代表，而鄭曉哲更獲選全場男子組最有價值球員。

聖保羅書院 小學籃球邀請賽
  十一月十九日，培正小學男子籃球隊參加了由聖保羅書院舉辦的小學籃球邀請賽，賽事對手強

勁，分別有九西區、九北及九東區冠軍隊伍參加，最後在本校健兒努力下，奪得季軍。

顏寶玲書院籃球邀請賽
  十二月二日，男、女子籃球隊參加了顏寶玲書院小學籃球邀請賽，賽事包括了全港各區冠軍隊

伍，水平非常高，競爭激烈。經過一整天努力下，男子籃球隊奪得賽事殿軍，女子籃球隊打出拼

勁，最後以第七名作結，特別感謝一眾家長打氣團的支持。

賽後檢討賽後檢討
賽後合照賽後合照 繼續努力，備戰校際賽繼續努力，備戰校際賽

能夠與不同區的冠軍隊伍比賽，機會難得能夠與不同區的冠軍隊伍比賽，機會難得頒獎一刻頒獎一刻

男子隊奪得殿軍男子隊奪得殿軍女子隊大合照女子隊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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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培正紅藍高球籌款比賽」
  在十一月十一日高爾夫球會舉辦「第十四屆培正紅藍高球籌款比賽」，除了張廣德校長帶領

二十多名學生和家長參加比賽

外，還有四十多名校友參與，

場面熱鬧。當天經各位會長及

校長舉行開球禮後，比賽隨即

開始。經過四小時多賽程後，

小學生組成績如下：

冠軍：小三 劉旭鈞（100桿）

亞軍：小四 楊俊傑（119桿）

季軍：小四 梁浚匡（119桿）

培正小學田徑隊 佳績繼續創！
  由暑假期間到本年度九東校際賽前，田徑隊隊員績極備戰，參加不同比賽，寓賽於操。期望培

小田徑隊能稟承往年表現，再創佳績！

小小女隊員也在接力比賽小小女隊員也在接力比賽
脫穎而出脫穎而出

男女隊長雙雙為校爭光男女隊長雙雙為校爭光女甲接力代表奪冠女甲接力代表奪冠

以球會校友，展現紅藍精神以球會校友，展現紅藍精神 小三劉旭鈞同學，以100桿奪冠小三劉旭鈞同學，以100桿奪冠

比賽名稱 項目／組別 學生姓名 成績

屈臣氏田徑會

周年大賽2017

女子丁組60米
王睿芊

冠軍
女子丁組100米 冠軍
男子丁組60米

鍾天佑
亞軍

男子丁組100米 季軍
男子丁組200米 季軍
男子戊組跳遠 鄧安傑 季軍
女子丁組60米 郭倚祈 第六名
女子丁組跳高 關曉瑩 第六名
女子戊組4x100米接力 區瑋晴、吳恩悅、黃倚慧、李歷恩 第八名

香港青少年分齡

田徑錦標賽

女子丁組60米
王睿芊

冠軍
女子丁組100米 冠軍
男子丁組60米

鍾天佑
冠軍

男子丁組100米 冠軍
女子丁組跳高 關曉瑩 亞軍
女子丁組200米 郭倚祈 第八名

協恩中學

附屬小學陸運會 
4x100米友校接力邀請賽 黃恩睎、王睿芊、屈凱澄、郭倚祈 冠軍

九龍城區分齡

田徑比賽2017

女子F組100米
李歷恩

季軍
女子F組60米 殿軍
女子F組4x100米接力 區瑋晴、郭思妤、陳凱彤、李歷恩 亞軍

協恩中學陸運會 4x100米友校接力邀請賽 黃恩睎、王睿芊、屈凱澄、郭倚祈 冠軍

九龍城區賽接力亞軍 - 九龍城區賽接力亞軍 - 
小四猛將！小四猛將！

培正跳遠王子 鄧安傑培正跳遠王子 鄧安傑

全港分齡跳高亞軍 全港分齡跳高亞軍 
關曉瑩關曉瑩

培正男飛人鍾天佑奪得季軍培正男飛人鍾天佑奪得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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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小學跆拳道隊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廿六日（星期日），吳子軒

（四真）、陳穎（五誠）參加了由香港跆拳道協會主

辦的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二零一七，獲取佳績：

吳子軒：男童色帶八至十歲（羽量級31-34公斤）冠軍

陳穎：女童色帶八至十歲（25-27公斤）季軍

2017-2018年度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本年度之九東田徑比賽於十二月八日假將軍澳運動場進行，本校

田徑隊精英盡出，務求在最後一年征戰的九東區寫下輝煌的成績。結

果隊員不負眾望，於六個組別中均取得首八名成績，其中女子甲組及

丙組更取得團體亞軍，貴為校際賽新秀，女子丙組實在非常出色。而

男子甲組亦不遑多讓，於男隊長鍾天佑帶領下，取得團體殿軍。

  在單項比賽中，女子甲組最為突出，隊長王睿芊，隊員郭倚祈、

屈凱澄除打破六十米、一百米及二百米之大會紀錄外，更與隊員黃恩

睎坐鎮女甲接力隊，於初、決賽寫下新紀錄。

  希望各乙、丙組隊員均能以甲組為目標，於田徑場上繼續發揮紅藍精神！比賽成績如下：

組別 項目 學生姓名 成績

女子甲組

60米 王睿芊 冠軍（破大會紀錄）
100米 郭倚祈 亞軍（破大會紀錄）
200米 屈凱澄 亞軍（破大會紀錄）
跳高 關曉瑩 第五名
跳遠 黃恩睎 第八名
擲遠 徐希如 第八名
鉛球 謝思行 季軍

4乘100米接力 黃恩睎、王睿芊、屈凱澄、郭倚祈 冠軍（破大會紀錄）
團體 亞軍

女子乙組

100米 梁善知 第五名
200米 溫梓淇 亞軍
跳高 姚宓孜 冠軍

4乘100米接力 梁善知、溫梓淇、盧彥晴、姚宓孜 第八名
團體 第六名

女子丙組

100米 李歷恩 殿軍
跳遠 郭思妤 冠軍

4乘100米接力 區瑋晴、郭思妤、陳凱彤、李歷恩 亞軍
團體 亞軍

男子甲組

60米 鍾天佑 冠軍
跳高 吳恩權 第八名
跳遠 梁灝程 殿軍
鉛球 何鎧洋 亞軍

4乘100米接力 梁灝程、曾凱光、周曉樂、鍾天佑 第六名
團體 殿軍

男子乙組

100米 郭正謙 第五名
跳遠 周殷摯 第七名

4乘100米接力 李瑋狄、陳希臨、郭正謙、周殷摰 殿軍
團體 第七名

男子丙組

60米 薛諾言 季軍
100米 彭子晉 第五名
跳遠 鄧安傑 第七名

4乘100米接力 朱珀鋋、彭子晉、鄧安傑、薛諾言 第七名
團體 第七名

女甲接力破紀錄成員！女甲接力破紀錄成員！ 男丙也奪得不少獎項男丙也奪得不少獎項

吳子軒代表培正吳子軒代表培正
小學奪冠！小學奪冠！

頒獎一刻頒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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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式跳繩隊十八區跳繩大賽
  本校花式跳繩隊獲九龍城民政署邀請

代表九龍城區出戰本年度十八區跳繩大賽，

同學在九月份已經開始努力準備是次的比

賽。這個比賽雲集了全港十八區的跳繩精英

隊伍，同學表現出自己最好的一面，獲益良

多。花式跳繩隊在未來會繼續努力，希望為

學校爭取到更好的成績。

  二零一七年七月八日，女子體操隊隊員於「學校體育

推廣計劃─藝術體操比賽2017」中發揮出色，憑着優美

姿態與悅目表現奪得多項大獎。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藝術體操比賽2017
項目 學生姓名 成績

初級乙組繩操

林棕榆

冠軍
初級乙組圈操 冠軍
初級乙組球操 冠軍

初級乙組個人全能 冠軍
初級甲組繩操

鄭思悅

冠軍
初級甲組圈操 冠軍
初級甲組球操 季軍

初級甲組個人全能 冠軍
初級甲組圈操

黎亮希
亞軍

初級甲組球操 亞軍
初級甲組個人全能 殿軍

培正小劍后  開創新領域
  小四光班蔡恩予同學，於上年度暑假期間，在香港及中國內地參加了多個劍擊比賽，

更獲得優異成績！希望蔡恩予能繼續努力，為校增光！

體操健兒在培正
  培正小學及幼稚園體操隊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參加「香港普及體操節2017」。是次比

賽是小學與幼稚園首次合作，為配合大會主題「金雞廿載慶回歸」，九位小學同學扮演小金雞，與

廿七位扮演小綠龜的幼稚園同學同場演出。過程中，同學表演活潑可愛一面，幼、小之間高度合

作，整體發揮水準表現，最終勇奪「最配合主題大獎─金獎」。

比賽名稱 項目／組別 學生姓名 成績
2017深港澳擊劍冠軍賽 女子重劍乙組三人團體

蔡恩予

冠軍
「親子校園」超級新星

劍擊錦標賽
女子重劍U12 冠軍

新秀劍擊挑戰賽 女子重劍 亞軍

花繩隊大合照花繩隊大合照

企定定都能玩花式！企定定都能玩花式！

三位體操新星三位體操新星 看那優美姿態！看那優美姿態！

金雞廿載慶回歸！金雞廿載慶回歸！ 幼小同學共同合作演出幼小同學共同合作演出

演出成功演出成功

女子重劍冠軍獎牌！女子重劍冠軍獎牌！

深港澳擊劍冠軍賽深港澳擊劍冠軍賽－－冠軍！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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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表現學生介紹卓越表現學生介紹
  大家好！我是小六信班王睿芊。我是本年度的田徑隊女隊長，主

力項目是六十米及一百米賽跑，我跑步上的特點是起步爆炸力強。上

年度，我是校運會的小五女子全場總冠軍，我是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

比賽的女子乙組六十米的紀錄保持者，更成為九東傑出運動員之一，曾

於各項大賽中勇奪冠軍。本年度的九東田徑賽，亦打破女甲六十米的紀

錄，再次成為九東傑出運動員。感謝學校老師、教練的裁培，讓我有幸

能代表學校參加不同賽事，增廣見聞。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裏，我能繼續

穿着培正的田徑隊衣，為校增添更多獎項。以下是我的比賽成績：

  大家好！我是小六真班鍾天佑。我是本年度的田徑隊男隊長，主

力項目是六十、一百及二百米，途中跑的高速耐力是我的強項，感謝

老師及教練發掘我於田徑的潛質，令我在多個比賽中勇奪殊榮。我與

女隊長一樣，同是九東傑出運動員，亦是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的男子乙組六十米的紀錄保持者，並於多項大型比賽中代表學校奪得

獎項。在未來的日子裹，我希望能代表香港參加更大型，甚至國際性

的賽事，以答謝學校、老師及教練的裁培。以下是我的比賽成績：

2017-2018年度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60米－冠軍

2017香港青少年分齡田徑錦標賽
男子丁組60米 – 冠軍

男子丁組100米 – 冠軍

屈臣氏田徑會周年大賽2017

男子丁組60米 – 亞軍

男子丁組100米 – 季軍

男子丁組200米 – 季軍

香港培正小學校運會

小五男子60米 – 冠軍

小五男子100米 – 冠軍

小五男子全場總冠軍

2016-2017年度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60米 – 冠軍 破大會紀錄

九龍東區傑出運動員

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2016-2017 男子乙組60米 – 第五名

2017-2018年度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甲組60米－冠軍 破大會紀錄

九龍東區傑出運動員

2017香港青少年分齡田徑錦標賽
女子丁組60米 – 冠軍

女子丁組100米 – 冠軍

屈臣氏田徑會周年大賽2017
女子丁組60米 – 冠軍

女子丁組100米 – 冠軍

香港培正小學校運會

小五女子60米 – 冠軍

小五女子100米 – 冠軍

小五女子全場總冠軍

2016-2017年度九龍東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60米 – 冠軍 破大會紀錄

九龍東區傑出運動員

全港小學區際田徑比賽 2016-2017 女子乙組60米 – 第六名

小六信 王睿芊小六信 王睿芊

小六真 鍾天佑小六真 鍾天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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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小六愛班陳希朗。我是本校花式跳繩隊的隊

員，從小三開始已經開始參加學校的花式跳繩訓練，對跳繩的熱

愛到現在也有增無減。上年度，我通過選拔，有幸代表香港出賽

於韓國舉辦的「第九屆亞洲跳繩錦標賽」，亦取得不俗的成績。

很感謝學校老師及教練的教導，令我可以參與到這些國際性的比

賽，令我大開眼界。在未來的日子，我也會繼續努力為校為港爭

光。以下是我的比賽成績：

  大家好，我是小六誠班李尚謙。本年度有幸入選香港手球

U12代表隊，代表香港前往台中參加二零一七年大甲媽祖盃手球

錦標賽。這次的出賽經驗實在讓我大開眼界，既可以和來自不同

學校的球員一起訓練、建立友誼，又能夠與香港以外的高水平對

手較量、砌磋，讓我在手球的發展路上獲益不少！日後會繼續努

力提昇球技，目標是

能夠參加更高水平的

賽事，為港爭光。而

作為校內的第一位香

港手球隊隊員，希望

透過我的努力能帶動

更多的同學有興趣接

觸手球，讓手球隊更

上一層樓！

全港跳繩分齡比賽2016

9-11歲男子組  3分鐘速度耐力跳比賽 季軍

12-14歲組公開組  三人交互繩花式  冠軍

12-14歲組公開組  四人交互繩速度跳接力  冠軍

12-14歲組公開組  四人單人繩速度接力跳  冠軍

12-14歲組公開組  二人單人繩花式  亞軍

12-14歲組公開組 團體總成績  冠軍

2016福建海峽兩岸跳繩邀請賽

兒童組 男子30秒單搖賽 第一名

兒童組 男子30秒單搖交叉賽  第一名

兒童組 男子個人花樣賽  第一名

兒童組 男子3分鐘單搖賽 第四名

兒童組 男子男子30秒雙搖賽 第四名

兒童組 男子大師賽  冠軍

少兒組  4人*45秒交互繩單搖接力賽  第二名

少兒組  4人*45秒交互繩單搖接力賽  第二名

少兒組  兩人車輪花樣賽  第三名

小六愛 陳希朗小六愛 陳希朗

小六誠 李尚謙小六誠 李尚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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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禮畢業禮
  幼稚園第七十二屆畢業典禮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星期五）上午十一時假基社李思廉禮堂舉行。各畢業生都

懷着既興奮又激動的心情回校準備，大家都非常期待這次畢

業典禮。畢業典禮開始了，大家都肅立並歡迎主禮嘉賓進

場，接着奏國歌，再由司儀周珮詩老師帶領唱校歌。唱完校

歌後，校董鍾鴻鈞教授帶領祈禱，然後校董李樹輝先生讀

經，並由校監陳之望太平紳士致辭。本年度邀請了香港浸

信會聯會會長莫江庭牧師為演講嘉賓，張廣德校長授憑予

二百三十六位畢業生。畢業生代表，高光班蔣溢進同學、高

真班卓明允同學、高誠班張珀曦同學致謝辭，然後請各嘉賓

頒發學業成績獎。另外，當日亦致送家長義工感謝狀，以表

揚家長義工積極地為學校服務，推動家校合作。同時，陳校

監頒發榮休紀念品予李月愛老師。頒獎後，校董羅志強先生

致謝辭，並由江耀龍牧師為我們祝福。最後，高班的小朋友

還為我們帶來了精采的遊藝節目「成長的喜悅」，以及音樂

節獲獎曲目「雨」。台上的每一位畢業生都表演得很出色，

整個節目十分精采；台下的家長也很投入地欣賞每一項節

目。畢業禮在愉悅的氣氛下圓滿結束。

頒發畢業證書頒發畢業證書

爸爸媽媽 I Love You !爸爸媽媽 I Love You !

學生代表致謝辭學生代表致謝辭
大家同唱音樂節獲獎曲目『雨』大家同唱音樂節獲獎曲目『雨』

謝謝天父創造了我們！謝謝天父創造了我們！

看我跳得多高！看我跳得多高！

感謝愛我們的每一位老師！感謝愛我們的每一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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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度幼稚園結業禮二零一六年度幼稚園結業禮

畢業聚餐畢業聚餐

  二零一六年度低班及幼兒班結業禮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三日假基社李思廉禮堂舉行。張廣德校長

頒發各班優異獎及獎學金予得獎學生，並由李君華老師訊息分享。

  當天遊藝節目非常精采，低班以《尋找聖靈的果子》為主題，用話劇、歌舞的形式，串連尋找

聖靈果子的旅程。主角們在尋找過程中，帶出在生活中實踐聖靈果子的重要。亦感謝家長義工替話

劇製作了逼真的大型佈景及道具，使整個舞台豐富起來。

  幼兒班的遊藝節目主題為《童心敬拜》，幼兒們以歌曲、舞蹈敬拜神，讚頌神的偉大及對我們

的愛。孩子們將真摯的歌聲、純真的笑容，獻給天上的父！

  為答謝培正幼稚園對小朋友的三年栽培，各班自行準備了畢業聚餐並邀

請校長、主任和各位老師出席，藉此來表達對學校的感謝之情。聚餐中不但

有豐富且美味的食物，還有小朋友們精采的表演。此外，聚餐中亦透過短片

回顧了小朋友過往三年的幼稚園生活，大家都被畫面裏那一張張天真無邪的

笑臉吸引着，令整個聚餐既溫馨又感動。

看我們多開心！看我們多開心！

畢業聚餐中的小司儀畢業聚餐中的小司儀

我們為大家準備精采的表演我們為大家準備精采的表演

同學們同唱《天陰天晴天下雨》同學們同唱《天陰天晴天下雨》 我們都是小小敬拜者我們都是小小敬拜者
小羊們一起來讚美上帝！小羊們一起來讚美上帝！

小演員的扮相維妙維肖小演員的扮相維妙維肖
非常逼真的港鐵車廂非常逼真的港鐵車廂

1 2 3, CHEER ! 1 2 3, CHEER ! 大家都很投入地看小朋友表演呢！大家都很投入地看小朋友表演呢！

張校長、梁主任、袁主任及張校長、梁主任、袁主任及
李老師與得獎學生合照李老師與得獎學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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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校外比賽獎項 2017幼稚園校外比賽獎項 2017
班別 姓名 比賽項目 獎項

低信 陳子朗 「家」多一點愛 系列比賽2017 - 填色比賽（幼稚園組） 亞軍

低信 鄭璟曦 慶回歸20周年繪畫 / 親子填色比賽（幼稚園組） 季軍

低光 何一意
第二十六屆GAPSK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 

K1組（自選誦材）
冠軍

低光 馮芊穎 第十屆全港學生公開朗誦比賽 - 幼兒粵語 - 詩詞獨誦 冠軍

低善 彭詩妤 2017「活現真我」繪畫比賽（亞太區） - 幼兒組 二等獎

低善 肖子健
KidSports學界兒童超級田徑聯賽（2017第一回合）-

混合2013-2014年組三人隊制接力賽
冠軍

高望 鍾綽恩
Hong Kong Age Group Rhythmic Gymnastics 

Championship 2017 - Group C Freehand
冠軍

高望 鍾綽恩
The Hong Kong Performing Arts Festival 2017 -

普通話 （幼稚園B組）
銀獎

高望 鍾綽恩
The Hong Kong Performing Arts Festival 2017 - Rhythmic 

Gymnastics （幼稚園組）
金獎

高愛 梁鎧潼 第五屆香港國際公開繪畫比賽 - 我愛大自然（4歲組別） 季軍

高善 吳坤奇
第十屆香港青少年及幼兒藝術節 - 幼兒B組 - 普通話獨誦

（詩歌）
冠軍

高善 吳坤奇 第十七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 - 幼稚園組- 詩歌散文組 冠軍

高善 吳坤奇 2017亞洲學生音樂朗誦比賽 - K2組普通話古典詩詞 冠軍

高善 顏熙妍 「家」多一點愛 系列比賽2017 - 填色比賽（幼稚園組） 季軍

高正 沈政熹
The 20th GMC Music Competition - Piano Solo 

（Elementary）
第二名

高正 沈政熹
The 20th GMC Music Competition - GMC Syllabus Class 

- Grade One
第二名

高正 張翹彥 第十屆全港學生公開音樂比賽 - 小提琴（第三級） 冠軍

高正 張翹彥
第二十二屆聖西西利亞國際音樂大賽2017 - 

小提琴獨奏 （第三級）
季軍

高正 張翹彥 第八屆香港演奏家音樂大賽 - 弦樂獨奏組別 - 幼童A組 冠軍

高誠 吳康正
第二十二屆聖西西利亞國際音樂大賽2017 - 

最初級鋼琴獨奏組
季軍

高誠 杜    天
香港演藝音樂節2017 「個人音樂比賽」- 

弦樂獨奏（初級組）
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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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幼稚園家長義工隊2017年度幼稚園家長義工隊
  本年度家長義工隊由隊長劉碧琪女士，副隊長林偉棟先生、梁靜賢女士帶領家長協助校方推行

各項活動。本年度亦有不少幼兒班家長加入家長義工隊，有的主持靈修聚會，有的帶領興趣小組，

有的負責教具製作，讓家長義工們盡展所長；另外還會協助老師帶隊參觀、新生報名、生日會、設

計年宵攤位等。除此之外，還安排家長講座，務求使家長更能投入培正大家庭。

家長義工隊內閣成員家長義工隊內閣成員

家長們協助生日會活動家長們協助生日會活動

協助新生報名協助新生報名

家長主持遊戲家長主持遊戲

我來分蛋糕我來分蛋糕

快！快！傳球啊！快！快！傳球啊！

家長製作道具家長製作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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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培正中學二零一六年度高中畢業典禮

於六月一日上午十時半在本校禮堂隆重舉行，

氣氛莊重熱烈，出席嘉賓及家長眾多。主禮嘉

賓有：教青局局長梁勵，名譽校董廖澤雲、

李沛霖、林金城、黃顯輝、莫志偉，校董楊俊

文、劉永誠、何建宗、江耀龍、陳美德、鄭成

業、曾家求、譚廷蔚、陳炳祥、李小湖、陳滌

非、黃漢堅，香港培正中學校長譚日旭等。

  培正校監羅永祥擔任主席並致辭，向出席

嘉賓和家長致以熱烈的歡迎和深切的感謝，同

時也向二百零八位高三愛社畢業生致以祝賀。

  校監羅永祥表示，培正中學致力發展優質

教育，長期以來本校高三畢業生升學率保持

百分之一百，本學年高三畢業生參加首屆「澳

門四校聯合入學考試」以及國家教育部二零

一七年內地高校招收澳門保送生新政策。在新

政策下，本校共六十名學生分別獲得包括北京

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等廿九所內地著名

高校錄取成保送生。十名同學透過「校長推薦

入學計劃」獲得澳門大學錄取，並全數獲獎學

金。在國際公認的雅思英文水平測試中取得七

點五分有七人，更有一位同學考獲八點五分。

在「第57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比賽中，本校

同學奪得澳門參賽廿五年來的第一面金牌，破

歷屆澳門參賽紀錄。而本校水底機械人小組參

加了「2017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

在「Environmental  Engineer ing」範疇勇奪

三等獎，也是澳門參賽以來獲得的最高榮譽。

本校在學界排球、籃球比賽獲得多個組別的冠

軍，本校女子籃球隊包辦A、B、C、D四組冠

軍，創造了全澳學界四組全冠的紀錄。本校老

師參與教青局的教學設計獎勵計劃，在二零

一五至二零一六學年最新公佈的結果中，本校

老師所獲獎項目是全澳

之冠。本校於去年八月

參與的「第31屆全國青

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被評為「十佳科技教育

創新學校」，是本澳首

間獲得此殊榮的學校，

而 校 內 的 創 新 科 教 館

FA B L A B 亦 於 去 年 八 月

正式被麻省理工學院認

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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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師生能在各領域均取得卓越成

就，實有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人士及

校友的支持，家長的信任和愛戴，老師們的努

力不懈，敬業樂業。在學與教上鼓勵學生自主

學習的態度，衝出以考試成績為目標的框框，

強調創意和高階思維。

  教青局局長梁勵致訓勉辭，肯定培正的教

育質量，在科普及中華文化的教育工作中貢獻

良多，並借A l p h a G o與柯潔的圍棋大賽說明

在資訊年代，人類生活都緊扣資訊，並以牛

津經濟研究院發佈的「2021全球人才報告」

所需要的四個要求，鼓勵同學以今天所學作為

基礎，通過努力，面對新時代的挑戰，立定志

向，敢於突破自我，勇於創新，心繫澳門，為

祖國貢獻。

  隨後，高錦輝校長為本校高中畢業生頒發

畢業證書，繼而由各嘉賓向優秀畢業生和本學

年參加全國性或國際性比賽，並有突出表現的

同學，頒發各項獎品和獎學金。此外，並向

廿二位在校服務十年、七位十五年、一位二十

年、八位廿五年、三位三十年以及四位榮休的

教職員工致送紀念座。

  畢業班代表程梓軒致辭，她代表愛社全體

畢業生感謝澳門政府、社會各界的關心支持，

感謝老師的悉心教導，感謝父母的養育之恩，

感謝同學的互相扶持，言辭懇切動人。

  校長高錦輝最後致謝辭，感謝教青局、校

董會、家長的支持，感謝老師們的努力及工作

人員的辛勤勞動。勉勵畢業生通過努力得到成

功，秉持紅藍精神，由今天起成為校友，希望

校友繼續關心母校發展。典禮在校歌和祝福聲

中圓滿禮成。

高中畢業禮莊重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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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十一月廿八日起，培正中學組織

師生到澳門藝術博物館參觀「徐冰的文

字」展覽，在導賞員的介紹下，近距離

欣賞國際著名當代藝術家徐冰的重要創

作，如《天書》、《地書》等，並透過

英文方塊字書法體驗、參觀模擬工作室

等，了解其語言轉化的邏輯思路和藝術

手法。

  其後，師生在澳門回歸賀禮陳列

館，參加由培正副校長郭敬文主講的

「攝影作品觀賞方式和風光攝影技巧」

講座。一開始，郭敬文談到觀賞攝影作

品的前提，除了做資料收集外，必須認

識作者背景和細閱序言，這樣才能整體

認識作者想要表達的訊息。他以由澳門攝影學會主辦、文化局贊助之《美國西南  林少雄攝影

展》為例，在談風光攝影技巧之前，先向同學介紹林少雄校友的背景，再展示美國西南的重要景

點，一層層地帶領同學認識是次展覽的特色。為了讓同學更容易理解觀賞攝影作品與風光攝影技

巧的要點，郭敬文從攝影展覽的作品中，按

人文、山水、荒漠、海岸四大類型向同學進

行講解，讓同學認識到光暗調節技術、相片

構圖技巧、攝影角度選取，以及照片背後的

故事。

  培正藝術課程經增潤後更顯豐富，讓學

生從年幼開始就在藝術氛圍中成長，從中

培育藝術種子。目前在教育暨青年局轄下

青少年展藝館舉辦的作品展「Phase  one-
Awakening」，就是培正高三學生勞漢琛的

首個作品展。本校藝術課多元發展，設立不

同的平台使師生多接觸藝術，陶冶性情，共

饗文化藝術盛宴。

培正師生觀展 饗藝術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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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進一步有效利用資訊科技以提昇教與學的質量及完善行政管理本校及博文教育（亞洲）有限

公司於六月十三日下午在本校禮堂舉辦「粵港澳數碼校園分享會」，邀請了香港兩間推動數碼校園

已有多年經驗的學校  德信學校及聖伯多祿中學的代表，向粵港澳的教育同工分享在電子教學上

的經驗和成果，有來自佛山、香港、澳門等地的百多位教師出席。

  分享會上，三所學校的代表：本校郭敬文副校長、林潤薇老師，香港德信學校郭超群校長、

黃志強主任，以及香港聖伯多祿中學葉文昊、李啟輝老師分別就在大數據時代下，大數據分

析、電子行政管理以及電子教學方式進行講說，指出引入「eClass 家長」、「教師App」以及

「Powerlesson2.0電子互動課」等系統對教學和電子行政上的幫助，一方面讓教師減省在課室管理

的時間和工夫，提昇學與教的效能；另一方面能擴闊課堂的空間，提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成效。會

上，博文教育（亞洲）有限公司行政總裁鄭賢義博士亦講述發展電子教學的情況及最新資訊。

  是次分享會，藉着探索電子教學的潛能，善用資訊科技設備，發展具持續性的數碼校園，為未

來的教育工作帶來新的思維。出席分享會的部份教育工作者亦在培正校園和特別教室參觀，實地了

解本校學生的電子學習情況。

本校與博文教育合辦粵港澳數碼校園分享會

  本校為推動學生全面發展，為學生開設不同類型的活動，每年均舉辦文藝晚會，讓同學們向師

生家長展示成果。

  本年度的第一場校園綜合文藝晚會（中樂舞蹈專場）於六月廿四日晚上七時半於校內禮堂成功

舉行，第二場綜合文藝晚會（歌詠、管樂、弦樂、話劇）於七月八日晚上六時半在本校禮堂演出，

吸引了數百位家長師生等出席，同學們的精采演出，獲得現場觀眾的熱烈掌聲，場面熱鬧。

2016年度校園綜合文藝晚會成功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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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英語慈善音樂舞台劇《Esther》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精采呈獻。本校小學英語培訓班、

小學歌詠隊及中學管樂團攜手演出，為葡萄牙慈善協會籌募善款，以協助該會派員直接幫助社區的

貧困家庭、單親家庭、孤兒及其他有需要援助人士。義演扣除演出成本後，共籌集善款澳門幣逾

五十萬元，將全數捐給上述協會。

  高錦輝校長感謝名譽校董、校董、校友、家長及老師們對培正學生慈善活動的支持。他表示，

熱心人士及團體的慷慨解囊激勵着學生們持續地付出愛心。自二零一三年起，學校組織音樂劇義

演，先後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英德市東華鎮文策小學及「WATOTO關懷兒童事工」計劃籌募善

款。今次演出籌備近一年，集合逾一百七十名中、小學生，更加入不少獨唱環節和個人演出，難度

甚大。學校鼓勵學生廣泛參與各類公益活動，藉此回饋社會。期盼學生在參與的過程中，獲得信仰

的力量，培養堅強的意志，感悟助人的快樂和真諦。

  葡萄牙駐港澳領事館參贊Mr. Manuel Ricardo da Silva出席活動。葡萄牙波爾圖足球俱樂部國

際總監派代表出席，並送出三件該俱樂部球星簽名之球衣競投義賣，反響不俗。現場亦設捐款箱、

音樂劇恤衫義賣為葡萄牙山火災民籌款，演出開始前已有家長、老師及舞蹈隊率先為支援葡萄牙受

災民眾捐款逾澳門幣八萬元。

  音樂舞台劇《Esther》改編自同名舊約聖經故事，講述了自小被親戚收養的孤女以斯帖，憑藉

信、望、愛和勇氣扭轉困局，帶領族人擺脫了厄運的傳奇故事。演出現場座無虛席，氣氛熱烈。

  本校積極推動「電子學習」，小二至小四

年級已推行「BYOD iPad計劃」。為讓家長進

一步瞭解「電子學習」之模式，以及課堂學習

的實際情況，每年均舉辦「BYOD iPad計劃」

家長觀課活動，受到家長的歡迎。

  二零一七年六月廿六至三十日一連五天，

於小學一年級至四年級課室舉行四十節家長公

開課，與家長加強溝通。

英語慈善音樂舞台劇《Esther》精采呈獻

小學一至四年級家長觀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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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推動本澳機械人教研發展，澳門培正中學與安信通科技（澳門）有限公司於八月底簽訂了合

作備忘錄，共建「澳門校園服務機械人教研實驗室」，於九月十八日上午在本校舉行掛牌儀式。中

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經濟部交流合作與旅遊促進處處長嚴志剛、澳門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學院院長張渡教授、安信通科技（澳門）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及行政總裁韓子天、培正校

長高錦輝等擔任主禮嘉賓；一眾師生亦出席了掛牌儀式，場面熱鬧。

  高校長致辭時表示，本校自二零一二年開始一直大力推動STEM教育，致力將教育融入現代化

發展方向，結合實作與創新的多元發展。多年來在科普教育，尤其是機械人科普方面，成績備受肯

定。此外，高錦輝感謝安信通科技（澳門）有限公司送贈「天機1號」服務型機械人予培正，認為

共同合作共建校園科研實驗室，對於推動本澳實踐科學教育方式極具意義。同時，校園服務機械人

教研實驗室的建立配合了澳門特區政府一直倡議產業多元化，以及鼓勵科技創新創業的政策，校園

服務機械人教研實驗室將為培正的科普教育邁向更高的水平。

  「澳門校園服務機械人教研實驗室」將結合培正的校園管理系統，將推出人臉識別考勤簽到、

校園巡邏等服務，未來計劃共同整合更多校園服務到機械人系統。儀式後，安信通向培正贈送本

澳自主研發的「天機1號」服務機械人並播放介紹短片，韓子天向在場四百多名學生展示「天機1
號」服務機械人，學生們熱情地向機械人揮手，現場反應熱烈。隨後，韓子天以「人工智能與機械

人可以做什麼？」為題作科普分享，介紹機械人的分類以及展示了機械人的快速發展，例如機械人

自如行走、自動烹飪、自動製造家具、自動裝卸貨物等等。

  培正積極推動STEM教育，在科普教育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安信通科技（澳門）有限

公司是澳門科技大學近年致力推動科研成果產業化而組建的高科技成果產業化實體，通過吸收國內

外機械人的優點，研製出可以量產的服務機械人。是次合作，有助共同推動澳門的科普教育水平。

培正與安信通「校園服務機械人教研實驗室」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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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9月21至24日，由中山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局、中山市教育和體育局主辦，以「青

春‧築夢兩岸」為主題的第十二屆中山、台南、香港、澳門四地師生交流活動在澳門成功舉辦。

  9月22日，活動開幕式在本校舉行，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主任薛曉

峰、台灣事務部部長徐莽、文化教育部處長苟人民，海峽兩岸關係協會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辦事處專

員于海，中山市委常委梁麗嫻，澳門特別行政區教育暨青年局副局長郭小麗等領導出席開幕式。薛

曉峰、梁麗嫻在致辭中對活動的積極意義給予了充分肯定。中山、台南、香港、澳門四地師生以及

有關方面領導、學校負責人等230人參加開幕式，嘉賓們並參觀了本校設施。

  本屆活動為期四天的行程，包括中華文藝表演比賽、互動聯誼交流、校園文化體驗以及參觀澳

門人文歷史等，從個人才藝表演到團隊之間的比賽，從室內學習到戶外參觀，形式多樣，豐富多

彩。師生們認為，這是一次增長見識、磨練意志的好機會，又是一個學習協作、體驗社會生活的好

方法。雖然大家生長在不同地方，但大家祖同根、文同源、言相通，在互動中溝通更容易，交流更

貼近。師生們紛紛表示，通過活動獲得屬於自己的見識和友情，很珍惜這次難得的相聚。

  兩岸師生交流活動源於2006年中山市台商子弟夏令營，至今為第12屆。一直以來，該活動得

到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以及兩岸師生的積極參與，規模和範圍逐年擴大。特別是2014年、2015年

成功移師台南、香港舉辦，各界反響熱烈，受到兩岸廣泛關注，成為中山市對台交流的重要活動。

在原中山中港英文學校、中山第一中學、中山紀念中學、台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香港浸信會

永隆中學的基礎上，今年台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澳門培正中學也加入該活動行列，並將該活動移

師至澳門舉辦，實現了中山與台港澳四地師生的「大團圓」。多年來，已累計一千多名師生參加了

該活動，成為兩岸師生互促學習、互結友誼、共同發展的良好平台。

  開幕式後，隨即進行文藝表演比賽，結果本校舞蹈隊獲一等獎，爵士樂隊獲二等獎。

中山、台南、香港、澳門四地師生
交流活動在本校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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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度高三畢業生名單二零一六年度高三畢業生名單

古漢文 鄧楚灝 黃得容 許瑩芝 洪梓洋 伍思敏 盧偉健 黃皓哲

陳子洭 唐樂臨 朱嘉瑩 賴慧寧 黃逸康 陳芷晴 馬詠琛 何文軒

戴銓佑 黃誌朗 陳思明 區紫晴 何博賢 薛逸銘 黃曉鳴 陸梓俊

崔懌懃 呂伯豪 魏可盈 黃禮穎 游浚杰 梁詠詩 李子博 魏凱敏

黃 瑜 黃子榮 梁雅絲 李希悅 譚立康 甄漢鏵 黃達濠 梁嘉怡

李洪毅 鄺紫茵 劉安雋 黃樂遙 許嘉淇 李逸晴 鄺穎嵐 劉奇泓

楊以心 陳心悅 李澤昇 王曉聲 劉殷豪 寧 君 陳倩琪 周昊天

何正泓 鄭祥龍 劉彥志 陳釗傑 林易諭 何雋軒 鄭凱悠 樊泳瞳

陳詠詩 林逸飛 余澄觀 鄭博文 潘凌子 曾浩倫 容浩凱 吳渭傑

鄧穎詩 鄭君豪 馮嘉琪 區子駿 吳漢預 黎冬瑞 鄭舜彥 馮曉彤

區嘉榆 呂紫炘 盧卓賢 鄭楷豪 黃柏曦 張可晴 岑凱晴 魏可慧

黎紫瀅 黃惠玉 梁浩邦 巫嘉瑜 王 澐 蕭柏程 葉穎妮 梁逸風

李旭堂 甘殿尉 蕭樂瑤 蒲慧慈 梁頌宏 李凱嵐 何紀柔 謝永浩

劉奕晴 莫俊賢 杜政賢 何穎霖 譚芷晴 劉超鳴 陳旨鋒 林文浩

李希彤 譚景仁 蔡曉琳 陳彥樺 林欣桐 李紫晴 關芷恩 鄧子聰

陳浩堯 封 蓉 李雅媛 冼民憲 鄧穎莊 陳浩輝 胡昊男 李劍剛

方志祺 蕭 展 陳雅穎 袁子晴 林卓盈 司徒希信 羅海霖 陳露文

張力麒 林昆賢 田諾恩 羅翠兒 程梓軒 張天祐 林思晴 石軒同

譚依雯 黃社康 梁安怡 林進義 吳慧琳 徐樂勤 黃俊喬 梁海鋒

林 彤 呂良海 高鈺淇 黃思恆 盛惠妍 邱鍵銘 呂樂豪 梁穎濤

黃舒韻 莫柏熹 金正國 李子諾 陳子浪 楊凱蘭 郭梓漢 胡銘泰

李詠濠 陳曉晴 葉俊佑 陳承禧 唐文亮 李曉琪 陳穎姿 甄富坤

陳思澄 容詠思 周浩然 陸文瀚 劉子祺 陳詠恩 區嘉熙 易敏彥

葉珈希 劉梓淇 陳學誼 張曜竣 林志豪 蔡宇翔 蔡啟祥 陳倬霖

曹婉婷 林詠欣 霍俊穎 鄭希瑤 程嘉俊 梁子露 林曉峰 黨梓源

鄭宗熹 雅皓琳 梁普琳 邱樂琛 關善文 鄭穎琳 黃倩婷 畢裕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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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度各級獎學金得獎人名單二零一六年度各級獎學金得獎人名單

高三年級
獎學金名稱 備註 得獎者 班別

1 香港浸信會聯會獎學金 表現突出學生獎 李逸晴 信
2 香港浸信會聯會獎學金 表現突出學生獎 譚芷晴 愛
3 香港浸信會聯會獎學金 表現突出學生獎 田諾恩 善
4 香港培正同學會捐送紀念黃啟明故校長獎學金 品學兼優獎 甄富坤 信
5 香港培正同學會捐送紀念黃啟明故校長獎學金 品學兼優獎 馬詠琛 善
6 瑩社金禧獎學金 品學兼優獎 陳倬霖 望
7 紀念薛力勤主任獎學金 品行傑出獎 徐樂勤 正
8 賢社校友獎學金 熱心服務獎 陳旨鋒 信
9 賢社校友獎學金 熱心服務獎 霍俊穎 正

10 紀念謝志新名譽校董獎學金 全面發展傑出學生獎 周昊天 信
11 紀念鄺秉仁校長獎學金 品學兼優獎 魏可慧 望
12 紀念鄺秉仁校長獎學金 管樂表現優秀獎 李劍剛 愛
13 紀念鄺秉仁校長獎學金 弦樂表現優秀獎 李逸晴 信
14 紀念鄺秉仁校長獎學金 中樂表現優秀獎 蔡曉琳 善
15 基督徒學生領袖獎學金 基督徒學生領袖獎 周昊天 信
16 紀念陳畢慧瑤校友獎學金 社會科學表現最優獎 徐樂勤 正
17 紀念陳畢慧瑤校友獎學金 最具文采潛質獎 潘凌子 愛
18 紀念陳畢慧瑤校友獎學金 熱愛藝術獎 譚芷晴 愛
19 紀念陳畢慧瑤校友獎學金 熱愛藝術獎 譚依雯 善
20 紀念陳畢慧瑤校友獎學金 熱愛藝術獎 陸文瀚 正
21 紀念陳畢慧瑤校友獎學金 關愛獎 朱嘉瑩 信
22 紀念陳畢慧瑤校友獎學金 領袖生獎 鄭凱悠 望
23 恆社校友紀念林德章老師獎學金 中華文藝風範獎 曾浩倫 善
24 紅藍獎學金 品學兼優獎 黨梓源 正
25 紅藍影画獎學金 影像創作表現突出獎 陸文瀚 正
26 輝社同學捐送紀念梁寒淡老師獎學金 中文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曾浩倫 善
27 澳門銳社金禧獎學金 英文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何正泓 望
28 基社紅寶石禧獎學金 數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蒲慧慈 善
29 趙榮光校友捐送紀念鍾博才先生獎學金 物理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周昊天 信
30 馮氏家族捐送紀念馮蔚叢校友獎學金 生物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林逸飛 信
31 伍宜孫伉儷獎學金 歷史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馬詠琛 善
32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地理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林昆賢 愛
33 紀念謝志新名譽校董獎學金 資訊科技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周昊天 信
34 李氏家族捐送紀念李平老師獎學金 體育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葉俊佑 信
35 李玉杯女士捐送紀念張榮興老師獎學金 數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鄧楚灝 信
36 紅藍獎學金 會計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黨梓源 正
37 紀念吳葉明老師獎學金 化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林逸飛 信
38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設計與科技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陳穎姿 正
39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藝術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陳曉晴 正
40 紅藍獎學金 綜合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陳穎姿 正
41 勁社珊瑚禧紀念獎學金 數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魏可慧 望
42 勇社銀禧紀念獎學金 數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黨梓源 正
43 善社獎學金 科普活動傑出獎 何雋軒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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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年級
獎學金名稱 備註 得獎者 班別

1 劉藝良名譽校董獎學金 特別獎學金（全年免費） 陳嘉怡 信

2 區宗傑名譽校董獎學金 特別獎學金（全年半費） 劉柏麟 信

3 紅藍獎學金 特別獎學金（全年半費） 黃靖琳 善

4 紀念雷鍾秀蓮女士獎學金
數理科成績兼優獎學金

（全年半費）
葉沛賢 望

5 金偉德校友獎學金 學業成績飛躍進步獎 梁穎聰 善

6 德社銀禧紀念獎學金 視覺藝術傑出獎 李奕儒 信

7 曦社校友獎學金 操行進步獎 鄭文軒 信

8 曦社校友獎學金 操行進步獎 黃俊諺 望

9 曦社校友獎學金 操行進步獎 鮑亮鏵 正

10 紀念陳畢慧瑤校友獎學金 數理表現最優獎 劉知遠 正

11 紀念陳畢慧瑤校友獎學金 最具文采潛質獎 譚禧睿 善

12 紀念陳畢慧瑤校友獎學金 關愛獎 李凱琳 善

13 紀念梁銘忠校友獎學金 科學設計表現最優獎 梁竣皓 望

14 歷屆校友感謝為校服務教師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陳孝弘 信

15 歷屆校友感謝為校服務教師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郭嶷翬 望

16 歷屆校友感謝康顯揚老師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劉知遠 正

17 歷屆校友感謝鄺乃良老師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陳子筠 愛

18 歷屆校友感謝鄺乃良老師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譚禧睿 善

19 輝社同學捐送紀念梁寒淡老師獎學金 中文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劉柏麟 信

20 澳門銳社金禧獎學金 英文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黃靖琳 善

21 香港培正同學會捐送紀念朱達三先生獎學金 數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劉柏麟 信

22 香港培正同學會捐送紀念朱達三先生獎學金 數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林志聰 信

23 香港培正同學會捐送紀念朱達三先生獎學金 數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黃靖琳 善

24 趙榮光校友捐送紀念鍾博才先生獎學金 物理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朱景韜 信

25 馮氏家族捐送紀念馮蔚叢校友獎學金 生物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陳嘉怡 信

26 伍宜孫伉儷獎學金 歷史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黃靖琳 善

27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地理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黃靖琳 善

28 紀念謝志新名譽校董獎學金 資訊科技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黃碩文 望

29 李氏家族捐送紀念李平老師獎學金 體育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劉沁柔 正

30 紀念楊永堂會佐青年教育基金獎學金 聖經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郭嶷翬 望

31 紅藍獎學金 會計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陳子筠 愛

32 紀念吳葉明老師獎學金 化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葉沛賢 望

33 弘社獎學金 葡文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楊紫慧 正

34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設計與科技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劉知遠 正

35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藝術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楊紫慧 正

36 紅藍獎學金 綜合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黃凱瀅 正

37 紅藍獎學金 數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劉知遠 正

38 紀念謝志新名譽校董獎學金 歷史地理科成績兼優獎 黃靖琳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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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年級
獎學金名稱 備註 得獎者 班別

1 劉藝良名譽校董獎學金 特別獎學金（全年免費） 李祉諺 信
2 區宗傑名譽校董獎學金 特別獎學金（全年半費） 林欣蓉 望
3 紅藍獎學金 特別獎學金（全年半費） 陳冠泓 信
4 紀念雷鍾秀蓮女士獎學金 數理科成績兼優獎學金（全年半費） 何俊毅 信
5 金偉德校友獎學金 學業成績飛躍進步獎 朱智敏 正
6 曦社校友獎學金 操行進步獎 溫卓鋒 善
7 紀念梁銘忠校友獎學金 科學設計表現最優獎 冼暉浩 正
8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龔學賢 信
9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張芷萱 望

10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李樂彤 愛
11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梁凱淋 善
12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容婉君 正
13 勤社紅寶石禧獎學金 數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陳冠泓 信
14 勤社紅寶石禧獎學金 數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林敬哲 望
15 勤社紅寶石禧獎學金 數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潘家栩 善
16 勤社紅寶石禧獎學金 數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蘇志軒 正
17 輝社同學捐送紀念梁寒淡老師獎學金 中文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鄭麗而 信
18 澳門銳社金禧獎學金 英文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周泳琦 望
19 趙榮光校友捐送紀念鍾博才先生獎學金 物理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李祉諺 信
20 馮氏家族捐送紀念馮蔚叢校友獎學金 生物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李祉諺 信
21 伍宜孫伉儷獎學金 歷史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潘家栩 善
22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地理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梁凱淋 善
23 紀念謝志新名譽校董獎學金 資訊科技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梁顥馨 望
24 李氏家族捐送紀念李平老師獎學金 體育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溫芷晴 愛
25 紀念楊永堂會佐青年教育基金獎學金 聖經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張芷萱 望
26 紅藍獎學金 會計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潘家栩 善
27 紀念吳葉明老師獎學金 化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李祉諺 信
28 弘社獎學金 葡文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區藹彤 愛
29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設計與科技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冼暉浩 正
30 紅藍獎學金 綜合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黃曉蕾 正

初三年級
獎學金名稱 備註 得獎者 班別

1 劉藝良名譽校董獎學金 特別獎學金（全年免費） 徐延忠 信
2 區宗傑名譽校董獎學金 特別獎學金（全年半費） 李伊晴 善
3 伍宜孫伉儷獎學金 特別獎學金（全年半費） 甯 願 望
4 紀念薛力勤主任獎學金 品行傑出獎 劉蔚楠 信
5 金偉德校友獎學金 學業成績飛躍進步獎 何靖嵐 愛
6 賢社校友獎學金 熱心服務獎 關穎彤 善
7 德社銀禧紀念獎學金 視覺藝術傑出獎 徐延忠 信
8 曦社校友獎學金 操行進步獎 鄧旭棋 善
9 紀念鄺秉仁校長獎學金 品學兼優獎 伍卓霖 善

10 恆社校友紀念林德章老師獎學金 中華文藝風範獎 陶 昶 望
11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黎朗妍 信
12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何旻駿 望
13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饒淑儀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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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年級
獎學金名稱 備註 得獎者 班別

1 劉藝良名譽校董獎學金 特別獎學金（全年免費） 李希怡 信
2 區宗傑名譽校董獎學金 特別獎學金（全年半費） 胡鈞再 信
3 李健敏女士獎學金 特別獎學金（全年半費） 羅一驊 信
4 紀念源妙姬老師獎學金 科學科表現優異獎學金（全年半費） 胡鈞再 信
5 紀念源妙姬老師獎學金 科學科表現優異獎學金（全年半費） 許凱欣 信
6 紀念源妙姬老師獎學金 科學科表現優異獎學金（全年半費） 黎卓林 信
7 紀念源妙姬老師獎學金 科學科表現優異獎學金（全年半費） 賴穎妍 望
8 金偉德校友獎學金 學業成績飛躍進步獎 劉偉灝 正
9 曦社校友獎學金 操行進步獎 黃康庭 正

10 環保節能獎學金 環保節能獎 區宜臻 善
11 紀念程嘉怡校友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潘愷亮 信
12 紀念程嘉怡校友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袁潤菁 望
13 紀念程嘉怡校友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鄺羨洳 愛
14 紀念程嘉怡校友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黃凱欣 善
15 紀念程嘉怡校友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黎家豪 正
16 澳門銳社金禧獎學金 英文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李希怡 信
17 紀念韓一英老師獎學金 數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李希怡 信
18 紀念韓一英老師獎學金 數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胡鈞再 信
19 歷屆校友捐送紀念林德章老師獎學金 科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梁肇鈞 望
20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地理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賴穎妍 望
21 紀念謝志新名譽校董獎學金 資訊科技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黃凱欣 善
22 李氏家族捐送紀念李平老師獎學金 體育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郭志和 望
23 紀念楊永堂會佐青年教育基金獎學金 聖經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胡子妍 愛
24 皓社同學紀念社友林騰芳老師獎學金 中文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項一凡 信
25 紀念源妙姬老師獎學金 設計與科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黎卓林 信
26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藝術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項一凡 信

初三年級
獎學金名稱 備註 得獎者 班別

14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鄭子歡 善
15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高曉林 正
16 澳門銳社金禧獎學金 英文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甯 願 望
17 香港培正同學會捐送紀念朱達三先生獎學金 數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黎可晴 信
18 趙榮光校友捐送紀念鍾博才先生獎學金 物理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甯 願 望
19 捷社同學紀念吳葉明老師獎學金 化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李伊晴 善
20 馮氏家族捐送紀念馮蔚叢校友獎學金 生物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李伊晴 善
21 伍宜孫伉儷獎學金 歷史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黎朗妍 信
22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地理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黎朗妍 信
23 紀念謝志新名譽校董獎學金 資訊科技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徐延忠 信
24 李氏家族捐送紀念李平老師獎學金 體育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夏 朗 信
25 皓社恆社校友捐送紀念黃楚焜老師獎學金 音樂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黎朗妍 信
26 匡社鑽禧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鄺妍華 望
27 皓社同學紀念社友林騰芳老師獎學金 中文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李伊晴 善
28 勇社銀禧紀念獎學金 數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何旻駿 望
29 李氏家族捐送紀念李平老師獎學金 全校體育獎 甯 願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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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一年級
獎學金名稱 備註 得獎者 班別

1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特別獎學金（全年免費） 方 澍 信
2 區宗傑名譽校董獎學金 特別獎學金（全年半費） 黎政彤 望
3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特別獎學金（全年半費） 莫梓健 信
4 紀念源妙姬老師獎學金 科學科表現優異獎學金（全年半費） 莫梓健 信
5 紀念源妙姬老師獎學金 科學科表現優異獎學金（全年半費） 陳政良 愛
6 紀念源妙姬老師獎學金 科學科表現優異獎學金（全年半費） 潘保縈 愛
7 紀念源妙姬老師獎學金 科學科表現優異獎學金（全年半費） 鄧浩峰 正
8 金偉德校友獎學金 學業成績飛躍進步獎 陳祐平 善
9 賢社校友獎學金 熱心服務獎 許詠晴 望

10 曦社校友獎學金 操行進步獎 鮑翰林 正
11 基督徒學生領袖獎學金 基督徒學生領袖獎 饒思祺 善
12 光社金禧紀念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張証然 信
13 光社金禧紀念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許詠晴 望
14 光社金禧紀念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陳政良 愛
15 光社金禧紀念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譚仲軒 善
16 光社金禧紀念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盧詠珈 正
17 澳門銳社金禧獎學金 英文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方 澍 信
18 歷屆校友捐送紀念林德章老師獎學金 科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林庭頡 愛
19 伍宜孫伉儷獎學金 歷史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叢培羲 善
20 紀念謝志新名譽校董獎學金 資訊科技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陳焯楠 正
21 李氏家族捐送紀念李平老師獎學金 體育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郭俊浩 望
22 紀念楊永堂會佐青年教育基金獎學金 聖經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梁雅姿 信
23 皓社同學紀念社友林騰芳老師獎學金 中文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張証然 信
24 紀念源妙姬老師獎學金 設計與科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沈 澄 正
25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藝術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方鴻諭 愛
26 勁社珊瑚禧紀念獎學金 數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吳綽諺 望
27 勁社珊瑚禧紀念獎學金 數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陳政良 愛

小六年級
獎學金名稱 備註 得獎者 班別

1 顧明均校友獎學金 特別獎學金（全年免費） 何忻桐 望
2 區宗傑名譽校董獎學金 特別獎學金（全年半費） 葉俊濠 望
3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特別獎學金（全年半費） 鄭愛華 愛
4 賢社校友獎學金 熱心服務獎 李依霖 愛
5 曦社校友獎學金 操行進步獎 董卓妍 望
6 紀念鄺秉仁校長獎學金 品學兼優獎 李以之 善
7 紀念梁銘忠校友獎學金 科學設計表現最優獎 何柏炘 善
8 紀念梁銘忠校友獎學金 科學設計表現最優獎 程文康 信
9 紀念劉遠志及劉梁慧珍伉儷獎學金 「愛中華‧傳文化」傑出表現獎 馮卓琳 正

10 紀念莫高惠容女士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何曉晴 信
11 紀念莫高惠容女士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陳君維 望
12 紀念莫高惠容女士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李依霖 愛
13 紀念莫高惠容女士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李以之 善
14 紀念莫高惠容女士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王丹怡 正
15 昭社獎學金 資訊科技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陳君維 望
16 饒秋玲女士獎學金 體育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莫子晴 愛
17 皓社同學紀念社友林騰芳老師獎學金 中文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何忻桐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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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年級
獎學金名稱 備註 得獎者 班別

18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英文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顏俊偉 望
19 紅藍獎學金 常識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譚子弘 正
20 昭社獎學金 聖經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蘇俊熙 望
21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音樂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何曉晴 信
22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馮卓琳 正
23 紅藍獎學金 設計與科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陳烈埼 信
24 勇社銀禧紀念獎學金 數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譚子弘 正

小五年級
獎學金名稱 備註 得獎者 班別

1 鍾小健名譽校董獎學金 特別獎學金（全年免費） 黃浩政 望
2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特別獎學金（全年半費） 馬昱琪 望
3 紅藍獎學金 特別獎學金（全年半費） 陳鈞蕙 信
4 紀念劉遠志及劉梁慧珍伉儷獎學金 「愛中華‧傳文化」傑出表現獎 方愷瑤 善
5 紀念莫高惠容女士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梁正朗 信
6 紀念莫高惠容女士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曾政熙 望
7 紀念莫高惠容女士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賀君潁 愛
8 紀念莫高惠容女士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麥嘉恩 善
9 紀念莫高惠容女士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馮佑楠 正

10 昭社獎學金 資訊科技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陳鈞蕙 信
11 皓社同學紀念社友林騰芳老師獎學金 中文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方愷瑤 善
12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英文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馬昱琪 望
13 香港忠社獎學金 數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鄭灝猷 望
14 紅藍獎學金 常識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鄺羨恩 信
15 昭社獎學金 聖經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柳芷君 正
16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音樂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黃霆鏵 信
17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岑凱健 善
18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體育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黃樂遙 望
19 紅藍獎學金 設計與科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馬昱琪 望
20 善社獎學金 科普活動傑出獎 黃彥朗 望

小四年級
獎學金名稱 備註 得獎者 班別

1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特別獎學金（全年半費） 姚沛希 善
2 禤永明伉儷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蔡慧妍 信
3 禤永明伉儷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鄺宇軒 望
4 禤永明伉儷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龔詩雅 愛
5 禤永明伉儷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陸希琳 善
6 禤永明伉儷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侯天豫 正
7 昭社獎學金 資訊科技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陳君揚 信
8 皓社同學紀念社友林騰芳老師獎學金 中文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蔡垂澤 正
9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英文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陸希琳 善

10 香港忠社獎學金 數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唐健寧 愛
11 紅藍獎學金 常識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鄭子謙 望
12 昭社獎學金 聖經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鄭曉揚 善
13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音樂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龔詩雅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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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年級
獎學金名稱 備註 得獎者 班別

1 紀念謝劉慧英女士獎學金 特別獎學金（全年半費） 杜詠桐 善
2 禤永明伉儷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鄭嘉裕 信
3 禤永明伉儷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凌皓哲 望
4 禤永明伉儷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盧芷君 愛
5 禤永明伉儷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戴卓妍 善
6 禤永明伉儷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陳倩樺 正
7 昭社獎學金 資訊科技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戴卓妍 善
8 皓社同學紀念社友林騰芳老師獎學金 中文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吳宇軒 信
9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英文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易沁禧 正

10 紅藍獎學金 常識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陳倩樺 正
11 昭社獎學金 聖經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何恒宇 望
12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音樂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郭子瑜 信
13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鄭子喬 正
14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體育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蘇卓橋 信
15 騰社獎學金 數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李天朗 善

小二年級
獎學金名稱 備註 得獎者 班別

1 紀念翁郭淑卿女士獎學金 特別獎學金（全年半費） 李永雋 正
2 紀念冼陳秀貞女士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陳芷澄 信
3 紀念冼陳秀貞女士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蘇進翎 望
4 紀念冼陳秀貞女士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區丞竣 愛
5 紀念冼陳秀貞女士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張祉萱 善
6 紀念冼陳秀貞女士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譚淳太 正
7 昭社獎學金 資訊科技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林子瑜 信
8 皓社同學紀念社友林騰芳老師獎學金 中文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梁正樂 正
9 紅藍獎學金 常識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余日朗 愛

10 昭社獎學金 聖經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潘希瑜 信
11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音樂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周子喬 善
12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李永雋 正
13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體育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卓子軒 望
14 穎社獎學金 英文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何諾臻 信
15 騰社獎學金 數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張祉萱 善

小四年級
獎學金名稱 備註 得獎者 班別

14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顏靖瑤 愛
15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體育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甄卓然 正
16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音樂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黃霆鏵 信
17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岑凱健 善
18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體育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黃樂遙 望
19 紅藍獎學金 設計與科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馬昱琪 望
20 善社獎學金 科普活動傑出獎 黃彥朗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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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年級
獎學金名稱 備註 得獎者 班別

1 紀念梁新、何焯先生獎學金 特別獎學金（全年半費） 呂奕彤 愛
2 紀念冼陳秀貞女士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歐錦亮 信
3 紀念冼陳秀貞女士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方 喬 望
4 紀念冼陳秀貞女士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林昕澄 愛
5 紀念冼陳秀貞女士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楊永怡 善
6 紀念冼陳秀貞女士獎學金 各班學業成績優異獎 邱洛瑤 正
7 昭社獎學金 資訊科技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李倬霖 望
8 皓社同學紀念社友林騰芳老師獎學金 中文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朱昭穎 望
9 紅藍獎學金 常識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林昕澄 愛

10 昭社獎學金 聖經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邱洛瑤 正
11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音樂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梁穎彤 信
12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鄭銦彤 正
13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體育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溫子瑤 望
14 穎社獎學金 英文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楊永怡 善
15 騰社獎學金 數學科全級成績優異獎 呂奕彤 愛

幼高年級
獎學金名稱 備註 得獎者 班別

1 紀念鄺秉仁校長獎學金 品學兼優獎 譚琪蓁 望

2 鄺乃良校友捐送紀念楊美愛老師獎學金 全年學業成績最優獎 官愷澄 信

3 鄺乃良校友捐送紀念楊美愛老師獎學金 全年學業成績最優獎 譚琪蓁 望

4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全年學業成績最優獎 黃晴禧 愛

5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全年學業成績最優獎 李迪心 善

幼初年級
獎學金名稱 備註 得獎者 班別

1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全年學業成績最優獎 鄭焯詠 信

2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全年學業成績最優獎 麥心又 望

3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全年學業成績最優獎 黃宇彬 愛

4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全年學業成績最優獎 林庭萱 善

幼兒年級
獎學金名稱 備註 得獎者 班別

1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全年學業成績最優獎 陳康騰 信

2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全年學業成績最優獎 梁晉銘 望

3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全年學業成績最優獎 藍芊羽 愛

4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獎學金 全年學業成績最優獎 易樂衡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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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專題講座

  十月廿三至廿四日，澳

門大學科技學院機電工程系

助理教授黃承發到校主持周

會講座，主題為「從智慧城

市探索科普之路」。 
  黃教授向高小至中學各

級同學講述了澳門發展智慧

城市的基本方向，以及無障

礙社會的可行性，讓同學明

白澳門未來的交通、旅遊、

醫療等各方面都與智慧城市

的建設息息相關。

  黃教授寄語同學們要認

真思考，利用大數據讓澳門

實現智慧城市的建設。

  十一月初，個人資料保

護 辦 公 室 來 校 進 行 周 會 講

座，向同學宣揚保護個人資

料 及 尊 重 他 人 私 隱 的 重 要

性，同時亦邀請了澳門夢劇

社進行戲劇表演，演員透過

短 劇 表 演 向 同 學 展 示 三 個

「真實個案」，分別講述個

人資料遭泄露、盜用他人帳

戶及在網上公開他人資料所

帶來的後果。

  是次講座，以生動有趣

的戲劇形式，讓同學從中明白

到在網上發佈或分享任何資訊

前，要三思而後行，以免泄露

個人資料或觸犯法例。

澳大黃承發教授主持
「從智慧城市探索科普之路」講座

個資辦教育同學保護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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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訪與外訪來訪與外訪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二日上午，北京市教委

處長王建輝、北京市教委港澳台辦副處長任

軍、北京大學副秘書長張曉黎及首都師範大學

統戰部部長烟青到訪培正，師生熱情接待。校

長高錦輝向嘉賓介紹培正歷史和發展以及教學

情況。其後，嘉賓們分別到樂高教育STEM實驗

室、中華文化館、創新科教館FABLAB進行參

觀，同學們介紹館內的收藏品和設備，並即席

演奏中樂、展示茶藝，展現培正重視文化傳承

及科普教育的一面。參觀過後，北京市教委一

行讚揚本校的教學工作以及學生表現，對本校

未來的發展寄予厚望。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九日，浙江省江山中學

副校長徐敏及前副校長王昌明在前校長李祥立

的陪同下到訪本校，受到高錦輝校長、郭敬文

副校長、陳敬濂副校長的熱情接待，高校長向

來賓介紹本校教改成果。江山中學是一所省重

點中學，本校與江山中學自一九九八年開始交

流互訪，並確定建立聯誼學校關係。江山中學

此行並邀請本校組團，於明年前往參加該校創

校八十周年慶典，加強學術交流。

北京市教委一行到訪培正

江山中學代表來訪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劉玉堂教授蒞校參觀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廿九日，湖北省社會科

學院劉玉堂教授蒞校參觀，陳敬濂副校長、楊

珮欣主任接待，並到訪了中華文化館、創新科

教館及圖書館。參觀期間，劉教授給予了寶貴

的意見，有助提昇教學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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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月 十 二 日 上

午，香港教育大學一行在科學與

環境學系主任李揚津博士帶領下

蒞校參觀，獲郭敬文副校長、楊

珮欣主任及本校設計與科學科老

師等接待，雙方就STEM教育的

現況和發展交流心得。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一日，澳門中華教育會理事長陳虹、副理事長陳志君、副秘書長陳家良、會

員部副部長黃德進等來校，介紹該會會務工作並聽取本校對該會活動之意見。高錦輝校長、陳敬濂

副校長、楊珮欣主任、教職員會鄭國康主席及教職員代表等出席座談，交流暢談，氣氛熱鬧。

  二零一七年十月廿六日，教青局語言推

廣中心人員與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常務副

校長傅愛蘭教授等一行六人到校，從觀課及

課後座談中了解本校中小學普通話教學的情

況，從校本普通話教材編寫到課程安排、聯

課活動實施等方面，均作深入的了解。來訪

嘉賓給予寶貴的意見，有助提昇語文教學。

香港教育大學來訪

中華教育會來訪

傅愛蘭教授來校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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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十月，本校前任校牧梅保羅牧

師和師母，以及來自美國教會的同工到訪本

校，受到副校長郭敬文、校長助理黃健及一眾

師生的熱情接待，先後參觀圖書館、中華文化

館以及FABLAB，他們對中華文化館十分感興

趣。高校長及郭副校長應邀出席十月廿九日在

本校禮堂舉行的澳門浸信宣道會三十週年感恩

崇拜。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非洲「WATOTO兒童合唱

團」部份成員來校為小五至初二級同學舉行分享會，介紹非洲

WATOTO組織、分享個人經歷並表演非洲歌舞，場面熱鬧。會

後，WATOTO成員與本校小學英語培訓班同學一起上課，互相

學習交流。

梅保羅牧師及美國教會同工到訪學校

非洲「WATOTO兒童合唱團」部份成員來校作分享會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廿四日晚，本校邀請河南省中醫

院、河南中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兒科診療中心主任，中

醫兒科學科帶頭人，中醫兒科博士生導師，河南省名中

醫，國醫健康管理中心主任，中醫養生學科帶頭人，中醫

養生碩士生導師侯江紅教授到校分享講座。本次侯教授分

享的題目是：孩子生長了三個坎兒！  管理孩子健康的

智慧。講座開始前，先由牛穎護士長為大家表演一段太極

扇。隨後，侯教授深入淺出地分享由懷孕到孩子成長之不

同階段的養護心得，讓與會者了解如何保養孩子，令孩子

們健康成長。最後，亦由牛護士長表演一段八段錦來結束

是次講座。

侯江紅教授到校分享育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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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高校長及郭副校長應教青局邀請參加澳門學生「國防教育營」十周

年啟動禮。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日，廣州西關培正小學辦校慶活動，本校陳志誠主任、同學會副會長黃漢

堅、羅志豪、理事戴凱明赴穗參與，獲簡建鋒校長等熱情接待。

校長出席國防教育營啟動禮

出席西關培正小學校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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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消息圖書館消息

  二零一七年六月「第七屆全澳圖書館義工

及工讀生常識問答比賽」頒獎典禮，中學組由

本校圖書資訊社「培正A隊」經過幾番激戰，力

壓對手，勇奪冠軍。

  圖書館於九月廿五、廿六日在校內舉辦燈

謎活動，短短兩天參加人數達千人。從答對題

目的六百多名參加者中抽出師生約一百一十名

幸運兒，並向獲獎者致送中秋節禮物。

  本校於九月邀請台灣大學洪泰雄教授舉辦

主題為「代謝平衡，健康瘦身」營養健康講

座，洪教授除了即席分享其理念及實踐後效果

之外，還向圖書館贈送他的親筆著作。

  圖書資訊社舉辦慶祝教師節活動，向循循

善誘、辛勞付出的老師們獻上最真摯的祝福。

圖書館義工常識問答賽
蟬聯冠軍，為校爭光

「鬥智鬥勇競猜燈謎」，
師生踴躍參與

台灣教授贈送好書，
推廣健康減重

敬師愛師，
以行動向老師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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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獲邀參與十月在澳門理工學院舉行

「澳門記憶叢書《孫中山在澳門》」首發儀

式，圖書館劉慧敏主任作代表並與師生一行十

人出席其贈書儀式，叢書內容可讓青年學生對

澳門歷史文化作進一步的認識。

  海事及水務局於十月廿二日假祐漢

街市公園舉辦首場「海安全‧水優質」

社區巡禮，向學校贈送刊物《澳門水資

源小知識》作為教材，並向本澳小學生

進行節水教育及用水知識。

  圖書資訊社派出社員參加由交通事務局、

治安警察局、法務局及教青局舉辦之「2017交

通安全青少年創意攤位遊戲設計比賽」，在塔

石廣場設置攤位與市民同樂，宣傳交通安全，

人人有責，經過初賽及決賽兩階段，最終由培

正A隊的「模擬城市GoGoGo」獲得冠軍、培正

交通小分隊的「運之掌上」獲得優異獎。

  圖資社於十一月四日至五日在校內進行迎

新活動，新舊社員們透過小組遊戲、聚餐及夜

宿校園等活動，加深彼此間的感情，提高歸屬

感，建立團隊合作。

獲邀出席新書首發儀式，
見證歷史留痕

節水教育齊參與，珍惜資源福後人

製作交通攤位，榮獲冠軍及優異獎

圖資社歡樂迎新，凝聚團隊力量

閱讀大講堂培訓，
推動電子閱讀

  圖書館老師出席由香港資深導師董雅詩老

師主持的閱讀培訓課程，學習如何利用網上免

費資源及Apps進行閱讀活動及遊戲上課，吸收

最新的閱讀教學資訊，提昇教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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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活動老師活動

  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學年教學設計獎勵計劃頒

獎禮於六月三日下午假旅遊塔四樓舉行，高錦輝校

長、郭敬文副校長到場祝賀。本校教師積極參與、

努力不懈地鑽研，在教案設計、資訊科技應用、教

學研究、教學公開課等項目共獲得十八個優等獎、

十九個甲等獎、十個乙等獎，共四十七個獎項，成

績出眾，獲獎項目數量為全澳學校之冠。馮燕嫻老

師更獲頒教師積極參與獎及二十周年豐碩成果獎。

  中華教育會主辦之二零一七「培生盃」全

澳教師籃球賽於七月五日晚頒獎，培正聯隊獲

女子組亞軍。

  二零一七澳門英語教學研討會暨澳門英語教學

協進會（英教協）第一屆理監事就職儀式在六月十

日下午假澳門旅遊學院舉行，高錦輝校長、英文科

主任范美華老師帶領本校九位中學英文老師參與。

是次研討會的主題為「English in the real world: 
From school to society」，旨在提供友好平台，

讓具不同教學經驗、任職於各大專院校及中、小

學的英語教師聚首一堂，彼此交流意見及分享心

得，共同討論英語教學及教學研究的發展動向。本

校教師兼英教協監事陳衛聰老師分別與孫文偉老師以「Investigating the washback effec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Joint Admission Examination o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為題作研究發

表，及與吳欣霞老師開展專題討論，題為「The voices of the observed teachers」。

教學設計成果豐碩

教師籃球賽獲女子亞軍 高校長應邀出席清華大學
開學禮

出席英教協活動

  二零一七年八月廿四日，高錦輝校長獲北

京清華大學邀請，與國內外五十二位重點中學

校長出席清華大學二零一七年開學典禮，該校

領導層及三千七百多位新生均有出席。期間高

校長亦與清大相關部門討論往後之招生工作。

在典禮上，高校長與培正應屆畢業生、清華大

學新生寧君同學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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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攝影家協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於九

月三日在北京舉行，郭敬文副校長應邀擔任澳

門代表團團長並當選為新一屆理事。

  本校參加由能源辦舉辦之校園節能文化活動，

在全體師生員工的共同努力下，獲得優異成績，獲

頒「節能模範校園大獎」及小學及中學組的「節能

校園綜合獎」金獎，而陳健鴻、高泳詩兩位老師獲

得 中 學 「 能 源 教 學 活 動 獎 」 。 頒 獎 禮 暨 分 享 會 於

十 月 二 十 日 下 午 假 理 工 學 院 禮 堂 舉 行 ， 郭 敬 文 副

校 長 及 獲 獎 師 生 出 席 活 動 ， 袁 國 展 老 師 應 邀 分 享

教 學 心 得 。 其 中 由 袁 國 展 、 郭 振 業 老 師 帶 領 同 學

們 （ 葉俊翹、黃彥朗、黃煒權、黃浩華、黃天證、

楊海謙、鄧柏希、林潁、陳宇軒、何柏炘、鄧光普、李天皓、

鄧浩峰、趙天朗、袁潤菁）獲小學組「能源主題之科

普活動獎」，李希怡同學獲中學組「節能口號創作獎（校園篇）」，而張心怡同學則獲得中學

組「節能口號創作獎（家居篇）」，小學組由林靖希同學獲得。

  本校於十月份參加由環境保護局舉辦的綠色

學校嘉許計劃中榮獲二零一七綠色學校榮譽大

獎，而在環保教案設計方面，本校林健邦主任、

王錦鳳主任及黃雪蓮老師獲得中學組優秀獎；林

健邦主任、黃雪蓮老師及陳少婷老師獲得小學及

幼稚園組冠軍；劉玉玲主任、蔡玉屏老師、林慧

萍老師、張彥嵐老師及黃燕清老師獲得小學及幼

稚園組優秀獎。

  十月廿一日，本校中文科主任麥芷琪老師

在重慶參加「國際漢語應用文寫作學會第十二

次學術研討會」，在會上發表題為《兩岸四地

多語路牌路標之異同及其優劣》的論文，並獲

得優秀論文三等獎。

郭敬文副校長任
中國攝影家協會理事

本校獲頒「節能模範校園大獎」

麥芷琪老師參加國際漢語
應用文寫作研討會

本校獲綠色學校榮譽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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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小學英文科邵燕兒老師於十月廿六至

三十日前往青島，參加「第三屆海峽兩岸暨香

港澳門小學課堂教學重構研討會」並作公開展

示課。會上，與來自兩岸四地的老師就英語教

學問題展開熱烈討論，達至交流目的。

  人工智能將會替代就業嗎？

  人工智能可以毀滅人類嗎？

  人工智能想要毀滅人類嗎？

  人工智能將會毀滅人類嗎？

  人工智能的教育、人工智能如何走進中學課程？

  來自京‧灣區專家學者以及學校領導代表，十一

月十八日上午於深圳「國家人工智能推廣研討會」上

圍繞上述問題進行了研討。

  會議首先由主辦單位，亞洲人工智能聯盟中葡合

作顧問 Mr. Ricardo Brito 及好時光賢聚社主席馮鈺穎

小姐致開幕詞，隨後由專家進行分享，包括：亞洲人

工智能聯盟主席金偉德博士、北京曠視科技有限公司

市場總監張鑫、IMMC數學建模挑戰賽學術委員會劉

焱教授、IMMC主辦方儒蓮教科文機構行政總裁張岩峰、北京十一學校朱浩楠老師等。

  在兩天的行程中，與會者在主辦單位的安排下參觀了深圳華為基地、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

廣船國際有限公司、東昇農場有限公司等。

  活動除了讓與會者認識到國家人工智能在全球的領先發展的前景外，還對推動澳門人工智能教

育發展帶來促進作用，為澳門邁向智慧城市發展打下基礎。

  馮鈺穎、金偉德均為本校校友，郭敬文副校長、廣州培正中學吳照東副校長、香港培正中學

馬凱雄主任應邀出席活動。

  由澳門大學主辦之「2017年大中華地區

小班化教學研討會」於十一月九日在本校禮堂

舉行三場演示課，本校小五進階中文、小六設

計與科學及高一部份同學參與了是次活動。其

中，本校袁國展老師負責小六設計與科學課演

示，期間高校長和袁老師分享了本校STEAM課

程的教學理念，並回答在場嘉賓及觀課老師的

提問。

第三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小
學課堂教學重構研討會

參加國家人工智能推廣研討會

2017小班化教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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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一 月 廿 五 日 ， 二 零

一 七 第 二 屆 學 校 （ 基 礎 教

育）創新發展研討會在深圳

舉行，香港培正中學譚日旭

校長、本校陳敬濂副校長獲

邀 在 特 聘 專 家 講 座 上 作 分

享，講題分別為「未來教育

之課程構建」，以及「未來

學校之人才培養」，向與會

者展現港澳培正在未來教育

上的方向和特色。

  二零一七台北全球華人資訊教育創

新論壇，十一月廿四、  廿五日假台北

中崙高級中學舉行，來自港澳台的教育

界及科技界人士圍繞數位創新、跨域學

習、智慧校園、行動學習進行分享和討

論，郭敬文副校長、馮少嫻主任、駱劍

峰副主任、鍾子程老師、陳衛聰老師、

林潤薇老師、邵燕兒老師等應邀出席。

  馮少嫻主任、林潤薇老師並於論壇

上分享本校推行電子學習的經驗，發表

題為「BYOD iPad計劃，我們一起走過

的日子」的演講，以前線人員的角度向

與會者分享，推行電子學習的經驗，獲

現場嘉賓的熱烈掌聲，個別與會學校希

望日後來我校參觀交流。

  論壇前（11月21至23日）博文教

育亞洲（香港）有限公司（eClass）組織與會港澳代表參訪台灣中小學推行學思達教育的經驗，老

師們對教學改革的最新發展以及推行創新教育方法得到了豐富的啟發，有利於本校推動智慧教育的

發展。

創新發展研討會分享人才培養

出席全球華人資訊教育創新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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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各科老師外出交流

體育科老師參觀香港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體育科老師參觀香港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小學中文科老師到訪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小學中文科老師到訪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

本校小學數學科老師到訪新加坡博偉國際教育學院本校小學數學科老師到訪新加坡博偉國際教育學院

小學常識科、延展課程教師前往珠海華發小學常識科、延展課程教師前往珠海華發
水郡濕地公園、橫琴濱海濕地參觀學習水郡濕地公園、橫琴濱海濕地參觀學習

小學英文科組到訪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小學英文科組到訪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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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廿二至廿六日，小學音樂科老師赴韓國的學校進行音樂交流活動，分別到訪了仁川多間

學校和西區文化會館。期間，本校老師們欣賞當地小朋友的合唱表演、體驗韓國傳統文化，兩地老

師互相交流學習。

小學音樂科老師赴韓國交流

  本校視藝科黃慧儀、王桂芬和黃懷樟老

師獲澳門美術教師交流協會邀請，於十一月

廿三至廿六日赴台灣參加「澳門台灣藝文參

訪團」。本校老師參觀了台灣藝術大學、

台灣師大附中、建安國民小學、椿版畫工作

室、當代藝術館、亞洲手作展等，了解到現

今台灣藝術教育的發展情況，並與台灣版畫

工作室的藝術家進行交流，收穫豐富。此

外，黃慧儀老師獲邀在台灣藝術大學上作分

享，介紹了本澳及本校的視覺藝術科教學的

情況。

視藝科老師赴台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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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幼稚園

  澳門與中國關係密切，不只是國土上的概念，也是文化、歷史上的傳承。為了培養幼兒關心祖

國，清楚了解中國的文化、歷史建築等及培養愛國愛澳的精神。本校幼稚園高班於二零一七年九月

配合《我愛中國》的教學主題，實施了一連串的教學活動，如認識中國的國旗和澳門的區旗、欣賞

傳統的手工藝、四大的發明、中國的房屋、古代的陶瓷及品嚐美味的中國小食等等，讓幼兒對中國

文化有了初步認知。我們亦帶領幼兒參觀位於本校H座的中華文化館，讓幼兒從身邊感興趣的事物

來帶動學習，從生活中探索、發現點點滴滴與中國有關的事物。此外，亦通過活動日，讓幼兒從品

嚐花茶、麥芽糖；製作麵粉娃娃、剪紙等，將所學的中國傳統文化從經驗實踐出來。

  幼兒期是人類身心發展的重要關鍵期，幼兒家長若能對親職教育有正確的認知，父母能發揮良

好的言教、身教及境教，進而協助其子女健康的成長，就能達到親職教育的目的。有見及此，本校

幼稚園不定期舉辦親職教育的講座或工作坊邀請家長參加，希望能達到家校合作的效果。九月廿三

日幼稚園與防止虐待兒童會合作為K1的家長舉辦了一個「正面教養技巧」的工作坊，讓家長知道

體罰對兒童的影響，非體罰的管教技巧及親子溝通技巧，當天家長不斷提出問題，反應熱烈，達到

教學相長的效果。

幼稚園學生學習有趣的中國文化

親職教育由幼兒班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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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處德育處

  為加深學生對運動創傷的認識，

本 校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九 月 十 三 日 舉 辦

「運動前後之肌肉伸展工作坊」，邀

請阮志鵬物理治療師主講，約八十位

中、小學同學參與。內容主要讓同學

們認識一些肌肉的解剖，各類運動的

運動傷害，運動創傷的處理原則。活

動教導同學運動前做適當的熱身可預

防運動創傷，而運動後出現各種肌肉

的 疼 痛 或 受 傷 ， 可 做 對 應 的 肌 肉 伸

展，以幫助身體更快的復原。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六日澳門消防局救

護導師來校，向學生宣揚急救知識及預

防意外的訊息。課程能幫助同學們面對及

處理輕微的傷患，鼓勵他們在救護車尚未

到達事故現場時，能先為患者提供急救。

二十多位中學生參與三小時的基礎救護知

識工作坊，內容主要教導同學們遇到緊急

事故報警求助的要點，各種簡單的急救處

理、多種傷口包紮方法、復原臥位和心肺

復甦法等。課堂上同學們互相進行包紮方

法實習，並對模型進行心肺復甦法練習。

課程後同學們都對澳門消防局的服務加深

了認識，是次課程具實用性，提供了各種

急救方法的概念，同學們獲益良多。

運動前後之肌肉伸展工作坊

基礎救護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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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隊義工隊

  義工隊首次舉辦城市定向活動，所有地點、遊戲均由小隊隊長設計與籌劃。為令活動更順利進

行，小隊隊長事先已試行全部路線。活動開始經總領隊鄭舜彥同學及副領隊鄭凱悠同學的介紹及解

釋後，各組同學分別進行路線規劃。七組隊伍均由不同小隊、不同年級的學生組成。在三小時的活

動中，雖然天氣炎熱，但無阻同學們踴躍的心情和鬥志，「戰況」非常激烈。由於定向活動期間同

學不能使用互聯網查任何資料，因此每組同學都使出渾身解數，在陽光下與同伴們揮灑青春汗水。

與此同時，導師們一直緊貼狀況，更與校

友在不同的check point為隊員帶來打氣飲

料；晚餐後，管理小組成員悉心地為隊員

帶來遊戲，讓整天的活動中，隊員都在歡

笑聲中渡過。最後在分享活動中，隊員均

對是次活動表示滿意並期望義工隊未來能

夠繼續舉辦這些多元化的活動。是次活動

除了能讓隊員認識澳門、充實暑假外，也

加深了隊員彼此之間的認識、學習溝通和

團體協作的能力。

  義工隊參與第六屆孩子創意行動挑戰賽（澳門區）

比賽，共派出三組隊伍參賽。由隊員黎政彤、許詠晴、

鮑翰林、霍靉雯與黎宇軒以「停奢‧識食」項目，朱嘉

駿、余維盈、關穎彤、李沛霖與李智樂以「少做低頭

族」項目及許穎心、羅詠筠、陳欣欣、朱嘉淇與林欣

童以「推動讓座關愛文化」項目分別入選了七大特色

故事。挑戰賽分享會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九日在本校舉

行，「少做低頭族」於十一月九至十四日代表澳門前

往西班牙參與「改變無邊界國際年會二零一七」，分

享活動的設計理念，透過分享帶出正面信息。

義工隊參與孩子創意
行動挑戰賽獲七大特色故事獎

代表參加澳門青少年
國情研習班

義工隊城市定向活動

  第三小隊隊長李智樂及李凱琳於二

零一七年七月十六至廿二日，代表澳門

培正中學參加由中央人民政府澳門特別

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及澳門教育暨青年局

舉辦的澳門青少年國情研習班，到訪清

華大學參加六個不同主題的講座，並遊

覽了北京大學、圓明園、孔廟和國家博

物館等特色景點，獲益匪淺。

澳門校聞訓與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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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工隊隊員林欣童及楊曉彤同學獲本校推薦

參加於二零一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五日舉行

的澳門青年廣州白雲夏令營。她們參訪廣州市政

協並與當地委員進行國情交流，深入了解當地社

區、經濟、交通等等的發展及未來方針，同學們

都獲益良多。隨後更前往遼寧省多個地方繼續進

行參觀交流，加深認識我國遼寧省丹東市與朝鮮

的關係和歷史，親身體驗當地的風土人情。

  本校義工隊多年來參與澳門至友協會Best 
Buddies至友高中計劃。九月廿三日當天，澳門

至友協會假塔石廣場舉辦了首屆共融嘉年華，

本校為是次活動的協辦單位。義工隊同學除了

設計攤位推廣共融理念外，更派出多位義工協

助嘉年華的各項活動。此外，更邀請了張愷嘉

老師與林思浩老師帶同歌詠隊及作曲作詞班同

學參與演出，透過音樂分享共融訊息。本校義

工隊將繼續在學校和社區推廣「非以役人，乃

役於人」的精神。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

區特派員公署主辦，教育暨青年局承辦之「第

八屆澳門青少年外交知識競賽」，義工隊隊員

擔任學生工作人員，他們分別是朱嘉駿、林芷

榆、余維盈、鄭愷亭、鮑翰林。大會對同學的

工作給予肯定，以及感謝同學下午放學後特地

前來支援活動。

  受「天鴿」影響，澳門頓成落後村莊。為

使我們的城市盡快恢復原貌，義工隊在「天

鴿」過後組織了部份義工隊隊員及校友，為學

校及盧九公園附近的街道清理排水口及雜物。

除自發清理外，義工隊亦響應教育暨青年局的

呼籲，參與教青局組織的整頓筷子基區活動，

其中亦有家長及本校初中年級同學自發前來參

與。我們相信每人出一點力，我們的城市會回

復受災前的光采。

獲推薦參與澳門青年
廣州白雲夏令營

2017友誼慶祝典禮
暨至友共融市集

「第八屆澳門青少年
外交知識競賽」

擔任學生工作人員

天災無情，人間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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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義工隊參與由澳門新福利公共汽車有限

公司主辦的「當巴士遇上塗鴉」活動，嘗試製作

模型紙巴士以及在本地塗鴉藝術家的帶領下，以

塗鴉方式在巴士車身上色，活動新穎。

  本校義工隊與綠色未來合作，於上

學年在學校推動為期兩星期的膠袋回收

行動，共收集了二百多個膠袋；他們將

收集了的膠袋帶到雀仔園街巿與攤檔合

作，向買餸的巿民宣傳環保意識並在是

次 購 物 中 使 用 隊 員 們 在 學 校 收 集 的 膠

袋，希望他們與我們一起共同呼籲減少

或重用膠袋，以人傳人的方式，用實際

行動讓更多人響應。

  隊員朱嘉駿、

余維盈、關穎彤、

李沛霖、李智樂與

指導員王桂芬老師

早前參與「第六屆

孩子創意行動挑戰

賽」，獲七大特色

故事獎並經甄選獲

代表本澳參與「改變無邊界國際年會2017」。隊員們

於十一月九至十四日前往西班牙參加國際年會，並於會

上與不同國家的孩子分享他們在澳門開展的「少做低頭

族，美好事情需要抬頭發現」的故事。

  義工隊一直鼓勵學生「勿以善小而不為」，透過個

人、團體的行動，為世界帶來正面的影響。今次隊員衝

出澳門，將他們的故事與影響帶到世界各地，用小行動

創造大改變。

  十一月二日義工隊第十一屆就職暨嘉許典禮

於本校禮堂圓滿舉行，象徵着新一屆管理小組正式

投入運作。是次典禮除了高錦輝校長、郭敬文副校

長、陳敬濂副校長等一眾校內行政人員出席外，還

有家教會代表胡潔如女士、澳門至友協會崔恩明總

幹事、DFC澳門總監杜凱慧小姐、澳門樂施會項目

幹事陳宇威先生及助理項目幹事梁慰怡小姐代表出

席。高校長勉勵隊員藉着服務將正能量在團隊、班

級、學校和社會中發揮出來，成就更好的自己以及

他人；將創新精神運用到日常的服務裏，做到與眾不同。典禮上由副領隊黃凱瀅同學介紹義工隊一路

走來的十一個年頭以及義工隊的發展方向。為配合第十一屆「陪着你走」的主題，總領隊李智樂、副

領隊李凱琳及隊員朱嘉駿、霍靉雯、黎宇軒、張綺彤及楊曉彤以短劇作分享，從不同角度將義工隊以

愛凝聚的大家庭概念展現出來。活動當天，眾多家長及校友在百忙中抽空出席，與我們一同見證着各

隊員與義工隊的成長。我們今後將繼續努力，積極發揚「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精神。

當巴士遇上塗鴉
──塗出夢想

綠色未來：由你開檔改變無邊界國際年會
2017──西班牙

第十一屆就職暨嘉許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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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五日香港前政務司司長林瑞麟先生

蒞臨敝校，在初一、二學生週會上與同學分享

信息，主題為「真光已來到世上」。

  五月廿二日小六各班同學在小五、小六學

生週會上分享詩歌，包括：挪亞方舟、忘記背

後、因着信、Still、回家、活着就是祭。

  五月十六日宣道堂社區服務中心陳翠華主

任蒞臨敝校，在初三至高三學生週會上，與同

學分享生命見證。陳翠華主任曾獲選為逆境勇

士，她分享小時候如何藉着依靠耶穌，面對父

親的拋棄，母親的離世。

林瑞麟先生分享信息

小六學生詩歌分享 宗教改革500周年
紀念研討會

陳翠華姊妹見證分享

  敝校羅永祥校監、陳敬濂副校長、苗仁俊

老師、黃嘉儀老師、毛劍賢老師和歐陽效鴻牧

師，分別於五月廿三至廿六日期間，前往香港

參加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紀念研討會。

澳門校聞 基督教事工

159



  六月六日美國黑人音樂佈道傳道人施高理蒞

臨敝校，在老師靈修會上，透過詩歌及見證，與

老師分享福音信息，見證耶穌如何幫助他走出抑

鬱及毒癮的死蔭幽谷。

  為激勵基督徒老師在校園履行教導、傳道的

使命，繼續同心合力推展基督教教育，帶領學生

信主，幫助學生靈命成長，敝校陳志誠主任、鄺

春芳老師、劉天亮老師、梁建紅老師、朱君怡老

師、容穎亨老師、歐玉珍老師、陳麗玲老師及黃

耀鋒老師，在歐陽效鴻牧師帶領下，於六月十至

十一日前赴廣州參觀基督教會天河堂並參與該堂

的主日崇拜。

  七月十六至十八日，敝校

中學三十三位學生在歐陽效鴻

牧師、蕭欣翹老師及歐陽嘉詠

校友帶領下，參加了由香港浸

會園舉辦的方舟之旅聯合少年

歷奇福音營。

  六月十六至十七日，敝校基督少年軍十四位

隊員，在歐陽效鴻隊牧帶領下，參加澳門基督教

青年會舉辦的理財小精兵訓練營。

美國黑人音樂佈道傳道人
施高理(Cory Stevenson)

見證分享

中國廣州天河堂教會之旅

方舟歷奇之
旅福音營

基督少年軍
理財小精兵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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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廿六至廿九日，敝校基督少年軍七位隊

員在歐陽效鴻隊牧帶領下，參加了由澳門青鳥獎勵

計劃協會在中山卓旗山莊舉行的小軍人夏令營。

  在九月六日的小三、四學生聚會、九月十一

日的小五、六及初一、二學生周會及九月十三日

的小一、二學生聚會上，毛劍賢老師與同學分享

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得的事蹟。

  九月十二日羅永祥校監在初三、高一學生週

會上與同學分享「天國的福音」信息。他又在高

二、高三學生週會上與同學分享「建立以聖經真理

為基礎的世界觀」。羅校監亦與老師們分享信息，

主題為「後現代主義沖擊下的教育任務」鼓勵大家

接受天國的福音，以聖經真理為基礎建立自己的世

界觀，要努力完成神給老師們的教育任務。  十月六至七日，敝校小五、六年級二十位同

學在歐陽效鴻牧師帶領下，參加澳門基督教青年

會舉辦的理財小精兵訓練營。

  十月九至十日美國 Carpenter Tool International Music 
Ministry一行十二人，蒞臨敝校並在小五至高三學生福音週

會及老師靈修會上，透過詩歌及默劇，與師生分享福音信

息，亦有蕭榮泰校友分享信主見證，有五十多位同學回應呼

召，舉手表示決志信主。

  在十一月十三至十四日的小五至高一學生福音週

會及教職員靈修會上，沙梨頭宣道堂彭志偉牧師及沈

世傑傳道向同學及教職員述說了宗教改革五百周年的

歷史，並介紹了德國神學家馬丁路德對「因信稱義」

的理解。

小軍人夏令營 毛劍賢老師分享信息

羅永祥校監分享信息

理財小精兵訓練營

美國 Carpenter Tool International Music Ministry 
音樂佈道

小五至高一學生福音週會及教職員靈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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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

建設高峰論壇招待晚宴於六月一

日晚假巴黎人酒店舉行，本校舞

蹈 團 應 邀 演 出 ， 同 學 們 表 現 出

色，受到嘉賓讚賞，照片為舞蹈

團與赤道幾內亞代表D o m i n g o
部長合照。

  本校舞蹈團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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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六月六日晚上在澳門文化中心演出舞蹈「呼喚綠蔭」，同學們精采演出獲得

觀眾的熱烈掌聲以及嘉賓們的高度讚賞。

  晚會上來自中央民族歌舞團、天津京劇院中國戲曲梅花獎得主、東方交響樂團、中央民族大學

舞蹈學院、中國戲曲學院、大連雜技團、中國歌劇舞劇院、鄭州歌舞劇院、武漢歌舞劇院有限責任

公司及中國舞蹈家協會街舞委員會廣東聯盟STO街舞團的藝術家們，演出精采的節目，文化中心大劇

院全場爆滿，掌聲不斷，氣氛熱烈。

  本校中學舞蹈團參加「第十二屆中山、台

南、香港、澳門四地師生交流暨中華文藝表演

比賽」中，以舞蹈《呼喚綠蔭》榮獲「節目單項

獎」一等獎，同時本校以舞蹈團一等獎分數與本

校爵士樂隊二等獎成績總和，勇奪大會唯一「集

體獎」一等獎佳績。

舞蹈團在高峰論壇晚宴演出

中學舞蹈團參加濠江之春演出獲讚賞

中學舞蹈團獲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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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小學舞蹈團三十位學生連同老

師、家長一行五十九人，在副校長郭敬

文、導師顏展紅及梁劍丹帶領下，於七

月廿六日至八月二日前往內蒙古錫林浩

特參加由中國少數民族舞蹈學會、錫林

郭勒盟文體廣電局主辦，錫林郭勒盟群

眾藝術館、正藍旗文體廣電旅遊局、錫

林郭勒盟民族藝術學校承辦的第三屆草

原少兒民族舞蹈藝術節，與來自廣西及內蒙古的數百位舞蹈學校學生交流演出及比賽。

  活動首先於錫林浩特市錫林廣場舉行開幕公開演出，吸引大批市民觀看，隨後於錫林劇院比賽

及於正藍旗劇場閉幕禮上演出。培正小學舞蹈團表演

出色，憑舞蹈《小馬騰飛》及《時間的意義》勇奪兩

個「金鷹獎」（最高獎項），另一舞蹈《葡韻土風》

則獲頒「駿馬獎」。比賽評審對培正小學舞蹈團的演

出表示高度讚賞。

  完成比賽後，舞蹈團參觀了元上都遺址、觀看蒙

古馬術表演、入住蒙古包體驗蒙古風情，了解中國歷

史，同學及家長們均感到經驗難忘，獲益良多。

  本校師生參加由澳門清華大學校友會於十一月四日下午假教青局仲尼堂舉辦之「神奇的量子世

界」中學生科普講座，主講嘉賓是清華大學副校長薛其坤院士。薛院士為同學介紹清華大學現況及

招生情況，並介紹他現在的研究方向和成果，詳細講解霍爾效應、反常霍爾效應及量子反常霍爾效

應，由薛院士親身講解出席西關培正小學校慶活動科學家團隊的研究工作，機會難得。本校同學的

發問更獲解答，獲益良多。

  六月，本校與澳門新福利公共汽車有限公司

合作，特別為小二級學生進行 「巴士校園樂童

行」 活動，藉此提高學生交通安全意識，以及

學習乘車禮儀。

小學舞蹈團內蒙交流獲好評

清華大學副校長薛其坤院士主講科普講座

巴士校園樂童行
  六月三十日，本校弦樂團及初級團參與澳門

青年交響樂團二十周年會慶感恩祭之「匯聚．賀

青交二十周年」於文化中心綜合劇院之演出。

弦樂團參與青交演出

  本校管樂團於七月三日晚在「第十八屆澳門

管樂藝術節」中演出。

管樂節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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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四十名熱愛藝文創作的學

生，在羅永祥校監、陳志誠主任、區

頴斌老師和陳仁聰老師帶領下，於六

月三十日至七月五日赴山東省展開六

天「文化探索之旅」，走訪濰坊、曲

阜、濟南、青島等城巿的多個獨具特

色的考察點，特別是參觀諸城恐龍博

物館及國家地質公園。活動充實，同

學們獲益良多。

山東文化探索之旅

  七月九日，本校弦樂團參與青交音樂節在玫

瑰堂演出。

青交音樂節玫瑰堂演出

  本校中學歌詠隊與中樂團的陳佩欣、蔡曉琳

同學於七月一日一起前往香港，參與MOY（青

年音樂訓練基金）主辦的「心的回歸」音樂會，

並與MOY的管弦樂團、民族樂團、南沙小學合

唱團及懲教署歌連臣角步操樂隊一同演出，透過

這次表演帶出包容與共融的訊息。

赴港參與「心的回歸」
音樂會

  七月五日，中學歌詠隊和澳門葡文學校學生

一起，在教青局舉辦的「澳門師生暑期赴外活動

啟動禮」上進行文化共融大合唱，管樂團敲擊樂

亦同台演出。

參與澳門師生赴外活動
啟動禮

  本校初一級部份同學於二零一六年度前往

通訊博物館上課，其中所設計的程式遊戲於六月

廿四日在該館公開展示，作品豐富多樣、新穎有

趣，同學們更在場與家長及公眾人士互動。集科

學、設計於一身的課堂，讓同學把知識融入實踐

之中。

學生成果展示

  本校男子籃球隊部份同學，於七月六日參

加在路環保安高校舉行之青少年警紀訓練營，

獲益良多。

參加青少年警紀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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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四川綿陽南山中學邀請，本校FTC
機械人小組於七月三至八日在創新科技主

任劉冠華及老師盧永強帶領下到訪四川，

與對方的FTC機械人小組進行科技交流，

同時亦參觀了汶川大地震遺址、三星堆及

成都熊貓基地。通過是次活動，建立了兩

校的友誼，同時讓學生了解當地文化。

  由本校主辦、教育暨青年局贊助的

「版畫樂—澳門培正中學學生作品

展」，於七月十一日在青少年展藝館開

幕，展覽日期為七月十一至廿三日。是

次展覽的全部作品來自培正版畫學社學

生們的創作，透過學生的眼睛和感受，

利用版畫這獨特的媒材和技法，表達對

周圍環境的變化、環保、喜好等議題的

關注，展現了對版畫創作的熱誠。

  七月，小五信楊文政、小六望蘇俊熙、小五

信吳詠嫣、小五望黃樂遙代表澳門參加上海舉行

的第廿六屆東亞希望杯乒乓球錦標賽。

  七月十四日，本校升高一愛、善、正學生參

加由澳門基督少年軍主辦之生涯規劃日營活動，

當中通過小組互動、個人性格測試、自我認識等

活動提昇學生對個人生涯規劃的導向。

FTC機械人小組到四川綿陽南山中學交流

「版畫樂」學生作品展開幕

代表澳門參加
東亞乒乓球賽

參加基督少年軍
生涯規劃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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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1 1至十二日一連兩天，在本校創新

科技義務顧問柯少榮教授的安排下，本校FTC
機械人及水底機械人小組在香港理工大學接受

RaspBerry Pi的教學指導，讓學生明白圖像辨識

等技術，獲益良多。

  七月十四至十五日，本校弦樂團前往香港，參加第三屆「兩岸四地學校樂團音樂節」於荃灣大

會堂演出，與來自香港、廣州、台灣等地的學校樂團進行交流演出及聯合演出，音樂會上樂團的精

采演出換來了現場觀眾的熱烈掌聲。

  十四日晚，首先舉行「兩岸四地學校樂團各自展演音樂會」。本校弦樂團於會上演出韓德

爾  哈佛森：帕薩卡利亞，由葉沛賢同學領奏。十五日晚，本校樂團參與「兩岸四地聯校交響樂

團及合唱團音樂會」。當晚演出由蔣頌恩指揮聯合樂團演奏：孟德爾遜的降B大調第二交響曲《讚美

詩》以及許家樂、梁建楓指揮演奏：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夾子」第二幕。高錦輝校長及郭敬文副校

長分別出席了兩場音樂會。

  本校高二級同學楊善瑜及高一級同學何淑儀、陳

尚哲、趙靖賢，於七月三至五日參加澳門理工學院主

辦之「仲夏藝船文創夏令營2 0 1 7」。活動期間考察

荔枝碗村及造船廠，探索社區活化及澳門歷史與自然

環境保育，同時透過多元的藝術與設計工作坊，親手

發揮個人的創作才華並在最後階段之文創市集展示成

果，獲一致好評。

  七月中，澳門可持續發展項目奧林匹克競賽

（I-SWEEEP）二零一七香港工作坊主題圍繞建

築學、結構工程學，本校兩位有興趣之學生參加

了是次的工作坊，由法籍導師主持活動，過程輕

鬆有趣、靈活學習，學生獲益良多。

香港理工電子程序學習

弦樂團參與兩岸四地學校樂團音樂節演出成功

理工文創夏令營2017 戲劇社演
「倒數十八的男孩」

赴港參加I-SWEEEP工作坊

  澳門培正中學戲劇社主辦黑盒劇場

2017—「倒數十八的男孩」，教師

專場於七月廿一日首演成功。其後於七

月廿二至廿三日在培正H8禮堂再上演

三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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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四地中學生機械人大賽於七月十三日在香港科學園舉

行，本校中、小學生均參加了循跡項目，初中同學同時參加避障

項目，同學們均全情投入，與同場隊伍交流學習，獲益良多。

  本校王少傑、吳紀瑩、陳思

愉、蔡頌濠四位中學同學，於七月

十六至廿二日期間赴北京，參加由

何鴻燊航天科技人才培訓基金會主

辦之「夢想航天  情繫中華」二零

一七年航天科技夏令營活動。夏令

營中，他們體驗航天訓練、參觀學

習，以及參與航天知識競賽，同學

們積極投入，收穫豐富。

  為配合特區政府教育興澳、人才建澳的戰略，

以及加強商校合作的持續互動，本校與中國工商銀

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再度攜手合作，在暑假期

間舉辦「工銀澳門優秀人才暑期培訓課程計劃」。

計劃於七月十日正式開展，讓有志投身金融行業的

學生能善用閒暇時間，從實務中學習。七月底，商

校合辦的暑期培訓課程計劃已圓滿作結。八位獲選

參加是次計劃的學生紛紛表示獲益良多，並指出實

習機會難能可貴，期望能再次參與。

  七月，本校與澳門大學

合辦的大學生活體驗營正式

圓滿結束。體驗營是為即將

升讀初一、高一、高三級的

同學準備，當中不乏考驗團

隊合作的活動，參觀各所學

院的機會，除了讓學生感受

大學的校園文化和學習環境外，更重要的是讓學生從中獲得

對生涯規劃的啟示。

  是次體驗營，一方面透過入住澳大書院的機會，讓學生

知道學習和生活是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藉着參觀各所學院以

及聆聽專業人士的意見，為未來訂下目標。以上種種，對學

生日後的成長大有幫助。

兩岸四地中學生機械人大賽 何鴻燊航天夏令營

參加工銀暑期培訓課程

暑期體驗澳門大學書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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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由中學英文科副科主任吳雄舟及英文

科老師余定邦組織並帶領十九位中學同學前往新

加坡，進行為期十天的語言及文化學習之旅。

活動期間，本校同學分別走進了新加坡國立豐加

中學及國立華義中學，與當地學生結成學伴，一

同上課和進行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動，還參觀當地

文化景點。是次課程設計創新，學生學習興趣濃

厚，視野得以開闊。

  由美國萬通保險亞洲有限公司主辦的「美國萬通

小太空人訓練計劃」已在港澳兩地舉辦了十九年，每

年都有超過二千位小學生參與甄選，爭奪八個小太空

人的席位。本校小三學生楊凱業日前亦參與了有關活

動，經過多次的筆試、體能測試、面試等，最後獲得

全體評審通過，成為澳門區第一位合資格參與此計劃

的小太空人。楊同學於七月廿六日至八月三日遠赴美

國，分別於亨茨維爾（Huntsville, Alabama）太空訓

練營接受了多項具挑戰性的模擬太空人訓練，以及前

往佛羅里達州參觀甘迺迪太空中心（Kennedy Space 
Center），並完成所有任務。主辦單位於八月十四日

邀請了參加者之父母、學校代表出席「小太空人凱旋回歸慶祝典禮」，見證他們的成果。參加小太

空人訓練計劃，不單增進了他們的太空知識和實現星空夢想，更重要的是，令他們深深體會到，只

要堅守「It is possible!」的信念，凡事皆可能。

  本校太空科研小組同學，於九月十四日中午在曾玉

金老師帶領下，進行太陽觀測活動。澳門科技大學黃子

揚導師為學生講解望遠鏡操作及原理等。同學於九月

十六日晚到路環進行觀星活動，共同探索星空奧秘。

中學生到新加坡參加語言及文化學習之旅

本校學生為首位澳門區合資格參與
「美國萬通小太空人訓練計劃」的小太空人

太空科研小組觀測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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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月 中 ， 本 校

參 加 科 學 館 「 館 校

合 作 」 計 劃 ， 為 小

三、四級同學安排了

L e g o 體 驗 課 程 。 過

程中，同學們認識到

L e g o 的 特 性 ， 通 過

製作風帆車，充分體

現 創 意 所 帶 來 的 樂

趣，獲益良多。

  九月廿五日，澳門海關及作曲家、作家及出

版社協會（MACA）派人員來校放置展板，向學

生宣傳保護知識產權的重要性。

  十月十一日，本校師生出席二零一七「中華文明與科

技創新展」活動。當天早上小六級同學參加開幕禮，並在

場館參觀交流互動，下午則安排高中部份同學參加由高錦

輝校長主持，何臻言小姐主講之「水底機械人比賽與香

港STEM教育」講座，同學們獲益良多。一連五天的科技

周 ， 本 校 同 學 積 極

參 與 ： 部 份 同 學 擔

任 小 小 講 解 員 ， 為

在 場 人 士 進 行 活 動

講解；部份同學則在會場設置展區及互動遊戲，與參觀者透過

活動，共同探索科學奧秘；部份同學則展示了對智慧城市的構

思，也有同學參與該週六日舉行之科學遊戲樂園，與在場人士

互動交流。

  九月十八日晚上八時，在澳門大學呂志和書院舉行「話九一八 從戰狼二說起」歷史時事講座，

書院院長葉銘泉教授擔任主持，他和澳大教務長阮家榮教授先後分享了自己對歷史的看法。本校歷

史科主任李俊擔任主講嘉賓，以電影《戰狼二》作引

入，讓與會者深思。

  舉辦是次講座，並不是為了挑起兩國的民族仇

恨，而是藉着紀念九一八事件，讓同學感受戰火無

情，明白「和平」二字，確實得來不易，也體會到弱

國無外交的道理。正如電影《戰狼二》背後帶出的訊

息，我們現在過着繁榮、穩定的生活，是源於國家的

強盛。

小三、四級參加科學館
Lego體驗課程

知識產權展板

參加科技週活動

「話九一八 從戰狼二說起」歷史時事講座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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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二十日上午，本校管弦樂團及中學歌詠隊應邀參加假澳門威尼斯人渡假村酒店舉行的第

十四屆世界華商高峰會演出。作為大會唯一邀請的表演團隊，本校學生演繹了《華商頌》、《茉莉

花》以及《Amazing Grace》三首歌曲，深受好評。

  本校何淑儀、龔學賢與梁以念同學，在歐陽效鴻牧師帶領下，於十月十六至廿七日參加在澳洲

昆士蘭州布里斯班舉行之 "World School International Forum 2017"，與來自世界各地優秀之中學生

進行交流，並就大會主題 "The Futures of Food and Water" 與各國代表進行探討，獲益良多。

  十月，為傳承並弘揚敬老崇老的傳統美德，特區政府訂定每年的農曆九月初九為「澳門特別行

政區長者日」，並舉行了首屆澳門長者日的開幕儀式。約六十位本校的中、小學同學，參加了由澳

門街坊會組織之獨居老人賣旗籌款活動。期望透過我們的力量，使關懷老人及服務社會的心能傳揚

開去。

  十月三十一日，本校舉行了初二級環保水火箭比賽  「紅藍夢飛翔」。今次的水火箭比賽以

可回收物料製作為主，比賽方式亦有別以往的比遠比高，是以着陸於特定範圍為比賽標準。

  同學們興趣濃厚，即場製作，試飛後馬上進行比賽，場面熱鬧。成績如下：

  初二正班于安瀾、沈澄和鍾翠庭獲得第一名，初二正班吳卓欣、張芷桐和何雋聆獲得第二名，

初二望班許家熹、黃澤琪和潘正揚獲得第三名。

  另設水火箭造型設計獎，結果由初二信班繆旻熹、朱嘉駿、吳致遠、初二望班張柏聰、簡翊翹、

楊朝傑、初二愛班唐穎謙、張耀恆、林庭頡、初二善班方慧欣、梁苡澄、李靖瑜、初二正班吳卓欣、

張芷桐、何雋聆五組同學獲獎。

世界華商高峰會上演出

參加World School International Forum交流

為獨居老人賣旗籌款

初二級環保水火箭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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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四日下午，本校師生到澳

門大學參加二零一七當代傑出華人科

學家公開講座。兩位華人科學家王濤

研究員及林鳴總工程師，分別為同學

主講航空母艦發展與技術特徵及港珠

澳大橋島隧工程建設，內容精采，參

加師生獲益良多。

  十一月廿三日下午，本校小三、四級延展課程學生前往文化中

心，參與教青局主辦「樂韻悠揚絲路情」國際青年音樂交流匯演之民

樂工作坊。學生們欣賞了塔吉克斯坦民族音樂，樂師們生動地介紹和

示範演奏傳統民族樂器，還邀請同學們一同演奏。美妙的音樂，為小

學第一段考試劃上了愉悅的句號。

  二零一七澳門國際新創周（2017MIS-
WEEK）於十一月廿四至廿六日舉行，是

澳門首個以創業者為主的展覽及多元化分

享會。本校獲邀請參展，當中展示了本校

師生歷年參加英特爾國際科技工程大獎賽

（Intel ISEF）的項目，包括其中兩個獲獎

的水底機械人和無人船。

2017當代傑出華人科學家公開講座

小學生參與民樂工作坊

在澳門國際新創周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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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體藝等獲獎情況理工科體藝等獲獎情況

  六月十日，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學年信息、

創新科技及機械人比賽頒獎禮，本校在「澳門青

少年科技創新作品選拔活動2017」及「澳門科學

與工程大獎賽2016」中，分別獲得二十個優異

獎、十三個優良獎及兩個甲級獎；在「第十五屆

全國中小學信息技術創新與實踐活動  澳門區

選拔賽」獲得一冠、兩亞及一季，成績出眾。

信息及創新科技成績出眾

作品名稱 獲獎者姓名 獎項

優秀作品（小學） 課室掌櫃 吳粲然 優異

個人優秀作品（小學） 防咪錶車位佔用系統 鄧景恆 優異

個人優秀作品（小學） 聲音伴我行 何柏炘 優良

個人優秀作品（小學） 通風口罩 高德其 優良

個人優秀作品（小學） WAKE YOU UP 韓 冷 優良

個人優秀作品（小學） 易回家 - 圖書回架裝置 何曉晴 甲級

個人優秀作品（小學） 智能鬧醒枕貼 何俊廷 甲級

集體優秀作品（小學） 智能魚缸 曾政熙、蘇可瑜、黃彥朗 優良

集體優秀作品（小學） 全自動撿球機 梁芷晴、黃靖雯 優良

集體優秀作品（小學） 毛小孩互助手機程式 黃大佑、程文康 優良

集體優秀作品（初中） Smart Pleco 何旻駿、劉尚學、秦學謙 優異

集體優秀作品（初中） 針對飛機上救援物品的射頻識別管理系統 許璟昊、黃昊泓 優良

集體優秀作品（高中） Identification of novel peptides by RNA sequencing analysis of 陳子翹、楊善瑜 優良

集體優秀作品（高中） 甘草黃連蒲公英抑菌效能及應用 鄭爾軒、陳嘉怡、趙亦晴 優良

優秀科技實踐活動 「硝」遙法外  火鍋湯底中亞硝酸鹽含量研究報告 冰與火之鍋 優良

優秀科技實踐活動 「鈣出新天地」  不同條件下奶製品的鈣含量的測定 培正高二化學興趣小組 優良

科技創意競賽項目 視障人士過路警示系統 賴俊瑋 優異

科技創意競賽項目 電動車廢電池回收報告 黃澤琪 優異

科技創意競賽項目 家居廢紙再生機 莫梓健 優異

科技創意競賽項目 電子導盲套裝 蔡棹睎 優異

科技創意競賽項目 使用期限提示系統 梁熙哲 優異

優秀科學幻想繪畫 能量樹 陳民羲 優異

優秀科學幻想繪畫 外太空溫室城市 陸希琳 優異

優秀科學幻想繪畫 分解垃圾循環系統 江彥婷 優異

優秀科學幻想繪畫 未來環保城市 李珀豪 優異

優秀科學幻想繪畫 北極製冷噴雪機 林蔚璇 優異

優秀科學幻想繪畫 未來海底城市 黎正喬 優異

優秀科學幻想繪畫 人類另一居住點﹕環保地下城市 NATALIA DO ESPIRITO SANTO 優異

優秀科學幻想繪畫 海洋生物生態區及海底城市 吳宜霖 優異

優秀科學幻想繪畫 宇宙之城 岑凱健 優異

優秀科學幻想繪畫 我的未來世界 盧家楠 優異

優秀科學幻想繪畫 玻璃城市地下城 阮曉明 優異

澳門科學與工程大獎賽 Smart Pleco- An Automatic Cleaning and Sampling Ship 何雋軒、何旻駿、 梁竣皓 優異

澳門科學與工程大獎賽 針對飛機上救援物品的射頻識別管理系 許璟昊、黃昊泓、林浩霆 優良

澳門科學與工程大獎賽 飛機表面工作平 陳芍妤、黃嘉謙、劉知遠 優良

移動端網頁創作比賽 小學組 阮曉明 冠

移動端網頁創作比賽 小學組 方愷瑤 亞

移動端網頁創作比賽 小學組 歐志暉 季

移動端網頁創作比賽 初中組 徐延忠 亞

澳門校聞各項比賽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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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聯展（INPEX）於六月十三至十五日舉行，是美國最大型的發明展覽，每

年吸引世界各地對創新發明有興趣的人士參與，場面熱鬧。

  本年，本校組織三位高小同學帶同其創意作品，在馬耀幹老師帶領下遠赴美國參展，獲得優

異成績。袁國展老師指導的小六學生何柏炘及小五學生黃彥朗，分別憑着作品「聲音伴我行」

（Voice Controlled Wheelchair）及「智能魚缸」（Smart Fish Tank）獲得「金獎」；而蘇樂天

老師指導的小六學生程文康，憑着作品「毛小孩互助手機程式」（Hope for the Fluffy）獲得「優

秀獎」。此外，同場舉行的第十屆國際創意節，上述三位同學亦奪得金獎，袁國展、蘇樂天及馬耀

幹三位老師奪得金牌導師獎。這是澳門首次有小學生於「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展」中獲得金獎，創

下本澳小學生參加這個比賽以來的最佳成績，為澳爭光，令人振奮。

  第十五屆廣東省少年兒童發明獎於二

零一七年六月十日在廣東科學中心舉行，

本校參賽學生共獲得一個二等獎、六個三

等獎、一個創新科技獎。

  由澳門科學館舉辦的「科學‧定格— 2017
澳門科學館多媒體創作比賽」頒獎典禮於六月廿五

日下午於科學館舉行，初中組共六個獎項，本校奪

得其中三個。初二愛鄧卓瑜、胡子妍、劉樂瑤獲初

中組二等獎，初二善關嘉琪、江彥婷亦獲得初中組

二等獎。初一善羅靖棋、黃禧蕾、鄭愷亭獲初中組

優異獎。陳健鴻老師、高泳詩老師及黃耀鋒老師獲

大會頒發指導老師獎狀。

小學生赴美匹茲堡發明展奪金破紀錄

第十五屆廣東省
少年兒童發明獎

科學多媒體創作賽獲獎

澳門校聞 各項比賽獎項

173



  六月廿五日在香港舉行的「電動車退役電

池重用國際大賽」，本校無人船小組獲亞軍及

最具可行性大獎，並獲大會邀請於七月底到德

國環保機構考察。

  由香港思科系統有限公司、香

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香港資訊科

技教育領袖協會、澳門生產力暨科

技轉移中心、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及

香港培正專業書院合辦之 「2017港

澳青少年網絡技能競賽」於七月在

香港理工大學舉行。本校高中同學

陳汝樺、徐延忠及盧尚軒獲銀獎。

  本校VEX機械人小

組在閔好年老師和鄧傑

成老師帶領下，於六月

廿九日前往香港參加由

亞洲機器人聯盟主辦的

「 2 0 1 7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機械人精英邀請賽」。

參加本次大賽的隊伍主

要來自香港、澳門、廣

州、深圳、東莞以及佛山。同學們全情投入，與同場隊伍

交流學習，向評委作詳細介紹，獲益良多。在眾多隊伍的

強烈競爭下，VEX小組獲得全場最佳結構獎及二等獎。

  六月下旬，本校水底機械人小組參加中美

青年創客大賽深圳分區賽，獲得二等獎及最具

產品體驗獎，八月初在北京與全國分區賽優勝

隊伍再決勝負及交流學習，本校是唯一中學生

團隊進入全國決賽。

舊電池重用大賽獲亞軍

網絡技能競賽獲獎 VEX機械人小組參加2017粵港
澳大灣區機械人精英邀請賽

中美青年創客分區賽獲
二等獎並進入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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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本校三位同學，阮曉明、方愷瑤

及歐志暉代表澳門，遠赴青島參加第十五屆

「NOC全國中小學信息技術創新與實踐活動」

決賽，同學表現優異，在小學組移動端網頁創

作項目中，阮曉明、方愷瑤兩位同學均獲一等

獎，歐志暉同學獲二等獎。

  七月十九至廿五日，劉天亮老師帶領兩位

中學同學黃志龍和劉家裕，到重慶參加「環球

自然日2017全球總決賽」，同學們緊密配合，

發揮穩定，獲得評判讚賞。

  七月下旬，第九屆「北京— 澳門中學

生科技合作交流活動」，本校學生（黃凱瀅、

楊紫慧、劉沁柔、劉沁悅、官紫柔、廖嘉榮、

朱志朗和陳君霖）與北京延慶一中學生合作，

獲得「最佳探究過程獎」及「最具科學表達力

獎」。其中，陳君霖同學更在頒獎禮上代表全

澳門師生致謝辭。

小學生在NOC信息
創新活動獲一等獎

環球自然日2017
全球總決賽（重慶）

  本校FTC小組在7月中旬到澳洲參加「2017 
F IRST Tech Chal lenge  (FTC)  As ia  Pac i f ic 
Invitational」國際賽，與世界各國三十四支隊

伍角逐，最後在小組排名賽以第五的成績進入

決賽八強。

FTC小組赴澳洲參加國際賽京澳中學生科技活動獲兩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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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高二同學朱景韜為澳門唯一代表，

參加在印尼日惹舉行之二零一七第四十八屆

國際物理奧林匹克競賽。朱同學表現出色，

獲頒銅牌。

  由日本發明創新研究所（JIU）主辦之國際

青少年發明家展覽會於七月廿七至廿九日在日

本名古屋舉行，本校學生在創新科技主任劉冠

華及盧永強老師帶領下參賽。學生們的八份參

賽作品中，獲得了一金（澳門隊唯一金獎）、

二銀、三銅及五個專項獎的佳績。

  本校師生日前成為澳門唯一代表，於七

月 廿 八 至 三 十 一 日 赴 上 海 參 加 「 2 0 1 7 全 國

青少年STEAM創意展示活動」。本年度圍繞

融合STEAM理念，構建智慧城巿為主題，針

對霧霾治理、交通擁堵、食品安全、智能家

居、穿戴設備等問題，提出創新性的解決方

案。此次活動，本校學生所提出的，也可以

成為向特區政府進言獻策的方案，藉以優化

我們的城市生活。

  是次活動包括答辯和技能測試，本校三隊

參賽學生在這些項目中表現出色，獲大會評審

讚賞。

  第一組是由盧聖生老師帶領高三同學李

旭堂、盧偉健、劉安雋、戴銓佑、陳倬霖之

「智能女性內衣   BRAVO」項目，獲該項

賽事最高級別獎項「STEAM 一等獎」，以及

「STEMCloud 最佳功能獎」和「比特實驗室最

佳創意獎」。

  另外一組由梁沛津老師指導高二同學朱景

韜、何潤景、葉沛賢、甘思琪之「澳門智能導

遊  app」項目獲「智勇之星獎」。該隊同學更

是唯一澳門代表在閉幕禮上展示作品的隊伍。

  初中組一隊則由黃燦霖老師帶領同學徐延

忠、劉蔚楠、霍靉雯之「NFC 移動身份認證系

統」項目獲「STEMCloud 最佳功能獎」及「比

特實驗室最佳創意獎」。

國際物理奧林匹克競賽
獲銅牌

國際青少年發明家
展覽會2017

本校學生參加
全國創客賽獲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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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廿九屆國際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於七月廿八日至八月四日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舉行，共有八十

多個國家和地區參加。本校三位高三學生周昊天、蔡啟祥及鄧楚灝經過本地的選拔賽成為澳門代

表，並由澳門電腦學會林定領隊和孫戈明副領隊帶領下進行比賽。經過激烈比賽後，周昊天同學以

較穩定表現獲得銀牌，鄧楚灝同學獲得銅牌，而蔡啟祥同學雖然未能獲獎，在整個比賽中表現亦相

當出色。本屆比賽亦是澳門代表隊成績最好的一屆，三位同學同時為母校、為澳門增光。

  國際信息學奧林匹克（International Olympiad in Informatics; IOI）為國際間中學生參與之

一項學術競賽活動。此項活動是一九八七年十月保加利亞籍教授Sendov在第廿四屆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大會提出國際信息學奧林匹克的構想，一九八九年五月，UNESCO首度發起並資助保加利亞

之Pravetz 市舉行第1屆國際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IOI）活動。之後每年均在不同國家舉行，堪稱

國際上一項重要之青少年學術

競賽活動。

  競賽分兩輪賽事，每輪賽

事參賽學生會收到三條題目，

內容以算法運用為主。學生需

要在五小時內完成題目分析、

程式設計編寫及除錯等工序。

最後以他們提交的程式可通過

測試數據的多少為計分依據。

  由中國宋慶齡基金會主辦「第十三屆宋慶

齡少年兒童發明獎」於八月七至十一日在北京

洛士文國際交流營地舉行，本校同學共有四項

作品參賽。小六何曉晴「易回家—圖書回架

裝置」榮獲銀獎、小五朱嫣然「智能圖書館」

獲創意獎、小六鄧景恆「防咪表車位佔用系

統」及初三徐延忠、劉蔚楠「NFC 移動認證

教室日誌」獲優秀獎；本校領隊老師袁國展獲

輔導教師獎。

  九月十六日，本校學生參與「澳電校園電

力菁英」培訓計劃，當中三名獲頒發證書，而

初三正班何穎彤獲頒最佳報告獎，初三望班周

政浩獲頒優異表現 。

國際信息學奧林匹克獲一銀一銅

宋慶齡發明獎獲多個獎項 參與澳電校園
電力菁英培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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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物理興趣小組成員於九月參加

由台灣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與英國文化協

會聯合舉辦的抗震盃比賽。培正為澳

門唯一被邀請的參賽隊伍，同學們在比

賽中與其他國家設計的抗震模型互相較

量，擴闊視野，最後兩隊參賽隊伍皆獲

得耐震獎。指導老師為梁沛津老師、胡

俊明老師。

  十月，本校物理興趣小組同學於二零一七第三十四

屆全國中學生物理競賽（複賽）中表現優異，獲獎名

單如下：一等獎：朱景韜（高三信）、葉沛賢（高三

望）；三等獎：陳思愉（高二信）、何俊毅（高二

信）、鄒雨豪（高二信）、王少傑（高二信）。梁沛津

老師獲廣東省中學生物理競賽委員會頒發榮譽証書。

  由亞洲機器人聯盟主辦的「第二屆澳門機械人工程挑戰賽」於十月十四日舉行，本校VEX機

械人小組在閔好年老師和鄧傑成老師帶領下，在聯隊賽中，林浩霆、陳芍妤的隊伍奪得聯賽冠

軍，吳滿滿、李希怡、許凱欣、陳偉聰的隊伍更勇奪初中組全場最優秀大獎以及聯隊賽第二名。

  在本年七、八月時，同學們也先後參加了在香港舉行的「粵港澳大灣區機械人挑戰賽」以及八

月在北京舉辦「2017世界機器人大會」。同學們經過多個月來的準備，在先前的比賽中吸收各地

強隊的經驗，經過多次反覆調試，不斷改善機械人在比賽場上的表現。

  今年比賽澳門各間學校的實力明顯增強，每一間學校都有出色的表現，香港也有六支隊伍前來

參賽。而我校四支隊伍中有三支都進入前十名。縱然在比賽過程中遇到不同的難題，同學們也能迅

速解決問題，同學們表現優秀，進步巨大。

抗震盃比賽 全國中學生物理競賽表現優異

VEX機械人工程挑戰賽獲全場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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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培正中學VEX機器人團隊參加

「2017 VEX機器人展覽會暨第八屆亞洲

機器人錦標賽中國區選拔賽」於十一月

二至五日在珠海舉行，培正學生與各省

優秀隊伍競爭，最終取得初中組一等獎

及高中組三等獎，同時初中組在技能賽

中獲得第十一名的好成績並勇奪「最佳

評審獎（ Judges Award）」，評委對同

學們的表揚和肯定，充分體現了同學們

在培正STEAM教育理念下，其能力得以

飛躍提昇。

培正學生獲頒VEX機器人賽一等獎

培正學生於德國發明展再獲佳績

「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創新科學大賽」獲獎

  三 名 培 正 學 生 在 馬 耀 幹 老 師 帶 領 下 ，

於 十 一 月 二 至 五 日 赴 德 參 加 世 界 三 大 發 明

展之一的「第 6 9 屆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展

（ i E NA）」，經過評審對作品評定後，結

果由袁國展老師指導的小六學生蘇可瑜，憑

作品「智能魚缸」（Smart Fish Tank）奪得

金獎；蘇樂天老師指導的初一學生黃天佑，

其作品「毛小孩互助手機程式」（Hope for 
the  F lu f fy）奪得銀獎；郭振業老師指導的

小六學生楊卓瑩，其作品「感光護眼書籤」

（Photosensit ive Bookmark）奪得銅獎。

  由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創新科學教育基地大賽組委會主辦之「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創新科

學大賽」於十一月十一至十二日在深圳舉行。本校學生與全場三百零一位參賽者比拼，發揮出

色，最終由袁國展老師指導的小

六賀君潁、吳宜臻及朱嫣然獲得

了機器人三項比賽中的二等獎；

Sc ra t ch動畫製作賽中，由蘇樂

天 老 師 指 導 的 小 五 王 玥 、 黃 昊

洋、許熙絡獲二等獎，小五曾彥

蕎、陳曉晴、黃莉茵、蔡垂澤、

施人銘、鄭宇軒、小六鮑凱健及

黃霆鏵獲三等獎，小六施人瑋及

米弘睿獲最佳功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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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俊濠同學及鄧柏希同學在陳少婷老師帶領下，於十一月十至十二日前往美國哥斯達黎加參加

WRO2017世界賽，與來自五十五個國家和地區的選手進行機械人競技。這是澳門區的學生首次能

進入到WRO世界賽的決賽，同學在比賽中經過反覆調試，最終在八十一支隊伍中取得了第四十八

名的成績，這亦是小學組別中澳門區代表的最好成績。

  由中國發明協會主辦「第二十二屆全國發

明展覽會」於十一月廿二至廿五日在潭州國際

會展中心舉行，由袁國展老師指導的曾政熙同

學，其作品「智能魚缸」獲得了銅獎。

  袁國展老師組織及帶領十一位同學參與

「小太空人計劃   美國太空人培訓及西岸

遊學」，該活動是全澳首次開展，主要是訓

練學員的團隊合作精神、領導能力，以及太空

人模擬訓練。本校學員於七月廿八日全體順利

畢業，而吳宜臻同學憑着出色的表現，超過

一百五十名學員獲得了活動的最高獎項「Right 
Stuff」，她更是首位獲此獎項的中國學員。

WRO2017世界賽

第二十二屆
全國發明展覽會

美國小太空人
培訓獲最高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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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廿六日，於澳門理工學院進行「2017
第七屆慶回歸．衝上雲霄  全澳學生紙飛機大賽

暨第三屆兩岸四地學生紙飛機大賽」，本校獲組織

大獎及飛行時間最長的團體亞軍。得獎名單如下：

高二正 林承佑

初二善 林子堯

初一愛 張言銘

紙飛機設計造型大獎：個人季軍

初一望 葉凱晴 
紙飛機設計造型大獎：個人優勝獎

初一望 陳君維

飛行距離最遠：冠軍 
高二正 林承佑

  二零一七年全澳柔道公開賽已於十一月底圓滿結束。在今屆賽事中，本校共有十一名學生獲得

是次賽事獎項。

比賽得獎名單如下：

P3B 吳諾恆 男童（6-8歲）-31kg冠軍

P3D 阮子浚 男童（6-8歲）+35-45kg亞軍

P4B 陳天證 男童（9-10歲）-27kg亞軍

P4E 李彥孜 女童（9-10歲）-31kg季軍

P4E 胡家瑋 男童（9-10歲）-31kg亞軍

P5E 黃仲賢 男童（9-10歲）-40kg亞軍

P6A 王迪生 男童（11-13歲）-60kg冠軍

P6A 米弘睿 男童（11-13歲）-38kg季軍

P6B 鄭柏灝 男童（11-13歲）-32kg冠軍

P6C 李振榮 男童（11-13歲）-60kg季軍

S2D 饒思祺 女童（11-13歲）+52-62kg亞軍

  十一月，高一望徐延忠同學之攝影作

品《小城窩居》榮獲亞洲專業攝影師協會

（PPAC）下半年國際網上攝影比賽人文組第

一名，及二零一七國家地理全球攝影大賽青

少年組第三名。

紙飛機大賽獲多個獎項

全澳柔道公開賽獲三冠五亞三季

徐延忠同學攝影作品獲
國際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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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電局多項比賽頒獎禮於十月九日舉行。

本校小五同學張清菱和譚鎧宜分別獲得由郵電

局舉辦之「2017年郵電局信札徵文比賽」的第

一組之冠軍及亞軍，初二同學盧詠珈獲得第二

組亞軍；初三同學江彥婷及初二梁雅一分別獲

得「2017畫出郵票故事」創作比賽冠軍及季

軍，高一同學勞詠芯獲得最佳作品獎；初一同

學林沅婉獲得「郵政儲金局一百週年紀念明信

片設計比賽」的兒童組季軍。

  由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主辦，教青局、

文化局及澳門設計中心協辦的「第八屆澳門時

裝畫藝術大賽」於六月十五日舉行頒獎儀式暨

作品展。今屆比賽的主題是「馬交故事」，參

賽者以獨特的構圖、色彩和技巧，描繪出各人

心目中的澳門故事，每幅作品都極具特色。

  在學生組百多份參賽作品中，本校陳倬霖

同學奪冠軍，吳紀忻獲亞軍，陳雅穎獲兩優異

獎、勞漢琛及喻迪獲優異獎。

  第三十九屆全澳學生繪畫比賽於十一月廿五日舉行頒獎禮，李奕儒、黃康庭、梁佑愷、阮曉

明、麥嘉恩及伍悅之六位同學獲一等獎，其中梁佑愷、麥嘉恩及伍悅之兼得獎學金。十六位同學獲

二等獎，廿三位同學獲入選獎。

郵電局多項比賽頒獎禮

時裝畫藝術賽獲冠亞軍

第三十九屆全澳學生繪畫比賽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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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比賽屢獲佳績數學比賽屢獲佳績

  六月十六至二十日在惠州市舉行第廿二屆「華羅庚金杯」少

年數學邀請賽總決賽，有來自包括港澳台在內的全國一百四十支

代表隊、一千二百多名選手參與。本次賽事中，澳門共有兩名小

六學生及兩名初一學生代表參與，其中兩名為本校學生。

  在本次賽事中，本校張証然同學取得初一組的個人金牌。為

澳門參賽十多年以來，首位在該賽事中獲得金牌。

  六月廿四日，本校首次參加在香

港舉行之全港青少年數學挑戰賽，各

級參與的學生均取得優異成績，其中

鄭潁芝同學獲中五、中六組冠軍，唐

健維同學獲中三組亞軍，黎卓林同學

獲中二組季軍。

第廿二屆華羅庚金杯
少年數學邀請賽全國總決賽

2017全港青少年數學挑戰賽

第十五屆「走進美妙的數學花園」
  第十五屆「走進美妙的數學花園」

青少年展示交流活動於六月十九至廿三

日在天津巿黑利伯瑞國學校舉行。全國

逾七百名學生，二十一支隊伍參加。本

校黎卓林同學在該賽事中取得了初二年

級冠軍及在優秀數學建模論文答辯中取

得年級亞軍，成績優秀，為本次參賽澳

生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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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度，初三望唐健維同學在美國高中數學競賽(ARML)中，獲得國際組團體季軍。

希望杯、環亞太杯及數學大王頒獎中，碩果纍纍。

項目 班別 姓名 獎項

希望杯 P4C 施人銘 銅獎

希望杯 P4A 林志聰 銅獎

希望杯 P4B 鄭子謙 銅獎

希望杯 P4C 唐健寧 銅獎

希望杯 P5A 施人瑋 銅獎

希望杯 P5B 黃浩政 銅獎

希望杯 P5B 鄭灝猷 銅獎

希望杯 P5A 梁正朗 銅獎

希望杯 P5C 曾子樂 銅獎

希望杯 P6B 陳浩徽 銅獎

希望杯 P6B 顏俊偉 銅獎

希望杯 P6E 譚子弘 銅獎

希望杯 P6B 葉俊濠 金獎

希望杯 P6B 陳君維 銅獎

希望杯 P6E 余國維 銅獎

希望杯 S1A 張証然 銀獎

希望杯 S1A 方 澍 銅獎

希望杯 S1A 黃智仁 銅獎

希望杯 S2A 羅一驊 金獎

希望杯 S2A 黎卓林 金獎

希望杯 S2A 梁子浩 銅獎

數學賽頒獎

項目 班別 姓名 獎項

希望杯 S2A 賴曉弘 銅獎

希望杯 S3B 唐健維 金獎

希望杯 S3A 吳嘉駿 銀獎

希望杯 S3A 黃翱駿 銅獎

希望杯 S3A 李智仁 銅獎

希望杯 S4A 李祉諺 銀獎

希望杯 S4A 何俊毅 銅獎

希望杯 S4A 鄭麗而 銅獎

希望杯 S4A 陳思愉 銅獎

希望杯 S4A 龔學賢 銅獎

希望杯 S4B 吳家俊 銅獎

希望杯 S4B 馮明佑 銅獎

希望杯 S4A 王少傑 銅獎

希望杯 S5A 鄭潁芝 銀獎

希望杯 S5A 黎卓杰 銅獎

希望杯 S5A 林志聰 銅獎

希望杯 S5A 趙泓達 銅獎

希望杯 S5A 王鑫洋 銅獎

希望杯 S5A 石俊麒 銅獎

希望杯 S5B 任凱翎 銅獎

希望杯 S5A 鄭爾軒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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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班別 姓名 比賽年級 獎項

數學大王 K3C 梁哲尚 K3 優異獎

數學大王 K3D 馮悅賢 K3 金獎

數學大王 P1A 梁啟賢 P1 金獎

數學大王 P1C 何彥樂 P1 金獎

數學大王 P1C 周灝賢 P1 優異獎

數學大王 P1D 吳孝謙 P1 優異獎

數學大王 P2B 吳奕軒 P2 金獎

數學大王 P2D 葉佩淇 P2 優異獎

數學大王 P3A 施懿軒 P3 銀獎

數學大王 P3B 朱嘉培 P3 優異獎

數學大王 P4B 馮逸賢 P4 銀獎

數學大王 P4B 鄭子謙 P4 銀獎

數學大王 P4C 施人銘 P4 冠軍

數學大王 P4D 黃莉茵 P4 優異獎

數學大王 P5A 施人瑋 P5 金獎

數學大王 P5A 梁正朗 P5 銀獎

數學大王 P5B 黃浩政 P5 金獎

數學大王 P6B 陳浩徽 P6 銀獎

數學大王 P5B 黃浩政 P6（跨級） 銀獎 

數學大王 P6B 黃天佑 P6 銅獎

數學大王 P5A 施人瑋 P6（跨級） 銅獎

數學大王 P6E 余國維 P6 優異獎

數學大王 P6E 譚子弘 P6 金獎

數學大王 S1A 黃智仁 F1 冠軍

數學大王 P6B 陳浩徽 F1（跨級） 金獎

數學大王 P6E 余國維 F1（跨級） 銅獎

數學大王 S1A 黃智仁 F2（跨級） 銀獎

數學大王 S3A 吳嘉駿 F3 銀獎

數學大王 S3B 唐健維 F3 金獎

環亞太杯 K3C 梁哲尚 幼高 三等獎

環亞太杯 K3D 馮悅賢 幼高 一等獎

環亞太杯 P1A 梁啟賢 一年級 一等獎

環亞太杯 P1C 何彥樂 一年級 三等獎

環亞太杯 P1C 周灝賢 一年級 優異獎

環亞太杯 P1E 劉奕蓁 一年級 三等獎

環亞太杯 P2B 吳奕軒 二年級 二等獎

環亞太杯 P2D 葉佩淇 二年級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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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班別 姓名 比賽年級 獎項

環亞太杯 P3A 施懿軒 三年級 特等獎

環亞太杯 P3B 朱嘉培 三年級 優異獎

環亞太杯 P3B 邱焯楠 三年級 二等獎

環亞太杯 P3C 陳柏諭 三年級 一等獎

環亞太杯 P3E 伍行知 三年級 一等獎

環亞太杯 P4B 馮逸賢 四年級 二等獎

環亞太杯 P4B 鄭子謙 四年級 一等獎

環亞太杯 P4C 施人銘 四年級 冠軍

環亞太杯 P4C 唐健寧 四年級 三等獎

環亞太杯 P4D 黃莉茵 四年級 優異獎

環亞太杯 P5A 施人瑋 五年級 特等獎

環亞太杯 P5A 梁正朗 五年級 一等獎

環亞太杯 P5B 張樂庭 五年級 三等獎

環亞太杯 P5B 梁熙哲 五年級 二等獎

環亞太杯 P5B 黃浩政 五年級 一等獎

環亞太杯 P5B 潘愷彥 五年級 三等獎

環亞太杯 P5B 韓承峻 五年級 優異獎

環亞太杯 P5B 譚貯文 五年級 三等獎

環亞太杯 P6B 陳浩徽 六年級 一等獎

環亞太杯 P6B 黃天佑 六年級 三等獎

環亞太杯 P6B 黃旨鵬 六年級 優異獎

環亞太杯 P6B 葉俊濠 六年級 特等獎

環亞太杯 P6E 余國維 六年級 二等獎

環亞太杯 P6E 黃浩霖 六年級 優異獎

環亞太杯 P6E 譚子弘 六年級 二等獎

環亞太杯 P5B 黃浩政 六年級（跨級） 二等獎

環亞太杯 S1A 吳致遠 中一 三等獎

環亞太杯 S1A 黃智仁 中一 特等獎

環亞太杯 P6B 陳浩徽 中一（跨級） 一等獎

環亞太杯 S1A 黃智仁 中二（跨級） 冠軍

環亞太杯 S3A 吳嘉駿 中三 一等獎

環亞太杯 S3A 李智仁 中三 一等獎

環亞太杯 S3A 黃智恆 中三 二等獎

環亞太杯 S3A 楊可忠 中三 三等獎

環亞太杯 S3B 唐健維 中三 特等獎

環亞太杯 S3B 葛孝學 中三 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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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二日，WMI二零一七世界數學邀請賽（澳門賽區）頒獎禮於科技大學舉行，本校同學獲

獎如下：

團體賽：

幼稚園組總冠軍、小學組總冠軍、中學組總亞軍

個人賽金獎：

幼稚園：黃荻翹 劉晉亨

小學：趙迅兒、鍾文皓、林鉑洪、施人銘、鄭子謙、黃浩政、施人瑋、梁正朗、陳浩徽、譚子弘

中學：葉皓軒、黃智仁、黎卓林、羅一驊、何俊毅、李祉諺、鄭潁芝

個人賽銀獎：

幼稚園：鄭淨桐

小學：麥俊希、何彥樂、劉卓峯、張祉萱、梁正樂、施懿軒、蔡垂澤、鄭灝猷、梁熙哲、葉俊濠、

顏俊偉

中學：方澍、余兆嵐、張証然、吳卓諺、區柏豪、李希怡、梁子浩、陳冠泓、王鑫洋、黎卓杰、

魏可盈

個人賽銅獎：

幼稚園：馮柏潼、盧梓毅

小學：施懿罡、譚天琳、吳奕軒、劉巧盈、李迪朗、伍行知、李思賢、鄭昊侖

中學：莫梓健、陳並明、賴穎妍、項一凡、黃以琳、賴曉弘、李瀚恩、黃俊銳、蔡頌濠、趙泓達、

林志聰、蔡啟祥

世界數學邀請賽奪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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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林匹克數學「三維杯」環亞太國際邀請賽（2017）頒獎禮於七月九日舉行，本校同學獲獎

如下：

團體賽獎項：

高小組冠軍、高小組季軍、中小組亞軍、中小組季軍。

個人賽金獎：

小三：林鉑洪

小四：施人銘 
小五：黃浩政、施人瑋、鄭灝猷

小六：譚子弘、葉俊濠、陳君維

初三：黃智恆、李智仁

個人賽銀獎：

小三：陳柏諭、李思賢、伍行知 、陳軒賢、施懿軒、

 源卓穎、陳鶴珣、劉健楠

小四：鄭子謙、林志聰、黃莉茵、鄭昊侖

小五：梁熙哲、梁正朗、黃彥朗

小六：陳浩徽、顏俊偉、余國維

高二：陳毅彬

個人賽銅獎：

小四：鄭宇軒

  七月，第五十八屆國際數學奧林

匹克（ IMO2017）於巴西舉行，本

屆 IMO競賽中，六名澳門區代表同

學中，有三名本校學生，分別為周昊

天、鄧楚灝、魏可盈。其中周昊天同

學繼上年為澳門廿五年來奪得首面金

牌後，今年再次為澳門奪得金牌榮

譽，是目前澳門唯一一位連續兩年奪

得金牌的同學，為澳門為母校爭光。

三維杯數學賽頒獎

周昊天在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再奪金牌

第14屆中國東南地區數學奧林匹克活動
  七月三十至三十一日，第十四屆中國東南地區數

學奧林匹克活動在江西省玉山縣第一中學舉行，在澳

門代表隊的八個參賽隊員中，有四個為澳門培正中學

的學生，他們是高二何俊毅、李祉諺、高三黎卓杰及

鄭潁芝，其中高二何俊毅和李祉諺在高中組別分別獲

得個人三等獎，為校增光。頒獎儀式及閉幕式在八月

一日晚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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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公開賽（亞洲總決賽）

第16屆
中國女子數學奧林匹克

數學及工程賽取佳績第8屆世界數學團體錦標賽

  本校唐健維、陳思愉同學於八月三日遠

赴馬來西亞代表澳門參加「亞洲國際數學奧

林匹克公開賽（亞洲總決賽）」，與來自廿

一 個 國 家 和 地 區 的 學 生 同 場 競 賽 ， 包 括 中

國 、 台 灣 、 香 港 、 澳 門 、 新 加 坡 、 馬 來 西

亞、泰國、緬甸、哈薩克和烏茲別克等，最

後唐健維同學取得冠軍及國際之星，陳思愉

同學取得銀獎，為校爭光。

  教青局於八月十一至十六日派出四名女學生

前往重慶巿第八中學，參加由中國數學會奧林匹

克委員會主辦的二零一七年「第十六屆中國女子

數學奧林匹克」，是次競賽共吸引了來自世界各

地的五十一個精英代表隊參加。澳門代表隊在粵

華中學老師許燕瓊帶領下，與各地參賽者進行了

激烈比賽。其中，高三鄭潁芝同學獲得二等獎，

成績不錯。大會在競賽期間還為各地學生安排了

豐富的交流及參觀活動，師生們增廣見聞，獲益

良多。

  十一月，高三兩位女生畢業旅行回澳後，

旋即在胡俊明老師帶領下啟程赴穗，參加第十

屆丘成桐中學數學獎南部賽區，這是一個高水

平的比賽。楊紫慧、黃凱瀅這一組合，獲晉級

丘獎總決賽。

  本校三隊學生在澳門科學與工程大獎賽中，

均獲佳績。他們分別得到第一名，第二名和第四

名，指導老師為劉冠華、梁瑩瑩、閔好年，這是

師生長時間認真探索的成果，有望在國際INTEL
賽事中爭取更優秀的成績。

  十一月廿三日，第八屆世界數學團體錦標賽

在北京舉行，共有一百零三支隊伍參賽。頒獎禮

於十一月廿五日舉行，本校獲獎名單如下：

個人賽金獎： 小六梁熙哲、小五施人銘

個人賽銀獎： 小六施人瑋、梁正朗、鄭灝猷

個人賽銅獎： 小六黃彥朗、黃浩政、小五黃莉茵

個人賽優秀獎： 小六齊振安、趙子樂、

 譚貯文、張樂庭

團體賽優秀獎： 小六齊振安、趙子樂、譚貯文、

 張樂庭、黃彥朗、小五黃莉茵

團體賽第24名： 小六梁熙哲、鄭灝猷、施人瑋、

 梁正朗、黃浩政、小五施人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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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文創作　文采出眾徵文創作　文采出眾

  六月三日，第三十二屆全澳學生朗

誦比賽舉行頒獎禮。

全澳學生朗誦賽頒獎

  由澳門知識產權協會主辦，工商業發展基金、澳門基金會和教青局贊助的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

年度「保護知識產權中學生徵文比賽」、「保護知識產權澳門中學生微電影比賽」，於六月廿四日

舉行頒獎典禮。本校有多位學生獲獎並獲大會頒發「先進學校」獎項。

獲初中組徵文一等獎： 初三善李伊晴、張永康

獲高中組徵文一等獎： 高三信甄富坤、高三善易敏彥、高二愛陳子筠

獲初中組徵文二等獎： 初一愛張雅汶

獲高中組徵文二等獎： 高一愛方凱琳、馮慶雯、高二信陳孝弘、高二善黃亦韻、高三愛林昆賢、

 高三愛潘凌子、高三善梁詠詩

獲初中組徵文三等獎： 初一愛胡凱琳

獲高中組徵文三等獎： 高一信余傑棋、高一信李祉諺、高一信李瀚恩、高一愛楊茗、

 高二善林曉欣、高三望林文浩、高三善陳心悅、高三善蒲慧慈、

 高三正陳曉晴、高三正陸文瀚

獲微電影一等獎： 初一善司徒悅怡、李潁彤、張清維、許庭蔚

獲微電影二等獎： 初三信劉蔚楠、初三望黃蓁賢、初三愛霍靉雯

獲微電影三等獎： 初一善葉煒軒、譚雍毅、許天然、冼嘉俊

保護知識產權系列比賽頒獎

  六月十日，第十三屆「我讀孔子」徵文比賽舉行頒獎典

禮。本校學生譚禧睿獲一等獎並於典禮發表得獎感言，探討

學習的本質，譚同學同時獲得「公眾最喜愛的作品大獎」，

鄒雨豪獲二等獎，譚卓希、黃靖琳獲三等獎，馮澤文、

黎卓杰、葉沛賢、陳子筠、葉靖宜、劉沁柔獲優秀獎。

我讀孔子徵文賽獲佳績

本校榮獲特優獎及一等獎之部份同學合照留影本校榮獲特優獎及一等獎之部份同學合照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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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廿六日，本校同學參加由澳門江門青年會

主辦的「我眼中的澳門」徵文比賽，喜獲佳績。高一

信樊鑄真、莫雅婷獲一等獎，高三信甘思琪、高三愛

梁翊翀、高三善林曉欣獲二等獎，高二愛楊詠鈞、高

二善黃薏霖、高三信馮君蕎、高三愛李綽楠、高三正

關家傑獲三等獎。

  七月，由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文化委員

會主辦的第五屆金蓮花盃徵文比賽，高二

望葉沛賢同學獲得高中組季軍。

  十 一 月 ， 本 校 高 二 學 生 譚 健 禧

於 「 第 十 三 屆 科 普 書 籍 閱 讀 獎 勵 活

動   健 康 小 食 」 榮 獲 高 中 組 二 等

獎 ， 而 初 三 學 生 李 曉 恩 榮 獲 初 中 組 三

等 獎 ， 小 六 學 生 葉 珈 銘 、 劉 梓 毅 、

麥嘉恩、趙海澄榮獲小學組三等獎。

  由澳門理工學院主辦「第十六屆全澳英語演講大

賽暨第二十三屆『21世紀杯』全國英語演講大賽澳門

分區賽決賽」及頒獎禮於十一月十二日在澳門理工學

院舉行。我校同學表現優秀，小五林靖希力壓各校高

手，獲得該組別（高小組）冠軍及中文小學最佳演講

獎，小四羅啟儀獲得高小組優異獎；初三黃凱欣、高

三黃凱瀅分別獲得初中組及高中組優異獎。

「我眼中的澳門」徵文比賽頒獎禮

金蓮花盃徵文賽獲季軍

參與科普書籍閱讀獎勵活動

全澳英語演講大賽獲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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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其他

  六月廿五日，尋常消費考察獎勵計劃，高

二愛黎澤東、黎子駿、許淨潼，高二善陳靜儀

獲高中組最佳選題獎。

  「第六屆控煙與健康全澳學生校際問答比

賽」於十月廿二日舉行，共有來自二十多間學

校四十三支隊伍參加，人數為歷年之冠。經過

激烈的比賽，最後培正B隊（高一秦學謙、黎朗

妍、關懿婷）獲得亞軍；培正A隊（高三楊善

瑜、周睿哲、黎柏妍、陳子翹）獲得優異獎。
  澳門首屆新濠盃「漢語英雄」澳門青少年

漢語知識大賽決賽於十月廿二日落下帷幕。小

學和中學代表隊皆獲得季軍。他們獲邀參加西

安文化遊學之旅，親身體驗古城西安悠久的歷

史文化，增長見識。

消費考察獲最佳選題獎

控煙問答比賽獲亞軍

漢語知識大賽獲季軍

蒲慧慈同學獲Powerpoint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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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同學參加第八屆澳門青少年外交知識競賽獲得優異獎

  本校同學於十月廿九日參加愛爾蘭領事館

主辦之英語演講比賽，囊括了初級組冠、亞、

季軍和最受歡迎獎。獲獎同學分別是：冠軍劉

尚學（高一級），亞軍及最受歡迎獎甘文軒

（初二級），季軍歐錦鈞（初二級）。

  本校初三學生江彥婷、關嘉琪、陳浩銘、

梁倩微參與澳門工聯筷子基家庭及社區綜合服

務中心舉辦的「Like近角度—社區零距離」

及澳電舉辦的「開心Share，電滿Fun」短片拍

攝比賽，均獲頒發優異獎。

愛爾蘭領事館
英語演講賽包辦三甲

學生參加短片賽獲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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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一覽表教職員一覽表

羅永祥 校監

高錦輝 校長

郭敬文 副校長兼總務主任

陳敬濂 副校長

梁永棠 德育主任（統籌中、小、幼德育工作）

楊珮欣 教務主任（統籌中、小、幼教務工作）

陳志誠 行政主任

歐陽效鴻 基督教教育主任、聖經科主任、中學聖經

蕭文毅 校務辦公室主任

劉玉玲 幼稚園主任

馮少嫻 小學教務主任

黃潔冰 小學德育主任

林健邦 初中德育主任

王錦鳳 初中德育主任、中學品德與公民

蔡力行 升學及聯課活動輔導辦公室主任、

中學品德與公民

劉慧敏 圖書館主任

黃 健 校長助理、中學品德與公民

陳德明 實驗室輔助教學人員（副總務主任）

駱劍峰 副總務主任、小學資訊科技科主任、

資訊科技發展技術員、小學常識資訊科技

鄺卉妍 副教務主任及課程發展、生涯規劃及升

學輔導、學生活動及普通話課程發展統

籌、中學品德與公民

柏 青 小學教務主任助理（課程發展）、普通

話課程發展統籌、小學普通話

馮燕嫻 小學教務主任助理（課程發展）、小學

數學科主任

黃雪蓮 行政主任助理及學生活動、家長教師會

協調員、小學常識（自然科學探究）

盧少梨 學校健康促進主管

歐競湘 駐校校醫

葉樹強 實驗室主管

趙 康 實驗室輔助教學人員

蘇麗政 實驗室管理人員

許梅婷 閱讀推廣人員

馬嘉麗 閱讀推廣人員

溫淑玲 餘暇活動人員

劉錦盈 餘暇活動人員

馬偉志 總務兼校務員

翁朝華 總務兼校務員、小學數學

梁華炳 會計兼升學輔導員

何嘉豪 校務員

謝兆倍 出納

梁國勇 資訊科技發展技術員、小學常識

（資訊科學及視覺藝術）

黃智中 資訊科技發展技術員、中學物理

及資訊科技

朱若凡 餘暇活動人員

陳俊賢 資訊科技教育人員

尹志勝 技術員

吳煉柯 校務員

劉綺雯 校務員

唐少慧 校務員

毛劍賢 基督教教育處協調員、中學聖經

梁頌文 兼職助教

沈正剛 3D建模助理

張慧敏 高三信班主任、化學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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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俊明 高三望班主任、數學科主任

薛展充 高三愛班主任、中學數學

梅致常 高三善班主任、中學數學

麥芷琪 高三正班主任、中文科主任

方秀娟 高二信班主任、中文副科主任

吳欣霞 高二望班主任、中學英文

呂照航 高二愛班主任、中學英文

陳衛聰 高二善班主任、中學英文

郭艷玲 高二正班主任、中學中文

林佩欣 高一信班主任、中學中文

梁瑩瑩 高一望班主任、中學生物

杜詠詩 高一愛班主任、中學英文

鍾子程 高一善班主任、中學歷史

黃艷梅 高一正班主任、中學數學

余少君 初三信班主任、中學中文

陳小欽 初三望班主任、中學化學

吳惠梨 初三愛班主任、中學中文

鄭國康 初三善班主任、中學英文

梁駿杰 初三正班主任、中學數學

蔡桂枝 初二信班主任、中學中文

黃耀鋒 初二望班主任、中學中文

余靜雯 初二愛班主任、中學英文

劉天亮 初二善班主任、數學科副主任

蕭欣翹 初二正班主任、中學中文

張海珊 初一信班主任、中學歷史

伍家明 初一望班主任、中學中文

鄭穎清 初一愛班主任、中學數學

廖鳳儀 初一善班主任、中學數學

蕭沛強 初一正班主任、中小學體育

梁紫君 小六信班主任、小學英文

謝玉雁 小六望班主任、小學聖經、中文

陳秋明 小六愛班主任、德育級組長、小學數學

容穎亨 小六善班主任、小學聖經、數學

蔡毓瑜 小六正班主任、小學中文

羅秋凝 小五信班主任、小學聖經、英文

司徒健儀 小五望班主任、小學中文

管淑賢 小五愛班主任、小學數學、資訊科技

梁美穠 小五善班主任、小學英文

林碧珊 小五正班主任、小學中文、資訊科技

許鎮環 小四信班主任、小學英文

李瑞英 小四望班主任、小學數學、中文書法

歐玉珍 小四愛班主任、小學聖經、中文

曾碧芬 小四善班主任、小學中文

黃麗晶 小四正班主任、小學英文

鄭燕明 小三信班主任、小學英文

吳惠仙 小三望班主任、德育級組長、小學中文

羅錦霞 小三愛班主任、小學英文

梁綺婷 小三善班主任、小學中文

陳美容 小三正班主任、小學中文科副主任

鍾慧玲 小二信班主任、小學英文科副主任

楊嘉儀 小二望班主任、小學中文

鄺仲維 小二愛班主任、小學數學、資訊科技

梁艷紅 小二善班主任、小學常識

高美琦 小二正班主任、小學中文

莫韻姿 小一信班主任、小學英文、常識

陳錦梅 小一望班主任、德育級組長、小學數學

邱玉貞 小一愛班主任、小學數學、資訊科技

湯 蔚 小一善班主任、小學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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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雪華 小一正班主任、小學中文

黃清勤 幼稚園教師

朱少興 幼稚園教師

林慧萍 幼稚園教師

鄧琼芳 幼稚園教師

鄭美妮 幼稚園教師

周月翠 幼稚園教師

蔡玉屏 幼稚園教師、級組長

陳潔敏 幼稚園教師

梁婉儀 幼稚園教師

張彥嵐 幼稚園教師

黃燕清 幼稚園教師

方詠欣 幼稚園教師

郭少芳 幼稚園教師、級組長

鄭美寶 幼稚園教師

關嘉玲 幼稚園教師

楊穎斯 幼稚園教師

梁定剛 幼稚園教師、級組長

陳欣怡 幼稚園教師

黎意珍 幼稚園教師

吳凱晴 幼稚園教師

潘妙娟 幼稚園教師

楊鳳蘭 幼稚園教師

李名殷 幼稚園教師

李嘉盈 幼稚園教師

范美華 英文科主任

梁沛津 物理科主任

盧聖生 中學資訊科技科主任

李 俊 歷史科主任

周慧心 地理科主任

杜川崎 體育科主任

劉冠華 創新科技主任

鍾春暉 中華文化館主管

吳雄舟 英文科副主任

施虹冰 小學中文科主任

林潤薇 小學常識科主任

梁家豪 小學體育科主任

楊玉婷 數學科副主任

陳仁聰 中學中文

鄧毅靜 中學中文

梁淑慧 中學英文

潘錦華 中學數學

譚鴻焜 中學數學

陳家綱 中學物理

古成威 中學化學

姚曉暉 中學生物

黃燦霖 中學資訊科技

李麗虹 中學數學、會計

閔好年 中學設計與科技

吳穎祺 中學藝術（視覺）

區 斌 中學藝術（視覺）

陳子明 中學中文

趙潔宇 中學英文

黃俊傑 中學數學

譚鴻生 中學數學

曾玉金 中學物理

黃劍虹 中學會計

黃慧儀 中學藝術（視覺）、小學視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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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永豪 中小學體育

張嘉俊 中小學體育

源靜芬 中學中文

黃詩慧 中學英文

蘇詩敏 中學英文

蕭嘉渝 中學英文

余麗君 中學數學

李月婷 中學數學

秦光明 中學數學

蘇偉奇 中學數學

趙寶蓮 中學英文

劉兆銘 中學數學

張愷嘉 中學藝術（音樂）、小學音樂

梁健華 中小學體育

盧明莉 中學英文

麥煥雲 中學英文

鄭曉希 中學英文

莊祖儀 中小學英文

陳健鴻 中學科學、地理

高泳詩 中學科學

溫紫峰 中學設計與科學

王桂芬 中學藝術（視覺）、小學視覺藝術

陳詠琛 中小學體育

譚麗嬌 中學英文

黃煒雯 中學英文

余定邦 中學英文

郭俊傑 中學設計與科學

李浩銘 中小學體育

梁婉屏 小學中文

鄭智伶 小學中文

黎美珊 小學英文

黃敏玲 小學英文

王珮瑚 小學英文

邵 敏 小學數學

陳少婷 小學常識（設計與科學）

袁國展 小學常識（設計與科學）

郭振業 小學常識（自然科學探究）

馬耀幹 小學常識（自然科學探究）

王穎瑩 小學音樂

鄭嘉麗 小學聖經、英文

邵燕兒 小學英文

彭文素 小學數學

黃懷樟 小學視覺藝術

麥緻菁 小學英文

黃念香 小學數學

劉綺芬 小學數學

蘇樂天 小學資訊科技

李惜美 小學普通話

梁 潔 小學音樂

莫佩群 小學數學

梁家嘉 小幼體育

陳麗玲 小學聖經、常識

陶仙蓉 小學音樂

陳永欣 小學中文、常識

譚重儀 小學數學

梁建紅 小學聖經、小幼體育

鄺春芳 小學音樂、延展課程

徐諾怡 幼稚園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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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佩文 幼稚園教師

陳詩穎 幼稚園教師

陳 芳 幼稚園教師

Nuno 小學英文

Patricia 小學英文

Ines 小學英文

何威威 學習評估研小組組長

黃嘉儀 中學兼職聖經

林思浩 中學兼職中文（2）、藝術（音樂）

陳雅雯 中學兼職英文

鍾巧思 中學兼職英文

冼耀忠 中學兼職地理

王雅凡 中學兼職科學

鄧佩欣 中學兼職數學

郭慧敏 中學兼職地理知識

謝敏琪 中學兼職中文

李荔霞 小學兼職聖經

梁泳然 小學兼職英文

李曼儀 小學兼職視覺藝術、延展課程

楊心心 小學兼職音樂、延展課程

蔡嘉敏 小學兼職音樂、延展課程

梁定志 小學兼職視覺藝術、延展課程

黃時平 小學兼職音樂、延展課程

趙萬儀 小學兼職視覺藝術、延展課程

雷諾文 小學兼職延展課程

李宛瑩 小學兼職延展課程

歐陽佩儀 小學兼職延展課程

江美馨 小學兼職延展課程

蕭玉碧 小學兼職延展課程

譚慧德 小學兼職延展課程

邱美珍 小學兼職延展課程

雷文皓 小學兼職延展課程

Carla 小學兼職英文、常識

金慧霞 幼稚園兼職教師

劉惠萍 幼稚園兼職教師

陳秀芬 幼稚園兼職教師

吳婉華 幼稚園兼職教師

梁定華 幼稚園兼職教師

蘇麗英 幼稚園兼職教師

曹皓明 幼稚園兼職教師

周嘉燕 幼稚園兼職教師

楊月娥 幼稚園兼職教師

梁慧文 幼稚園兼職教師

黃玉冰 中學實習老師

許國濠 中學實習老師

蔡靖晴 中學實習老師

譚寶琪 中學實習老師

殷 彤 中學實習老師

劉家裕 小學實習老師

陳家敏 小學實習老師

湯倩盈 小學實習老師

雷寶瑜 小學實習老師

李凱勤 小學實習老師

楊天暢 小學實習老師

鄭嘉琪 小學實習老師

高 芊 幼稚園實習老師

徐穎彤 幼稚園實習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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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正中學捐贈名錄香港培正中學捐贈名錄
**各項捐贈記錄，如有錯漏，敬請指正****各項捐贈記錄，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捐贈者／捐贈機構名稱
捐贈金額

（港幣）
捐贈項目用途

香港浸信會聯會 2,700.00 2016-17年度傑出學生獎學金

培正專業書院 1,000.00 楊國雄博士伉儷獎學金

香港培正同學會 37,000.00

黃故校長啟明紀念獎學金

吳榮招老師獎學金

林天蔚老師紀念獎學金

黃汝光基金獎學金

劉彩恩老師獎學金

朱達三老師獎學金

高雁雲老師紀念獎學金

黃逸樵老師紀念獎學金

林藻勇老師紀念獎學金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 30,000.00 2017-18年度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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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國致學長（1963年級真社） 400.00 學生獎助學金

昇／培社同學 1,000.00 黃逸樵、梁君偉、林敏初老師獎學金

1976年級敏社 20,000.00 紀念梁玉愛老師英文科活動獎學金

羅志明學長（1977年級傑社） 3,700.00 紀念梁玉愛老師英文科活動獎學金

黃思豪學長（1983年級凱社） 5,000.00 黃增玲先生獎學金

獎助學金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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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正中學捐贈名錄香港培正中學捐贈名錄
**各項捐贈記錄，如有錯漏，敬請指正****各項捐贈記錄，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教育發展教育發展

捐贈者／捐贈機構名稱 捐贈金額

（港幣）

捐贈項目用途

香港浸信會聯會 19,000.00 學校福音事工津貼

培正道浸信會 10,000.00 學校福音事工津貼

香港培正小學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回贈）
79,687.61 學校發展經費

恒隆公益金有限公司 60,000.00 數學科專業發展經費

莫慶義學長（1948年級建社） 2,000.00 校刊郵費及出版經費

陳毓棠學長（1953年級誠社） 500.00 校刊郵費及出版經費

黃國致學長（1963年級真社） 300.00 英文科活動及發展經費

雷禮和學長（1968年級仁社） 1,000.00 英文科活動及發展經費

鄺鑑開學長（1974年級基社） 1,000.00 校刊郵費及出版經費

陳樹森學長（1976年級捷社） 美元12,903.00 梁寒操老師中文科獎勵計劃

黃慶苗伉儷 700,000.00 「紅藍科研先鋒」計劃第二年經費

黃慶苗伉儷 235,000.00 「正向教育」發展計劃第一期營運費用

何浩元會長（1981年級勁社） 1,000.00 英語教育發展經費

雷首陽學長（1990年級騰社） 10,000.00 贊助課外活動經費

許家泰學長（1998年級鷹社） 30,000.00 贊助田徑隊教練費

吳嘉齡女士 5,000.00 英文科活動及發展經費

黃子榮老師 1,700.00 教職員進修基金

（捐款名錄截至2017年8月24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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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者／捐助者機構名稱  捐助金額（港幣） 捐助項目用途

Chan Wai Ip  50,000.00 捐贈小學 - 發展數學奧林匹克

Yiu Tommy Kwok Ming  100,000.00 捐贈小學

陳江鷹  20,000.00 捐贈小學

MS. LIN WENLING  10,000.00 捐贈小學

1952年級偉社  6,500.00 藍寶石禧捐贈小學

1967年級恒社  50,000.00 金禧捐贈小學

1977年級傑社  10,000.00 紅寶石禧捐贈小學

1962年級旭社  100,000.00 翡翠禧捐贈小學

1982年級駿社  8,000.00 珊瑚禧捐贈小學

1957年級輝社  20,000.00 鑽禧捐贈小學

1957年級輝社  20,000.00 鑽禧捐贈小學

Lee Kok Ming  50,000.00 捐贈小學-購置儀器

2016高光班 3,000.00

捐助"學社助學金"
一光班馬韻潼家長 1,000.00

一真班林嘉熙家長 2,000.00

Wong Lai Man 2,000.00

培正高爾夫球會  90,000.00 

贊助小學重建高爾夫球練習場

梁國榮  50,000.00 

杜俊基  2,000.00 

Mr. Raymond Siu  2,900.00 

梁壁姬  10,000.00 

譚志勇  2,000.00 

陳之望  2,000.00 

黃文傑  1,000.00 

施永輝  20,000.00 

陳傑基  5,000.00 

官玉麟  2,000.00 

老少聰  2,000.00 

（捐款名錄截至2018年1月3日止）

香港培正小學捐贈名錄香港培正小學捐贈名錄
**各項捐贈記錄，如有錯漏，敬請指正****各項捐贈記錄，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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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萬丈丈高高樓樓從從地地起起

校訓  「至善至正」。
    你要謹守聽從我所吩咐的一切話，行耶和華你 神眼中看為善，看為正的事，
這樣，你和你的子孫就可以永遠幸福。

申命記12:28

幼稚園新路向及新計劃
  香港培正幼稚園以「靈、德、智、體、群、美」均衡發展
達致基督教全人教育，重視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人生觀及優

良品德。我們本著以兒童為本的理念，因應幼兒的能力、需

要、已有經驗及興趣設計課程，並根據香港學前教育整體課程

設計目標為基礎。我們致力培育幼兒能成為主動及積極的學習

者，學習細心觀察、主動探索及善於發問的能力。培養幼兒正

確的學習態度、增強思考及解難的能力，奠定終身學習的基

礎，成為未來社會的棟樑。

生日會以全校形式舉行，小朋友生日會以全校形式舉行，小朋友
聚首一堂，非常高興聚首一堂，非常高興

現時生日會仍會以全校形式進行，現時生日會仍會以全校形式進行，
並會邀請義工家長們聚首一堂，一並會邀請義工家長們聚首一堂，一
起切蛋糕慶祝，場面十分熱鬧起切蛋糕慶祝，場面十分熱鬧

現在，每年的復活節崇拜都會現在，每年的復活節崇拜都會
在基社李思廉禮堂舉行在基社李思廉禮堂舉行

高班畢業了，在幼稚園A高班畢業了，在幼稚園A
座正門拍照留念，現在A座正門拍照留念，現在A
座大堂已煥然一新座大堂已煥然一新

現在畢業禮會在設備現在畢業禮會在設備
完善的大禮堂進行完善的大禮堂進行

生日會中會有集體遊戲、生日會中會有集體遊戲、
表演、唱歌，更會派發小表演、唱歌，更會派發小
朋友們最喜歡的生日禮物朋友們最喜歡的生日禮物

基督復活了，以往的復活節祟拜基督復活了，以往的復活節祟拜
會在舊禮堂舉行會在舊禮堂舉行

以往生日會的食物，除了蛋糕外，以往生日會的食物，除了蛋糕外，
還會有紅雞蛋還會有紅雞蛋

  學校除了保留傳統核心價值之餘，更與時並進，加入配合時
代所需的教學新元素。同時，我們深信每一位幼兒都是不同，所

以我們著重啟發每一位兒童獨特的才幹及智慧，培養他們作多方

面的發展。我們的幼兒是在開放的環境中愉快和自信地成長。

  現在，我們正籌辦培正幼兒班，希望為幼兒在入讀幼稚園前
打下穩建的基礎。我們深信沒有任何工作比教育幼兒成才更有意

義，因為這裏有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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