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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級昇社金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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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活動——中學港港校校

    為紀念培正創校一百三十周年，本校邀請歷史學者葉深銘博士和著名作家蘇美智女士，
撰述校史著作兩冊，詳實地記錄培正的發展歷程。葉深銘博士著述《正軌道兮樹風聲——培
正中學建校一百三十年史》，把培正走過的漫漫長路，娓娓道來；蘇美智女士則著述《鼓鑄
群材備請纓──悠悠歲月裡的紅藍兒女》，通過訪問十二位紅藍兒女，把校園裏真摯動人的
情節，一一呈現在讀者眼前。

《正軌道兮樹風聲——培正中學建校一百三十年史》簡介：
    培正由一八八九年開辦的一所穗城小校，發展至今，於穗、港、澳三地共同開展教育事
業。於一九三三年開設的香港培正，秉持先賢創校精神及傳統，肩負時代變遷中的教育使
命，以基督教全人教育理念，積極回應香港社會發展的需要，教導不同年代青少年人全面成
長，成為培育一代又一代紅藍精英的黌園芳圃。
    本書沿着時間軌跡，梳理培正中學的發展，當中緊扣社會變遷，亦側面反映本地教育政
策的改變。在翻閱百年歷史的同時，我們看到培正如何從德、智、體、群、美、靈六方面，
全面而多元化地培育學生，以及如何緊貼時代轉變，以堅定的教育理念、優秀教師團隊，戮
力建設校園，全心教導學生，樹立百年名校的風範。

《鼓鑄群材備請纓——悠悠歲月 的紅藍兒女》簡介：
    創校一百三十年間，培正中學培育了無數英才，本書訪問了當中十二位，當中醉心藝術
的有，以赤子心終生求知的有，站在浪頭上開創的有；有人揹上一身時代的傷，有人殷殷感
謝際遇之恩；有的蜚聲國際，有的默默耕耘；成就豐碩的真誠地謙遜，看遍世情的致力圓
通……都是近代華人在香港、內地，乃至世界的奮鬥身影。
    十二位人物有十二種時代印記，但他們不約而同指出，自己的求知態度、人文精神和宗
教情懷等都早在求學階段形成，至於師長和同學間的情誼更是終身不渝。如此證言，足以光
耀那枚紅藍相映、刻鑿着「至善至正」四字的校徽。

受訪校友芳名：

1.  1949年級堅社葉惠康博士 2.  1954年級匡社吳家瑋教授

3.  1955年級忠社鍾景輝博士 4.  1960年級正社蕭蔭堂教授

5.  1963年級真社廖約克博士 6.  1968年級仁社周松崗爵士

7.  1975年級昕社何建宗教授 8.  1975年級昕社羅乃萱學長

9.  1976年級捷社陳志峰教授 10. 1985年級博社吳天延學長

11. 1986年級晶社董愛麗學長 12. 2006年級禧社葉望風學長

三聯出版培正校史書  記錄百卅年發展歷程

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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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眾仁社學長光臨揭幕禮一眾仁社學長光臨揭幕禮

    為慶祝母校創校一百三十周年，一九六八年級仁社惠捐五十萬元，支持學校推展文化活
動；部份捐款用作重修操場長廊，並命名為「仁社金禧校史廊」。
    長廊原稱「青山獅子廊」，由「青山獅子會」於一九八七年捐建，座落大操場旁，是培
正師生進出學校必經之處，也是田徑校隊訓練和休息之所，曾為無數同學遮風擋雨，見證一
代又一代培正人成長。是次重修，校方特意
將它改成「校史廊」，以學校歷史作主題，
紅藍二色為主調，鋪上不同年代的校園及學
生活動照片，並劃分為「校園憶舊」、「成
長足印」、「蛻變求新」、「紅藍翹楚」、
「探索數學」、「求知創新」、「恩主牧
靈」、「體壇健將」、「樂韻悠揚」、「戲
劇育人」和「級社盛事」十一個主題，貫通
培正古今變化。
    校史廊修葺工程完成後，操場環境變得
更整潔優美，同學亦可緬懷昔日培正風華，
繼往開來，承傳紅藍精神，在此謹向仁社學
長的無私貢獻致謝。

仁社金禧校史廊揭幕禮

仁社社長江大惠學長、雷禮和學長、黃錫寧學長仁社社長江大惠學長、雷禮和學長、黃錫寧學長
代表主禮，與中小學校監及校長合照代表主禮，與中小學校監及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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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校長致送校史書予主禮嘉賓。左圖江大惠學長，右圖黃錫寧學長何校長致送校史書予主禮嘉賓。左圖江大惠學長，右圖黃錫寧學長

揭幕禮司儀陳穎恩、黃湘如(盛社)揭幕禮司儀陳穎恩、黃湘如(盛社)

同是校友的譚日旭前任校長與何校監、同是校友的譚日旭前任校長與何校監、
梁副校長參觀校史廊，一起話當年梁副校長參觀校史廊，一起話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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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部圖書館自一九九二年重修G座大樓落成
至今，設施漸見殘舊，幸得基社李思廉學長慷慨捐
贈四百萬元重修，兩位現職建築師校友:慧社劉俊堯
學長、展社吳浩恩學長貢獻所長，合力精心設計，
於一百三十周年校慶同學日當天舉行開幕禮，並命
名為「基社李思廉圖書館」。
    當天李學長伉儷、劉學長、吳學長親臨母校，
主持開幕禮。適逢基社慶祝畢業四十五年，多位基
社學長聯袂而至，一同見證盛事。典禮上，何校長
憶述圖書館重修需費不菲，感激李學長不嫌超支，
爽快答應加倍捐助，使重修得以順利展開；他又特
別感謝學校一眾職工，不辭勞苦，協助盤點及清理圖書等工作，令工程能於數月內完成。
    圖書館揭幕後，一眾嘉賓與學長入內參觀，大家均對圖書館簡約清新，舒適時尚的新貌
讚不絕口，並欣見母校學習設施環境不斷改善，與時並進。

基社李思廉圖書館揭幕禮

揭幕禮剪綵嘉賓，左起：劉俊堯學長、吳浩恩學長、何力高校長、何建宗校監、揭幕禮剪綵嘉賓，左起：劉俊堯學長、吳浩恩學長、何力高校長、何建宗校監、
李思廉學長伉儷、王寧添校董、張廣德校長、何浩元會長、余覺湛學長李思廉學長伉儷、王寧添校董、張廣德校長、何浩元會長、余覺湛學長

捐款人基社李思廉學長捐款人基社李思廉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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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社學長在圖書館的「論壇」內留影基社學長在圖書館的「論壇」內留影

校慶各級加冕學長在館內暢敍校慶各級加冕學長在館內暢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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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文物室展覽介紹
    為慶祝培正創校一百三十周年，培正中學重修校史文物室，展示了不少具有歷史
意義的藏品，藉此反映不同年代的紅藍兒女在學時的生活點滴。校方希望通過展覽，
透視培正歷史的發展軌跡，讓校友學子對學校有更深入的了解。
    校史室的藏品多不勝數，除了黃啟明故校長的遺著、戰後培正中學立案表冊等重
要文物之外，更有輝社崔琦學長送贈母校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獎牌。歡迎各位學長返校
參觀。

展品全景展品全景

忠社鍾景輝學長在學忠社鍾景輝學長在學
時於校際戲劇比賽獲時於校際戲劇比賽獲
頒之錦旗頒之錦旗

民國時期的畢業證書民國時期的畢業證書

 1971 年香港節紀念盾 1971 年香港節紀念盾黃啟明校長遺著黃啟明校長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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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學校家具昔日學校家具

學校印章學校印章

 家長和校友參觀校史室 家長和校友參觀校史室

輝社崔琦學長之輝社崔琦學長之
諾貝爾物理學獎牌諾貝爾物理學獎牌

校史室的一隅佈置成昔日課室的模樣，校史室的一隅佈置成昔日課室的模樣，
師生坐在舊傢俱上，可會發思古之幽情？師生坐在舊傢俱上，可會發思古之幽情？

 1946 年培正中學立案表冊 1946 年培正中學立案表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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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香港培正中學假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培正創校一百三十周年
校慶聚餐，筵開二百八十席，超過三千位校友、老師、家長、同學和友校嘉賓聚首一堂。會
場走廊佈置了仿如置身現場的「校門」及「圓樓梯」背板，甚受校友歡迎，大家爭相拍照留
念；也有校史展板供細味培正創校歷史、回憶校園點滴及展望未來，另亦設置多個售賣校慶
紀念品的攤位，售賣校史書及外套等。
    大會邀請了校友歐倩怡(頤社)、黃安琪(勇社)、李芷菁(驁社)、陸迪生(健社)、黃敬儒(學
社)和文宇軒(鷹社)擔任主持，令活動生色不少。下午六時三十分，儀式正式開始，銀樂隊奏
起音樂，一眾嘉賓率領各級社代表持社旗列隊進場上台，進行「薪火相傳」儀式，象徵紅藍
精神，代代相傳。之後，現場三千人同唱校歌及校旗歌，聲勢浩大，場面感動。
    大會還安排了不少活動在用餐期間進行，如校友葉望風(禧社)表演魔術、鍾宛姍(希社)
演唱多首名曲等，氣氛熱鬧歡欣，最後晚宴於晚上八時四十五分圓滿結束。在此謹向協助籌
辦及支持校慶晚宴的贊助人及機構、校友、家長、教職員和學生義工致以最誠摯的感謝！

三千校友聚首一堂，校慶晚宴樂也融融

校慶晚宴筵開280席校慶晚宴筵開280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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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級社代表持旗準備上台進行薪火相傳儀式各級級社代表持旗準備上台進行薪火相傳儀式

何建宗校監與一眾嘉賓帶領級社持旗代表進場何建宗校監與一眾嘉賓帶領級社持旗代表進場

嘉賓席嘉賓席 五光十色的舞台五光十色的舞台 10



小學張廣德校長領唱校歌及校旗歌小學張廣德校長領唱校歌及校旗歌

小學王寧添校監領禱小學王寧添校監領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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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傳儀式薪火相傳儀式

大家舉杯祝酒大家舉杯祝酒
亞洲博覽館劉小慧亞洲博覽館劉小慧
總監(敏社)致辭總監(敏社)致辭

紅藍精神 至善至正紅藍精神 至善至正

中學何建宗中學何建宗
校監致辭校監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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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校友從海外返港出席校慶晚宴不少校友從海外返港出席校慶晚宴

小學大門、中學圓樓梯及學校課室的場景佈置吸引不少校友聯群結隊拍照留念小學大門、中學圓樓梯及學校課室的場景佈置吸引不少校友聯群結隊拍照留念

校慶晚宴得以順利舉行要感謝台前幕後協力的教職員和校友，校慶晚宴得以順利舉行要感謝台前幕後協力的教職員和校友，
也特別要鳴謝策劃校慶活動的幕後功臣——梁凱畦學長(學社)(左三)也特別要鳴謝策劃校慶活動的幕後功臣——梁凱畦學長(學社)(左三)

校友葉望風(禧社)邀請學校友葉望風(禧社)邀請學
弟上台參與他的魔術表演弟上台參與他的魔術表演

葉望風另一個魔術表演是將撲克牌葉望風另一個魔術表演是將撲克牌
變成圖案，然後砌出培正校徽變成圖案，然後砌出培正校徽

校友鍾宛姍(希社)校友鍾宛姍(希社)
獻唱多首名曲助慶獻唱多首名曲助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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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內有介紹校史及近年中小學會場內有介紹校史及近年中小學
發展的展板發展的展板

協助紀念品銷售的小學教職員協助紀念品銷售的小學教職員

部份130周年校慶紀念品部份130周年校慶紀念品協助130周年校慶晚宴的中學同學協助130周年校慶晚宴的中學同學

校友嘉賓與師長為持旗的小學生代表打氣校友嘉賓與師長為持旗的小學生代表打氣
14



    「培正創校130周年音樂會——感恩．凝聚」在二零一九年六
月三十日於沙田大會堂音樂廳舉行，為校慶活動打頭陣。台前幕後
四百多位學生及校友懷着雀躍與欣喜，分享他們在音樂上努力的成
果，同時凝聚各位來賓一同欣賞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在團體方面，由中樂團為音樂會揭開序幕，加上弦樂團、銀樂
隊、合唱團，最後是管弦樂團合奏，期間各樂團以不同形式演繹中
外流行歌曲、古典音樂及詩歌等風格的音樂作品，無一不令來賓如
痴如醉。
    小組表演亦包含了多種不同形式的演出，有雙鋼琴二重奏、手
鈴小組、弦樂四重奏以及無伴奏合唱小組，充分展現出學生多才多
藝的一面。無論詩歌、古典音樂，還是歐美流行曲都能駕馭，揮灑

自如。
    我們亦有幸邀請校友銀樂隊同場獻奏，校友更送贈「上低音號」予學
弟妹，展現了紅藍精神一家親那份愛護學弟妹的情誼。我們又邀請了香
港培正小學不同單位參與演出，分別有培正小學合唱團為我們帶來繞
樑三日的悅耳歌聲，還有成立至今已接近二十年的小學中樂團與我校
中樂團合奏，令這次的音樂會生色不少。
    音樂會最後以管弦樂團、合唱團共二百人一同演繹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 一曲。除了為各位現場來賓帶來耳目一新的演繹之外，同時亦呼

應是次音樂會的主題——「感恩．凝聚」，為音樂會畫上圓滿句號。
    感謝所有樂團指揮、指導老師、表演者，以
及全體後台工作人員，一百三十周年音樂會方能
順利舉行，為來賓帶來一趟美好的音樂體驗之
旅。

培正創校130周年「感恩˙凝聚」音樂會

音樂會海報音樂會海報

音樂會司儀音樂會司儀

中樂團獻奏瑤族舞曲中樂團獻奏瑤族舞曲

中學及小學中樂團獻奏光明行中學及小學中樂團獻奏光明行

中學及校友銀樂隊獻奏中學及校友銀樂隊獻奏
Mountain of DragonsMountain of Drag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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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銀樂隊送贈「上低音號」予師弟妹校友銀樂隊送贈「上低音號」予師弟妹

弦樂小組獻奏String Quartet 弦樂小組獻奏String Quartet 
K155, 1st movt, MozartK155, 1st movt, Mozart

弦樂團獻奏Serenade for Strings弦樂團獻奏Serenade for Strings

管弦樂團及合唱團表演Let There 管弦樂團及合唱團表演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Be Peace on Earth

管弦樂團獻奏Symphony mo 4, 管弦樂團獻奏Symphony mo 4, 
3rd movt, Brahms3rd movt, Brahms

銀樂隊獻奏Tico Tico銀樂隊獻奏Tico T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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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及小學合唱團獻唱Look at the world中學及小學合唱團獻唱Look at the world

手鈴小組獻奏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手鈴小組獻奏For the Beauty of the Earth 無伴奏合唱小組獻唱Danny Boy無伴奏合唱小組獻唱Danny Boy

表演者及後台大合照表演者及後台大合照

雙鋼琴二重奏獻奏Sonata K448, Mozart雙鋼琴二重奏獻奏Sonata K448, Mozart

17

慶祝活動——中學港港校校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本校舉行校慶盃電腦奧林匹克邀請賽，邀請多所中學派出四
名代表參加，互相觀摩，交流學習編程的心得。
    是次比賽由培正電視台協助網上直播，觀眾可同步看到比賽現況、試題及參賽者題解分
析及比賽實時分數板等資訊。
    本校派出四名同學參賽，包括：六正班袁樂勤、衛家熙、吳有孚及四正班楊汶璁，他們
均能發揮水準，包攬了第二至第五名，為本校贏得團體冠軍，而萃男書院及喇沙書院分別獲
得亞軍和季軍。
    個人賽方面，拔萃男書院梁譽曦榮獲冠軍；培正中學楊汶璁及衛家熙分別獲得亞軍和季
軍。優異獎得獎同學包括：培正中學袁樂勤及吳有孚、喇沙書院李卓傑及謝凌睿、聖言中學
呂嘉傑、拔萃男書院周天翼及湯俊成。

參賽同學大合照參賽同學大合照

得獎同學左起楊汶璁、袁樂勤、吳有孚、衛家熙。得獎同學左起楊汶璁、袁樂勤、吳有孚、衛家熙。
何力高校長(右1)頒獎及訓勉何力高校長(右1)頒獎及訓勉

電視台同學為比賽進行直播，鍾偉東副校長現場旁述電視台同學為比賽進行直播，鍾偉東副校長現場旁述

校慶 電腦奧林匹克邀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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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培正中學與培正高球會合辦「培正創校130周年哥爾夫球慈善賽」，於十二月十三
日假香港高爾夫球會舉行。活動籌得之款項，於扣除所有開支後，餘款用作香港培正中學高
爾夫球隊發展(包括日常訓練及比賽之用)。是次比賽共有六十八位參賽者，包括；校友、老
師、家長和學生。
    比賽於八時舉行簡單而隆重的開幕及開球禮後，各參賽者便出發前往各球洞準備比賽，
至中午十二時半左右完成。
    是次活動的成功，實在有賴學校、同學會和家長的支持。期望明年我們仍能繼續舉辦高
爾夫球賽，讓更多同學認識和接觸這種運動，並從中得到更多樂趣。得獎名單如下：

最遠發球獎 雷首陽(騰社)

最近洞獎
丁家駒(勁社)
陳孟斌(騰社)
劉旭鈞(崇社)

全場男子個人總桿
冠軍

劉栢初(悅社)

全場女子個人總桿 張紫晴(盛社)
男子個人淨桿冠軍(校友組) 李振禧(敏社)
男子個人淨桿冠軍(嘉賓組) 文嘉豪
男子個人淨桿 冠軍：文嘉豪
中學組學生最佳成績獎(關溢康會長杯) 劉栢初(悅社)

中學組個人總桿
冠軍：劉栢初(悅社)
亞軍：梁浚軒(奕社)
季軍：張紫晴(盛社)

小學組個人總桿
冠軍：楊俊傑(超社)
亞軍：劉旭鈞(崇社)
季軍：魏進軒(超社)

女子個人淨桿冠軍(校友組)： 梁壁姬(捷社)
女子個人淨桿冠軍(嘉賓組) 馮源英
女子個人淨桿冠軍 張紫晴(盛社)
小學組學生最佳成績獎(李振禧副會長杯) 楊俊傑(超社)

培正創校130周年哥爾夫球慈善賽

中學組女子總冠軍中五張紫晴同學中學組女子總冠軍中五張紫晴同學

培正中學體育科主任鍾靈秀老師培正中學體育科主任鍾靈秀老師
與哥爾夫球負責老師Mr. Woods與哥爾夫球負責老師Mr. Woods

贊助人孫啟烈學長作開球禮贊助人孫啟烈學長作開球禮 開心大合照開心大合照

何校長到場為參賽運動員打氣何校長到場為參賽運動員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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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正創校130周年野外定向比賽」已於十一月三日在元朗大棠郊野公園舉行。是次比
賽分校友、中學生、小學生及親子組，參加人數有一百多人。當天風和日麗，比賽順利完
成，在此特別鳴謝葉展漢副校長、何浩元會長及羅志明副會長出席頒獎禮；以及感謝校友何
梓恒、劉𤤴笙、郭建均、余梓丰、潘星榆、潘嘉衡老師及黃智立老師擔任籌委。比賽得獎名
單如下：

校友組 冠軍：吳榮卓(禮社) 亞軍：何慧怡(禮社)
中學男子組 冠軍：李熙瑜(奕社) 亞軍：羅星俞(奕社) 季軍：黃文定(奕社)
中學女子組 冠軍：庾藹嵐(奕社) 亞軍：林栢穎(盛社) 季軍：劉覺恩(盛社)
小學男子組 冠軍：黃煦朗(小五) 亞軍：馬卓楠(小五) 季軍：鄧晉麒(小五)

小學雙人組
冠軍：關泳涵/關煦熒(小五)   亞軍：陳臻臻/陳頌恩(小五)
季軍：關曉瑩/謝思行(小五) 

親子組 冠軍：李灝朗家庭  亞軍：陳亭光家庭  季軍：彭湛淳家庭

大棠郊野公園集合點大棠郊野公園集合點 各人手持地圖等候出發各人手持地圖等候出發

中小學賽員出發前大合照中小學賽員出發前大合照

培正創校130周年野外定向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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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創校130周年慶祝活動

    培正創校一百三十周年慶祝活動一浪接一浪，包括壁
畫活動、校慶音樂會、高爾夫球場開幕典禮、感恩暨聖誕
崇拜等。除了熱熱鬧鬧的活動外，本校亦製作了一系列精
美的一百三十周年期間限定紀念品，計有風褸、毛巾、書
包、襪子等，於學校書局及培正創校一百三十周年校慶晚
宴場館發售。學生及家長反應熱烈，不消數週，所有產品
幾乎全部售罄。校方亦特別設計了一方形紅藍手帕，贈予
所有小學同學，大家都雀躍不已，小小的手帕成為熱話，
亦增添了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 紅藍方形手帕精美又實用紅藍方形手帕精美又實用

同學收到禮物時非常興奮同學收到禮物時非常興奮

紀念品開賣，書局即時人頭湧湧紀念品開賣，書局即時人頭湧湧

同學日設紀念品尊櫃供校友購買同學日設紀念品尊櫃供校友購買

家長及學生們積極參加聚餐活動家長及學生們積極參加聚餐活動

張校長與幼稚園同工拍照留念張校長與幼稚園同工拍照留念 全體小學同工出席支持校慶活動全體小學同工出席支持校慶活動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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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創校一百三十周年校慶音樂會

    培正創校一百三十周年校慶音樂會已於十二月十五日假本校
基社李思廉禮堂舉行。得到各方校友鼎力支持，音樂會洋溢著歡
樂及喜慶的氣氛，大禮堂座無虛席，好不熱鬧。表演單位包括小
學管樂團、小學敲擊樂團、中學銀樂隊、校友銀樂隊等，校友及
師生駛出渾身解數，令音樂會高潮迭起，最後由張校長領唱校旗
歌作結，將一百三十周年校慶氣氛推至高峰。三個多小時的音樂
會，演出毫無冷場，實為最強的校慶節目！

嘉賓拍照留念嘉賓拍照留念

張校長於簽名布上留名張校長於簽名布上留名

前台工作人員合作無間前台工作人員合作無間

四位出色的司儀談笑風生四位出色的司儀談笑風生

小學敲撃樂團及校友奏出美妙的音樂小學敲撃樂團及校友奏出美妙的音樂

小學管樂團及校友一同演奏小學管樂團及校友一同演奏
中學銀樂隊與校友同台演出中學銀樂隊與校友同台演出

葉展漢副校長也秀一手！葉展漢副校長也秀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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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管樂小組表演叫人「聽出耳油」銅管樂小組表演叫人「聽出耳油」

學長與學弟妹打成一片學長與學弟妹打成一片

小學管樂團與校友合奏，場面震撼小學管樂團與校友合奏，場面震撼 張校長領唱校旗歌張校長領唱校旗歌 觀眾席座無虛設觀眾席座無虛設

來一張大合照吧！來一張大合照吧！

陳志成學長與張校長陳志成學長與張校長
互相祝賀互相祝賀

薩克管小隊演出繞樑三日薩克管小隊演出繞樑三日

校友銀樂隊演出多首校友銀樂隊演出多首
耳熟能詳的樂曲耳熟能詳的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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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周年校慶活動——B座高爾夫球場開幕典禮

    為了培育本校的高爾夫球小精英，培正高球會成員
及捷社學長們，為本校爭取興建高爾夫球場，為學弟學
妹提供便捷的練習場地。
    十二月十二日更舉辦了簡單而隆重的高爾夫球場開
幕典禮，當日出席的有梁國榮社長、黎藉冠會長、捷社
學長們、張校長、三位副校長，以及培正小學的高球隊
隊員等。場面熱鬧又溫馨，在各位嘉賓揮動球捍後，B座
高爾夫球場正式開幕！再一次感謝培正高球會成員及捷
社學長們對學校的厚愛，願同學們都能努力學習，在學
界比賽中創下佳績。

感謝培正高球會成員及捷社學長們感謝培正高球會成員及捷社學長們

剪綵儀式準備開始剪綵儀式準備開始 黎藉冠會長致辭黎藉冠會長致辭 文件移交儀式，高爾夫文件移交儀式，高爾夫
球場正式交給學校球場正式交給學校

感謝黎會長送贈的感謝黎會長送贈的
十二把雨傘十二把雨傘感謝繆嘉銘、鄭校長致送的練習場球袋感謝繆嘉銘、鄭校長致送的練習場球袋

簡單而隆重的開球禮 簡單而隆重的開球禮 開幕典禮圓滿結束開幕典禮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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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學、小學及幼稚園老師
於培正小學基社李思廉禮堂參與「培正創校130周年紀念感
恩暨聖誕崇拜」，主題為「感恩、凝聚、傳承、創新」。
當天，一九七二年級賢社何志滌牧師為我們主持訓勉，令
我們一眾老師及同工們獲益良多。聚會中，學校更藉此機
會，頒發長期服務獎予在校服務滿十年、二十年及三十年
的教職員，表揚他們為本校貢獻及服侍。除此之外，更有
老師、學生獻唱詩歌，充滿聖誕溫馨氣氛。

培正創校130周年紀念感恩暨聖誕崇拜

張校長領唱張校長領唱

中學師生聯合詩班獻唱中學師生聯合詩班獻唱

小學及幼稚園教職員詩班獻唱小學及幼稚園教職員詩班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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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拍照留念嘉賓拍照留念

張校長盡心盡力為母校張校長盡心盡力為母校
服務三十多年服務三十多年

何志滌牧師何志滌牧師
為我們訓勉為我們訓勉

服務滿三十年或以上的中學同工服務滿三十年或以上的中學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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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滿二十年或以上的小學及幼稚園同工服務滿二十年或以上的小學及幼稚園同工

服務滿二十年或以上的中學同工服務滿二十年或以上的中學同工

服務滿十年或以上的中學同工服務滿十年或以上的中學同工

服務滿十年或以上的小學及幼稚園同工服務滿十年或以上的小學及幼稚園同工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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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慶祝我校成立一百三十周年，視覺藝術科特別
設計多項活動以供同學參與，當中包括一百三十周年
壁畫設計比賽、吉祥物設計比賽等，兩項活動均得到
多名學生、家長參與。各評審均讚許作品水準甚高。
    我們選用壁畫比賽優勝作品之元素成融合成一幅
大型壁畫，壁畫的主題表現我校近年我發展特色、例
如着重德、智、體、群、美、靈之外，近年更致力發
展STEAM教育。此外，為表現對先賢創校及各地校友
支持學校發展的貢獻，我們特別亦強調感恩、傳承、
愛，這幾個主題。
    我們邀請到四十多名中小學生及多名視覺藝術科老師協助繪畫，以半天時間，利用塑膠
彩，於正門位置繪畫壁畫。過程中大家發揮互助精神，展現出優秀的繪畫能力，創作時充滿
歡笑聲。完成作品時雖然大家都感到疲累，但各人臉上都掛着滿足的笑容。最有趣的是，繪
畫期間，不少初小、幼稚園學生及已離校多年的校友，均紛紛加入一同繪畫。各人均想為母
校增添繽紛色彩，可見熱愛藝術是沒有年齡界限的。
    創作壁畫時，有多位街坊及校友駐足觀賞，讚賞學生的繪畫能力高，除了短短半天已
能完成大部份壁畫外，構圖亦相當豐富，色彩對比強烈，明暗表現亦非常精準。完成壁畫之
後，校長、老師、同學、家長、校友、工友及街坊均表示欣賞壁畫後感受到我們校園生活的
歡樂氣氛，一百三十周年壁畫為他們帶來愉悅的欣賞經驗。藝術，的確能豐富我們的生活。
    在此要再一次鳴謝參與壁畫繪畫比賽之學生及家長。更要感謝有份協助繪畫壁畫的同學
及老師對活動的投入及支持。希望未來日子，大家也能一起參與美化校園活動。

培正創校130周年壁畫活動

我們整裝待發我們整裝待發

陣容強勁陣容強勁 中學小學，無分你我中學小學，無分你我 笑容滿面，越畫越起勁笑容滿面，越畫越起勁

快要完成了快要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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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個大合照來個大合照

再來一張大合照再來一張大合照

終於完成了，為窩打老道添上色彩終於完成了，為窩打老道添上色彩

學長也來幫忙學長也來幫忙 低年級同學亦加入繪畫低年級同學亦加入繪畫

校長也一起畫校長也一起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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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隆重舉行
    開幕式於十一月廿一日上午十時在本校禮堂隆重舉行，以AI人面識別系統作為啟動裝
置，寓意嶄新的科技將引領教育走向新時代。時任澳門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中聯辦教青
部部長徐婷、外交公署公共外交和新聞部副主任朱婷、教育暨青年局副局長梁慧琪、高等教
育局副局長曾冠雄，國家教育部國際司處長李旭東，各地教育界代表、友好學校等近五百人
出席見證。羅永祥校監代表學校向一眾嘉賓表示誠摰和熱烈的歡迎。
    高錦輝校長致歡迎辭，感謝社會各界對培正的支持；及後並以「面向未來教育的培正經
驗」為題，講述澳門培正如何推動創新教學、傳承中華文化，培養國際人才，以及與各大專
院校、商業機構建立合作關係，並引入國際評估，推動教學的發展和國際化。他指出，培正
堅持以德育為本，以創新精神推動學校發展，鼓勵學生培養多元興趣，這也是學生在科技、
文化、體育等各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原因。
    時任社文司譚俊榮司長在演講中，回顧他在本校求學的生活點滴，感謝老師的教導，並指
出培正在理文體藝等方面，均取得出色的表現；盼望本校承擔新時代的使命，推動教育工作。

教育專題演講
    啟動禮後，本校幼稚園主任劉玉玲在教育專題演講上，以「看見幼兒的學習力‧澳門
培正幼稚園學習區創新教學模式」為題，分享幼稚園教學改革的重大研究成果，如何透過
區角學習、多元評核等方法幫助幼兒提升學習能力，並打造出一套的幼稚園教育及評估系
統。此外，博文教育（亞洲）有限公司行政總裁鄭賢義則以「新時代下的教師專業發展」
為題作分享。
    培正與博文教育（亞洲）有限公司共同成立的博文培正（澳門）電子學習認證中心，亦
是大灣區首間的電子學習認證中心，為老師們提供考取專業認證服務，推動本澳學校在電子
學習上的發展以及教師的專業培訓。現培正已有近五十位老師考獲一級證書，獲二級證書兩
位，以及有兩位獲最高級別證書。

130周年校慶學術活動啟動禮暨博文培正（澳門）
電子學習認證中心開幕式

    為慶祝培正創校一百三十周年，以及推動本澳教育的發展，本校舉行「130周年校慶學
術活動啟動禮暨博文培正（澳門）電子學習認證中心開幕式」。從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開始，一連三天，本校舉行教育專題演講、未來教育圓桌會議、大學校長對談會、公開課
等系列學術活動，藉此展示在電子學習、創新科技教育、人工智能等領域的教育成果，一方
面作為校慶的獻禮，另一方面讓澳門的教育理念走出去，也把各地的寶貴知識經驗迎進來。

澳門培正舉行130周年校慶學術活動啟動禮暨博文培正（澳門）電子學習認證中心開幕式澳門培正舉行130周年校慶學術活動啟動禮暨博文培正（澳門）電子學習認證中心開幕式

慶祝活動澳澳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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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活動澳澳校校

大學校長對談會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為讓學生了解本地高等院校在大灣區、內地
以至全球的發展趨勢，本校特意舉辦一場大學校長對談會。對談會主持由澳門高等教育局蘇
朝暉局長擔任，與四所高等院校領導圍繞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的學生在澳門學習的情況，以
及澳門院校給予學生的支援作討論，同時亦談論學生在電子學習、創客教育、人工智能、外
語能力等方面的優勝與不足之處。
    大學校長對談會在十一月廿二日上午九
時半於本校禮堂舉行，對談會由高等教育局
局長蘇朝暉擔任主持，澳門大學副校長葛偉
教授、澳門旅遊學院院長黃竹君博士、澳門
理工學院署理院長李雁蓮博士、澳門科技大
學副校長龐川教授作為對談嘉賓。活動吸引
各地教育界代表及本校高三學生約五百人出
席。 130周年校慶學術活動大學校長對談會130周年校慶學術活動大學校長對談會

未來教育圓桌會議
    一百三十周年校慶，本校舉辦了一系列學術活動，邀請了商湯科技香港公司總經理兼教
育事業部總經理尚海龍、清華大學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孫茂松教授，以及友校代表參
與於十一月廿一日下午在本校禮堂舉行未來教育圓桌會議。
    圓桌會議由教務主任楊珮欣主持。首先，尚海龍總經理以「AI+ 賦能百業」為題，講解
未來科技發展趨勢，人工智能技術如何在衣、食、住、行中改變人類的生活，以及為教育所
帶來的機遇。孫茂松教授以「人工智能及其在中華文化傳統中典型應用」為題，用圍棋和古
詩創作為例，分享人工智能發展的基本態勢以及其即將面臨的挑戰。
    友校代表積極發言分享，其中，珠海一中的魏亞軍博士以「普通高中STEM課程建設的探
索」為題，青島銀海教育集團王艷冰副校長以「海洋教育從銀海啟航」為題，清華大學附屬
小學湯衛紅副校長以「成志教育使命下面向未來的課堂變革」為題，四川省綿陽南山中學鄭
凌雲主任助理以「科創引領多元育才」為題，各自分享了學校發展概況和辦學成果，以及該
校的特色課程。此外，本校中文科科主任麥芷琪以「澳門培正中學中華文化之傳承與創新」
為題，講述培正如何透過校園環境薰陶，拉近學生與傳統文化的距離，以及通過創設多媒體
作為平台，讓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浸潤培正學子。
    是次圓桌會議，一眾
講者嘉賓圍繞E-Learning，
STEAM，AI等主題進行分
享討論，吸引各地教育界
代表及本校教師約四百人
出席。

130周年校慶學術活動未來教育圓桌會議130周年校慶學術活動未來教育圓桌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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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幼公開課
    為提昇學與教的成效，本校亦邀請各教育界同工蒞臨觀課交流。分享內容包括幼稚園
區角教學、STEM、AI、電子學習、中文、英文、數學、歷史等學科。每節觀課將先由教師
向與會者講述教學理念和教學平台，課後再設互動分享，並就課堂設計、教學成效作出深
入討論。
    參與十一月廿二日公開課展示活動老師有高中
設計與科學科閔好年、高中英文科梁淑慧、高中地
理科周慧心、初中設計與科學科溫紫峰、初中數學
AI課鄭穎清、初中歷史科鍾子程、小學設計與科學
科陳少婷、小學中文科施虹冰、陳美容、小學英文
科鄭嘉麗、梁美穠、小學數學科陳秋明、李凱勤、
小學常識科林潤薇，以及幼稚園老師李嘉盈、徐諾
怡、李名殷、楊鳳蘭、黃燕清、楊穎斯、關嘉玲、
方詠欣、林慧萍、高芊、蔡玉屏、朱少興。
    是次公開課活動，吸引本澳及世界各地學校代
表近八百人報名參加。本校盼能透過觀課及經驗分
享，促進教師之間的專業發展，有利於提昇課堂技
巧，對學生學習大有裨益。

130周年校慶學術活動大型公開課活動130周年校慶學術活動大型公開課活動

感恩崇拜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廿三日早上，本校舉行感恩崇拜儀式，羅永祥校監擔任主持，並在致
辭表示，培正致力發展優質教育，盼學校未來繼續仰望神並盡心事奉祂。江耀龍牧師證道，
解讀詩篇一百廿一篇：「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
來。」高錦輝校長向一眾師生講述校史，望師生同仁秉承紅藍精神前行。

感恩崇拜儀式感恩崇拜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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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活動澳澳校校
130校慶園遊會、壁報及首日封郵戳

    校慶園遊會，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廿三日舉行，除攤位遊戲、舞台表演外，亦設有本校
社團紀念品售賣攤位。
    為慶祝培正創校一百三十周年，澳門郵電局特定於十一月廿三日上午十一時至下午四時
三十分，在本校設置臨時櫃台，為市民提供加蓋「培正創校130周年」紀念郵戳服務。當天
更出售校慶紀念封，每個為澳門幣叁元正，同時亦會發售各類澳門集郵品。
    當天，校園一片熱鬧，校友和家長等來校歡度校慶。「培正創校130周年紀念之校園繽紛
SHOW」在操場上演，本校同學載歌載舞，中小學舞蹈隊、中小學歌詠隊、管樂團、弦樂團輪
番表演，氣氛熱鬧。攤位遊戲以「喜見群英會，春風百卅載」為主題，壁報設計則以「我要
向高山舉目」為題，讓同學從學校的不同領域，諸如歷史、建築、發展、理念等進行構想，
富教育意義，同時讓參加者感受到培正一百三十年來的發展歷程與永不止息的紅藍精神。

級社禧慶、聯歡晚會圓滿成功
    十一月廿三日下午校園設有校友茶會及加冕儀式，禧慶級社有匡社藍星禧、謙社金禧、
昕社藍寶石禧、智社珊瑚禧、禮社珍珠禧、頌社銀禧。晚上七時半，澳門培正中學與澳門培
正同學會在澳門漁人碼頭會展中心舉辦「培正創校130周年紀念暨同學日聯歡晚會」，筵開
一百六十五席，邀得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澳門中聯辦副主任羅永
綱、外交公署特派員沈蓓莉、駐澳部隊政治工作部主任竇國杰、時任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
榮，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培正同學會代表、嘉賓、教育界代表、校友、師生等近二千人出席，
場面壯觀。崔世安、何厚鏵等主禮嘉賓主持了切生日蛋糕儀式。
    席間舉行極具代表性的「紅藍薪火永相傳」儀式，各級社代表手持社旗，魚貫走到台
上。同學會會長黃漢堅將火炬交給場內最年長的級社代表誠社盧子安學長，隨即，一炬紅紅
的薪火由最年長的學長依次傳到最年輕的超社同學手中，喻意「薪火相傳」，讓培正優良的
傳統代代相傳，把紅藍精神發揚光大。
    餐會上，音樂界的校友為培正校慶寫了一首紀念歌《至善至正》，由陳輝陽作曲，李峻
一填詞。中學舞蹈隊演出藏族舞《心聲》，表達澳門同胞愛國愛澳之情；學校爵士樂隊演奏
多首流行曲作為校慶賀禮。席間，校方亦向在場人士致送刊物及紀念品。
    同學會黃漢堅會長致辭表示，校友們始終不忘師恩友情，每年舉辦的活動，參加者眾。
同學會理監事表示定當不忘初心，繼往開來，為團結校友、關心母校共獻綿力。
    高錦輝校長致辭表示，「落其實者思其樹，飲其流者懷其源。」培正創校迄今一百三十
載，回首過去，先賢蓽路藍縷，師生戮力一心，堅守「至善至正」的理念，乃有今日之培
正。如今辦學卓然有成，校譽日隆，是歷代培正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期望際此盛會，讓紅藍
兒女、各界賢達聚首一堂，為培正的輝煌歷程舉杯暢懷。

培正創校130周年紀念暨同學日聯歡晚會培正創校130周年紀念暨同學日聯歡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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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山舉目藝術作品　破天荒分場次展覽
    由澳門培正中學主辦，澳門教育暨青年局協辦，紀念澳門特區成立二十周年暨培正創校
一百三十周年《向高山舉目——培正中學藝術作品展》於十二月二日下午五時半假教青局
教育資源中心子瞻廊進行開幕禮，由教青局局長老柏生、澳門培正同學會會長黃漢堅校董，
本校高錦輝校長、郭敬文副校長、陳敬濂副校長擔任主禮嘉賓。
    郭敬文副校長在發言中表示，是次展覽破天荒地分為兩場次展出作品，第一部份主題為
創新科技類；第二部份為視覺藝術類；用新舊藝術
的交融來展現由承傳及走向創新的道路。觀眾們可
以在不同場次的展品中欣賞到學生在運用現代科技
結合創作的作品，到傳統形式的藝術作品等都能呈
現同學們的藝術素養、藝術底蘊以及不斷求變、不
斷創新的新思維和新世代的思想，這也是年青人面
向未來應有的態度。希望是次展覽能帶給觀者嶄新
的體驗，走進新舊交織的藝術時空之旅，也為培正
中學的未來發展開啟了創新的一頁。

培正創校130周年紀念大灣區三地戲劇匯演
    由澳門培正中學主辦，零距離合作社協辦之「培正創校130周年紀念大灣區三地戲劇匯
演」，在全場近五百名觀眾的熱烈掌聲中圓滿落幕，是次匯演呈現出三地校園戲劇特色，推
動了灣區藝術文化交流。出席嘉賓包括香港伯裘書院歐海健副校長、香港賽馬會毅智書院李

岱主任、珠海巿第一中學張曉穎老師、澳門怪老樹劇團創辦人古英
元、指南針創作劇團理事長李偉榮，以及本澳資深校園戲劇導師鄭
曉文等。
    匯演由郭敬文副校長為總統籌，邀請到珠海市第一中學、香港
賽馬會毅智書院、香港伯裘書院三所友校來澳聚首一堂，分別獻演
《合唱風波》、《被忽略的聲音》、《夜半三點》，聯同澳門培正
中學師生合創話劇《六角星》，以戲會友，同賀誌慶。郭敬文副校
長在開幕致辭中表示，期望藉着戲劇藝術平台促進三地觀摩交流，
在舞台上呈現各地校園戲劇特色，為觀眾帶來一場精采的演出。
    除了匯演外，交流還包括戲劇工作坊、三地戲劇交流會議等一
系列活動，過程中展現出三地青年人的活力與創意，增進三地師生
的情誼。

《向高山舉目——培正中學藝術作品展》《向高山舉目——培正中學藝術作品展》

培正創校130周年紀念大灣區三地戲劇匯演培正創校130周年紀念大灣區三地戲劇匯演 34



慶祝活動澳澳校校
培正辯論交流賽賀130校慶

    本校辯論隊舉行一系列辯論交流活動，目的是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澳
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又適逢培正創校一百三十周年校慶，學生迎來國家「一帶一
路」及粵港澳大灣區的國家戰略。培正致力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透過辯論，推動演辯風
氣，培養發掘演辯人才，強化學生對時事及哲理的判斷與推論，並鼓勵學生對社會動態進行
思考。
    高錦輝校長表示，中學生透過學習辯論，鍛鍊他們獨立思考和判別是非的能力，藉以讓
學生建立正確的人生價值觀，提昇人文素養，這就是培正開辦辯論隊的目的。透過辯論活
動，強化學生對世情、國情和區情的認知。
    是次辯論賽於二零一九年九月舉行，由培正辯論隊舉辦，邀請了澳門大學和澳門理工學
院二支高水平的辯論隊進行交流賽。第一場以普通話進行，辯題為《升大選科應以興趣 / 事
業為先》，正方是澳門培正中學，反方是澳門大學，最後，由反方澳門大學以 3：6勝出；
第二場比賽以粵語進行，辯題為《澳門距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定位越來越近 / 遠》，正方是澳
門理工學院，反方是澳門培正中學，最後由反方澳門培正中學以 3：6勝出。兩場比賽的最
佳辯員分別由澳門大學的鍾泓
同學和澳門理工學院的趙詠琪
同學奪得。
    澳門城市大學「一帶一
路」研究中心主任周平教授、
澳門立法會議員李振宇先生和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秘書長
陳志峰博士應邀蒞臨本校，擔
任評判工作。各評判就比賽內
容點評時，全場同學認真聽講
和討論，獲益良多。 
    是次辯論交流賽透過凝聚各校辯論員，啟發學生思考，加強學生對社會時事之認識及關
注，同時亦為培養學生對母校的歸屬感，慶祝培正創校一百三十周年的賀禮。

廣州培正賀130周年校慶廣州培正賀130周年校慶

慶培正創校130周年辯論越級交流賽慶培正創校130周年辯論越級交流賽

    廣州培正賀一百三十周年校慶，
在廣州培正中學舉行儀式，在花園酒
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大公宴。羅永祥
校監、高錦輝校長、陳敬濂副校長，
同學會黃漢堅會長、伍華佳顧問、馮
柏基副會長、羅志豪副會長等赴穗參
加，與各地培正學校、同學會代表、
師生校友共慶母校華誕。

廣州培正賀130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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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130周年「校慶 」

澳校舉辦穗、港、澳培正水運會

    港澳培正排球賽於2019年5月在本校體育館舉行，各地培正均進
行一系列慶祝活動，港澳兩地排球對壘，增加友誼，也期待日後在各
地其他校慶體藝活動中交流切磋。
    兩地學校及同學會負責人主持
了開球禮後，隨即進行小學男女
子、中學男子、中學女子、校友男
子四場賽事，結果澳門培正包辦四
組冠軍。

    為慶祝培正創校一百三十周年，讓三地紅藍兒女共聚慶賀，透過游泳競技增進情誼，由
澳門培正中學主辦，中國澳門游泳總會承辦的「培正創校130周年紀念穗港澳培正水運會」
於九月廿二日假澳門氹仔東亞運游泳館舉行。 
    是次水運會匯集了廣州培正中學、澳門培正中學、澳門培正小學、香港培正中學、香港
培正小學三地游泳好手，參賽人數多達一百二十人。比賽分為小學、初中、高中、校友的
男、女子組，合共八組。綜合統計，香港培正技勝一籌，奪得中學組及小學組團體冠軍，校
友接力賽則由澳門培正奪標。

130周年水運會開幕式130周年水運會開幕式

香港培正校友及中小學生到澳校參賽香港培正校友及中小學生到澳校參賽

高校長在開幕式中講話高校長在開幕式中講話

各校運動員列隊各校運動員列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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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活動澳澳校校
敏社同學向母校致送精美畫作

130周年校慶系列活動

敏社同學向母校致送精美畫作敏社同學向母校致送精美畫作

松山湖實驗中學締結姊妹學校松山湖實驗中學締結姊妹學校

以色列學者Dr. Avi Poleg和Dr. Nir Peleg以色列學者Dr. Avi Poleg和Dr. Nir Peleg

清華大學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孫茂松教授清華大學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孫茂松教授

河北衡水中學締結姊妹學校河北衡水中學締結姊妹學校

    敏社同學王智豪、鄧靜蓮、梁長棠回校，
向母校致送精美畫作，作為一百三十周年校慶
賀禮。畫作由王智豪學長(左)執筆，展現A座行
政樓之美，心思滿載。

本校的姊妹學校葡國佩德羅第五中學本校的姊妹學校葡國佩德羅第五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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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中六君社畢業典禮
──呂麗虹校長主禮

  中六君社(2019年級)畢業典禮，於二零一九年五月廿五日(星期六)上午十
時正假香港培正小學基社李思廉禮堂舉行，由羅慶才牧師祈禱和祝福，校
董王寧添博士讀經，校監何建宗教授致辭。
  是次主禮嘉賓為呂麗虹校長。呂校長現為元崗幼稚園校長，明報
專欄作家及呂麗虹慈善教育基金主席。呂校長外號「神奇呂俠」，以
全香港最低薪校長，成功挽救元岡幼稚園而成為香港傳奇人物。其真
實故事被改編成電影《五個小孩的校長》，首度公映即成為二零一五
年度港產電影票房冠軍，令呂校長的故事再度成為熱門話題。她除獲
頒發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外，還獲得卓越紫荊師表獎、愛心獎、旭茉
十大成功女性、宋慶齡幼兒教育獎等。
  呂校長分享了自己為元崗幼稚園打拼的經歷，鼓勵同學為着所認定的、覺
得有價值的事努力，不輕言敗，毋忘以「愛」為推動力，以堅強的心志克服困難。

樂團及合唱團同學演奏及獻詩樂團及合唱團同學演奏及獻詩

主禮嘉賓呂麗虹校長主禮嘉賓呂麗虹校長
勉勵畢業同學勉勵畢業同學

中六信羅曉旻同學和中六善葉卓穎同學中六信羅曉旻同學和中六善葉卓穎同學
獲品學兼優獎獲品學兼優獎

中六君社社長劉映廷中六君社社長劉映廷
同學代表畢業同學致辭同學代表畢業同學致辭

君社代表致送紀念品給母校君社代表致送紀念品給母校

典禮完結前由校董羅永祥博士(左)致謝辭及典禮完結前由校董羅永祥博士(左)致謝辭及
羅慶才牧師(右)為大家祝福羅慶才牧師(右)為大家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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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動態中學記要

何校監、校長、校董會成員、各位家長、畢業同學：
  大家好！「教育生涯慘淡營」─我看到這歌詞便
百感交集，原來培正中學也有過艱苦經營的歷史。想
起我在舊校的遭遇，也是相當艱辛的，慘況更拍成了
《五個小孩的校長》電影。我是基層出生，從不敢奢
言夢想，還要經常張羅學費、書簿費，甚至校服費。
每當學校長假期，如暑假、聖誕節，我都要工作賺
錢。那時候，覺得工作時間過得特別慢。這意味什麼
呢？當時我想，工作原來如此枯燥。
  幸得一位中學老師提點，讓我意識到自己喜歡跟
小孩子相處，於是中五畢業就到幼稚園工作。當時
父母都不喜歡，因為八十年代正值香港百業興旺的時
期，銀行、保險業正蓬勃發展，薪酬也比幼稚園教師
高，不過媽媽最後都願意讓我嘗試，結果這一嘗試就
待在幼教行業幾十年了！這工作不會令我感覺時間過
得很慢，相反最常說的是：「小朋友，快點！快點！
不夠時間了！」這分別到底是什麼原因呢？我想是因
為價值─自己很喜歡，同時覺得這工作很值得去做。
幼稚園老師是孩子的啟蒙老師，是相當重要的，而隨
着工作的發展，我繼續進修，就更加發覺幼教對孩子
的影響很大。可是教育巨輪不斷前進，看着教育開始
變質，人人都要贏在起跑線的風氣下，使得很多孩子
連睡覺都不夠時間。
  我反思為何教育會變成這副模樣？猶記得當年任
教的名校，招生也要綽頭，因學生非富則貴。事實
上，有些孩子並不適合比較催谷的教育模式，甚至出
現焦慮症，我跟家長反映，但家長的回應往往令我失

望。最後我選擇做了教育的逃兵，當時我都不肯承認
自己當了逃兵，只推說想休息而已，但事實是對幼教
感到意興闌珊。
  我停下工作，每天就當家庭主婦為丈夫準備飯
菜。有一天，我清潔地板時，看到床下的一個箱子，
箱子內就是我廿多年幼教工作積存起來的心得。我望
着這個箱子，頓時百感交集，我問自己：這箱子要還
是不要？我跟自己說：不值得，然後就把箱子丟棄，
頭也不回，但其實當時很心痛。
  直至我在報章上看到有關五個孩子的消息，他們
在一所破落的學校，卑微的願望是可上學讀書，我就
決心去教他們。丈夫被我的決定嚇了一跳，擔心我不
清楚村裏的規則、不懂和村民相處等，我就告訴他定
會盡力配合，而自己亦確實做得到，並且轉眼間都十
年了。從一開始只打算幫助孩子過渡轉校，至希望他
們能繼續留下來讀書畢業，我憑着堅強的心志，認清
目標，克服萬難。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愛」。
教育源於「愛」，生命源於「愛」。愛是很大的推動
力，去完成在別人眼中看似不可能的任務。
  我希望今天畢業的同學，可以與我共勉，你們的
人生路還很漫長，或多或少也會遇到困難，請你們為
着所認定的、覺得有價值的事努力，也記得曾有一位
校長為了理想留守至最後一刻，今天雨後見彩虹，可
以服務更多有需要的家庭。最後，我鼓勵大家勇敢面
對困難，不要讓心裏的一團熱火輕易熄滅，要以不輕
言敗的精神，去面對難關，服務更多的人，令香港變
得更美好。

  校董王寧博士、羅永祥博士、鄭成業先生、張金城先生、劉文軒先生、李黃敏儀女士、家長教師會
主席簡明旭先生、副主席麥志偉先生、香港培正同學會會長何浩元先生、澳門培正中學校長高錦輝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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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信羅曉旻同學和中六善葉卓穎同
學獲中六畢業班品學兼優獎。其後，校監何建宗教授致送紀念品予長期服務同工。本年度獲長期服務獎
的同工有服務三十年的龍麗貞老師、陳嘉蓁老師和劉婉微女士；服務二十年的馬凱雄老師、許麗天老
師、黃祖佑老師、陳孟斌老師和張偉強先生；而丘敬峰老師、方文英女士及梁麗娟女士亦服務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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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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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禮主禮嘉賓
呂麗紅校長演講辭(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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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孟斌老師陳孟斌老師 張偉強先生張偉強先生

丘敬峰老師丘敬峰老師 方文英女士方文英女士 梁麗娟女士梁麗娟女士

服務三十年

服務二十年

服務十年

龍麗貞老師龍麗貞老師 陳嘉蓁老師陳嘉蓁老師 劉婉微女士劉婉微女士

馬凱雄老師馬凱雄老師 許麗天老師許麗天老師 黃祖佑老師黃祖佑老師

獲長期服務獎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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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信
歐陽沛昕 陳雋匡 陳樂熙 陳子琦 陳世協

簡嘉俊 古   晧 劉鎧銓 劉景行 羅曉旻
梁淽穎 林子琦 麥晧然 顏厲行 潘芷悅
岑睿哲 譚家恩 譚子聰 鄧雪茵 曾芷遙
吳芷筠 黃幸寧 黃蔚然 楊凱暉 姚梓量

中六望
鄭曉柵 張昕翹 周朗軒 朱健行 鍾顯宏
鍾灝永 鍾禮賢 郭天忻 黎詠希 林皚婷
林胤奭 劉慧淇 羅皚殷 梁嘉穎 盧樂瑤
吳景澤 伍穎禧 蘇君豪 胡景朗 葉海晴

中六愛
陳亮衡 陳文琛 陳以琳 張寶怡 張正熹
張家維 張安曦 蔡百浩 馮廸思 夏天偉
何曉琳 何翹志 許一彤 簡 約 林穎然
柳仲鎌 劉曉峯 梁凱茗 劉施憫 倫貝孜
吳宜璟 鮑穎瑤 施柏名 冼桉琦 蕭朗忻
鄧芷欣 鄧坤洛 曾詠茹 溫學蘊 王綽蔚
王錦潼 黃君右 黃悅心 楊朗生 余晴一

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中六畢業生名單
中六光

區俊言 鄭思雋 周俊言 鍾浩洋 鍾展行
方正元 黃煜行 江韻琪 劉善琳 劉善琛
李梓瑜 梁祖豐 梁晉熙 梁頌軒 駱璧華
吳嘉朗 吳柏韜 蕭卓姸 譚朗晴 鄧友圖
容靖喬 左晉瑋

中六善
有泉利香 陳曉嵐 陳宇航 鄭嘉宜 鄭玉盈

張芷蕎 曹朗翹 蔡瑋書 傅浠潼 馮詠恩
許僖庭 鄭曉楓 林玿瑜 林思溢 李維恩
梁鏡璧 廖曼旭 羅穎琛 雷震豪 龍采風
馬啟和 文鍾信 蕭子茹 邵敏櫻 鄧瑞恩
徐芊榕 黃子言 黃嘉濼 黃景韜 王恩隨
黃鈺芝 黃鈺瑩 許雯琪 葉譯涵 葉卓穎

中六正
陳正睿 陳浩鋒 陳沛瑜 周力行 鄭梓彥
張翠倚 張萱彤 張燡熙 招頌皓 招頌然
周朗聰 鍾曉楠 樊子晴 馮樂勤 馮奐晴
葉梓浩 劉映廷 李皓澄 李懷開 梁焯恆
梁智燊 梁旻楓 吳海亮 戴焯堯 戴逸晴
談知衡 湯諾陶 曾樂勤 黃晧桁 黃家禧
黃樂陶 黃慧恩 楊思卓 嚴淇諾 嚴淇諾

姓名 成績 姓名
成績

5** 5* 5 5** 5* 5
葉卓穎 7 周力行 2 2 1
鄧瑞恩 4 1 2 楊思卓 1 6
曹朗翹 4 1 1 林玿瑜 1 5 1
羅曉旻 4 2 劉映廷 1 4 2
黃慧恩 2 4 1 葉梓浩 2 2
廖曼旭 2 3 1 雷震豪 1 3 3
湯諾陶 3 2 戴焯堯 1 3 3
周朗聰 2 2 3 黃樂陶 1 3 3
左晉瑋 2 2 2 林皚婷 1 3 2
黃鈺芝 2 2 2 鄧芷欣 1 3 2
葉譯涵 2 2 2 戴逸晴 1 3 2
曾樂勤 2 2 2 羅皚殷 5

二零一九年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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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考生 5**-5級(%) 5**-3級(%) 5**-2級(%)

中文 培正 35.5% 89.0% 99.4%
全港 10.5% 57.9% 87.3%

英文 培正 34.3% 98.3% 100.0%
全港 9.7% 53.8% 79.0%

通識 培正 36.6% 98.8% 100.0%
全港 10.4% 71.2% 91.4%

數學 培正 47.7% 95.9% 100.0%
全港 14.7% 58.1% 81.3%

數學M1 * 培正 52.2% 93.5% 97.8%
全港 29.5% 72.0% 87.6%

數學M2* 培正 66.7% 100.0% 100.0%
全港 38.3% 80.2% 92.8%

生物 培正 40.6% 97.1% 100.0%
全港 20.0% 72.3% 90.8%

化學 培正 57.8% 98.4% 100.0%
全港 26.6% 76.7% 88.1%

物理 培正 68.0% 98.0% 100.0%
全港 27.0% 72.5% 90.2%

組合科學
(物理/化學)

培正 12.5% 87.5% 100.0%
全港 1.3% 37.1% 66.4%

資訊及通訊科技 培正 48.8% 95.3% 100.0%
全港 9.9% 55.0% 83.0%

中史 培正 15.4% 92.3% 100.0%
全港 14.1% 68.7% 91.9%

歷史 培正 58.8% 100.0% 100.0%
全港 15.7% 77.6% 94.7%

地理 培正 38.6% 98.2% 100.0%
全港 12.3% 64.1% 87.6%

經濟 培正 60.0% 98.8% 100.0%
全港 18.8% 68.4% 86.7%

文學 培正 33.3% 83.3% 100.0%
全港 17.0% 68.4% 8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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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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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31 17 6 13 13 2 2 2 9 23 154
副學士/ 

高級文憑/
基礎課程/

其他
3 1 8 3 3 18

二零一九年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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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君社校友鄧瑞恩獲香港政府頒發「香港卓越獎
學金」，以資助她到英國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攻讀生物科學。

2. 翹社校友黃偉樑於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就
讀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成績優異，名列學
院成績優異榜(Dean's List)，並獲大學頒發獎學
金Bang How Memorial Scholarship及N.P. Lam 
Memorial Scholarship in Psychology。

3. 雋社校友黃皓俊於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就
讀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成績優異，名列學
院成績優異榜(Dean's List)。

4. 哲 社 校 友 林 子 喬 於 二 零 一 七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度 就 讀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社 會 科 學 院 成 績
優 異 ， 獲 大 學 頒 發 獎 學 金 F u n g  P i n g  Fa n 
Memorial Scholarship、Dr Thomas T T Chen 
Scholarship for Study Projects in China及外展
體驗獎(Reaching Out Award)。

5. 哲社校友羅樂生於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就
讀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成績優異，名列學
院成績優異榜(Dean's List)，並獲大學頒發何路
德學業優異獎(Ho Lo Tak Prize)。

6. 哲社校友陳彥彰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就
讀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成績優異，名列
學院成績優異榜(Dean's List)。

7. 哲社校友林嘉堯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就
讀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成績優異，名列學院
成績優異榜(Dean's List)，獲大學頒發獎學金
(International Enrichment Grant 2018-19)。

8. 哲 社 校 友 李 尚 賢 於 二 零 一 八 至 二 零 一 九 年
度 就 讀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商 學 院 成 績 優 異 ， 獲
大學頒發獎學金(Public Service Internship 
Scholarship)。

9. 哲社校友陳安來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就
讀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地理社會科學)成績
優異，名列學院成績優異榜(Dean's List)。

10. 哲社校友黎弘毅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
就讀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中醫學及生物
醫學)成績優異，名列校長榮譽榜(President's 
Honour Roll)、學院成績優異榜(Dean's List)。

畢業生消息
11. 哲社校友許皓然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就

讀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成績優異，名列
學院成績優異榜(Dean's List)。

12. 哲社校友徐沛楹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就
讀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成績優異，名列
學院成績優異榜(Dean's List)。

13. 創社校友鍾慧怡於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就
讀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成績優異，獲大學
頒發獎學金Talent Development Scholarship
及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lumni Association Scholarship。

14. 創社校友李詠妍二零一七至二零一八年度就讀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成績優異，名列學
院成績優異榜(Dean's List)及崇基學院榮譽榜
(Chung Chi College Head's List)，並獲大學頒
發獎學金Chung Chi College Class Scholarship
及Chung Chi Scholarship for Excellence。

15. 創社校友李其昌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就
讀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成績優異，名列學院成
績優異榜(Dean's List)。

16. 創社校友陸文妤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
就讀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成績優異，獲大學
頒發獎學金(Lee Hysan Foundation Exchange 
Scholarship) (University Scholarship)。

17. 創社校友李恩彤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就
讀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成績優異，獲大學頒
發獎學金(Tang Pak Kau Scholarships)。

18. 創社校友薛芷穎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就
讀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電影)成績優異，名列
校長榮譽榜(President's Honour Roll)。

19. 創社校友鄧曉嵐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就
讀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電影)成績優異，名列
學院成績優異榜(Dean's List)。

20. 愛社校友梁彩意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就
讀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成績優異，名列學院成
績優異榜(Dean's List)。

21. 愛社校友劉欽冕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就
讀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社會科學)
成績優異，名列學院成績優異榜(Dean's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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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臻社校友容芷茵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就
讀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成績優異，獲大學頒
發獎學金(HKSAR Government Scholarship)
(University Scholarship)。

23. 臻社校友陳安祈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
就讀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公關及廣告)成績
優異，名列校長榮譽榜(President's Honour 
Roll)。

24. 臻社校友陳穎彤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就
讀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成績優異，名列
學院成績優異榜(Dean's List)。

25. 臻社校友羅進曦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就
讀香港浸會大學理學院(計算機科學)成績優異，
名列學院成績優異榜(Dean's List)。

26. 臻社校友任穎珊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就
讀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歷史)成績優異，名
列學院成績優異榜(Dean's List)。

27. 臻社校友蘇賢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就讀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體育及康樂管理)成績
優異，名列學院成績優異榜(Dean's List)。

28. 臻社校友曾憲維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就
讀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歷史及通識教學教育)成
績優異，名列學院成績優異榜(Dean's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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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期考
中一至中六各級優異生、勤學生名單

優異生
中一信
中一望
中一愛
中一光
中一善
中一正

林毅泓  連以心  吳諾恩
范皓僑  高凱翹  林施朗
李晴恩  潘悅晴
蔡湧信
歐若林  蔡浩朗  黃 進
郭思言  尹靖文  楊栢喬

中三信
中三望
中三愛
中三光
中三善
中三正

龍瑞希  吳梓銘  姚涵瑛
岑杏琳  陳曉約  鄭思律  焦采溢  吳哲朗 郭芊璇
鄭芷晴  鍾恩信  林昕彤
陳可桐  李歷安
陳有駿  樊子晞  邵如雪  楊汶璁
葉穎瑜

中二信
中二望
中二光
中二善
中二正

鍾玉琂  葉朗希  容心玥
陳泰亨  葉子聰
植向峰  徐 希  黃悅晴  黃衠凝
歐曉諾
陳柏羲  吳子雋  鄧芷朗  黃延彰

中四望
中四正

柁 鈴
陳量婷  張綽軒  鄺 達

中五善
中五正

陳悅雯  蘇詠然
吳思卓  袁樂勤

中六善 雷震豪  葉卓穎

勤學生
中一信

中一望

中一愛

中一光
中一善

中一正

張舒婷  鄺弘哲  李海柔  呂汶熹  吳家尚  
徐 咏  王爾臻
朱欣晴  馮潔芯  謝思行  詹子鎏  龔令剛  
石巧晴  吳詠欣  葉松昀  楊皓晴
周駿祺  馮奧思  何文僖  黎亮希  李冠霆  
黃文正  黃天悅
陳善樂  周雅妍  葉浩林  麥禮謙  黃恩睎
陳玥爾  鄭思悅  林子皓  盧俊嶬  王嘉建  
黃皓澄
郭子楷  莫一樂  柯栩華  彭敬朗  黃浩恩  
黃寶萱

中四信
中四望

中四愛
中四光
中四善

中四正

李止允
陳思樺  陳祉軒  陳穎恩  張藝瓊  莊曉蝶
周曉陶  梁鈞凱  李逸詩  施紫茵  王俊豪  
黃皓研
蔡悅言  莊旻穎  樊藹霖  容朗天
林棹昕  林芸萱  吳宇康  庾藹嵐
歐子榆  張紫晴  周樂晴  林靜嵐  李惟惠  
梁曉瑩  馬睿琛  孫詠晞  戴逸賢  姚旻希
陳凱琳  陳敬賢  陳子賢  鄭琛穎  錢紀妍  
鍾繕暉  何欣洛  黎卓衡  廖善朗  羅浚樂 
雷棨皓  潘逸朗  沈 廓  史懷樂  湯迦立  
黃浩楠  黃凱聰  黃啓元  黃文定  王蔚瑤

中二信
中二望
中二愛

中二光

中二善

中二正

陳顥洋  鄭樂瑤  高兆廷  麥可欣  沈煦齡
周溰晉  李倬瑩  麥湘寧  楊穎琳
鍾 晴  方澤鑫  曾憲鈞  崔靖遙  黃朗晴  
楊彥彤
陳學賢  章皓朗  章詩晴  關子俊  梁曜鏗  
黃文禮  姚洁林  姚樂晴
何樂怡  李嘉尚  劉旭輝  呂卓謙  蘇羽年  
王藹怡  王祈恩
關少翀  馬凱悅  毛湤雅  楊芷芊

中五信
中五望
中五愛
中五光
中五善

中五正

張卓薇
陳泳霖  范小悠  謝依霖  黃旭緯 
陳功亮 陳籽潼  林佩芝  林子希  梁詠然 黃宣霖
陳紀言  林天晴  梁綽恩  林梦妃  彭皕孜
周子然  陳嘉儀  張其蘅  侯思薇  江卓思
梁紫惠  彭樂研  唐偉誌  黃嘉雯  黃子澔
陳恩臨  鄭希哲  張沛笙  徐勵謙  鍾懷哲
關朗曦  林文傑  潘博文  孫樂衡  謝家熙  蔡逸曦
衛家熙  王皓湋  黃柏茜  黃彥熙  姚元悅

中三信

中三望
中三愛
中三光
中三善
中三正

張文彥  植家祺  林日東  李傑正  羅安琪  
錢泓熙  黃諾謙
翟凱澄  劉詠茵
胡穎琪  李家悅  李以正  甄梓濠
鄭子欣  張蕙然  符哲滔
張子蕎  高楚翹  林栢穎  李珈汶  馬肇煒
許綽允  林正童  羅卓希  吳仲翹  譚曉晴  
唐鄯恆  尹卓瑩  黃俊健  黃瑞豐  黃亭嘉

中六信
中六望
中六愛
中六光
中六善

中六正

陳樂熙  陳世協  羅曉旻  黃蔚然
林皚婷  羅皚殷
陳以琳  張家維  鮑穎瑤  鄧芷欣  余晴一
駱璧華  左晉瑋
陳曉嵐  鄭嘉宜  鄭玉盈  曹朗翹  蔡瑋書  鄭曉楓
林玿瑜  廖曼旭  羅穎琛  邵敏櫻  鄧瑞恩  徐芊榕
黃嘉濼  王恩隨  黃鈺芝  黃鈺瑩  許雯琪  葉譯涵
周力行  張翠倚  張萱彤  招頌皓  周朗聰  鍾曉楠
樊子晴  葉梓浩  劉映廷  李皓澄  李懷開  梁焯恆
梁智燊  吳海亮  戴焯堯  戴逸晴  談知衡  湯諾陶
曾樂勤  黃晧桁  黃家禧  黃樂陶  黃慧恩  楊思卓
嚴淇諾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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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獲頒獎狀學生名單
品學兼優獎 羅曉旻  6A 葉卓穎  6E

學業成績優良獎

吳諾恩  1A 詹子鎏  1B 李晴恩  1C 蔡湧信  1D 蔡浩朗  1E 楊栢喬  1F
容心玥  2A 葉子聰  2B 黃朗晴  2C  徐 希   2D 歐曉諾  2E 鄧芷朗  2F
吳梓銘  3A 焦采溢  3B 鍾恩信  3C 陳可桐  3D 陳有駿  3E 葉穎瑜  3F
李止允  4A 陳祉軒  4B 樊藹霖  4C 吳宇康  4D 林靜嵐  4E 陳量婷  4F
張卓薇  5A 范小悠  5B 陳籽潼  5C 林天晴  5D 陳悅雯  5E 袁樂勤  5F
羅曉旻  6A 林皚婷  6B 陳以琳  6C 左晉瑋  6D 葉卓穎  6E 楊思卓  6F

林英豪獎 
(學業成績優異) 葉卓穎  6E 雷震豪  6E 林皚婷  6B 羅曉旻  6A 鄧瑞恩  6E

學業成績進步獎

徐瑋瞳  1A 石巧晴  1B 陳哲妍  1C 錢宗延  1D 陳鈞澤  1E 馮悅朗  1F
黃海瑤  2A 黎韋樂  2B 徐君陶  2C 章皓朗  2D 張安迪  2E 黃康晴  2F
陳日楠  3A 郭芊璇  3B 呂易衡  3C 符哲滔  3D 梁凱傑  3E 梁靖欣  3F
陳頌軒  4A 梁裕正  4B 徐天穎  4C 吳宇康  4D 李惟惠  4E 黎卓衡  4F
馬朗希  5A 彭穎琳  5B 鄭竣瑋  5C 梁皓怡  5D 貝恩雅  5E 劉穎澄  5F

操行獎

李海柔  1A 龔令剛  1B 黃天悅  1C 麥禮謙  1D 黃皓澄  1E 尹靖文  1F
李泳澄  2A 葉沚喬  2B 陳芊潞  2C 章皓朗  2D 陳蓁蕎  2E 吳靖晴  2F
吳梓銘  3A 翟凱澄  3B 關頌曦  3C 陳可桐  3D 樊子晞  3E 吳仲翹  3F
余 悅  4A 張藝瓊  4B 文惠怡  4C 王翠鈴  4D 羅星俞  4E 湯迦立  4F
張詩晴  5A 謝依霖  5B 余樂軒  5C 彭皕孜  5D 黃衠瑤  5E 陳恩臨  5F
黃蔚然  6A 盧樂瑤  6B 鮑穎瑤  6C 區俊言  6D 林玿瑜  6E 張萱彤  6F

服務獎

區孝勤  1A 連以心  1A 徐瑋瞳  1A 范皓僑  1B 龔令剛  1B 屈凱澄  1B
梁悅靈  1C 陸綺婷  1C 潘悅晴  1C 鄺心悅  1D 薛諾行  1D 余逸浠  1D
陳鈞澤  1E 鄭思悅  1E 王嘉建  1E 彭敬朗  1F 黃浩恩  1F 楊栢喬  1F
陳顥洋  2A 李敬生  2A 容心玥  2A 何卓殷  2B 許瑋恩  2B 楊穎琳  2B
劉栢初  2C 黃朗晴  2C 黃柏勵  2C 林良鍵  2D 姚洁林  2D 林家泉  2E
劉旭輝  2E 關少翀  2F 鄧芷朗  2F 陳琬晴  3A 王苑琳  3A 區梓雋  3B
葉 澄  3B 彭花茶  3B 李家悅  3C 潘煦朗  3C 黃 迪  3C 張浚謙  3D
何旨悠  3D 林嘉軒  3D 何冠聰  3E 黃梓謙  3E 王欣同  3E 黎穎忻  3F
尹卓瑩  3F 黃婕妤  3F 凌溢朗  4A 蔡一非  4A 殷文謙  4A 陳穎恩  4B
陳彥琪  4B 梁鈞凱  4B 黃君彥  4B 莊旻穎  4C 李華雋  4C 容朗天  4C
林棹昕  4D 劉宇燊  4D 庾藹嵐  4D 張紫晴  4E 羅星俞  4E 余穎欣  4E
黎卓衡  4F 黃文定  4F 王蔚瑤  4F 張愛林  5A 李艷如  5A 范小悠  5B
李卓熹  5B 黃旭緯  5B 何式琦  5C 李君堯  5C 王愷蕎  5C 張肇軒  5D
林天晴  5D 梁綽恩  5D 彭樂研  5E 曾兆航  5E 余知行  5E 劉慕言  5F
吳有孚  5F 顏厲行  6A 黃蔚然  6A 鍾顯宏  6B 黎詠希  6B 張寶怡 6C

王綽蔚  6C 余晴一  6C 江韻琪  6D 劉善琛  6D 譚朗晴  6D 有泉利香  
6E

黃子言  6E 葉卓穎  6E 張翠倚  6F 馮樂勤  6F 劉映廷  6F

週記獎

蔡昊朗  2C 許詩曼  2C 劉彥雅  2C 李泳諄  2C 唐綽盈  2C 林芊頤  4A

陸珈慧  4A 殷文謙  4A 歐陽天晴 
4D 林羨甯  4D 謝雋浩  4D 徐芊楹  4D

王翠鈴  4D 陳功亮  5C 陳籽潼  5C 鍾卓螢  5C 吳佩珮  5C 黃宣霖  5C

聖經獎

連以心  1A 謝思行  1B 潘悅晴  1C 郭正軒  1D 盧俊嶬  1E 尹靖文  1F
鄭樂瑤  2A 葉子聰  2B 蔡凱晴  2C 黃悅晴  2D 何樂怡  2E 黎一諾  2F
張文彥  3A 劉詠茵  3B 鄭芷晴  3C 張蕙然  3D 邵如雪  3E 許綽允  3F
余 悅  4A 高楚嵐  4B 文惠怡  4C 王翠鈴  4D 林靜嵐  4E 劉芷儀  4F
張詩晴  5A 謝依霖  5B 陳功亮  5C 林天晴  5D 梁紫惠  5E 徐勵謙  5F
羅曉旻  6A 林皚婷  6B 何翹志  6C 左晉瑋  6D 黃鈺芝  6E 鄭梓彥  6F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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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獎學金得獎者名單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李文健老師紀念獎學金(英文科成績進步獎) 謝日駿 信
史帶獎學金(英語會話傑出表現) 張舒婷 信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連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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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以心 信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吳諾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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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諾恩 信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林毅泓 信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最佳進步獎) 徐瑋瞳 信
李文健老師紀念獎學金(英文科成績進步獎) 陽卓謙 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梁鈞名 望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高凱翹 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詹子鎏 望
一九六六年級皓社獎學金(人文科成績優異) 詹子鎏 望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詹子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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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子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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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施朗 望

黃汝光博士紀念基金獎學金(社長服務優良) 范皓僑 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社長服務優良) 范皓僑 望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范皓僑 望
周公諒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優異) 李晴恩 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李晴恩 愛
李文健老師紀念獎學金(英文科成績進步獎) 鄔迦俊 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陳哲妍 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周展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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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亮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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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悅晴 愛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黃文正 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蔡依晴 光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黃詠睎 光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蔡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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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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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以樂 光

朱達三老師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陳善樂 光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陳善樂 光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黃逸樵老師紀念獎學金
(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陳善樂 光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陳善樂 光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俞    磊 光
李文健老師紀念獎學金(英文科成績進步獎) 俞    磊 光
紅藍獎學金(初中體育科成績優異) 聶朗皓 光
李文健老師紀念獎學金(英文科成績進步獎) 鄭思悅 善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陳玥爾 善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蔡浩朗 善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蔡浩朗 善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蔡浩朗 善
一九五八年級銳社北美同學獎學金
(學業成績優良) 陳玥爾 善

梁泳釗醫生紀念獎學金(學業成績優良) 陳玥爾 善
劉彩恩老師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王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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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展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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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皓澄 善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品行優良女生) 黃皓澄 善

謝恩獎學金(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黃皓澄 善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黃皓澄 善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林子皓 善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黃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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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    進 善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品行優良男生) 王嘉建 善

高雁雲老師紀念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郭思言 正
李文健老師紀念獎學金(英文科成績進步獎) 譚心悅 正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駱致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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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一樂 正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楊栢喬 正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楊栢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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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栢喬 正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楊栢喬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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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栢喬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楊栢喬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黃浩恩 正

中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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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王祖詒老師紀念獎學金(書法比賽成績優異) 容心玥 信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容心玥 信
黃汝光博士紀念基金獎學金(社長服務優良) 容心玥 信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社長服務優良) 容心玥 信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容心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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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心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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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樂瑤 信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李敬生 信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最佳進步學生) 黃海瑤 信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最佳進步獎) 黃海瑤 信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高兆廷 信
黃逸樵老師紀念獎學金
(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高兆廷 信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高兆廷 信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陳顥洋 信
孫瑋老師紀念獎學金
(中文創作比賽成績優異) 楊凱晴 望

王祖詒老師紀念獎學金(書法比賽成績優異) 鄧安穎 望
羅雪婉女士紀念韓建勳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陳泰亨 望

梁玉愛老師紀念獎學金(英文科成績進步獎) 葉子聰 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葉子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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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子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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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溰晉 望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周溰晉 望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周溰晉 望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陳以諾 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張正熙 望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最佳進步學生) 黎韋樂 望

梁玉愛老師紀念獎學金(英文科成績進步獎) 方澤鑫 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方澤鑫 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黃朗晴 愛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最佳進步學生) 徐君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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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嘉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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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凱翔 愛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黃凱翔 愛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黃凱翔 愛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品行優良女生) 姚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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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皓朗 光

周公諒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優異) 徐    希 光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徐    希 光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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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希 光

胡英才先生紀念獎學金
(設計科技科成績優異) 梁曜鏗 光

梁玉愛老師紀念獎學金(英文科成績進步獎) 黃奕曦 光
王擴實李璧華伉儷紀念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最佳進步) 黃奕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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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奕曦 光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吳卓軒 光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最佳進步學生) 章皓朗 光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陳學賢 光
盧太夫人獎學金(家政科成績優異) 植向峰 光
梁玉愛老師紀念獎學金(英文科成績進步獎) 陳凱呈 善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余紹霖 善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歐曉諾 善
一九六六年級皓社獎學金(人文科成績優異) 呂卓謙 善
一九五八年級銳社北美同學獎學金
(學業成績優良) 黎心悅 善

梁泳釗醫生紀念獎學金(學業成績優良) 黎心悅 善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最佳進步學生) 張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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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家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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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祈恩 善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蘇羽年 善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蘇羽年 善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徐    悅 善
朱達三老師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黃延彰 正
高雁雲老師紀念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黃延彰 正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黃延彰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黃延彰 正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鄧芷朗 正
謝恩獎學金(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鄧芷朗 正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鄧芷朗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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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芷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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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芷朗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科學比賽成績優異) 鄧芷朗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鄧芷朗 正
史帶獎學金(英語會話傑出表現) 馬凱悅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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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正諾 正

梁玉愛老師紀念獎學金(英文科成績進步獎) 梁詠桐 正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楊芷芊 正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最佳進步學生) 黃康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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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䓪賢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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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李廷棟夫人紀念李廷棟醫生獎學金
(生物科成績優異) 張文彥 信
劉彩恩老師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張文彥 信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品行優良女生) 吳梓銘 信
孫瑋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創作比賽成績優異) 吳梓銘 信
周公諒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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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社長服務優良) 吳梓銘 信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吳梓銘 信
史帶獎學金(校外科學比賽成績優異) 吳梓銘 信
史帶獎學金(英語會話傑出表現) 錢泓熙 信
史帶獎學金(校外科學比賽成績優異) 姚涵瑛 信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姚涵瑛 信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徐啟朗 信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羅安琪 信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最佳進步學生) 陳日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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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在林 信
紅藍獎學金(初中藝術科成績優異) 黃諾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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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杏琳 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區梓雋 望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焦采溢 望
張啟滇老師紀念獎學金(化學科成績優異) 焦采溢 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焦采溢 望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焦采溢 望
王擴實李璧華伉儷紀念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最佳進步) 鄭景丰 望
李廷棟夫人紀念李廷棟醫生獎學金
(物理科成績優異) 鄭思律 望
高雁雲老師紀念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鄭思律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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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思律 望
譚日旭校長獎學金(紅藍科研先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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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科學比賽成績優異) 鄭思律 望
史帶獎學金(校外科學比賽成績優異) 陳曉約 望
史帶獎學金(校外科學比賽成績優異) 劉詠茵 望
史帶獎學金(校外科學比賽成績優異) 吳哲朗 望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吳哲朗 望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倫芷悠 望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翟凱澄 望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翟凱澄 望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陳曉約 望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陳曉約 望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最佳進步獎) 郭芊璇 望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最佳進步學生) 郭芊璇 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柯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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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悅 愛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一九六六年級皓社獎學金(人文科成績優異) 鄭芷晴 愛
真社三十五周年紀念獎學金(地理科成績優異) 鄭芷晴 愛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歷史科成績優異) 鄭芷晴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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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俊稀 愛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王俊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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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甄梓濠 愛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甄梓濠 愛
一九五八年級銳社北美同學獎學金
(學業成績優良) 甄梓濠 愛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最佳進步學生) 呂易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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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洛弘 光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李旻思 光
史帶獎學金(校外科學比賽成績優異) 趙紳寶 光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最佳進步學生) 符哲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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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子欣 光
周公諒老師紀念獎學金(中國歷史科成績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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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陳可桐 光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李德嵐 光
孫瑋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創作比賽成績優異) 邵如雪 善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龐智軒 善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陳有駿 善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最佳進步學生) 梁凱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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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覺恩 善
朱達三老師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楊汶璁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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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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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楊汶璁 善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楊汶璁 善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樊子晞 善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梁家朗 善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黃梓謙 善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黃梓謙 善
王祖詒老師紀念獎學金(書法比賽成績優異) 黃俊健 正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李文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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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彩恩老師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葉穎瑜 正
紅藍獎學金(初中音樂科成績優異) 唐鄯恆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科學比賽成績優異) 唐鄯恆 正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最佳進步學生) 梁靖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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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靖欣 正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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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品行優良女生) 陳子晴 信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
(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陳頌軒 信

周公諒老師紀念獎學金
(中國歷史科成績優異) 蕭烱揚 信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
(班成績優異) 李止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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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祉軒 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
(班成績優異) 陳祉軒 望

利榮達先生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陳祉軒 望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陳祉軒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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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祉軒 望

黃逸樵老師紀念獎學金
(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陳祉軒 望

王祖詒老師紀念獎學金(物理科成績優異) 陳祉軒 望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陳祉軒 望
周公諒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優異) 柁    鈴 望
周公諒老師紀念獎學金
(中國文學科成績優異) 柁    鈴 望

高雁雲老師紀念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柁    鈴 望
林天蔚老師紀念獎學金(歷史科成績優異) 柁    鈴 望
陳啟潛老師紀念獎學金
(人文學科成績優異) 柁    鈴 望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柁    鈴 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
(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周曉陶 望

王擴實李璧華伉儷紀念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最佳進步) 黃皓研 望

史帶獎學金(英語會話傑出表現) 黃君彥 望
趙民重先生紀念趙國俊翁獎學金
(經濟科成績優異) 梁鈞凱 望

一九五八年級銳社北美同學獎學金
(學業成績優良) 施紫茵 望

陳啟潛老師紀念獎學金
(人文學科成績優異) 施紫茵 望

趙鈞淇趙鈞浩先生紀念趙熙垣翁獎學金
(地理科成績優異) 莊旻穎 愛

謝恩獎學金(聖經成績優異) 莊旻穎 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
(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黃遵羲 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
(班成績優異) 樊藹霖 愛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李芷賢 愛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伍逸木 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
(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劉子駿 光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
(班成績優異) 吳宇康 光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
(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歐子榆 善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
(班成績優異) 林靜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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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詠晞 善

一九六六年級皓社獎學金
(通識科成績優異) 孫詠晞 善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最佳進步獎) 李惟惠 善

黃汝光博士紀念基金獎學金
(社長服務優良) 余穎欣 善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社長服務優良) 余穎欣 善
吳宣倫吳胡淑慈伉儷獎學金
(成績優異升讀本校中四級) 林靜嵐 善

李廷棟夫人紀念李廷棟醫生獎學金
(生物科成績優異) 錢紀妍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生物比賽成績優異) 錢紀妍 正
張啟滇老師紀念獎學金(化學科成績優異) 錢紀妍 正
譚日旭校長獎學金(紅藍科研先鋒獎) 錢紀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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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迦立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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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迦立 正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陳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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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嘉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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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逸朗 正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
(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崔曉桐 正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數學科(理組)成績優異) 陳子賢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鄭琛穎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劉芷儀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莫嘉浩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潘逸朗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黃浩楠 正
李廷棟夫人紀念李廷棟醫生獎學金
(銀樂隊服務優良) 黃凱聰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黃凱聰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陳子賢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張綽軒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沈    廓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黃浩楠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生物比賽成績優異) 黃啓元 正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陳量婷 正
吳宣倫吳胡淑慈伉儷獎學金
(成績優異升讀本校中四級) 陳量婷 正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
(班成績優異) 陳量婷 正

中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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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
(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馬朗希 信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最佳進步獎) 馬朗希 信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
(班成績優異) 張卓薇 信

孫瑋老師紀念獎學金
(中文創作比賽成績優異) 陳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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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小悠 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
(班成績優異) 范小悠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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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梓樂 望

周公諒老師紀念獎學金
(中國文學科成績優異) 黃旭緯 望

一九五五年級忠社金禧獎學金(服務優良) 吳碩楠 望
林天蔚老師紀念獎學金(歷史科成績優異) 陳泳霖 望
一九六四年級協社金禧獎學金
(傑出服務生) 劉卓敏 望

伍治澄女士紀念姐丈李孟標校長獎學金
(聖經科成績優異) 陳功亮 愛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陳籽潼 愛
鄧謝瓊瑤女士紀念鄧丁森先生獎學金
(經濟科成績優異) 陳籽潼 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
(班成績優異) 陳籽潼 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
(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張晉熙 愛

史帶獎學金(英語會話傑出表現) 黃宣霖 愛
汪鎮國先生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梁詠然 愛
陳文彬先生紀念陳國勳翁獎學金
(音樂科成績優異) 林儒杲 愛

王擴實李璧華伉儷紀念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最佳進步) 阮朗程 光

周公諒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優異) 彭皕孜 光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彭皕孜 光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
(班成績優異) 林天晴 光

史帶獎學金(校外生物比賽成績優異) 林令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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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豪 善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
(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李懌一 善

李俊庭老師紀念獎學金(學生長服務優良) 黃衠瑤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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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衠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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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頌恩 善

梅李美煥女士獎學金(地理科成績優異) 周子然 善
高雁雲老師紀念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陳悅雯 善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
(班成績優異) 陳悅雯 善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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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悅雯 善

一九六六年級皓社獎學金
(通識科成績優異) 陳悅雯 善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品行優良女生) 劉慕言 正

王祖詒老師紀念獎學金(物理科成績優異) 關朗曦 正
張啟滇老師紀念獎學金(化學科成績優異) 關朗曦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關朗曦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生物比賽成績優異) 關朗曦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生物比賽成績優異) 金伊諾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生物比賽成績優異) 林文傑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生物比賽成績優異) 吳思卓 正
胡英才先生紀念獎學金(生物科成績優異) 吳思卓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生物比賽成績優異) 潘博文 正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數學科(理組)成績優異) 潘博文 正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
(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劉穎澄 正

謝恩獎學金(非畢業班體育科成績優異) 梁鈞樂 正
一九五八年級銳社北美同學獎學金
(學業成績優良) 衛家熙 正

梁泳釗醫生紀念獎學金(學業成績優良) 衛家熙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衛家熙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衛家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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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家熙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鄭希哲 正
楊國雄博士伉儷獎學金(電腦科成績優異) 鄭希哲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陳晉傑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鍾懷哲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傅仰灝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李德謙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袁樂勤 正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袁樂勤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袁樂勤 正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
(班成績優異) 袁樂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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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樂勤 正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袁樂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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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樂勤 正

黃逸樵、梁君偉、林敏初老師獎學金
(數學科成績優異) 張沛笙 正

黃逸樵老師紀念獎學金
(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張沛笙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張沛笙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吳有孚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吳有孚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姚元悅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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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品學兼優) 羅曉旻 信
一九五五年級忠社金禧獎學金(品學兼優) 羅曉旻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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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曉旻 信
余守初余伯偉父子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羅曉旻 信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黃幸寧 信
王擴實李璧華伉儷紀念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最佳進步) 劉景行 信
梁泳釗醫生紀念獎學金(學業成績優良) 陳世協 信
一九五八年級銳社北美同學獎學金
(學業成績優良) 陳世協 信
孫瑋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創作比賽成績優異) 黃蔚然 信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林皚婷 望
黃增玲先生獎學金(歷史科成績優異) 林皚婷 望
余守初余伯偉父子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林皚婷 望
黃增玲先生獎學金(中國歷史科成績優異) 蘇君豪 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吳景澤 望
黃增玲先生獎學金(數學科(文組)成績優異) 張家維 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楊朗生 愛
余守初余伯偉父子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陳以琳 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劉善琳 光
余守初余伯偉父子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左晉瑋 光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組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左晉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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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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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祖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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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晉熙 光
一九二四年級群社獎學金(體育科成績優異) 梁晉熙 光
一九六四年級協社金禧獎學金(傑出運動員) 梁晉熙 光
培正中學教職員會紀念本校六十五周年校
慶獎學金(中學畢業班教職員子女成績優異) 黃鈺瑩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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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增玲先生獎學金(地理科成績優異) 鄧瑞恩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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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卓穎 善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葉卓穎 善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品學兼優) 葉卓穎 善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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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卓穎 善
黃增玲先生獎學金(經濟科成績優異) 葉卓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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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卓穎 善
汪鎮國先生獎學金(生物科成績優異) 葉卓穎 善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葉卓穎 善
余守初余伯偉父子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葉卓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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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五年級忠社金禧獎學金(品學兼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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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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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帶獎學金(紅藍獎勵計劃金獎) 林思溢 善
孫瑋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創作比賽成績優異) 林玿瑜 善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數學科(理組)成績優異) 黃樂陶 正
王國璇會佐紀念獎學金(聖經科成績優異) 鄭梓彥 正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嚴淇諾 正
余守初余伯偉父子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楊思卓 正
汪鎮國先生獎學金(電腦科成績優異) 周朗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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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朗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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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智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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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樂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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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映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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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社長服務優良) 劉映廷 正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社長服務優良) 劉映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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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諾陶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曾樂勤 正
何鴻佳伉儷紀念獎學金(服務優良) 鍾曉楠 正
張啟滇老師紀念獎學金(化學科成績優異) 周力行 正

中六年級

畢業班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史帶獎學金(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語文成績優
異並在本港大學主修語文相關學科) 薛芷穎 創社
陸明紀念獎學金(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生物成
績優異並在本港大學主修醫護相關學科) 吳思朗 臻社
史帶獎學金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蔡依彤 臻社
史帶獎學金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陳倩華 臻社
史帶獎學金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葉    祈 臻社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史帶獎學金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馮筠惠 臻社
史帶獎學金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馬卓俊 臻社
史帶獎學金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顏朗峰 臻社
史帶獎學金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饒沛樂 臻社
一九六九年級昇社致敬陳允武老師榮休獎
學金(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物理科成績優異) 張瀚仁 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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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新聘教職員

  二零一八年度任重道遠獎已於二零一八年五月廿七日教職員會上頒發，以表揚在一整學年沒有遲到
和病假紀錄的教職員。獲獎教職員有：

歐震國老師、陳雁容老師、蔣嘉俊老師、錢澄老師、周慈蓮老師、鍾靈秀老師、何卓蘊老師、
郭慧蘭老師、林溢朗老師、羅子揚老師、羅恩銘老師、李鳳華老師、梁偉雄老師、梁文傑老師、
龍麗貞老師、馬億洋老師、潘嘉衡老師、司徒志輝老師、譚嘉銘老師、黃祖佑老師、黃子榮老師、
林慧嫻老師、梁麗娟女士及馬秀影女士。

獲任重道遠獎教職員

1) 甘麗芳女士 
職  務： 教師 
學  歷：香港大學文學士(榮譽)，主修英文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文憑，主修英文
任教科目：中一及中五英文、中一生命教育
2) 王明輝先生
職  務： 教師 
學  歷：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學士(榮譽)，
 主修社會學
 香港中文大學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主修通識
 香港大學教育碩士，主修課程與教學
任教科目：中四至中五通識、中六通識輔導及
 中三歷史
3) 陳俏華女士
職  務：教師
學  歷：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學士(榮譽)，
 主修新聞與傳播學 
 香港中文大學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主修通識
任教科目：中四至中五通識、中一英文
4) 陳思敏女士
職  務：教師
學  歷：香港大學文學士兼教育學士(榮譽)，
 主修中文
任教科目：中二至中三中文、中三中史
5) 關旻浩先生 
職  務：教師
學  歷：香港中文大學文學碩士，主修語言學 
     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榮譽)，
 主修數學、副修統計
     香港中文大學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主修數學
任教科目：中二至中四數學、中四延伸數學

6) 許懷恩先生(2013年級翹社)
職  務：教師
學  歷：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榮譽)，主修化學
任教科目：中一至中二科學
7) 謝淑晴女士
職  務：教師
學  歷：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主修音樂，
 副修英文
     香港中文大學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主修音樂
任教科目：中一至中五音樂、中一生命教育
8) 陳曉晴女士
職  務：助理教師
學  歷：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榮譽)學士，
 主修政治與行政學，副修歷史
 香港中文大學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主修通識，副修歷史
任教科目：中五通識
9) 郭卓穎女士(2014年級雋社)
職  務：生涯規劃兼英文科教學助理 
學  歷：香港科技大學工學士(榮譽)，
 主修化學工程，副修人文社會學
10) 羅與轅先生 
職  務：數學科教學助理 
學  歷：英國伯明翰大學社會科學學士(榮譽)，
 主修商業管理
11) 郭永琴女士
職  務：會計文員 
學  歷：中七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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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 名 職稱/授課科目
00 何建宗 校監
01 何力高 校長 通識 戲劇
02 鍾偉東 副校長/ 電腦                    
03 鄭景亮 副校長/ 體育                    
04 梁廼文 副校長/ 生物
05 李敏儀 助理校長/ 中文科主任II/ 中文
06 梁振忠 基督教事工主任 / 歷史 生命教育 
07 黃子榮 學務主任/ 化學科主任/ 化學                
08 歐震國 訓導主任/ 數學 延伸數學
09 尹重儀 輔導主任/ 數學 生命教育         
10 呂艷蘭 升學就業輔導主任/ 電腦            
11 潘嘉衡 課外活動主任/ 體育 歷史        
12 區志玲 事務主任/ 家政科主任/ 家政 

13 馬凱雄 資訊科技統籌主任/   圖書館主任/ 
電腦

14 林慧嫻 公民教育主任/ 生命教育 公民教育                   

15 吳雯靜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輔導助理/ 
通識 生命教育   

16 黃祖佑 助理學務主任/數學 延伸數學 生命
教育

17 李灝峰 助理學務主任/助理數學科主任/ 
數學 延伸數學

18 陳永鏗 助理課外活動主任/設計科技科主任/ 
設計科技  

19 陳孟斌 助理事務主任/ 數學 媒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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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史   
23 錢  澄 訓導助理/ 英文 通識 
24 林溢朗 輔導助理/ 中文 生命教育 
25 熊潔婷 輔導助理/ 中文 生命教育

26 羅子揚 升學就業輔導助理/ 
通識   經濟 公民教育              

27 潘曉玲 公民教育助理/ 
中文  中國歷史 生命教育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教職員一覽表

編號 姓 名 職稱/授課科目

28 梁柏鍵 中文科主任 I/中國歷史科主任/ 
中文 中國歷史 

29 段麗珊 中國文學科主任 助理中文科主任/ 
中文 中國文學 

30 馮君玲 助理中文科主任/ 中文 生命教育   
31 李家傑 英文科主任 I/ 英文
32 譚詠嫺 英文科主任 II/ 英文        
33 張浩嘉 助理英文科主任/ 英文 生命教育       
34 李國柱 數學科主任 I/ 數學 延伸數學 
35 梁偉雄 數學科主任 II/ 數學   延伸數學               
36 羅子軒 助理通識科主任/ 通識
37 張嘉亮 歷史科主任/ 歷史   
38 郭慧蘭 經濟科主任/ 經濟 公民教育                        
39 葉天健 物理科主任/ 物理            
40 龍麗貞 生物科主任/ 生物 科學      

41 楊偉樂 科學科主任/ 
化學 生物 科學 生命教育 

42 梁文傑 電腦科主任/ 電腦 生命教育                          
43 黃志偉 地理科主任/ 地理                          
44 鍾少雲 音樂科主任/音樂 生命教育                        
45 鍾靈秀 體育科主任/ 體育  
46 司徒志輝 視覺藝術科主任/ 視藝 媒體藝術         
47 林向秀 中文                 
48 黃佩儀 中文
49 陳雅君 中文 生命教育 
50 虞美曄 中文   
51 許麗天 中文 
52 趙翠琼 中文 中國歷史 生命教育 
53 王錦虹 中文 中國文學 生命教育  
54 陳思敏 中文 中國歷史 
55 陳雁容 英文 生命教育 
56 陳嘉蓁 英文 生命教育    
57 陸雁璇 英文 生命教育 
58 鄭英煒 英文 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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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 名 職稱/授課科目
59 周慈蓮 英文 生命教育 
60 鄧巧思 英文
61 蔣肇麟 英文 生命教育
62 胡基信 英文 英語會話  
63 楊新苗 英文 生命教育   
64 吳美芬 英文 
65 沈昕華 英文 生命教育 
66 甘麗芳 英文 生命教育 
67 梁子敏 數學 延伸數學
68 王敏瑒 數學 生命教育
69 蘇栢揚 數學 電腦
70 黃偉豪 數學 生命教育    
71 關旻浩 數學 延伸數學 
72 黃小燕 物理 科學   
73 林紫媚 生物 
74 羅恩銘 電腦 體育
75 陳卓偉 電腦 生命教育 
76 李少媚 歷史
77 李冠儀 音樂 生命教育 
78 謝淑晴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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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教育
84 許懷恩 科學            
85 陳俏華 通識 英文            
86 王明輝 通識 歷史            
87 廖國靖 媒體藝術 物理
88 陳曉晴 通識  
89 李苑賢 教學助理(中文)
90 郭卓穎 教學助理(英文、生涯規劃)          
91 羅與轅 教學助理(數學)
92 黃趣儿 教學助理(公民教育、  輔導)
93 張均樂 學校體育推廣主任

編號 姓 名 職稱/授課科目
94 莫均翹 活動助理(體育)
95 林培烽 資訊科技技術員(統籌)
96 謝寶倫 資訊科技技術員
97 梁子呈 舞台及多媒體技術員
98 劉婉微 實驗室技術員聯絡(化學)
99 葉劍初 實驗室技術員(物理)

100 鄧慧漣 實驗室技術員(科學)
101 周錦棠 實驗室技術員(生物)
102 方文英 行政主任 
103 曾美美 秘書
104 歐慶良 會計主任
105 林偉傑 執行主任 
106 梁玉琼 助理執行主任 
107 林映青 書記
108 黎嘉文 書記
109 陳婉婷 助理書記
110 徐海茵 助理書記
111 郭永琴 會計文員
112 尤文祺 社工
113 岑嘉怡 社工
114 麥穎輝 社工
115 鍾珮琪 教育心理學家
116 巫炳光 技工
117 張偉強 工友
118 李小梅 工友
119 梁麗娟 工友
120 歐東明 工友
121 雷淑琼 工友
122 方翠勻 工友
123 張彩霞 工友
124 方瑞容 工友
125 譚秀蘭 工友
126 黎錦榮 工友
127 丘敬峰 通識科主任/進修一年

(2020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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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副校長 委員會 主席 委員
1 何力高

校 長
緊急應變小組

何力高
副校長及助理校長

2 標書批核委員會 校董會代表一人 PTA家長代表一名 教師代表一名
3

鄭景亮
副校長

事務委員會 區志玲 鄭景亮 陳孟斌 林偉傑 梁玉琼
4 校園發展及管理委員會 陳孟斌 鄭景亮 區志玲 馬凱雄 龍麗貞 林偉傑 方文英 

5 商業活動監管及開標
委員會 鄭景亮 區志玲 陳孟斌 李灝峰 李少媚 方文英 

家教會代表 教員代表
6 傳訊及對外事務委員會 馬凱雄 譚詠嫻 潘曉玲 陳俏華 方文英 

7 教職員諮詢及福利
委員會 委員互選 教職員互選

8 資訊科技委員會 馬凱雄 梁文傑 羅恩銘 林偉傑 林培烽 謝寶倫 
9 電腦行政工作委員會 羅恩銘 馬凱雄 梁文傑 陳永鏗 蘇栢揚 劉婉微

10

鍾偉東
副校長

PTA委員會 鍾偉東 潘嘉衡 吳雯靜 梁文傑 陳卓偉 趙翠琼 
羅子軒 鄧巧思

11 學務委員會 
(*實驗室安全小組) 黃子榮 鍾偉東 黃祖佑 李灝峰 各科主任 

(*理科老師及實驗室技術員)
12 學術發展委員會 李灝峰 黃子榮 梁偉雄 梁柏鍵 張嘉亮 楊偉樂 蔣肇麟
13 獎學金委員會 呂艷蘭 鄭景亮 鍾偉東 黃子榮 尹重儀 吳美芬

14 資優教育委員會 梁偉雄 黃子榮 李灝峰 李國柱 張嘉亮 李家傑 
段麗珊 黃偉豪

15 學校自評委員會 黃祖佑 梁偉雄 李國柱 羅恩銘 

16 升學就業輔導委員會 呂艷蘭 羅子揚 潘嘉衡 李家傑 黃子榮 譚詠嫺 黃志偉 
張浩嘉 何卓蘊 馮君玲 中六班主任

17 體藝發展委員會 鄭景亮 潘嘉衡 鍾靈秀 鍾少雲 陳雁容 陳曉瑩 李冠儀 

18

梁迺文
副校長

輔導委員會
(* 學生支援組)
(& 學生關顧小組)

尹重儀

吳雯靜  熊潔婷  林溢朗     
(* 吳雯靜 黃子榮 熊潔婷 許麗天 黃佩儀 
   梁子敏 陸雁璇 王敏瑒)  
(& 李敏儀 林向秀 虞美曄 陸雁璇 黃小燕 
   李少媚 黃麗賢)

19 訓育委員會 歐震國 梁廼文 李鳳華 陳曉瑩 馬億洋 錢澄
20 生命教育委員會 梁廼文 李敏儀 梁振忠 林慧嫻 黃祖佑 馬億洋 羅子揚    
21 公民教育委員會  林慧嫻 梁振忠 潘曉玲 鄭英煒 何卓蘊 王明輝

22 基督教事工委員會 梁振忠 梁廼文 郭慧蘭 馬億洋 楊偉樂 沈昕華 
曾靜雯 張浩嘉 蔣嘉俊

23 課外活動委員會 潘嘉衡 陳永鏗 鍾靈秀 陳嘉蓁 司徒志輝  
24 全方位學習委員會 梁廼文 李敏儀 梁振忠 林慧嫻 羅子揚 譚嘉銘 
25 教師專業發展委員會 梁廼文 李敏儀 馬凱雄 黃子榮 郭慧蘭 李灝峰 羅子揚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各委員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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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晉升及調配
1. 有關本年度教師晉升安排，校董會成立遴選委員

會，由校監、一位家長校董、一位校友校董及兩
位辦學團體校董組成；並建議遴選委員會成員為
何建宗校監、簡明旭校董、何浩元校董、羅永祥
校董及羅志強校董。

2. 由二零一九年九月一日起，陳嘉蓁老師、陳雅君
老師、陳雁容老師、馮君玲老師、羅子揚老師、
潘曉玲老師、蘇栢揚老師、曾靜雯老師、王錦虹
老師、李冠儀老師和黃偉豪老師由文憑教師改編
為學位教師由文憑教師轉職學位教師；陳曉瑩及
司徒志輝由助理教席改編為學位教師；吳雯靜老
師、張嘉亮老師、黃祖佑老師及李灝峰老師由學
位教師晉升為署理高級學位教師；吳雯靜老師出
任任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李灝峰老師及黃祖
佑老師出任助理學務主任；陳孟斌老師出任助理
事務主任；熊潔婷出任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師、
輔導助理；李敏儀老師兼任為助理校長職位；丘
敬峰老師赴美進修，停薪留職至二零二零年八月
三十一日。

法團校董會消息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家長教師會年會已於十月十八日順利舉行，經投票選舉，選出新學年九
位家長執委，包括： 郭愛玲女士 (主席)、麥志偉先生 (副主席)、熊美玲女士 (司庫)、張承啟先生 (文
書)、鍾惠絹女士、汪世彬先生、陳福琴女士、馬嬋柔女士、莊麗君女士和鍾日紅女士(後補執行委
員)。他們將在新一年擔任家長及學校之間的橋樑，為締造理想的學習環境出一分力。當晚還邀得羅乃
萱學長主講「給孩子最好的⋯⋯」，分享了如何和孩子同行開開心心度過中學六年。
  家教會積極支持學校的大型活動，舉辦的活動亦多元豐富，包括在二零一九年校慶晚宴接待及於

會 場 協 助 義 賣 校 史 書 ； 另
於 十 二 月 舉 辦 了 「 中 一 家
長 黃 昏 小 聚 」 ， 邀 得 高 年
級 家 長 向 中 一 家 長 分 享 子
女 適 應 中 學 生 活 的 心 得 ，
反 應 熱 烈 。 一 如 以 往 ， 農
曆 新 年 後 於 二 月 廿 八 日 晚
上 舉 行 親 子 盆 菜 宴 ， 讓 家
長、師生暢聚談心。

家長教師會年會

家長會大合照家長會大合照

二零一九年度法團校董會成員
主席 何建宗教授, BBS, JP

秘書 何力高校長

司庫 王寧添博士

核數 張金城先生

校董
(排名不分先後)

 辦學團體校董：
 何建宗教授(校監)、王寧添博士、
 鄭成業先生、羅永祥博士、
 陳炳祥博士、羅志強先生、
 張金城先生、何力高校長
 劉文軒先生(替代校董)
 獨立校董：李黃敏儀女士
 校友校董：何浩元先生
 家長校董：簡明旭先生、
 麥志偉校董(替代校董)
 教師校董：鄭景亮副校長、
 鍾偉東副校長(替代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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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事工部 
福音週
  本年度福音週主題是「思詩廿三」，意思是思索詩
篇廿三篇。詩篇廿三篇讓人在艱難時尋到平安，在困惑
裏重獲盼望，在幽谷中仍可安躺。「必不至缺乏」就是
沒有欠缺什麼。人生若沒有欠缺，那真是一大福氣。當
一個人能說沒有什麼欠缺時，他是個滿足的人。不滿足
不是沒擁有，乃是感覺心有「缺乏」。主題經文是「耶
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詩篇23:1)

主題曲《耶和華是愛》

耶和華是愛，讓我安身青草溪水邊，神令我省察心中的幽暗，共同渡每一天。 

耶和華是愛，在困境中祂保守引牽，神為我擺設豐足的恩惠，在危難也不會變。 

在世間主恩與共，祂的愛存在常無盡，神為我施恩惠，保守勉勵，共同渡此世。 

耶和華是愛，讓我安身青草溪水邊，無限滿足快樂湧於心裡，在危難也不會變。

福音週活動時間表

13/12
星期五

14/12
星期六

16/12
星期一

17/12
星期二

18/12
星期三

19/12
星期四

7:30-7:55 清晨獻詩及派單張

青少年 崇拜
3:00-4:30

清晨獻詩及派單張

(上午)
聖誕
感恩
崇拜

8:00-8:10 早禱及宣傳 早禱及宣傳

1:00-1:40 1.詩歌歌唱比賽
2.抒情寫意

幽谷
體驗館

清草地
溪水旁

1.香噴噴羊仔
2.清草地溪水旁

1:50-3:00 佈道會 佈道會

3:50-5:00 1.電影：銃夢
2.幽谷體驗館

幽谷
體驗館

1.清草地溪水旁
2.滿足

福杯滿溢
大筵席

中二級團契於活動後反思及分享中二級團契於活動後反思及分享 中六團契參與詩歌歌唱比賽中六團契參與詩歌歌唱比賽

敬拜隊在培正小學門口報佳音敬拜隊在培正小學門口報佳音

58



學校動態中學記要

1. 詩歌歌唱比賽：一年一度的福音週活動，今年已是第十九屆，
分為合唱組和小組。

2. 抒情寫意：以中英藝術書法，繪寫經文，舒閑安憇，喜歡欣賞
或學習書法的同學。

3. 電影《銃夢》：合成人Alita躺在廢鐵區中不省人事，得心地善
良的機械醫師修理。Alita甦醒時發現一切簇新生活令她充滿好
奇，到處探索。《銃夢》這部作品所要表達的意涵，事實上就
散落在各段的故事與各段的人物中。

4. 幽谷體驗館：神秘及刺激動感性活動，挑戰你在黑暗中體驗，解難獲勝。
5. 青少年崇拜：培正道浸信會主領。
6. 清草地溪水旁：大型體驗式活動，將場地佈置成詩篇23篇的意境，感受清草地的柔軟舒懷和溪水旁

的清新躍動。
7. 滿足：邀請了陳冬梅小姐(一位用腳繪畫的畫家)現場示範，也有工作與參與者一起用腳繪畫。
8. 香噴噴羊仔：以不同香薰精油製作芬芳四溢的小綿羊，仿如為上帝四處散播香氣的信徒。參加者都

獲贈香薰精油小擺設一個。
9. 佈道會：邀請了吳家俊傳道和劉進圖弟兄分享見證及主領

佈道會。
10. 福杯滿溢大筵席：上帝邀請所有人享受筵席，在佈置了清

草地溪水旁的場景，一起來享受遊戲、詩歌及敬拜，經歷
上帝賜予的豐盛，一起得力。

11. 聖誕感恩崇拜：全校師生早上在九龍城浸信會一起敬拜上
帝，同頌主恩。

活動簡介

介紹聖經中靈魂甦醒的意思介紹聖經中靈魂甦醒的意思

同學一起書寫經文同學一起書寫經文

同我們一起在寧靜的環境中學習祈禱同我們一起在寧靜的環境中學習祈禱

福音週期間每天都有清晨獻唱福音週期間每天都有清晨獻唱

老師及同學們嘗試與腳繪畫老師及同學們嘗試與腳繪畫
送給同學們的香薰精油小擺設送給同學們的香薰精油小擺設

陳冬梅小姐現場示範陳冬梅小姐現場示範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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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長訓練營
  學生長會已於九月廿七至廿八日舉行了本年度第一次學生長營。 是次兩日一夜營會由即將卸任的
中六奕社學生長籌辦，好讓學生長能夠了解團隊的架構運作和職責、互相認識及訂立目標。透過一連串
團體活動及檢討環節，以建立學生長之間緊密的合作關係、激發彼此的主動性、勇於表達及冷靜處事的
能力。
  第一天我們進行了定向活動，這次活動以迪士尼公主的王國為主題， 各組透過提供的線索於限時
內前往不同定點進行任務，找出偷去紅寶石的罪魁禍首。定向活動可訓練學生長的溝通、分工和協調能
力，從而培養及促進彼此間的默契。及夜，組長及中六的老鬼們帶領組員為一整天的活動進行總結、反
思及檢討，以結束第一天的活動。第二天，學生長會舉行了一些分組活動及檢討環節，並一同訂立了個
人及團隊於未來一年的目標。
  此營會的結束同時意味着一段新的旅程正式展開。本會期望於來年，各學生長能夠繼續肩負匡正校
風的責任，盡忠職守，服務學校。希望各同學能與學生長互相配合，共同建立及維護培正的良好校風。

認真分析線索認真分析線索

完成任務完成任務

活動檢討及反思活動檢討及反思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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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13人)
總學生長：周曉陶5B
組  長：蔡欣希5E 劉凱儀5E 湯迦立5F
組  員：陳子晴5A 顧芷寧5C 李惟惠5E 陳敬賢5F 陳量婷5F 
                   陳凱琳5F 李鎮濠5F 莫嘉浩5F 潘逸朗5F

中四級(5人)
總學生長：吳哲朗4F
組  長：譚曉晴4E   陳曉約4F  樊子晞4F
組  員：蘇洛弘4C

中三級(12人)
副 組 長：周沐恩3D  黃衠凝3D  吳靖晴3F
組  員：鄭樂瑤3A  鐘玉琂3A 李泳澄3A  鄧安穎3B  徐君陶3C 
     黃朗晴3C 楊彥彤3C  阮    晴3E  鄭巧璇3F 

中二級(10人)
組  員：李海柔2A  連以心2A 徐 咏2A 范皓僑2B 潘悅晴2C 
     蔡湧信2D 歐若林2E  彭敬朗2F 尹靖文2F  楊栢喬2F

大合照大合照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學生長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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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A Blind Date with a Book」漂書活動
  為配合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減廢計劃」，公民教
育部門及社會服務團於十月廿一至十一月四日在校內進行了「A Blind 
Date with a Book」漂書活動。師生將想與他人分享的好書捐出，並可
以免費領取別人捐贈的書籍。是次活動有助進一步營造校內綠色減廢氛
圍，同時亦能推廣閱讀文化。

服務協康會秦石中心特殊幼兒結業禮

公民教育部

  為培養同學的同理心，並提高他們對義工服務的認識，
公民教育部門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一到十六日，組織了二十
位同學參加協康會秦石中心特殊幼兒結業禮的義工服務。同
學 們 積 極 參 與 前 期 籌 備 、 結 業 禮 服 務 和 反 思 討 論 。 在 籌 備
期，同學先到秦石中心了解小朋友的情況，再和導師商量設
計合適的攤位遊戲和拍照服務，並製作數款趣味結業禮相框
和作為獎品的摺紙、扭氣球。結業禮當日，同學分組負責接
待 、 攤 位 遊 戲 、 拍 結 業 照 ， 大 家 都 非 常 盡 心 盡 力 ， 樂 在 其
中。結業禮後，師生交流了在活動中的得着，並提出改善建
議，以期能活用到此後的義工服務中。

中三光壁報中三光壁報

中二善壁報中二善壁報

同學用心安排攤位遊戲及拍照活動同學用心安排攤位遊戲及拍照活動

同學自備環保餐具同學自備環保餐具

參與秦石中心結業禮同學義工，參與秦石中心結業禮同學義工，
同學用心安排攤位遊戲及拍照活動同學用心安排攤位遊戲及拍照活動

舉辦壁報設計活動
  本學年的「班際壁報設計活動」於九至十月
期間進行，主題為「培正一百三十周年」。同學
積極發揮創意及團隊精神，精心設計出各具特色
的壁報。是次活動既為校慶增添歡樂色彩，亦讓
同學在設計過程中加深對學校的認識，並提高對
學校和班級的歸屬感。

推行「從餐具源頭減廢」計劃
  本學期學校積極推行「從餐具源頭減廢」計劃。為配合
計劃，公民教育部訂製了印有校徽和聖經金句的不銹鋼叉羹
連盒套裝，並於十月底派發給全校同學。餐具派發後，小食部已停止
提供免費的即棄餐具。同時，我校透過集會、早禱宣佈等加深同學了
解即棄餐具帶來的污染問題，鼓勵同學使用環保餐具。此項計劃不僅
能減少即棄塑膠廢物，亦能讓同學把減廢意識融入日常生活中，激發
他們支持並參與更多減廢行動。

環保餐具環保餐具

62



中學記要 學與教

英文科

  In light of the Secretary 
Jewell’s lecture, I have gaine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 n  t h e  i m p o r t a nt  ro l 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lays in tackling some of the 
world’s biggest challenge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water 
scarcity and food shortages. 
For example, oysters can filter up to 700 ml of water per day. Not only can 
well-managed oyster farming operation help improve the water quality, but it 
also helps create sustainability within the local fishery business.
  She also shared cases and projects that The Nature Conservancy 
worked on throughout the Asia-pacific. It is encouraging to know that 
positive impacts have been mad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numerous 
challenges in getting private sectors involved, and innovative ideas would be 
a key to implement collective strategies across different sectors. As individual 
members of the society, we do take part in depleting the world’s resources, 
from using energy, consuming meat to drinking water. We have to start to 
think what we can do for our future. Although we cannot turn back the clock 
to reverse the already risen global temperature, Secretary Jewell pointed 
out that it is still scientifically possible for nature and humanity to thrive 
together, and the next decade is crucial. We can start to make changes in our 
lifestyle, such as taking extra steps to reduce plastic waste by bringing our 
own containers for takeaway food, or spend a little time to recycle domestic 
waste.
  We are the generation who is likely to bear the consequence of our 
own actions, and our decision determines the future. How can we sit back 
and consume recklessly, while the older generation, people like Secretary 
Jewell worry about our future and strive to get the message across to the 
public? It is high time that we raise awareness of people around us with 
regard to sustainability and actively make personal efforts to conserve.

Kate Chan 4F

Reflection on the talk by LUI Che Woo Prize Laureate

The ForumThe Forum

A group of 4F students attended the LUI Che Woo Prize on 
4th October, 2019– Prize for World Civilization 2019 Laureate 
Public Lecture by Ms Sally Jewell,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the Nature Conservancy, a group environmental non-profit 
organization dedicated to tackling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sustainability challenges. 

The lecture discusses Asia 
Pacific’s crucial role in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how we can do so without 
major trade-offs between the 
environment, economic grow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I think that the speech, overall, is 
informative and interesting.
  On an informative point of view, I think 
that this speech really helps me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world considering 
their different ways on how to battle climate 
change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issues. The 
examples given were very clear cut, including 
the mass replanting of mangroves in hot and 
wet regions with swamplands in order to 
absorb ‘blue carbon’ and provide a habitat 
for animals which have lost their habitat in 
elsewhere. This example really explains the 
ways different regions solve the environmental 
issues they’re facing in order to conserve it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However, I think that more science 
related topics can be introduced into the 
speech as technology is very crucial to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habitats,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For example, a new chemical 
has been recently developed to clear oil spills 
by breaking down oil particles into harmless 
compounds which could directly conserve 
the marine life below the ocean surface. 
Hence, I think that science plays a major role 
in environment conservation and should be 
mentioned more in detail in the speech.
  To sum things up, this speech really opens 
my mind to different ways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and to help conserve the environment.

Eugene Li 4F

Eager to learn!Eager to learn!

Cheers with the speakerCheers with the speaker

Student’s 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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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IMO)為最大規模的世界性中
學生數學競賽，自一九五九年起每年在不同國家或地
區舉行，旨在為全球年青數學精英提供交流及切磋平
台。君社湯諾陶同學經過層層的甄選和考核，以及經
過一年多的培訓，最終獲選代表香港參加二零一九第
六十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IMO)，比賽於二零一九年七
月十四至廿三日在英國巴斯舉行，有來自一百一十二
個 國 家 或 地 區 的 六 百 廿 一 位 參 賽 者 ， 他 最 終 獲 得 銅
獎，也是香港培正同學獲取的第一面IMO獎牌。

2019第60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IMO)

    我十分榮幸能以香港代表隊的身份，遠赴英國參加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與各國數學精英同場比拼和交流數學心得實在是畢生
難忘的經歷，不但擴闊了視野，更認識了很多同路人。
    是次比賽分兩天進行，每天都要在四小時三十分鐘內完成三
道題目。各國數學精英聚首一堂，我有幸能成為其中一分子，心
情無比緊張。幸好在比賽時，雖然犯了一些可避免的錯誤，但尚
能保持平常心，取得不錯的成績。不過，比賽最重要的並不只是
解題的瞬間，而是與人的交流。賽前我與其他香港隊成員並不熟
悉，但過程中互相支持鼓勵、交流心得、參觀遊覽等都增進了彼
此的友誼。大會還特意安排了各國參賽者一同進膳，讓我有機會
與新加坡、美國、俄羅斯等地的參賽者交流，一方面能加深自己
對數學的認識，另一方面也看到自己的不足，深深感受到還有很
多數學的挑戰等着我。
    比賽後，大會安排了我們到當地參觀和遊覽，我們到訪過巨
石陣 (Stonehenge)，也走訪了巴斯(Bath)，參觀不少歷史建築和教
堂。是次旅程以頒獎禮作結，我很感恩贏得一面銅牌，這塊獎
牌為我的中學生涯畫上了完美的句
號，得獎亦是對我努力學習數學的
肯定和鼓勵，支持並推動我繼續探
索數學之路。

香港代表隊在開幕禮台上合照香港代表隊在開幕禮台上合照

香港代表隊成員在比賽前後遊覽了當地不同景點及歷史建築，增廣見聞香港代表隊成員在比賽前後遊覽了當地不同景點及歷史建築，增廣見聞

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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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比賽場地，第一印象是這所學校環境不錯，面積很大，單是一年級已有超過
二十班；另外深刻地感受到湖北天氣的寒冷，即使在室內的考試場地還是一樣的冷！
    比賽分兩天進行，共有六道題目，程度貼近國際數學奧林匹克(IMO)水平，不但有
一定難度，而且解法也比較有趣，雖然評分非常嚴格，使很多看似正確的解法都拿不
到任何分數，但是港隊也取得不錯的成績，兩銀四銅，我亦取得了銅獎。
    除了比賽以外，大會還安排了不同節目，例如新增了學術報告環節，邀請過往曾
參加CMO、現已成為數學領域專家的學者，讓他們介紹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內容非
常豐富。這五天不但豐富了我的比賽經驗，還有機會與內地和澳門的選手交流，增加
了數學新知。期望來年也有機會參加全國甚至國際的數學比賽，為港爭光。

2019年中國數學奧林匹克
  中四正楊汶璁同學去年獲選加入香港數學奧林匹克訓練課程，經過一年多的訓練，
表現優異獲選參加二零一九年中國數學奧林匹克(CMO)，即第三十五屆全國中學生數學
冬令營。是項比賽由中國數學奧林匹克委員會主辦，於十一月廿四至三十日在湖北省武
漢市華中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舉行。比賽雲集了來自中國各地、俄羅斯及新加坡的中
學數學精英，總人數約四百人，香港代表隊共有六人，本校連續兩年均有同學入選香港
代表隊，參與此項全國比賽，楊同學在比賽中榮獲銅獎，為港增光。

香港代表隊合照 (左一 楊汶璁同學)香港代表隊合照 (左一 楊汶璁同學)

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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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
本校於「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獲十連冠
  二零一九年既是培正創校一百三十周年，也是本校電腦科重要的一年，因為我們今年連續十年獲得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學校大奬冠軍。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是一年一度的中學生編程比賽，着重解題的技巧及編寫電腦程式的能力。該競賽
自一九九七年起舉辦，我校一直都有參與，並且每年均有學生獲獎，但起初我們並沒有取得學校大獎。
後來，得到校友協助，致力培訓電腦奧林匹克代表隊的同學，我們由二零零五年起登上學校大獎三甲位
置，並由二零一零年起至今連年獲得冠軍。
  本校電腦奧林匹克代表隊能取得佳績，除了有校友的幫忙，最重要是隊內各同學士氣高昂，大家都
朝着為校爭光的目標而努力。近年，參賽學校進步不少，奪冠並非易事；期望電腦奧林匹克代表隊各成
員能秉持紅藍精神，向着「十一連冠」的目標進發！

過去十年本校參與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獲獎名單

年份 高級組 初級組 學校大獎金獎 銀獎 銅獎 金獎 銀獎 銅獎

2010 韓文軒(希)
陳栢熙(迪)

楊善鈞(希)
蘇栢行(軒)
梁浩然(迪)

- 陳逸鈞(迪)
黃梓維(卓)

黎乙生(翹)
吳彥琪(卓) - 冠軍

2011
黃梓維(卓)
郭卓恆(迪)
陳栢熙(迪)

吳彥琪(卓) 陳逸鈞(迪) 易維濱(哲)
吳世鏘(翹)
黎乙生(翹)
楊文韜(卓)
蕭駿軒(翹)

梁敏灝(翹) 冠軍

2012
陳栢熙(迪)
吳世鏘(翹)
陳逸鈞(迪)

房嘉謙(卓)
吳彥琪(卓)
黃梓維(卓)

易維汗(翹)
蕭駿軒(翹)

易維濱(哲)
梁敏灝(翹)
樊昕霖(雋)

黎乙生(翹)
司徒加珩(哲)

李奕熙(雋)
王啟軒(雋)

冠軍

2013 易維濱(哲)
潘力行(雋)
梁敏灝(翹)
王啟軒(雋)

李奕熙(雋)
吳世鏘(翹)
易維汗(翹)
樊昕霖(雋)
黎乙生(翹)

黃梓駿(愛)
余梓丰(創)

司陽(創)
陳達臻(哲)

司徒加珩(哲)
梁璥璁(哲)
謝巧琳(愛) 冠軍

2014
劉定峰(雋)
易維濱(哲)
潘力行(雋)

李奕熙(雋)
王啟軒(雋)
陳達臻(哲)

司徒加珩(哲)
梁璥璁(哲)
樊昕霖(雋)

余梓丰(創)
黃梓駿(愛)

黃樂霖(愛)
關誌諾(創)
林崇熙(臻)

司陽(創)
- 冠軍

2014/15
余梓丰(創)
易維濱(哲)
陳達臻(哲)

司陽(創) 司徒加珩(哲)
黃梓駿(愛)
林翠怡(愛)
林崇熙(臻)
周君珽(愛)

魏子奇(臻)
饒沛樂(臻) - 冠軍

2015/16
黃梓駿(愛)
周君珽(愛)
余梓丰(創)
黃亦駿(愛)

司陽(創)
黃樂霖(愛)
梁思睿(愛)

-

林翠怡(愛)
饒沛樂(臻)
袁樂勤(奕)
林健朗(臻)
魏子奇(臻)

談知衡(君)
張瀚仁(臻)
林崇熙(臻)

- 冠軍

2016/17

黃亦駿(愛)
黃梓駿(愛)
林健朗(臻)
饒沛樂(臻)
周君珽(愛)

林翠怡(愛)
林崇熙(臻) 魏子奇(臻)

鄭希哲(奕)
談知衡(君)
張沛笙(奕)

袁樂勤(奕)
湯諾陶(君)
吳海亮(君)
葉梓浩(君)

- 冠軍

2017/18 林健朗(臻)
衛家熙(奕)
談知衡(君)
魏子奇(臻)

莊子穎(奕)
葉梓浩(君)

袁樂勤(奕)
楊汶璁(潔)
李德謙(奕)
鄭希哲(奕)
湯諾陶(君)
鍾懷哲(奕)

孫樂衡(奕) - 冠軍

2018/19
鄭希哲(奕)
袁樂勤(奕)
衛家熙(奕)

談知衡(君)
吳有孚(奕)
李德謙(奕)

鍾懷哲(奕) 楊汶璁(潔)
黃梓謙(潔)

王俊稀(潔)
黃浩楠(盛)
鄭琛穎(盛)
甄梓濠(潔)

梁家朗(潔)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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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正電腦奧林匹克隊的目標並不止步於香港，
我們亦會極力爭取代表香港，與全國甚至全球各編
程 高 手 較 量 。 我 們 歷 年 參 加 過 的 海 外 編 程 賽 事 包
括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 (NOI)、國際電
腦奧林匹克競賽 (IOI)、加拿大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CCO) 及國際大都會奧林匹克競賽 (IOM) 的信息學
組別(香港在2017年開始參與 IOM)，由一九九八年
至今，參賽同學如下︰

年份 NOI IOI CCO
1998 譚建輝
1999 何梓恒(銀獎)

譚建輝(銅獎)
2002 黃成然

2008
韓文軒(銅獎)
羅維漢(銅獎)
陳栢熙(銅獎)

韓文軒(銅獎) 沈亦軒(銅獎)

2009
陳栢熙
蘇栢揚
沈亦軒

韓文軒(銀獎)
陳栢熙(銅獎)
羅維漢(銅獎)

韓文軒(銀獎)
沈亦軒(銅獎)

2010 陳栢熙(銅獎)
吳彥琪 韓文軒(銀獎)

2011 易維濱
吳彥琪 陳栢熙(銀獎) 陳栢熙(金獎)

2012
房嘉謙
梁敏灝
吳彥琪

陳栢熙(銀獎)
易維濱(銀獎) 易維濱(金獎)

2013 易維濱(銅獎) 潘力行(銅獎) 易維濱(銀獎)

HKOI 2010 HKOI 2010 
四金四銀共28分四金四銀共28分

HKOI 2011 HKOI 2011 
四金五銀二銅共32分四金五銀二銅共32分

HKOI 2012 HKOI 2012 
五金四銀四銅37分五金四銀四銅37分

HKOI 2013 HKOI 2013 
四金三銀五銅共31分四金三銀五銅共31分

HKOI 2014 HKOI 2014 
五金五銀一銅共36分五金五銀一銅共36分

HKOI 2014-15 HKOI 2014-15 
七金三銀一銅共42分七金三銀一銅共42分

HKOI 2015-16 HKOI 2015-16 
九金五銀共55分九金五銀共55分

HKOI 2016-17 HKOI 2016-17 
八金六銀一銅共53分八金六銀一銅共53分

HKOI 2017-18 HKOI 2017-18 
七金四銀二銅共45分七金四銀二銅共45分

HKOI 2018-19 HKOI 2018-19 
五金七銀二銅共41分五金七銀二銅共41分

年份 NOI IOI CCO

2014 黃梓駿(銅獎)
劉定峰(金獎)
潘力行(銅獎)
易維濱(銅獎)

劉定峰(金獎)

2015
黃梓駿 
周君珽
林翠怡

易維濱(銀獎)
余梓丰 易維濱(銀獎)

2016 黃亦駿(銅獎)
黃亦駿(銅獎)

余梓丰
周君珽
林健朗

黃梓駿(金獎)
周君珽(銅獎)

2017 黃梓駿(銅獎)
林翠怡

黃亦駿(銀獎)
黃梓駿(銀獎)

周君珽
黃梓駿(金獎)

2018
衛家熙(銅獎)
楊汶璁(銅獎)

鍾懷哲(觀察團
員)

袁樂勤(銅獎) 衛家熙(銀獎)

2019
衛家熙(銅獎)
吳有孚(銅獎)

鍾懷哲

楊汶璁(銀獎)
袁樂勤(銅獎)
衛家熙(銅獎)

衛家熙(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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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第七十三屆陸運會
  第七十三屆陸運會分別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廿三
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五日假將軍澳運動場舉行，
大會邀得香港培正小學張廣德校長擔任主禮嘉賓。
  雖然決賽日天氣又冷又凍，但仍無損運動員的
決心，共刷新五項新紀錄！有畢業多年的校友到場
觀看賽事，各級社啦啦隊亦施展渾身解數，為陸運
會增添了不少熱鬧和歡樂氣氛。

個人全場冠軍名單

組別 姓名 班別
男甲 何佳興 六正
男乙 金己靖 四善
男丙 聶朗皓 二光
女甲 王蔚瑤 五正
女乙 姚涵瑛 四正
女丙 謝思行 二望

培正小學張廣德校長擔任主禮嘉賓培正小學張廣德校長擔任主禮嘉賓
中六奕社獲得男、女子全場總冠軍中六奕社獲得男、女子全場總冠軍

 陸運會花絮 陸運會花絮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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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男、女子甲組籃球隊在考試期間仍積極備
戰學界賽事。經過多場激烈的比賽，克服停課和賽
程改期等等的問題，終能順利晉入四強賽事。雖然
球隊與冠軍賽擦身而過，但最終仍以壓倒勝的姿態
在季軍戰擊敗對手，勇奪學界季軍殊榮。

男子及女子甲組同獲學界籃球第二組季軍

蔣肇麟老師在場指導籃球隊蔣肇麟老師在場指導籃球隊

陳曉瑩老師帶領女子籃球隊出戰陳曉瑩老師帶領女子籃球隊出戰

不少同學校友到場支持打氣不少同學校友到場支持打氣

女子籃球隊獲季軍女子籃球隊獲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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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提名活動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每年均邀請學校提名校內各方面具傑出表現或極高潛能的學生加入學苑。本年度
提名活動更多元化，包括透過網上甄選課程，學生完成課程並取得合格成績，則獲邀透過全新網上提名
平台提交資料進行甄選。此外，學苑亦接受多途徑提名和進行甄選，包括完成網上資優課程、尖子培育
計劃和自身提名等。
  經審核甄選獲取錄為學員後，同學仍需在一年內完成一些課程或參加培訓活動等，方可延續學員資
格，本年度入選名單如下：

李海柔(1A) 葉松昀(1B) 潘悅晴(1C) 蔡湧信(1D) 林子皓(1E)
歐若林(1E) 蔡浩朗(1E) 梁鈞皓(1F) 郭思言(1F) 周溰晉(2B)
楊彥彤(2C) 鄧芷朗(2F) 李傑正(3A) 馬梓馨(3A) 張文彥(3A)
陳琬晴(3A) 錢泓熙(3A) 龍瑞希(3A)  陳嘉禮(3B) 甄梓濠(3C)
鄭芷晴(3C ) 馬肇煒(3E) 樊子晞(3E) 陳立智(4E) 姚子臨(4F)
黃浩楠(4F) 遲凱文(4F) 楊采臻(5F) 劉慕言(5F) 劉學頤(5F)

香港科技大學「中學/大學雙修課程」
  由香港科技大學舉辦，經學校提名有能力有興趣，又
敢於挑戰自己的同學參加，課程內容與大學程度相約，科
目包括：數學、物理、化學及生命科學。本年度參與同學
高兆廷(2A)、趙紳寶(3D)、李歷安(3D)、梁家朗(3E)均能
順利完成課程，並獲優異成績，可於二零一九年九月新學
年繼續升讀下一階段課程。 
  另外，莫嘉浩(4F)及潘逸朗(4F)已完成第二階段工程
學課程，期間更獲邀與其他學校同學組成聯隊，代表科
大參加水底機械人比賽 2019 MATE international ROV 
competition (RANGER CLASS)，並獲第四名。由於他們
成績優異，可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免費升讀第三階段課程
(ELEC1100 Introduction to Electro-Robot Design)，於
部份日常上課時間前往香港科技大學與大學生一起上課！

水底機械人比賽水底機械人比賽

水底機械人水底機械人 科大上課情形科大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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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自二零一四年度起，在聯合國兒童
基金會的協助下，十多位同學在校內成立了
Unicef Club幹事會，目的是增加同學對兒
童權利的認識，了解和關心世界各地兒童的
生活現況。

  過去一年，幹事們籌辦了多項活動，在校內推廣基金會工作，例如：紅封包義賣籌款，同學日攤位
遊戲及聯校活動等。其中在同學日攤位遊戲的設計，是以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中的第一項「消
除貧窮」為主題。遊戲中，用盛載報紙碎的大紙箱模擬垃圾山，讓參加者需要從中尋找「寶物」，如衣
物碎布，膠樽，讓參加者體驗貧窮人士的苦況，從而培養關注貧窮和關愛貧窮人士的意識。
  另外，今年的聯校活動，幹事們聯繫了聖羅撒書院和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的同學，共同組織了一
次童工體驗活動，透過不同的活動站，如工廠，礦工等五個體驗活動，以及向參加者講解童工的現況，
引起參加者對童工議題的注意並留下深刻印象。
  以上這些活動不但提高了同學們的組織、領導和溝通能力，亦擴闊了對社會問題的眼界和視野，為
日後籌劃更多服務，關心社區都有很大的幫助。

攤位遊戲負責幹事合照攤位遊戲負責幹事合照Unicef義工與Unicef Club 幹事會同學合照Unicef義工與Unicef Club 幹事會同學合照

培正與聖羅撒書院同學為聯校活動舉行會議培正與聖羅撒書院同學為聯校活動舉行會議紅封包義賣紅封包義賣籌款籌款

幹事會名單
鄧芷朗(2F) 容心玥(2F) 吳梓銘(3A) 樊子晞(3E)
高楚嵐(4B) 李逸詩(4B) 蔡悅言(4C) 莊曉蝶(4B)
林棹昕(4D) 沈鎧晴(4E) 王蔚瑤(4F) 陳凱琳(4F)  
彭樂研(5E) 劉采君(5D) 鄭嘉霖(5D) 唐偉誌(5E)

「卓越學生領導才能培育計劃」綜合匯報
  本計劃旨在聚集一群有領導潛質的同學，透過不同形式的實踐活動，促進他們在團隊協作、創意解
難和組織能力的發展，並期望他們能發揮所長回饋學校和服務社區。同時，亦鼓勵他們參與不同類型的
傑出學生選拔，藉此與其他學校的精英同學交流，擴闊視野，增廣見識。本校同學一直積極參與不同服
務，又一起組織及策劃多項活動，現綜合匯報如下：

1.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學校推廣活動 (Unicef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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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9學界饑饉大使計劃
  (School Famine Ambassador 

Programme)
  香港世界宣明會每年舉辦「學界饑饉大使計劃」，
目的是推動青年人對全球貧窮及飢餓議題的關注，以行
動表達對飢餓兒童的關懷。此活動特點是透過聯校活動
形 式 ， 讓 不 同 學 校 的 同 學 有 機 會 走 在 一 起 ， 共 同 努 力
去完成一系列的學習和體驗活動，最後籌辦一個兩日一
夜的「聯中饑饉」活動、由此提昇他們的組織及協作能
力、了解及實踐饑饉精神。本年活動有八間中學參與，
本校四善張紫晴和沈鎧晴兩位同學分別獲選籌委會正副
主席，其他參與籌辦的同學如下：

2. 奧比斯學生大使運動
  本年度有十六位同學分成兩組，參與了「奧比斯學生大使運動」，他們參與了校外的一系列訓練活
動，例如黑暗體驗旅程、「與奧比斯對話」等，由此對視障人士的日常生活困難有更深的體會，其後他
們各自發揮創意，在同學日設置攤位遊戲，讓更多人認識奧比斯的救盲工作，同時讓參與者體驗眼睛有
障礙的狀況。
  另外，他們又在校園內透過義賣零食、設計不同的創意活動，例如：「熱燙珠工作坊」、「Cal-
light-graphy手繪藝術字」和「自製凸字書籤」等，一方面向同學介紹奧比斯的工作，亦為奧比斯的救
盲工作籌募經費，事實上，從中他們亦體驗到一分一毫的捐款都得來不易！

參加者
蔡一非(4A) 梁裕正(4B) 梁鈞凱(4B)  莊曉蝶(4B)  高楚嵐(4B) 李逸詩(4B)
蔡悅言(4C)  樊藹霖(4C)  謝雋浩(4D)  林棹昕(4D) 沈鎧晴(4E)  劉凱儀(4E) 
孫詠晞(4E)  陳凱琳(4F)  王蔚瑤(4F)   陳敬賢(4F)

同學日奧比斯攤位同學日奧比斯攤位 義賣籌款活動義賣籌款活動 自自製製凸字書籤籌款凸字書籤籌款

張紫晴(4E) 沈鎧晴(4E) 蔡悦言(4C) 陳僅欣(4C) 
林棹昕(4D) 周樂晴(4E) 余穎欣(4E)

籌委會議籌委會議

參與聯中饑饉營的培正同學合照參與聯中饑饉營的培正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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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十八屆『傲翔新世代』全方位青年領袖訓練計劃 (YLD)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YMCA)舉辦的『傲
翔新世代』全方位青年領袖訓練計劃，是一
個為期九個月的訓練活動，於二零一八年一
月至九月期間進行，每屆約有廿多間學校，
每校最多可派出八位同學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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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歷奇訓
練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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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過去幾年都有參與此計劃，以下同
學獲選參加了十八屆(2018)的訓練計劃：陳
凱琳(3F)、高楚嵐(3F)、王蔚瑤(3F)、陳泳霖
(4B)、鄭嘉霖(4D)、侯思薇(4E)、黃衠瑤(4E)、陳晉傑(4F)。
  整個訓練計劃，同學們不但需要與自己學校同學合作，完成一份「標籤，消失吧！」專題研習
計劃，更需要與來自不同學校的同學合作，共同去組織和籌劃任務，參與各項活動和服務。同學們
覺得「在活動中，我們不但認識了組員，還了解大家的個性和長處，⋯⋯，作為領袖要懂得在自己
優點，也要在組織當中取長補短，互相配合和協調，確實是個易學難精的學問！」 
  其中兩日一夜的戶外歷奇訓練，有一項夜行的任務，無疑對他們是極具挑戰性的，一位同學總
結地說：「在這趟旅程中，堅持是必須的。一開始我認為自己走八個小時是不可能的，但到頭來自己
不知不覺的走了十個小時。長征的旅程或許就是我們未來要走的路，但以後只要記住這次的長征，就會
知道，原來自己都有能力越過高山低谷。雖然這次的旅程十分艱苦，但我贏到的除了是汗水和經驗值，
還有這份珍貴的回憶。」
  同學們在此計劃中付出的努力，得到了認可和嘉許，他們獲得「標籤，消失吧！」專題研習計
劃「最具合作精神獎」。同時，在戶外歷奇訓練「勇闖高峰」活動中，陳泳霖和鄭嘉霖同學所在小
隊(隊伍共八人，來自四間學校)，獲得「終極挑戰賽年度總冠軍」。另外，經過甄選後，侯思薇和
鄭嘉霖兩位同學雙雙入選斯里蘭卡服務體驗團，於去年暑假期間前往斯里蘭卡進行五天的考察、交
流及服務，詳情可見上一期校刊的報導。

鄭嘉霖(右二)、鄭嘉霖(右二)、陳泳霖陳泳霖(右三)「終極挑戰賽年度總冠軍」(右三)「終極挑戰賽年度總冠軍」 左起：左起：陳凱琳、王蔚瑤、高楚嵐、陳泳霖陳凱琳、王蔚瑤、高楚嵐、陳泳霖
      侯思薇侯思薇、、鄭嘉霖鄭嘉霖、、陳晉傑陳晉傑、、黃衠瑤黃衠瑤

專題研習計劃 獲「最具合作精神獎」專題研習計劃 獲「最具合作精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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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香港特別行政區傑出學生
  多年來參與「卓越學生領導才能培育課程」的同學，都
有機會發揮領導和組織能力，並能主動關心社會，服務社
會。他們付出的努力，亦得到外界的嘉許和肯定。例如：五
正陳恩臨同學(5F)參與二零一九第三十二屆香港特別行政區
傑出學生選舉，獲優異獎(最後二十強)。
    鍾 曉 楠 同 學 ( 6 F ) 獲 選 「 九 龍 城 區 十 大 傑 出 學 生 ( 高 中
組)」，吳梓銘同學(3A)獲選「九龍城區十大傑出學生(初中
組)」。該活動由九龍城區校長聯絡委員會及九龍城民政事
務處主辦。目的是表揚和嘉許在學業、品行、課外活動及社
會服務等方面有傑出表現的學生。
  此外，同學參選 「第五屆九龍城區卓越學生領袖獎勵
計劃」均獲得優異成績，此計劃是獎
勵積極參加校內外各種活動，熱
心服務，並有卓越表現者。獲獎
項目包括：優秀學生領袖獎(5F
陳恩臨)及優秀領導才能獎(4B高
楚嵐、5E黃衠瑤)。

5. 第二屆「感創敢為—青年社會創新服務獎」
  香港小童群益會與陳廷驊基金會攜手策動「感創敢為─青年社會創新服務獎」，目的是藉計劃鼓勵
青少年參與建構更美好的社會，由同理心出發，以熱誠帶動創意，為社會帶來解決問題的新思維。本
屆有超過三百支隊伍參與，本校連續第二年有一支隊伍入選最後十強。我校隊伍由八位升中二及升
中三的同學，經過培訓就選定的社會問題遞交創新點子方案，再經過評審、公眾投票和匯報等甄選過
程，最後選出十隊獲資助一萬港元，於暑假期間將點子方案實踐，進行測試。
  參賽同學包括高兆廷(2A)、容心玥(2A)、鄧芷朗(2F)、許凱南(3A)、李傑正(3A)、羅安琪(3A)、
吳梓銘(3A)、姚涵瑛(3A)，他們根據自身升中的經驗，設計了一系列名
為 「 初 中 生 活 之 旅 ─ 童 舟 共
濟」的活動計劃，期望透過各
類體驗活動和遊戲，與升中同
學分享經驗，協助他們適應中
學生活。八位同學們由開始構
思，搜集資料，設計課程，最
後實踐出來，暑假期間又付出
時間和精力，大家都享受這段
難得的經歷。最後他們進入最
後十強，並獲得銀獎。 校園角色代入遊戲活動校園角色代入遊戲活動 學習體驗活動學習體驗活動：：攤位小遊戲攤位小遊戲

陳恩臨同學獲傑出學生優異獎 (最後二十強)陳恩臨同學獲傑出學生優異獎 (最後二十強)

左起：吳梓銘、鍾曉楠 左起：吳梓銘、鍾曉楠 
左起：陳恩臨、黃衠瑤、左起：陳恩臨、黃衠瑤、高楚嵐高楚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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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獎項：
工程創新銀獎 
（Ustad Ahmad Lahon Award for 
Innovation in Engineering, Silver Medal）

FGC 2019全球挑戰賽
  FIRST全球挑戰賽（FIRST Global Challenge，簡稱FGC）是一個全球性的機械人比賽，主要考驗
學生如何在有限的機械配件的情況設計機械人，和世界各國的隊伍組成聯盟，去溝通策略完成任務，總
得分最高的聯盟獲勝。
    過 去 數 年 本 校 在 各 項 機 械 人 比 賽 屢 獲
佳 績 ， 故 得 到 有 關 賽 會 邀 請 ， 派 出 兩 位
Robotics Team主力成員：王俊稀（四正）
及劉芷儀（五正）聯同迦密中學的三位同學
組 成 代 表 隊 ， 遠 赴 杜 拜 參 加 比 賽 。 有 機 會
與全世界各地的隊伍深入交流，學習先進技
術，同學均感收穫良多。比賽期間同學全情
投入地準備比賽，博盡全力務求做到最好，
並樂於協助各國隊伍，主動提問其他隊伍以
學 習 新 的 技 巧 和 想 法 ， 最 終 創 下 全 球 八 強
聯盟，工程創新銀獎(Ustad Ahmad Lahon 
Award for Innovation in Engineering, Silver 
Medal)的佳績。

香港代表隊成員：左起劉芷儀同學(5F)及王俊稀同學(4F)，香港代表隊成員：左起劉芷儀同學(5F)及王俊稀同學(4F)，
其他為迦密中學學生其他為迦密中學學生

比賽情況比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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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言

專題研習匯報獲「最佳舞台表現獎」專題研習匯報獲「最佳舞台表現獎」

第十九屆「傲翔新世代」全方位青年領袖訓練計劃
及泰國清邁服務體驗團

參與野外訓練營─參與野外訓練營─紮木筏紮木筏
和和風雨中夜行山風雨中夜行山    

  第十九屆「傲翔新世代」全方位青年領袖訓練計劃由香港
基督教青年會(YMCA)舉辦，本校過去幾年亦有參加，八位參與
的同學，包括吳哲朗(3B)、蘇洛弘(3D)、陳穎恩(4B)、樊藹霖
(4C)、蔡悅言(4C)、羅浚樂(4F)、張綽軒(4F)、陳敬賢(4F)，他
們需與其他學校的同學建立團隊，進行城市遊蹤和障礙賽等活
動。最難忘是兩日一夜的野外訓練營，期間他們要攀過高山，
踏過懸崖，在暴雨中找前路，同學在這些活動中都能學習團隊
精神及增強抗逆能力。
  每年計劃都會提供一個社會議題，然後讓各校自訂題目進
行專題研究。今年的題目是「環保與我」，本校同學自訂題目
為 「 探 討 食 肆 減 塑 政 策 的 爭 議 」 。 在 完 成 為 期 半 年 多 的 研 習
後，參與組別需匯報成果，並接受評判即場提問。本校同學的
匯報表現出色，獲頒「最佳舞台表現獎」。
    此 外 ， 計 劃 亦 會 甄 選 表 現 突 出
的 同 學 加 入 海 外 服 務 體 驗 團 ， 蔡 悅
言(5C)同學今年獲選加入，她於八月
十 九 至 廿 四 日 前 往 泰 國 清 邁 進 行 服
務和交流。

 蔡悅言 中五愛
    我們到訪一間小學去帶領學生進行活動，並要在學校的地上畫
上可供同學玩樂的圖案，另外亦會到當地村落體驗生活。第一天我
們到學校時，小朋友熱情地蜂擁走來打招呼，即使大家語言不通，
亦耐心跟我們指手畫腳地溝通。我們教他們玩一些團體遊戲，透過
活動幫他們尋找自己的優、缺點。在舉辦活動的同時，三幅地畫亦
順利完工。之後我到訪了一個充滿歡樂的家庭，協助他們做家務，
他們亦待我如女兒般疼愛。雖然彼此溝通上有些困難，但亦無阻我
們結下深厚情
誼，直至現在我
們仍不時聯絡！

這趟旅程令我十分難忘，雖然寄宿家庭和那些小
朋友所擁有的資源沒有香港那麼完善，但他們的
純樸和對生活的熱愛是我要學習的。
    「傲翔新世代」這計劃提供了一個渠道給同
學認識校外志同道合的人，體驗野外探險的刺激
與辛勞，更有機會到海外服務開闊眼界，絕對是
充滿樂趣又能提昇自我的活動。

蔡悅言同學與當地小學生合照蔡悅言同學與當地小學生合照    

泰國清邁服務體驗團出發 (前排右四：蔡悅言同學)   泰國清邁服務體驗團出發 (前排右四：蔡悅言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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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中學生領導力展示會由中國教育學會主辦，旨在通過集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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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示會期間，同學們分開被編入不同組別，與來自全國各地十多位精英學
生分工合作，在短時間內構思、策劃和試行實踐一個微專案，由此考驗
他們的溝通、協作、應變和領導的能力。

 本屆展示會於七月廿五至三十一日在山東青島舉行，由羅子楊老師和何
卓蘊老師帶領十名中四同學參賽，包括高楚嵐、王蔚瑤、張綽軒、李逸詩、

陳凱琳、林棹昕、羅浚樂、柁鈴、黃凱聰和梁裕正，他們以「環境保護」為
主題，計劃針對香港過度使用塑膠的問題，從「走塑」方面着手，期望呼籲
從源頭直接解決問題。

  同學經過多月的努力，與製造環保餐具的機構合作，透過機構免費提供三箱共一千個的即棄環保
餐具，向二十間食肆派發作為試用計劃，鼓勵他們日後回購，履行環保和社會責任。他們又訪問了環
保機構綠色力量的榮譽顧問何建宗博士，探討香港減塑政策的可行性、香港環保政策的不足及環保教
育等議題，令同學對香港現時的環保狀況有更深入的了解。此外，他們亦成功舉辦了聯校環保活動，
及在包美達社區服務中心，以初小學生為對象，舉辦與環保
有關的活動，可見他們有效地將「走塑」的環保理念成功地
推廣至其他學校和自己的社區。
  經過幾輪匯報、辯論等展示，本校除了多位同學獲得個
人獎項，團體更獲「最美紫荊公益團隊獎」及「優秀學校特
等獎」，多位同學亦在所屬小組獲獎，合共有十個項目獎
項，評審總得分更位列全國十大學校之列。
  「領導力」的旅程是一個經驗和結交新朋友的機會，亦
可多方面了解國內普遍中學生的想法及各種社會價值觀。另
一方面，同學亦可感受到國內同學的主動和善意，更難忘這
幾天日夕相對，互相遷就的伙伴，彼此建立的跨文化背景的
友情。

2019第十屆全國中學生領導力展示會

(左起)王蔚瑤、陳凱琳與(左起)王蔚瑤、陳凱琳與
艾科環保公司代表合照，艾科環保公司代表合照，
並成功獲支持捐出三千件並成功獲支持捐出三千件
可降解餐具可降解餐具

黃凱聰(左二)代表學校接受獎項黃凱聰(左二)代表學校接受獎項

舉辦聯校環保活動舉辦聯校環保活動

同學努力匯報和展示成果同學努力匯報和展示成果

兩位導師與十位參與同學合照兩位導師與十位參與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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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言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青年使者計劃2019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青年使者計劃」自一九九六年
起成立至今，一直為青年人提供寶貴的學習機會。本校
同學高楚嵐(5B)及游曦蓁(5E)去年經過兩輪甄選，成功
入選此計劃，接受九個月的訓練學習，並透過社區活動
實踐計劃、工作坊、校内宣傳等方式推廣兒童權利及籌
款，這些活動讓她們深刻了解兒童人權狀況和聯合國在
保護兒童權利的工作。兩位同學經過半年的學習後，表
現優異，其中高楚嵐同學獲邀參加於八月五至九日的南
韓首爾考察團，而游曦蓁同學則獲邀參加於七月十五至
二十日的雲南玉龍考察團。

高楚嵐 中五望
    整個計劃最令人期待的莫過於是考察南
韓兒童友善城市(CFCI)。這是Unicef其中一個倡
議，目的是為保障兒童權利和增加兒童在政府
政策上的參與等。我們這次到訪完州和城北兩
個CFCI，參觀當地兒童友善設施，例如青年中
心，兒童遊樂場等，更有整天時間與當地青年
代表交流，深入了解青少年對計劃的意見和成
效。最令我驚訝的是政府讓兒童在政策上的高
度參與，他們在開展每個兒童政策前，都會大
量搜集兒童的意見，亦會邀請兒童參與設施設
計。許多地方政府願意致力表達對兒童的友
好和重視，成為CFCI在韓國取得重大成功的關
鍵。同時，這亦是香港需要改善的地方，要更
重視「兒童參與」。

游曦蓁 中五善
    這個計劃其中一個最大收穫便是到中國雲南考察
團一窺究竟。在考察團五天的行程中，我們探訪的地
方大多是一些十分貧困山區的農村戶，當地村民和孩
子們的生活素質比一般的鄉鎮居民遜色，但透過聯合
國兒童基金會的幫助，協同當地政府，合作舉辦一些
計劃及項目來改善當地兒童的生活，例如有條件的現
金轉移支付計劃，農村環境衛生全覆蓋項目和捐助災
後重建學校等。我在這裏深刻體會到中國雲南貧困地
區兒童的生活狀況，而雲南山區只是這個世界的一個
縮影，我迫切地想為這些兒童帶來改變，成為青年使
者只是開始的第一步。

游曦蓁(左) 及 高楚嵐 (右) 獲頒 青年使者 委任狀游曦蓁(左) 及 高楚嵐 (右) 獲頒 青年使者 委任狀

高楚嵐 (前排左三) 與南韓完州當地高楚嵐 (前排左三) 與南韓完州當地
青年代表交流合照青年代表交流合照

游曦蓁(右一)在雲南貧困山區農村考察游曦蓁(右一)在雲南貧困山區農村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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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六善班鍾致遠同學經多輪嚴謹選拔後，成為美國萬通小太空人，並在暑期於美國完成為期九天的
太空探索之旅。讓我們一同分享鍾致遠的學習喜悦！

在培正小學實現太空夢想

興奮地到NASA學習興奮地到NASA學習 與太空人Herrington會面與太空人Herrington會面 各種火箭各有特色各種火箭各有特色 張校長與何鍾泰學長一同祝捷張校長與何鍾泰學長一同祝捷

My name is Chase and I’m one of the eight junior astronauts of 2019.

I went on a 9-day trip to Huntsville, Alabama and Orlando, Florida 
in the USA.  In Huntsville I attended a Space Camp, which was a 
simulation of the training required to become an astronaut. The 3-day 
training program includes outer space mission simulations, mini 
rocket launches, sitting in a multi-axis trainer, which makes you feel 
like you are actually in space! 

What I remember most is the space mission simulator which put me in 
space shuttle missions with my teammates. I stepped into the mockup of a space shuttle, and the 
first impression it gave me was it did not look like a mockup at all. I felt like I was in the real thing! 
I encountered several problems and went through a few arguments. Staying calm and patient, I 
overcame them one by one.  

I also went to Kennedy Space Centre in Orlando, Florida. It was Amazing! We saw actual operation 
launch pads and the Space X headquarters. It is a giant building that built the rockets that go to the 
Moon and beyond. The visitor Centre holds the real space shuttle The Atlantis, accompanied by the 
Saturn V rocket that took the Apollo astronauts to the moon. They are both gigantic! The exhibition 
hall is fully occupied by the Atlantis, you can’t imagine how big it is until you see it! The Saturn 
V rocket is taller than a 30-story building. Visiting the Kennedy Space Centre has deepened my 
knowledge of the history of space exploration.

This trip has truly broadened my horizon, and I sincerely hope you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o! If you 
would like to be the next astronaut, please don’t hesitate.  Just be brave to take the first step by 
telling Mr Pang. Dream Big, it is POSSIBLE!

P6E Chase Chung

駕駛太空登陸車駕駛太空登陸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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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張校長的帶領下，三十九位小四至小六的同學於六月十至十四日到達台南地區，進行五天四夜的
環保生態文化交流。
  這次遊學主題非常豐富，主要圍繞「環保生態」及「文化」兩方面學習。環保生態方面，我們除了
參觀七股潟湖生態區、黑面琵鷺生態展示館外，更有幸能親臨香港少見的鹽田，讓我們體驗耙鹽當中的
樂趣。透過實作體驗，同學明白到看似必然的一鹽一米，其實來得不容易。而在南區資源回收廠中，我
們了解到當地處理固體廢物的情況，也令我們反思平日生活習慣是否符合環保的原則。
  在文化方面，我們到了駁二藝術特區和藍晒圖文創園區，飽覽當代台灣創意作品，也同時了解台灣
保育和創新工作的情況。同時，我們也在安平古堡、安平樹屋、旗津老街和台南文學館，認識了不少老
台南歷史，感受了當地文化的「古早味」。
  行程來到最後一天，我們與當地小學「台南市仁德區大甲國民小學」進行交流。很感激甲小師生熱
情款待，讓我們能與他們一同上課、參與活動、互相表演等，這些機會不但機會難得，更能夠為我們建
立了特別的友誼。
  短短數天的台南環保生態文化遊學團圓滿結束，這次旅程為同學們留下段段珍貴回憶，當中的體驗
更滋養同學的生命，叫他們成長為一個更會尊重別人，愛護環境的人。

* 編按：「古早味」是台灣閩南用語，形容食物的古舊味道，吃起上來令人充滿懷念的感覺。

台南環保生態文化遊學團

出發前，我們先在機場來個大合照！出發前，我們先在機場來個大合照！

與當地學生交流，互相學習和建立友誼與當地學生交流，互相學習和建立友誼
80



小學記要 小學動態

天氣並不影響我們學習的熱誠！天氣並不影響我們學習的熱誠！

走進台南的歷史，感受今天的台南風味走進台南的歷史，感受今天的台南風味

感受到神所創造大自然的美，學會珍惜神賜感受到神所創造大自然的美，學會珍惜神賜
給我們的各種天然資源，學會珍惜大自然給我們的各種天然資源，學會珍惜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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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暑期體育訓練營已連續第四年舉行，
而本年度更是超過一百七十位同學參與，為歷年
最多。
  集訓除每天都有兩至三節的訓練外，晚上亦有
友誼賽或集體遊戲。而本年度更訂立新的訓練營主
題，加強隊內隊員的關係，從而促進團隊及友愛精
神，希望同學都能於訓練營內有所得着！

暑期體育訓練營

暑期體育訓練營大合照暑期體育訓練營大合照

足球隊的跳躍一刻足球隊的跳躍一刻

師生及家長一同進行足球友誼賽！師生及家長一同進行足球友誼賽！
泳隊隊員於烈日下訓練泳術泳隊隊員於烈日下訓練泳術

田徑隊於白石角運動場訓練田徑隊於白石角運動場訓練排球隊也小休一會！排球隊也小休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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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社畢業感恩聚餐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廿九日晚順利舉行。一眾師生都藉着當晚的機會互相拍照留
念。聚餐期間，同學們更落力表演精采歌舞，在旁的師生也為他們熱烈地歡呼，場面熱鬧。此外，安社
代表向校方獻上鮮花及禮物，以答謝學校多年來的教育和栽培。張校長亦帶領老師及校工以歌聲為學生
送上祝福，令當晚的表演既豐富又精采，掀起了高漲氣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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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社畢業感恩聚餐

張校長與全體安社職員一同合照張校長與全體安社職員一同合照

安社代表向王校監及張校長致送鮮花及禮物安社代表向王校監及張校長致送鮮花及禮物

張校長與老師以歌聲祝賀每位畢業生張校長與老師以歌聲祝賀每位畢業生

同學們簽名留念同學們簽名留念張校長與老師們合照張校長與老師們合照

六年級班主任合照六年級班主任合照

我們畢業了！我們畢業了！

83



小學記要小學動態

充滿感染力的演奏充滿感染力的演奏

同學們向老師致送禮物以示謝意同學們向老師致送禮物以示謝意

同學們載歌載舞同學們載歌載舞

同學們齊心獻唱同學們齊心獻唱

同學們落力演出同學們落力演出張校長祝各位同學前程錦繡張校長祝各位同學前程錦繡

張校長勉勵畢業生張校長勉勵畢業生 張校長與同學們合照張校長與同學們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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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度小學畢業禮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廿九日上午
十一時十五分於本校基社李思廉禮堂舉行。畢業禮首先由奏國
歌及全體唱校歌開始，然後由劉文軒校董領禱，鄭成業校董讀
經，校監王寧添博士致辭，並恭請主禮嘉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副局長陳百里博士訓勉。接着由全體畢業生獻唱詩歌《Hope 
is the hidden 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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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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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志強校董代表本校致謝辭，安社徐銘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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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八年度小學畢業禮及
升中獎學金

香港培正小學第八十二屆畢業典禮香港培正小學第八十二屆畢業典禮

主禮人及嘉賓合照主禮人及嘉賓合照

主禮嘉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主禮嘉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副局長陳百里博士致辭副局長陳百里博士致辭

王寧添校監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商務王寧添校監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

張廣德校長頒發畢業證書張廣德校長頒發畢業證書

主禮嘉賓商務及經濟主禮嘉賓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
博士頒發品學兼優獎博士頒發品學兼優獎
予盧珮詩(小六正)予盧珮詩(小六正)

黃敬儒主任服務黃敬儒主任服務
本校二十年本校二十年

葉瑞文先生服務葉瑞文先生服務
本校十年本校十年

頒發長期服務獎
服務滿十年：葉瑞文先生
服務滿二十年：黃敬儒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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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寧添校監頒發學業成績優良獎王寧添校監頒發學業成績優良獎 羅志強校董頒發操行獎羅志強校董頒發操行獎 主禮嘉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主禮嘉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
陳百里博士頒發分科獎陳百里博士頒發分科獎

鄭成業校董頒發獎學金鄭成業校董頒發獎學金 劉文軒校董頒發獎學金劉文軒校董頒發獎學金 李樹輝校董頒發獎學金李樹輝校董頒發獎學金

吳清輝校董頒發獎學金吳清輝校董頒發獎學金 李慶汕執事頒發獎學金李慶汕執事頒發獎學金 何力高校長頒發獎學金何力高校長頒發獎學金

張廣德校長頒發獎學金張廣德校長頒發獎學金 江耀龍牧師頒發獎學金江耀龍牧師頒發獎學金 何浩元會長頒發獎學金何浩元會長頒發獎學金

主禮嘉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主禮嘉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副局長陳百里博士頒發紅藍副局長陳百里博士頒發紅藍
卓越表現獎卓越表現獎

安社徐銘遙社長安社徐銘遙社長
代表同學獻禮予母校代表同學獻禮予母校

獲頒升中獎學金的同學一起拍照留念獲頒升中獎學金的同學一起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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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級

品學兼優獎：盧珮詩(小六正)

國文科分科獎：陳彥嵐(小六真) 英文科分科獎：何頌恩(小六誠)

數學科分科獎：鄭羽辛(小六善) 常識及資訊科技科分科獎：葉靈鋒(小六信)

聖經科分科獎：郭天樂(小六光) 視覺藝術科分科獎：林允賢(小六真)

音樂科分科獎：盧彥晴(小六信) 體育科分科獎：周殷摯(小六誠)

六年級

獎學金名稱 學科名稱 得獎者 班別

1 美東培正培道同學會紀念李故校長錦綸先生
獎學金

紅藍卓越表現
陳 穎
麥啟弢
黎柏朗

小六信
小六善
小六真

2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畢業班品學兼優 盧珮詩 小六正

3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升讀本校中學成績優良 盧珮詩
黃穎心

小六正
小六善

4 一九五六年級瑩社鑽禧獎學金 升讀本校中學成績優良 林曉澄 小六信

5 吳宣倫吳胡淑慈伉儷獎學金 升讀本校中學成績優良 何頌恩
賴巧翹

小六誠
小六光

6 皓社升中獎學金 升讀本校中學成績優良
許玥瑜
談安行
周殷摯
陳樂心

小六善
小六愛
小六誠
小六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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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朗嘉 小六望

8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畢業班傑出社職員 林卓晞 小六誠

9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男生品行優良 談安行 小六愛

10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女生品行優良 陳彥嵐 小六真

11 香港浸信會聯會獎學金 傑出學生 譚倬欣 小六善

12 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成績躍進

郭雋姸
温梓淇
余晉霖
張弘欣
盧柏翹

小六信
小六望
小六愛
小六光
小六真

13 羅其銘、李淑芬獎學金 國文科成績優良 陳彥嵐 小六真

二零一八年度畢業班褒獎錄
二零一八年度畢業班各獎項得主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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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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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頌恩 小六誠

15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數學科成績優良 鄭羽辛 小六善

16 伍治澄女士紀念先父伍漢華先生獎學金 常識及資訊科技科成績優良 葉靈鋒 小六信

17 一九七一年級剛社珊瑚禧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成績優良 林允賢 小六真

18 梁泳釗、曾海球、李明慶校友獎學金 音樂科成績優良 潘在霖 小六真

19 陳漢基先生紀念陳聯芬先生獎學金 體育科成績優良 周殷摯 小六誠

20 陳瑾瑛女士紀念陳光振先生獎學金 聖經科成績優良 陳樂心 小六真

21 陳福慶女士獎學金 畢業班書法成績優良 高穎勤 小六信

22 羅英奇主任紀念獎學金 畢業班教職員子女成績優良 嚴曉峰 小六信

23 林姚嘉富夫人獎學金 中文閱讀表現優良 郭天樂 小六光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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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冼澤康 小六真

25 羅其銘、李淑芬獎學金 中文寫作傑出進步 沈思維 小六真

26 紀念周公諒老師獎學金 校外中文比賽表現傑出 劉海晴
李道生

小六信
小六信

27 楊國雄博士伉儷獎學金 數學傑出表現 姚俊亨 小六正

28 余伯偉先生紀念獎學金 科學創作傑出表現
曹皓天
鄭羽辛
李浩泓
曾凱光

小六愛
小六善
小六善
小六誠

29 一九四六年級雁社鑽禧紀念獎學金 視覺藝術表現傑出 林悅晴 小六愛

30 紀念陳光振先生獎學金 資訊科技傑出表現 盧珮詩 小六正

31 梁泳釗、曾海球、李明慶校友獎學金 音樂傑出表現 潘在霖 小六真

32 李明慶校友獎學金 乒乓球傑出表現 彭穎進
盧珮詩

小六愛

小六正

33 紀念虹社楊國禮先生獎學金 環保比賽表現傑出 李雪溱 小六真

34 紀念虹社楊國禮先生獎學金 環保表現優良 關守一 小六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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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安行 小六愛

36 紀念伍滌塵先生獎學金 幼童軍服務優良 關守一 小六善

37 何志堅先生紀念何壽康先生獎學金 校外英語比賽表現傑出

邵愉雅
談安行
容芷翹
任天馳
梅雋霆

小六愛
小六愛
小六光
小六善
小六正

38 莫與競先生榮休獎學金 圖書館服務優良 李心悅 小六望

39 紀念伍滌塵先生獎學金 公益少年團服務優良 李雪溱 小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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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信 六望 六愛 六光 六善 六正 六真 六誠
陳樂晴 陳展宏 陳凱琦 張致謙 陳晞裴 鄭鉦潼 歐陽柏言 陳希臨
陳亭光 陳恩琳 陳景楠 張弘欣 陳穎萱 卓瑞姸 陳志昊 陳栢熙
陳 穎 陳彥弟 陳懷欣 周穎心 陳穎心 張卓成 陳熙瞳 陳芷彥
張瑋軒 張憬童 張珍亮 馮其鏗 陳以芯 蔡文哲 陳樂心 周曉彤
蔡曦慰 蔣日僖 張學凝 何樂生 鄭羽辛 蔡忻雅 陳梓業 趙麗娜
何培毅 崔崇毅 張萃翹 何翱晴 莊鎧沛 何騏光 陳溢希 周殷摯
高穎勤 何依穎 張薾云 高天朗 莊維正 何柏樂 陳彥嵐 崔啟邦
關皓云 金靖欣 植康祺 江曉雪 馮載歌 鄞盡心 周曉樂 馮曉揚
郭澤楓 關子淇 張名山 關日謙 何展銃 江佩䴥 戴灝泓 何卓鏗
郭雋姸 關日晴 何俊希 郭天樂 何兆焯 鄺子淳 何諾祈 何頌恩
林曉澄 郭正謙 何允祈 賴巧翹 何梓禧 黎穎芝 何采蒨 何梓晴
林慧媛 鄺弘皓 許在炘 劉浩翔 何宏正 林棕榆 黃俊熙 江涴瀠
林子晉 賴心絃 葉欣兒 劉樂詩 許玥瑜 劉仲豫 許天正 黎明熹
林詠堯 劉浩陽 關名希 劉昕蕎 簡以正 劉禮誦 葉頌熙 林卓晞
劉智恩 劉栩正 林悅晴 李倩臨 關守一 羅卓謙 葉祉晴 林逸謙
劉海晴 羅子進 劉彥博 李侑橋 林皜敏 李曉霖 鄺樂賢 劉曉悅
李禹衡 梁逸翹 羅穎心 梁靖詮 林芷澄 李天恩 顧芯瑜 李彥欣
李康悠 李心悅 梁永豪 劉立炫 劉卓朗 李思衡 郭文迅 梁善知
李博文 劉添陽 盧以樂 盧曉莎 羅日希 李韞哲 黎柏朗 李芍瑤
李道生 吳俊希 李芷雯 羅浚彥 李浩泓 連卓霆 林 浩 魏弘正
李思樂 吳卓禧 馬洛臻 盧泳苗 梁家橋 盧曉渝 林允賢 潘家傑
廖悉哲 水婧瑜 馬森樂 盧天諾 陸熙哲 盧珮詩 李雪溱 薛晉一
劉懷謙 蕭恩悅 吳日朗 莫子嬈 麥啟弢 麥晉熙 李翊弘 譚青悠
盧彥晴 譚皓文 彭穎進 吳凱晴 柯暐昕 梅雋霆 盧柏翹 丁天悅
吳子柔 詹稀閔 彭穎加 潘 喬 譚倬欣 吳立睎 呂沅澄 曾凱光
彭翊宸 徐銘遙 潘珏文 蘇芷蔚 杜羨恩 潘信恩 吳若霖 曾樂晴
譚鎧忻 温梓淇 邵愉雅 孫振霆 徐希如 衛祖銘 潘在霖 曾天樂
鄧向溢 王隽鳴 談安行 黃進謙 黃愷盈 温而正 佘婥然 徐晞柔
唐翊琳 黃曉陶 詹稀喻 黃思銘 黃漢傑 王亦山 沈思維 尹溢希
胡昊哲 黃朗嘉 曹皓天 王子軒 黃筠然 楊沛錂 冼澤康 黃瀞皚
嚴曉峰 黃恩琳 溫雋為 黃懿德 黃柏諭 楊樂偲 曾樂霖 王奕雯
葉靈鋒 楊恩浩 黃天朗 楊承羲 黃穎心 姚俊亨 黃正濤 任籽謙
袁楚嵐 葉愷信 余晉霖 楊梓禧 任天馳 姚宓孜 王彥驊

容芷翹

 共264人

二零一八年度畢業生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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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度小一至小五獎學金得獎人名單

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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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業成績優良 王穎澄 小一光
2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男生品行優良 沈政熹 小一正
3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女生品行優良 譚曉然 小一忠
4 香港浸信會聯會獎學金 傑出學生 鍾綽恩 小一善
5 紀念周公諒老師獎學金 國文科成績優良 鄭凱禧 小一愛
6 一九四六年級雁社鑽禧紀念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良 任步昇 小一望
7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數學科成績優良 梁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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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芯懿 小一望
9 陳瑾瑛女士紀念陳光振先生獎學金 聖經科成績優良 黃穎忻 小一忠

10 陳福慶女士獎學金 書法成績優良 王穎澄 小一光
11 一九四九年級堅社藍星禧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成績優良 尹天忻 小一信
12 梁泳釗、曾海球、李明慶校友獎學金 音樂科成績優良 陳穎璇 小一善
13 紀念虹社楊國禮先生獎學金 環保表現優良 呂鎧麟 小一忠
14 一九六四年級協社金禧獎學金 受助生成績良好 賴卓鋒 小一真

二年級
獎學金名稱 學科名稱 得獎者 班別

1 美東培正培道同學會紀念李故校長錦綸先生
獎學金 紅藍卓越表現 方智彥 小二誠

2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學業成績優良 黃晞桐 小二信
3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男生品行優良 林思贊 小二真
4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女生品行優良 郭芊蔚 小二愛
5 香港浸信會聯會獎學金 傑出學生 葉承恩 小二望
6 紀念周公諒老師獎學金 國文科成績優良 馮潔盈 小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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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承恩 小二望
8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數學科成績優良 巫睿瞳 小二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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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沛樺 小二善

10 陳瑾瑛女士紀念陳光振先生獎學金 聖經科成績優良 嚴朗謙 小二誠
11 陳福慶女士獎學金 書法成績優良 招晉言 小二善
12 一九七一年級剛社珊瑚禧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成績優良 黃 頤 小二善
13 梁泳釗、曾海球、李明慶校友獎學金 音樂科成績優良 葉承恩 小二望
14 紀念虹社楊國禮先生獎學金 環保表現優良 黃柏熹 小二信
15 陳漢基先生紀念陳聯芬先生獎學金 小童軍服務優良 馬愷瑤 小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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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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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旻諭 小三望
2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男生品行優良 黃冠喬 小三善
3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女生品行優良 吳芷萱 小三真
4 香港浸信會聯會獎學金 傑出學生 彭以淇 小三正
5 紀念周公諒老師獎學金 國文科成績優良 劉日希 小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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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蓓霖 小三光
7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數學科成績優良 梁叡靖 小三望
8 一九四六年級雁社鑽禧紀念獎學金 常識及資訊科技科成績優良 朱緯縉 小三真
9 伍治澄女士紀念姐丈李孟標校長獎學金 聖經科成績優良 吳梓君 小三信

10 陳福慶女士獎學金 書法成績優良 陳浚滔 小三真
11 區重堅老師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成績優良 黃皓潼 小三真
12 梁泳釗、曾海球、李明慶校友獎學金 音樂科成績優良 吳芷萱 小三真
13 紀念駱遠明老師獎學金 體育科成績優良 黃懷一 小三愛
14 真社三十五周年紀念獎學金 校運傑出表現 彭以淇 小三正
15 紀念虹社楊國禮先生獎學金 環保表現優良 胡倬維 小三誠
16 陳漢基先生紀念陳聯芬先生獎學金 小女童軍服務優良 吳梓君 小三信

四年級
獎學金名稱 學科名稱 得獎者 班別

1 美東培正培道同學會紀念李故校長錦綸先生
獎學金 紅藍卓越表現 鍾浩揚 小四誠

2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品學兼優 李文謙 小四信
3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男生品行優良 李烜昇 小四善
4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女生品行優良 羅頌靈 小四望
5 香港浸信會聯會獎學金 傑出學生 李文謙 小四信
6 李明慶校友獎學金 國文科成績優良 李文謙 小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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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謙 小四信
8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數學科成績優良 李文謙 小四信
9 余伯偉先生紀念獎學金 常識及資訊科技科成績優良 黃煦朗 小四光

10 伍治澄女士紀念先父伍漢華先生獎學金 聖經科成績優良 李文謙 小四信
11 陳福慶女士獎學金 書法成績優良 陳沛恩 小四真
12 區重堅老師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成績優良 張僖晴 小四信
13 梁泳釗、曾海球、李明慶校友獎學金 音樂科成績優良 陳沚桓 小四真
14 陳漢基先生紀念陳聯芬先生獎學金 體育科成績優良 吳芓樂 小四光
15 紀念虹社楊國禮先生獎學金 環保表現優良 黃以琳 小四善
16 真社三十五周年紀念獎學金 校運傑出表現 林柏言 小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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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
獎學金名稱 學科名稱 得獎者 班別

1 美東培正培道同學會紀念李故校長錦綸先生
獎學金 紅藍卓越表現

黃鍾許
倚致梓
慧遠晴

小五善
小五正
小五誠

2 何壽南先生獎學金 品學兼優 楊芷喬 小五望
3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男生品行優良 劉承希 小五信
4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女生品行優良 楊芷喬 小五望
5 香港浸信會聯會獎學金 傑出學生 何卓諾 小五望

6 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成績躍進

張清心
陸凱棓
鄧寶琪
梁修銘
冼頌鈞

小五光
小五光
小五正
小五真
小五真

7 李明慶校友獎學金 國文科成績優良 陳正喬 小五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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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蔚喬 小五誠
9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數學科成績優良 何卓諾 小五望

10 一九四六年級雁社鑽禧紀念獎學金 常識及資訊科技科成績優良 蘇安琳 小五光
11 伍治澄女士紀念姐丈李孟標校長獎學金 聖經科成績優良 丁善珩 小五光
12 區重堅老師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成績優良 區雅媛 小五信
13 梁泳釗、曾海球、李明慶校友獎學金 音樂科成績優良 李心寶 小五光
14 一九七一年級剛社珊瑚禧獎學金 體育科成績優良 黃倚慧 小五善
15 陳福慶女士獎學金 書法成績優良 楊芷喬 小五望
16 林姚嘉富夫人獎學金 中文閱讀表現優良 鄭甯哲 小五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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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鈞豪 小五正
18 羅其銘、李淑芬獎學金 中文寫作傑出進步 區瑋晴 小五真

19 何志堅先生紀念何壽康先生獎學金 校外英語比賽表現傑出 區雅媛
鄭曉鳴

小五信
小五光

20 一九七一年級剛社珊瑚禧獎學金 英文寫作傑出 高鈞豪 小五正
21 余伯偉先生紀念獎學金 數學傑出表現 李厚賢 小五誠

22 余伯偉先生紀念獎學金 科學創作傑出表現
黃詠珈
楊芷喬
蔡家悅

小五信
小五望
小五光

23 紀念虹社楊國禮先生獎學金 環保比賽表現傑出
黃詠珈
賴昱誠
柯曉瑩

小五信
小五愛
小五愛

24 紀念虹社楊國禮先生獎學金 環保表現優良 黃思衡 小五愛
25 紀念伍滌塵先生獎學金 服務傑出表現 周家月 小五真
26 梁泳釗醫生紀念獎學金 受助生成績優異 郭睿而 小五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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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職員會在十月廿三日舉辦了閃避球賽。感謝一班老
師的支持，使活動能順利進行。
  球場上，老師英姿颯颯，能文善武，令人矚目。老師
在 忙 碌 之 餘 ， 展 現
對 運 動 的 熱 誠 和 鬥
志 ， 賽 事 融 洽 歡
樂 ， 給 參 賽 者 及 觀
眾 一 個 難 忘 愉 快 的
下午。

「手工橙皮醋清潔劑」小檔案
主要材料： 橙皮(或其他橘子類植物果皮)、白醋
有效成份： 檸烯(D-Limonene)，與油脂產生化學作用達到清潔目的

使用方法：
1. 於玻璃上噴上「手工橙皮醋」
2. 待會兒後用潔淨的毛巾拭去
3. 用清水把玻璃再次洗淨

二零一九年度執委名單
主 席：游駿傑
副主席：羅振偉
司 庫：梁秀明
司 庫：陳曼琪
文 書：李華恩
福 利：李晞瑜
福 利：葉聖儀
福 利：廖皓晴
靈 修：黃家詠
學 術：李羚兒
同學會：黃敬就

環保及公民教育
環保清潔劑製作
  為慶祝我校創立一百三十周年，並且宣揚環保訊息，同學們於暑假前合力製作「手工橙皮醋清潔
劑」，用以派發前來訪校的學長及嘉賓們。同學們先把家中收集的橙皮洗淨，然後把橙皮切條後放入注
滿白醋的膠瓶中，經過暑假後的浸泡，天然的手工玻璃清潔劑便大功告成！每一瓶橙皮清潔劑都是集合
同學們的心血與結晶，也是獨一無二的傑作。

每一支「手工橙皮醋」都是由每一支「手工橙皮醋」都是由
不同的同學用心製作不同的同學用心製作

同學在膠瓶上貼上標籤，為「手工橙皮同學在膠瓶上貼上標籤，為「手工橙皮
醋清潔劑」進行後期工作醋清潔劑」進行後期工作

教職員會消息
  本年度小學及幼稚園教職員選舉於
二零一九年九月廿七日順利完成。已選
出新一屆教職員會執委。

二零一九年度執行委員會二零一九年度執行委員會

閃避球賽開始！閃避球賽開始！

陣容鼎盛的參賽老師團隊陣容鼎盛的參賽老師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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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度家長義工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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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走廊、遊戲場及小食部秩序及協助
量體溫等。家長參與學校各類型的服務，不論對學
校、家長和學生都有所裨益，別具意義。
本年度家長義工隊執委成員︰

隊長︰ 鍾勁荃Anna
副隊長︰ 何潔恒Linda、麥珮琪 Peggy
司庫︰ 王燕燕Ivy
靈修︰ 葉翠珊Tracy
文書︰ 李靜嫻Leanne
康樂︰ 黃敬諾 LokLok

總務及聯絡︰ 余若嘉KaKa (小一)、郭卓盈Ellen(小二)、江汶芳Emma (小三)、
張穎儀Debbie(小四)、吳倩娥Joanne(小五)、黃慧敏Ivy (小六)

特邀委員︰ 徐碧琪Pikki、楊海Ernest、丘安琪Agnes

2019年度家長義工隊執委成員2019年度家長義工隊執委成員

當天場地人山人海，各級當天場地人山人海，各級
同學均能找到心頭好同學均能找到心頭好

家長義工隊執委用心籌備舊書義賣活動家長義工隊執委用心籌備舊書義賣活動

義賣書籍五花八門，義賣書籍五花八門，
迎合學生不同喜好迎合學生不同喜好

收穫真豐富呢！收穫真豐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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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用途，未有售出的圖書也放
在圖書館以供借閱。

94



小學記要 小學動態

聖誕聯歡會
  家長義工隊於十二月十九日舉行
了一年一度的聖誕聯歡會，當晚有聖
誕信息分享、遊戲、抽獎等，有百多
名師生及家長出席，大家一起聯繫情
誼，分享美食，數算主恩，一同感受
聖誕普天同慶的氣氛。

家長們為張校長設計了家長們為張校長設計了
獨一無二的聖誕卡獨一無二的聖誕卡

大合照！Yeah！大合照！Yeah！

葉副校抽出了以上得獎的同學葉副校抽出了以上得獎的同學

抽獎禮物抽獎禮物
很豐富很豐富

上學期的集會內容包括：
日期 分享機構或人士 主要內容

9月25日 輔導組潘姑娘 向學生宣揚校園內關愛信息
10月2日 以勒基金「互聯網講座」 提醒少年人如何避免自己陷入網上危機
10月9日 以勒基金「聰明人講座」 幫助學生建立一種思想方法——「停一停、想一想」

10月30日 李永威主任 從科技發達從而認識神的創造和愛
11月6日 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 分享無家者及貧窮人士的生活情況

11月20日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 透過「魔法學院之不能打開的盒子」話劇去教導學生遠離
色情及暴力等不良資訊

12月4日 「頌社」學長 頌社銀禧加冕
12月11日 WATOTO 機構 透過生命故事的分享，鼓勵學生活出一個積極的人生
12月18日 九龍城區防火委員會 透過話劇《表哥來了》宣揚防火意識和逃生技巧

集會
  為了加強在基督裏發展全人教育，每逢星期三第八及第九節，學校都安排學生
到基社李思廉禮堂參與集會聚會，而集會分低小(小一至小三)及高小(小四至小六)進
行。每年，老師會安排不同課題，如信仰認識、品格訓練、關注社區、公民和生命
教育、環保意識等，內容和形式相當豐富，讓同學有多方面健康和正面的成長。每
次集會，學生會一同唱校歌、誦讀校訓經文和禱告，為的培養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
和學習群體生活。盼望學生在校園生活和活動中，無時無刻都能體驗到天父的愛與
看顧，一生學習成為至善至正的人。

每次集會，大家都同心禱告每次集會，大家都同心禱告

以勒基金分享少年人以勒基金分享少年人
上網成癮的問題上網成癮的問題

黃主任頒發紀念旗予黃主任頒發紀念旗予
以勒基金歐陽太太以勒基金歐陽太太 李主任分享神的愛李主任分享神的愛

教育話劇演員與學生教育話劇演員與學生
進行互動遊戲進行互動遊戲

聖誕老人來了！聖誕老人來了！

95



小學記要小學動態

年級 地點
小一 大埔海濱公園
小二 佐敦谷公園
小三 寶康公園
小四 保良局賽馬會大棠渡假村
小五 假日農場
小六 浸會園

  旅行日已於十一月一日順利完成，當日天父造美，天朗氣清，各級出發到不同營地及郊野公
園，與老師及同學一同遊玩。

二零一九旅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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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學生更快適應小學生活，學校於八月廿九日及三十日舉行了
小一適應日，同學們模擬上課，透過遊戲互相認識及學習常規。另外，
於八月廿九日亦舉行了小一適應日家長會，讓家長更了解小一的課程、
訓輔、家校合作、課外活動及學生事務等。

上課積極投入上課積極投入 學排隊學排隊 開心完成一天的學習開心完成一天的學習

小一適應日家長會小一適應日家長會

第一次教職員靈修會及幼小教師發展日
  九月三十日舉行本年度第一次教職員靈修會及幼小教師發展日，靈修會中，張校長分享福音訊息，
老師們詩歌敬拜。當日亦邀得香港培正中學榮休副校長李家俊先生分享與家長溝通等技巧，教師們獲益
良多。

唱詩歌，齊頌讚唱詩歌，齊頌讚 張校長分享訊息張校長分享訊息

幼小老師聚首一堂幼小老師聚首一堂

培中榮休副校長培中榮休副校長
李家俊先生分享李家俊先生分享

培中榮休李副校與舊生留倩影培中榮休李副校與舊生留倩影

小一適應日及家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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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日
  十月廿三日教師發展日，張校長分享了
香港培正小學的歷史，然後資訊科技組分享
校園綜合平台的使用，而中文、英文、數學
及常識老師分別進行科組的專業科展。

張校長分享張校長分享 一眾老師進修校園綜合平台一眾老師進修校園綜合平台
的使用的使用

中文中文
  中文科教師進修日邀請了「肥哥哥」到校與
老 師 分 享 如 何 以 繪 本 、 圖 書 提 昇 學 生 的 閱 讀 興
趣，希望學生更喜愛閱讀。

老師努力學習，望提昇學生的閱讀興趣老師努力學習，望提昇學生的閱讀興趣

英文英文
    英 文 科 舉 辦 了 校 本 英 文 科 工 作 坊 ， 主 題 為
「有效的課堂協作教學」以及「提升寫作質量的
教學法」。於一個半小時的工作坊中，各英文老
師及外籍老師透過互動的討論，了解及分享有教
學 的 要 訣 。 我 們
期 待 於 課 堂 中 實
踐 所 得 ， 令 學 生
學習更有效能。

數學數學
  香港兒童棋院的蘇副院長為老師們介紹圍棋的起源、
現代情況、段，級位制度、基本下法與對局禮儀。不少老
師初次認識圍棋，感到十分有趣。

常識常識
  本科邀請了出版社來講解常識科
新課程，加強未來轉新課程的銜接。

老師們雙雙下棋對奕，刺激萬分老師們雙雙下棋對奕，刺激萬分

  本校中文朗誦隊經過兩個多月的
訓練，於第七十一屆朗誦節中取得優
秀的成績。小二普通話集誦隊在詩詞
集誦比賽中奪得季軍，而小四粵語集
誦隊則在詩文集誦比賽中奪得亞軍，
表現出色。

明報「小作家培訓計劃」
  本校着重培訓學生的寫作表達能力及鼓勵學生寫作。在二零一八至一九學年
「小作家培訓計劃」中，四信班區雅婷同學榮獲全年大獎 (初小組) 亞軍、全年
大獎 (初小組) 優異獎及最佳表現獎 (初小組)，成績驕人。

小二國語朗誦隊小二國語朗誦隊

區雅婷同學滿載而歸區雅婷同學滿載而歸

老師們為教學，好好裝備自己老師們為教學，好好裝備自己

第七十一屆朗誦節

小四粵語朗誦隊小四粵語朗誦隊

同儕交流，助專業成長同儕交流，助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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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P.5 English Choral Speaking 
Team had a very impressive result 
in the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With a stunning 
performance of the poem “Giant 
Thunderclogs”, the team was awarded 
the 1st runner-up in the competition. 
All their hard work paid off!

English in Pui Ching Primary SchoolEnglish in Pui Ching Primary School
Pui Ching Blog
  This year, the Pui Ching English team launched their first 
online blog called Pui Ching Blog. With the help of some of the 
best writers and reporters from the school, the team works 
together to showcase events and students’ work on the blog. You 
can find out more about the English activities like drama club 
activities, debate competitions, radio drama etc. Along with that, 
you can check out the best of students’ work like their creative 
writing stories and 
poems. The blog is 
the best way to stay 
updated with all the 
s c h o o l ’s  E n g l i s h 
activities.

Christmas Caroling
  Our NETs team gathered on the 11th of December, 2019 to kick-off the Christmas celebrations at the 
school. They sang carols like Frosty the Snowman, Jingle Bell Rock, Winter Wonderland and Silent Night. 
The students, parents and teachers all collected around them to show their support and appreciation.

The Pui Ching Gazette TeamThe Pui Ching Gazette Team

The team, hard at work!The team, hard at work! Preparing for the next Preparing for the next 
big storybig story

Come check out our blogCome check out our blog

The NETs of Pui Ching spreading The NETs of Pui Ching spreading 
cheer with the principalcheer with the principal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and a happy New Year! 

Mr. Michael bringing the Mr. Michael bringing the 
Jingle Bell Rock! Jingle Bell Rock! 

The P.5 English Choral Speaking Team with The P.5 English Choral Speaking Team with 
our Principal, Mr Chang and Teachersour Principal, Mr Chang and Teachers

Our passion and Our passion and 
energy was highly energy was highly 
appreciated by the appreciated by the 
adjudicator!adjudicator!

英語科活動

The English Choral Speaking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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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校隊
  本校不少同學在數學科有傑出的成績，而且十分喜
歡數學，因此，數學校隊會抽選小三至小五年級的學生
進行定期的培訓，更將會代表學校參加本年度不同類型
的校外比賽，發揮所長，為學校爭光。本年度更增設國
際象棋隊，希望學生有更多元化的發展。

數學科活動
  透過探究式的教學，讓學生從活動或觀察中，建構數學的知識。同時，為了讓我們的學生有更多學
習和發展才能的空間和平台，本年度繼續運行英文數課程和數學科的校隊培訓。

日常課堂
  數學科的課堂透過不同的探究活動提昇學生的數學能力和邏
輯思維，通過實際的操作，提昇學生的興趣和加強思考。

低年級以跳棋的形式低年級以跳棋的形式
學習順數和倒數學習順數和倒數

齊來用數粒認識組合數齊來用數粒認識組合數 簡易的活動學習長度和距離簡易的活動學習長度和距離 高年級以剪貼活動認識面積高年級以剪貼活動認識面積

小四校隊成員小四校隊成員

小五校隊成員小五校隊成員

國際象棋好好玩！國際象棋好好玩！

小三校隊成員小三校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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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O EV3機械人比賽
  為推廣STEM及提昇學生運算思維的能力，本校參加「WRO香港機械人挑
戰賽」和「智能機械由我創2019」LEGO機械人比賽。在比賽中，同學們需要透
過設計獨一無二的LEGO機械人及編寫不同的程式來解決不同的任務和挑戰。在
「WRO香港機械人挑戰賽」中，本校在太空任務挑戰賽獲得銀樂高獎以及在「智
能機械由我創2019」LEGO機械人比賽中，獲得三等獎。希望來年同學們能夠在
LEGO機械人比賽中，繼續發揮創意及運算思維的能力，取得更好的成績。

常識科活動

同學們運用自行設計的LEGO EV3同學們運用自行設計的LEGO EV3
機械人參與相撲橫綱挑戰賽機械人參與相撲橫綱挑戰賽

同學們獲得銀樂高獎同學們獲得銀樂高獎

同學十分認真和專心同學十分認真和專心
為每一次比賽作準備，為每一次比賽作準備，
以達到最好的表現以達到最好的表現

常識參觀
  小一常識科於十二月七日（星期六）到綠色田園參
加親子小農夫活動。從愉快的活動當中，認識到有機耕
種 的 好 處 及 學 習 使 用 不 同 的 農 場 工 具 ， 經 過 這 次 的 體
驗，期望學生能了解農夫的辛勞，從而珍惜食物！

  小四常識科於十二月二日及十二月九日（星期三）到香港太空館觀
看以《火山》為主題的電影。從探險家真實到火山拍攝的電影片段中，
同學們能體驗到火山爆發的威力，還可以了解這種自然現象怎樣建構地
球的生態和對人類生活
的影響。透過這一次的
活 動 ， 希 望 同 學 能 對
火山爆發有更深入的了
解，並懂得愛護自然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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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海洋公園STEAM教育國際會議2019」及 
「學與教博覽2019」
  早前六月份，李永威主任、龐雋欣副主任及黃智立副主任參與了由
海洋公園主辦的「第一屆海洋公園STEAM教育國際會議2019」。是次會
議除了有本地中、小學參與外，亦有來自十一個海外地區的嘉賓就STEAM
教育作專題演講。在是次會議中，三位老師向不同來賓分享了本校發展
STEAM教育的現況，同時了解不同國家及地區發展STEAM教育的最新動
態，獲益良多。同樣在十二月，三位老師以「讓STEM令戒酒變得有趣」
為 題 ， 於 香 港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舉 辦
的 「 學 與 教 博 覽
2 0 1 9 」 進 行 講
座 主 講 ， 與 本 地
教 育 界 人 士 分 享
本 校 以 「 L e g o 
Wedo 2.0」進行
的STEM教學活動。

老師們參與了海洋公園主辦老師們參與了海洋公園主辦
的國際教學會議的國際教學會議

在學與教博覽2019向教育界在學與教博覽2019向教育界
同工分享校本STEM課程同工分享校本STEM課程

  香港培正小學鼓勵同學多接觸音樂，希望同
學透過音樂表達情感和抒發情緒。在本年度的音
樂課堂上，重新編排的課程能協助學生發揮及展
示音樂才能、認識音樂，同時透過樂器學習發展
音樂技能和認識音樂的情境。由上年度開始，音
樂課中更加入合唱課部份，讓同學在課堂上學習
兩首合唱樂曲(包括齊唱、二部合唱及三部合唱)，
學習發聲及合唱技巧，用與生俱來的聲音一起編
織美麗的樂章。

音樂科活動

合唱課堂合唱課堂 投入地一起進行三部合唱投入地一起進行三部合唱

  為讓同學在小學畢業前就能接觸和學習幾種不同樂
器，豐富同學的音樂學習經歷，本年度由小一開始，各
級亦需學習樂器，以增加音樂課堂的趣味及挑戰性。樂
器的學習過程雖然充滿挑戰，但能讓同學挑戰自己，開
發未曾接觸的領域，同時亦能建立個人自信，獲取滿足
感。
  看到同學們積極投入課堂，希望新的學習經歷能為
同學帶來更豐富的音樂學習機會，讓他們在小學生涯中
享受音樂，讓音樂的種子在他們身上萌芽。

小一下學期將開始小一下學期將開始
學習彩虹鐘學習彩虹鐘

小二學習彩虹鐘，小二學習彩虹鐘，
看看多有趣看看多有趣

小三學習鋼片琴，小三學習鋼片琴，
同學互相幫忙同學互相幫忙

同學都很認真及投入同學都很認真及投入
地演奏鋼片琴地演奏鋼片琴

小四至小六學習牧童笛小四至小六學習牧童笛 同學認真地以牧童笛同學認真地以牧童笛
演奏樂曲演奏樂曲

三位老師向不同的與會人士分享本校發展STEAM教育的現況三位老師向不同的與會人士分享本校發展STEAM教育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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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音樂課堂外，校內也有不少活動讓學生參與音樂演奏及建立自信。其中本年度的紅藍藝坊亦加插
一個新節目——「自由奏」，讓同學有機會在午膳後的空間參與音樂活動，擁有一個展現自己的舞台，
分享自己的音樂能力。不論演奏樂器還是演唱，參與同學都非常踴躍，期望下一次活動中能看見紅藍兒
女發光發亮，成為眾人的焦點！

同學踴躍參與自由奏活動同學踴躍參與自由奏活動 排隊參與彈琴的學生眾多排隊參與彈琴的學生眾多 在場也有同學帶同自己樂器作演奏在場也有同學帶同自己樂器作演奏

  為讓學生能享受合奏訓練的樂趣，同時培養及建立興趣，我校設有多個樂團：合唱團、管樂團、弦
樂團、中樂團、敲擊樂團及手鐘隊，希望鼓勵學生學習一種樂器並加入樂團，參與訓練。校內大部份樂
團亦有按程度設A或B樂團（即高級或初級樂團），切合學生能力。各樂團表現優良者亦會成為學校代表
出外表演或比賽，為校增光。本年度中樂團及管樂團都參與了二零一九年香港青年音樂匯演，以下為他
們的比賽結果：

中樂團
  由小二至小六同學組成的中樂團雖然年紀
小 小 ， 但 早 前 參 與 二 零 一 九 年 香 港 青 年 音 樂
匯演中勇奪銀獎。由於在比賽前積極參與恆常
及加時訓練，因此同學在舞台上發揮超水準演
出。恭喜同學們獲得獎項，希望同學藉着參與比賽，
與其他參賽團隊互相觀摩，提昇個人演奏及團隊合奏
的能力，期望下一次能獲得更優秀的成績。

中樂團的一眾團員在出發比賽前進行中樂團的一眾團員在出發比賽前進行
大合照大合照

本校中樂團獲得本校中樂團獲得
評判的肯定評判的肯定

管樂團
  管樂團於今學年加入不少的新團員，雖然有部份團
員年紀較小但亦獲得參賽經驗，
  在本年度的香港青年音樂匯演比賽中獲得銀獎。團員
們在開學多月來的堅持和努力練習，終於得到回報，指揮
和老師們見證同學演奏技巧日漸穩固，亦感到十分鼓舞。
在是次比賽中表演穩定，
將最好的成果呈現評判眼
前，最終獲得銀獎成績。
期望他們再接再厲，為下
回校際比賽再下一城！

管樂團出發比賽前的大合照管樂團出發比賽前的大合照

同學在賽前一刻仍不鬆懈，同學在賽前一刻仍不鬆懈，
努力備戰努力備戰 樂團成員完成比賽後興奮地展示手上的樂器樂團成員完成比賽後興奮地展示手上的樂器

團員在賽前認真準備比賽團員在賽前認真準備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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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活動

小六年級超社及小四年級班際閃避球賽

球員於比賽前，先禮後兵球員於比賽前，先禮後兵 有打氣團，六誠班份外醒神有打氣團，六誠班份外醒神

小四年級冠軍   ——四善小四年級冠軍   ——四善 小四望的打氣團隊小四望的打氣團隊

午間活動
  本年度的午間活動新增
了閃避球及手球，分別於星
期一及星期五進行。兩項新
增活動都十分受歡迎，除了
可 以 讓 同 學 們 在 飯 後 多 活
動，透過比賽，更可以學習
和認識新類運動項目，歡迎
同學們踴躍參與！ 射波都不忘要望鏡頭射波都不忘要望鏡頭 瞄準！瞄準！

  小六年級超社及小四年級班際閃避球賽經已於
九月及十月份圓滿結束。為讓更多同學能參與球賽
及推動團隊合作精神，本年度於賽制上作出改善，
於八強賽開始進行三局兩勝制，並鼓勵全班同學一
同參與。
  最終，小六誠班成為超社班際閃避球賽冠軍、
而亞軍及季軍分別由小六愛班及望班奪得。小四年
級班際閃避球賽則由小四善班奪得冠軍，而小四望
班及小四愛班分別奪得亞軍及季軍。 小六年級冠軍——六誠小六年級冠軍——六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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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重點學校計劃
  為培育人才，提昇學校乒乓球水平，本校參加由香港乒乓總會舉辦
之乒乓球重點學校計劃，為學生提供正規乒乓球訓練及參與不同活動和
比賽的機會。參加計劃之隊員亦代表學校出戰多項公開賽事。其中，乒
乓球隊參加了七月舉行的乒乓球重點學校聯校比賽，與同為乒乓球重點
學校的小學作賽。經過連番激戰後，
培正乒乓球隊奪得男子組亞軍及女子
組 季 軍 的 成 績 。 在 重 點 計 劃 的 訓 練
下，球員除了球技有所進步外，亦能
獲得不少比賽經驗，期望乒乓球隊能
在未來各項賽事中取得徍績！

小五、六年級班際乒乓球比賽
  本年度小五、六年級班際乒乓球比賽於十月八至十一日順利舉
行。比賽續以男女混合團體賽形式進行，比賽氣氛熱鬧，激戰連
場，場外的同學和家長都為場內同學加油打氣！
  最後，小六望班於小六年級組別中奪得冠軍，亞軍及季軍由小
六光及小六信班奪得；而小五正班則成為小五年級組別冠軍，亞軍
及季軍分別由小五善及小五望班奪得。

小六望班成功奪冠！小六望班成功奪冠！

全神貫注 準備發球全神貫注 準備發球

同學全力為參賽的同學全力為參賽的
女隊員打氣女隊員打氣

乒乓球隊與老師教練合照乒乓球隊與老師教練合照

參與不同公開賽事參與不同公開賽事

重點學校聯校比賽得獎者大合照重點學校聯校比賽得獎者大合照 隊員專心聆聽老師指導隊員專心聆聽老師指導 舉辦校內賽事 讓同學參與其中舉辦校內賽事 讓同學參與其中

小五年級冠軍——五正小五年級冠軍——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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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活動

130周年壁畫及吉祥物設計比賽
  為加強校內慶祝一百三十周年校慶的氣氛，令同學與家長更投入參與，我們舉辦了一百三十周年壁
畫及吉祥物設計比賽。壁畫比賽及吉祥物設計比賽均分為高小、初小及親子組，參與人數踴躍，作品水
平高而且水準相當接近。
  評審方面，除了校長、老師外，更邀請到家長義工、校友藝術家辛朝殷先生協助評審。各評審嘉
賓讚賞參賽作品水平，嘉賓們要經過困難的思考，方能從眾多佳作之中，選出優勝作品。以下為得獎
名單和得獎冠軍作品：

壁畫 小學親子組 吉祥物 小學親子組
冠軍 二光  游思瑤 冠軍 四望     鄧晉麒
亞軍 二真  林煥之 亞軍 二光     游思瑤
季軍 五善  楊志臻 季軍 一忠     李星萌

壁畫 高小組 吉祥物  高小組
冠軍 六光  蘇芷蔚 冠軍 四愛     梁峻熹
亞軍 六信  李道生 亞軍 五信     區雅媛
季軍 四正  羅已信 季軍 五信     陳皓怡

壁畫 初小組 吉祥物  初小組
冠軍 二正羅希允 冠軍 三誠     區雅婷
亞軍 二光吳秋瑩 亞軍 三光     鄧彥男
季軍 三真梁恩澄 季軍 二誠     蔣溢進

壁畫  幼稚園親子組 吉祥物  幼稚園親子組
冠軍 下幼愛  黃若菲 冠軍 低真     黃沛晴
亞軍 下幼望  梁君瀚 亞軍 低真     李倖如
季軍 低正    葉毅謙 季軍 下幼善   陳柏熹

壁畫設計比賽—高小組冠軍 蘇芷蔚壁畫設計比賽—高小組冠軍 蘇芷蔚 壁畫設計比賽—初小組冠軍 羅希允壁畫設計比賽—初小組冠軍 羅希允

壁畫設計比賽—小學親子組冠軍 游思瑤壁畫設計比賽—小學親子組冠軍 游思瑤 壁畫設計比賽—幼稚園親子組冠軍 黃若菲壁畫設計比賽—幼稚園親子組冠軍 黃若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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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130周年校內佈置
  為了慶祝一百三十周年，我們特地於校內創作兩件大型藝術作品，美化校園，作品分別為感恩、傳
承、愛花燈及大型蛋榚花架。
  感恩、傳承、愛花燈為學生及老師共同創作，亦是跨學科作品，我們邀請多位中、小學同學，以書
法方式寫上對學校的感謝，之後再固定於立體支架之上，最後加上彩色LED燈帶，製成一個大型花型燈
飾，懸掛於B座天花。
  另外亦訂製了一個不鏽鋼蛋糕型支架及大批色彩艷麗的花卉，放置於B座地下，蛋糕之上更安裝了
一個3D立體投影機，播放校慶標誌的動畫，效果非常漂亮奪目，為校園平添不少姿采。

給學校的信給學校的信 同學一同參與創作同學一同參與創作 中學同學也來幫忙中學同學也來幫忙

完成了完成了

一同來欣賞花燈一同來欣賞花燈
漂亮的大蛋糕漂亮的大蛋糕

吉祥物—吉祥物—
高小組梁峻熹高小組梁峻熹

吉祥物—吉祥物—
初小組區雅婷初小組區雅婷

吉祥物—吉祥物—
小學親子組鄧晉麒小學親子組鄧晉麒

吉祥物—吉祥物—
幼稚園親子組黃沛晴幼稚園親子組黃沛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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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科的宗旨是希望把福音傳給學生，讓他們明白神
的愛，而聖經科老師會鼓勵學生多閱讀聖經，明白神的話
語，並在生活上實行出來，故此聖經科舉辦了「齊來讀聖
經」計劃，好讓學生能夠養成閱讀聖經的習慣。讀經計劃
分為上、下學期，老師於每學期派發讀經表，學生依讀經
表內容完成指定範圍。低年級學生主要閱讀兒童聖經故事
圖書，高年級學生則閱讀聖經或網上聖經，並完成反思或
問答部份。
  此外，聖經科會配合不同節期進行活動，十一月份有
本校一年一度的感恩週，低年級同學們在聖經課堂中製作
感恩卡及點唱紙，藉此向別人表達謝意；高年級同學在課
堂中寫見證分享，反思神在他們身上的作為。

聖經科活動

四信譚浠然的見證分享四信譚浠然的見證分享 五望何曼筠的見證分享五望何曼筠的見證分享

六望郭思妤的見證分享六望郭思妤的見證分享五愛黃鈺婷的見證分享五愛黃鈺婷的見證分享

低年級同學的感謝卡低年級同學的感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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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組活動

校園風紀訓練日校園風紀訓練日
  校園風紀訓練日已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完成，活動當日透過不同
類型的團隊合作遊戲，讓各年級、班別的風紀員互相認識及合作，
加強隊員間的溝通。此外，當天亦讓校員風紀員接觸簡單的步操訓
練，逐步讓同學感受自己將成為學校園紀律團隊的一份子。

風紀訓練營風紀訓練營
  八十多名校園風紀員於九月七及八日參加本年度
風 紀 訓 練 營 。 訓 練 營 以 提 昇 風 紀 員 之 間 的 合 作 性 及
解難能力為主要目的，透過不同類型活動，如團隊遊
戲，野外定向訓練，讓風紀員在不同層面學習到互相
合作的重要性。除了一般團隊訓練活動外，各風紀員
要自行準備小組早、午、晚餐，當中包括如何烹煮、
準備材料、清洗食材、善後等工作。雖然過程並不簡
單，但過程中能讓風紀員學習到互相合作、討論與解
決問題的重要性，實在是獲益良多。

踴躍答問題踴躍答問題

齊心事便成齊心事便成 小組個案討論小組個案討論 大家過了一個愉快又有意義的早上大家過了一個愉快又有意義的早上

開開心心準備出發開開心心準備出發

輕鬆洗煮無難度輕鬆洗煮無難度

校園風紀
  校園風紀致力協助老師在校園維持秩序和幫助有需要的同學。本年度校園風紀已於二零一八年度
學期完結前進行面試及第一次風紀訓練。

誰是烹飪高手？誰是烹飪高手？

準備享用成果！準備享用成果！遊戲鬥智也鬥力遊戲鬥智也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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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紀授章風紀授章
  每年的校園風紀員均會由校長親自授章，代表學校委任
各風紀員協助維持校園秩序。本年度亦有幸邀請到張校長親
臨為校園風紀員授章，張校長更訓勉各風紀員要以身作則，
成為同學們的好榜樣。

不一樣的BBQ不一樣的BBQ

吃飽便要好好善後吃飽便要好好善後

自己場地自己清理自己場地自己清理

執拾床鋪一絲不苟執拾床鋪一絲不苟

風紀總隊長代表風紀總隊長代表
介紹職務介紹職務

風紀總隊長代表風紀總隊長代表
介紹職務介紹職務

張校長為風紀總隊長授章張校長為風紀總隊長授章

風紀總隊長帶領全體風紀員宣誓風紀總隊長帶領全體風紀員宣誓

2019年度校園風紀總隊長及小隊隊長2019年度校園風紀總隊長及小隊隊長 全體風紀員與張校長及眾老師合照全體風紀員與張校長及眾老師合照

張校長對各風紀員作訓勉張校長對各風紀員作訓勉

風紀總隊長代表風紀總隊長代表
介紹職務介紹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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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冕班集會
  本年度加冕班集會於十二月四日星期三舉行，本年
度加冕級社為頌社。當天一眾頌社學長重臨母校與一眾
學弟妹分享從前培正小學生活的點滴與今年回校出席加
冕的喜悅。參加集會的同學相當投入，與頌社的學長們
一同感受培正大家庭的氣氛。

安社重聚日
  九月二十日星期五在K座地下操場舉行了安社重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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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維繫曾經共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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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張校長和曾任教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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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如昔日同窗般温馨，情誼不減。

一眾頌社學長重臨母校與學弟妹一同集會一眾頌社學長重臨母校與學弟妹一同集會

同學踴躍參與集會同學踴躍參與集會
中的問答環節中的問答環節 頌社學長們與校長合照頌社學長們與校長合照 精采的集會完結前，當然少不了來一個大合照精采的集會完結前，當然少不了來一個大合照

新一屆安社社職員新一屆安社社職員

張校長對升中同學愛護張校長對升中同學愛護
有加，不斷鼓勵大家有加，不斷鼓勵大家

再聚首，一齊大合唱再聚首，一齊大合唱 安社社友縱使各奔前程，但同安社社友縱使各奔前程，但同
學們對小學的情誼絕無減少學們對小學的情誼絕無減少

大合照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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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糾察員
  校車是接載同學往返學校的重要
交通工具，學校一直也很關注同學於
校車上的紀律，希望令同學能安全地
往返學校。每輛校車除保姆外，亦設
有紀律糾察員協助保姆維持校車上的
秩序，令同學可以安全乘搭校車上學
及放學。

飛龍大使
  小六信班許梓晴同學於二零一八年度參加了由城市青年商會舉辦之兒童飛龍大使選舉暨亞太兒童交
流大會活動。梓晴在全港眾多參賽者當中脫穎而出，成為第三十一屆飛龍大使之一，在過去的暑假遠赴
馬來西亞進行交流大會。

培正之星
  為了鼓勵同學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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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會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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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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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中之星 二 信

紀律糾察員會於校車隊伍中紀律糾察員會於校車隊伍中
協助低年級同學處理疑難協助低年級同學處理疑難

紀律糾察員負責協助點名工作紀律糾察員負責協助點名工作

六信班許梓晴同學獲選為飛龍大使六信班許梓晴同學獲選為飛龍大使 許同學遠赴馬來西亞進行交流大會許同學遠赴馬來西亞進行交流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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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T攀峰及飛翔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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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團隊合作和解難能力。學生於整年參與不
同的多元化活動，包括校內歷奇活動、手語體驗活動、歷奇挑戰營
等。每節活動後，老師亦給予機會與學生一起反思及檢討，把學習
所得的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希望學生能透過此活動訓練他們毅力和
信心，做到突破自我，攀越高峰！

SBT團體大合照SBT團體大合照

享受遊戲時刻享受遊戲時刻

挑戰歷奇任務！挑戰歷奇任務！

腳板輸送帶腳板輸送帶

成功完成目標！成功完成目標！

齊心協力完成團體挑戰齊心協力完成團體挑戰 突破自我，攀越高峰！突破自我，攀越高峰！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力量！

Super ROCK !Super ROCK !
穿越黑洞無難度！穿越黑洞無難度！ 很有滿足感！很有滿足感！

輔導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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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小老師
  本年度「愛心小老師」計劃已於九月份順利完成，計劃目的是希望幫助
小一學生盡快適應小學校園生活，同時訓練小老師建立自信，提昇他們的責
任感及領導才能，加強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期望小老師與學生享受愉快時
刻，建立情誼。

一起玩遊戲一起玩遊戲

一起營造關愛文化一起營造關愛文化

投入團體遊戲投入團體遊戲

每天都期待小老師的來臨每天都期待小老師的來臨

享受快樂時刻享受快樂時刻 開心遊校園開心遊校園

多謝小老師的鼓勵多謝小老師的鼓勵

一起估領袖！一起估領袖！

小老師指導玩遊戲小老師指導玩遊戲 小老師用心教導寫手冊小老師用心教導寫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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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閣－Fun享天地
    輔 導 組 於 本 年 度 增 設 「 輔 導 閣 －
Fun享天地」，讓不同年級的同學及家
長 於 午 息 時 一 起 玩 桌 遊 ， 共 享 玩 樂 時
刻。「輔導閣－Fun享天地」將會定時
提供不同的桌上遊戲，希望藉着活動讓
學生學習如何與人合作及溝通，訓練解
難能力，並增加親子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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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更榮獲二零一八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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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惜與同學遊玩的時間珍惜與同學遊玩的時間 家長與學生一起參與家長與學生一起參與

玩層層疊，好緊張！玩層層疊，好緊張！ 小老師與我們一起玩桌遊小老師與我們一起玩桌遊 耐心觀摩同學玩桌遊耐心觀摩同學玩桌遊

張校長關心新生校園生活張校長關心新生校園生活

紅藍義工探訪長者紅藍義工探訪長者 將關愛文化融入品訓堂將關愛文化融入品訓堂 本校獲得關愛校園榮譽本校獲得關愛校園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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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每月均安排一次教職員靈修會，盼望同工於繁
忙教學生涯中能休息一下，從詩歌、聖經信息中能再次
得力。除此之外，同工也藉此歡聚一堂，互相問候，彼
此鼓勵。十一月的靈修會中，恩典浸信會江姑娘更蒞臨
分享平安信息，之後家長義工更向每一位教職員同工派
她 們 親 手 用 心 製 作
的 天 然 潤 唇 膏 一 支
作 為 對 老 師 們 的 關
懷和支持。

  二零一九年九月八日，上午十時，幼小教職員獲邀參加恩典浸信會的教育主日。當天崇拜於培正小
學 K 座八樓禮堂舉行，講員為香港浸信會聯會總幹事葉約但牧師，葉牧師從以弗所書二章十四至十八
節中分享題目：「打破這牆 共建新人」，鼓勵信徒持開放態度，互相包容，互相接納。藉此主日，幼
小教職員們也加深了對恩典浸信會的認識，從而加強堂校合作關係。

教育主日大合照教育主日大合照

靈修會詩班靈修會詩班

恩典浸信會家長義工恩典浸信會家長義工
派發小禮物給老師派發小禮物給老師

教職員大合照教職員大合照

江姑娘分享平安信息江姑娘分享平安信息

新一屆教職員會成員新一屆教職員會成員

靈修會

教育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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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週
  今年感恩週於十一月四至八日舉行，主題是「130全是恩典‧
以感恩為祭」，為學校一百三十周年校慶獻上感恩。主題經文來自
詩篇六十五篇十一節：「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
脂油。」在感恩周的早禱中，老師提醒及勉勵學生要有感恩的生活
態度。
    三 天 的 午 間 活 動 ， 由 培 恩 天 地 協 助 籌 劃 及 設 計 攤 位 ， 以
一百三十校慶為主軸，設計出不同具創意的遊戲，學生們都踴躍參
加，贏取獨特的小禮物——「PC130球體感恩砌圖」及一套五款的
「130感恩書籤」。
  此外，為配合感恩週，同學們在聖經課堂製作感恩點唱卡、感
恩樹及感恩見證卡。感恩點唱站的反應也十分熱烈，收到的點唱接
近一千張。學生們點唱給父母家人、學校教職工、同學，以歌曲和
文字表達內心每句感謝的說話。
  感恩週除了培養學生有感恩的態度外，更鼓勵他們學習從感恩
中施予，關愛身邊有需要的人。今年的物資捐贈活動有三間受惠機
構，分別是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宣道會泰人恩福服務中心及新
福事工協會。捐贈的物資多元化，包括文具、日用品和食物，同學
們都踴躍參與，收集的物資超過三十箱，透過機構轉贈給有需要家庭。學生們對施予的熱切和投入，實
在是活出了「施比受更為有福」的生活態度。盼望同學們多多數算主恩，一生歡呼述說天父的作為。

培正130周年全是恩典培正130周年全是恩典

感恩週的小禮物及主題金句書籤感恩週的小禮物及主題金句書籤

創校130攤位創校130攤位
家長義工落力協助家長義工落力協助

施比受更為有福施比受更為有福

同學投入玩攤位同學投入玩攤位

同學一起把捐贈物資拼成「愛心」同學一起把捐贈物資拼成「愛心」 大家滿載而歸很開心啊！大家滿載而歸很開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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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團契
  本年度教師團契的主題是出自約翰福音一章十六節「從祂豐富的恩典裏，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
加恩。」在每次團契中，教師們會透過詩歌、遊戲和信息認識信仰，亦會真誠分享、彼此勉勵。第一次
團契於九月六日舉行，幼稚園和小學的教師團契合組，還邀請了恩典浸信會的教牧同工及弟兄姊妹一同
共沐主恩，並藉此歡迎新同事加入培正大家庭。十月和十一月份的團契分別由小六和小五年級的祈禱小
組帶領，從不同老師的分享中，探討信仰和彼此認識，並分享神的恩典。每次教師團契後更有豐富茶
點，都是老師們親自預備的，讓大家的身心靈都得飽足。

愛心滿培正愛心滿培正
讓我們同出一分力，幫助有需要的人讓我們同出一分力，幫助有需要的人

關懷無家者協會的馬先生分享關懷無家者協會的馬先生分享
幫助貧窮人士的工作實況幫助貧窮人士的工作實況

感謝無家者協會來校分享，感謝無家者協會來校分享，
張校長致送感謝函張校長致送感謝函

第一次團契由陸老師帶領玩集體遊戲第一次團契由陸老師帶領玩集體遊戲
黃智立副主任在團契中黃智立副主任在團契中

分享人生大事的喜悅分享人生大事的喜悅
感恩能在培正相知相識感恩能在培正相知相識

幼小合團，來個大食會前的大合照！幼小合團，來個大食會前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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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記要基督教事工

  十二月二十日是小學生聖誕聯歡的日
子，同學們都十分興奮，帶着食物及禮物
回 校 參 加 課 室 內 的 聖 誕 慶 祝 會 。 當 日 ，
高、低年級分別到禮堂參加崇拜。當中，
賴偉業傳道為學生們傳講聖誕福音信息、
有小三、四團契學生獻唱聖誕歌、小五、
六團契學生演出話劇，在崇拜活動尾聲，
游駿傑老師及羅振偉老師更扮演天使與學
生玩遊戲，令禮堂內充滿歡樂的笑聲。 小三、四團契領唱詩歌小三、四團契領唱詩歌

小五、六團契演出聖誕話劇小五、六團契演出聖誕話劇 恩典浸信會鄭傳道演出市長一角恩典浸信會鄭傳道演出市長一角

賴傳道向學生賴傳道向學生
傳講聖誕信息傳講聖誕信息

兩位男老師扮演天使帶領學生玩遊戲兩位男老師扮演天使帶領學生玩遊戲

祈禱小組成員互相支持及代禱，祈禱小組成員互相支持及代禱，
也不忘分享至愛的甜品也不忘分享至愛的甜品 感恩有你，在忙碌中的一點甜感恩有你，在忙碌中的一點甜

學生聖誕崇拜

祈禱會
  逢星期五放學後，全體教師分成十個小組，聚在一起分享代禱事項，互相支持及鼓勵，更會為學
校、學生、以至個人需要，在禱告中交托天父。每個小組由兩位基督徒老師帶領，形式不限，氣氛輕鬆
愉快，透過分享和代禱，建立更好的團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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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記要 學生活動

  十二月五日，小六年級超社同學參加於將軍澳運動場舉行的培中陸運會。同學踴躍參與多項賽事，
與學兄學姊同場較量，並於女子初級組社際四乘一百米接力賽中奪得季軍！另外，啦啦隊在大家支持
下，順利完成表演，獲得學長們的熱烈讚賞！

  逢星期五的最後兩節課堂為課外活動堂，同學們在不同的場地進行多
姿多采的活動，活動種類繁多，例如韓文教室、創意手工藝、球類運動、
合唱團、童軍、團契、公益少年團、戲劇、辯論、科學遊戲等，希望同學
能參與多元化的活動，發掘自己獨特的潛力。

恆常課 以隊伍訓練為主，如：籃球、田徑、合唱團、童軍等等
循環課 全年以四個循環的形式進行，以多元化為主

培正精神一家親
小六年級超社參加培正中學陸運會

啦啦隊整裝待發啦啦隊整裝待發 精采的表演精采的表演

超社男子接力隊超社男子接力隊 共進午餐共進午餐 女子接力隊準備大展身手女子接力隊準備大展身手

手球訓練手球訓練

桌上遊戲有趣又好玩桌上遊戲有趣又好玩 合唱團成員與老師們大合照合唱團成員與老師們大合照 中文辯論隊成員舌劍唇槍中文辯論隊成員舌劍唇槍

課外活動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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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甫開學不久，全港小學校際五人足球比賽旋即
展開，共二百五十七所學校派出運動健兒參賽，力
爭佳績。本校派出男、女子隊合共二十名學生分途
出擊。在小組賽階段，男子隊憑全勝姿態，以小組
首名晉身淘汰圈；而女子隊則憑一勝一負成績，以
小組次名晉級淘汰賽。惜兩隊皆未能在淘汰賽中再
下一城，最終在三十二強止步。期盼隊員吸取是次
比賽經驗，來年捲土重來，再創佳績！

全港小學校際五人足球比賽

學界體育比賽

  男子九人足球隊於過去十一、二月舉行的九龍南
校 際 九 人 足 球 賽 ， 在 小 組 賽 中 以 全 勝 姿 態 首 名 晉 身
十六強。在十六強中，我隊先被對手破網，及後己隊
積極反撲，多次造出具威脅的埋門。惜終未能將攻勢
轉化為入球，結果以零比一飲恨出局。

九龍南區小學校際九人足球賽

女子隊合照女子隊合照 男子隊合照男子隊合照

女子隊賽前準備女子隊賽前準備

男子隊賽前準備男子隊賽前準備

球員合照球員合照

控球在腳控球在腳 過關斬將過關斬將 賽後檢討賽後檢討

  全港小學校際網球比賽為校際賽的
第一擊，我校派出多達十位網球隊成員
參加比賽。連場激戰下，由六善班黃倚
慧同學於女子甲組賽事過關斬將，奪得
全港亞軍，更創下培正網球史上最佳成
績，實在可喜可賀。

全港小學校際網球比賽

小四球手胡頌加同學小四球手胡頌加同學
大師姐黃倚慧同學大師姐黃倚慧同學
進行反手抽擊進行反手抽擊

小六善 黃倚慧同學小六善 黃倚慧同學
最終奪得全港亞軍最終奪得全港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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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兩位足球隊成員：小四真陳愛聆及小二信廖善萱，經過多輪選拔後，成功入選香港女子U12
足球隊及U10足球發展隊，成為培正小學史上，首兩位香港女子足球隊代表，期望她們於未來成為大港
隊，在女子足球界中發光發亮。

卓越表現學生介紹

香港女子U12足球隊大合照香港女子U12足球隊大合照 香港女子U10香港女子U10
足球發展隊成員 足球發展隊成員 

廖善萱廖善萱

女子足球小將女子足球小將
陳愛聆及陳愛聆及

廖善萱廖善萱

開波前合照！開波前合照！

九龍南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培 正 小 學 泳 員 們 發 揮 紅 藍 精 神 ， 勇 創 佳
績！我校泳員共破了七項紀錄，團體總成績兩
冠兩亞一季，成績優異！感謝張校長今天到場
支持，以及教練、家長們的悉心訓練和協助！
游泳隊會繼續努力，在全港賽再創佳績！
  賽事成績如下：

女子甲組個人項目

100米蛙泳： 六光 丁善珩 冠軍
五善 麥家晞 殿軍

100米自由泳： 六誠 賴君悅 第五名

50米蛙泳： 六光 丁善珩 亞軍
六望 蔡恩予 第八名

50米自由泳： 六誠 賴君悅 第六名
50米碟泳： 五善 麥家晞 亞軍

女子乙組個人項目

100米蛙泳： 五信 何卓瑩 亞軍
五信 吳芓樂 季軍

100米自由泳： 五光 袁可悠 冠軍 破紀錄
三正 馮潔盈 第八名

50米蛙泳： 五信 吳芓樂 冠軍
三誠 翁梓澄 第五名

50米自由泳： 五光 袁可悠 冠軍 破紀錄
五愛 岑傲嵐 亞軍

50米碟泳： 五愛 岑傲嵐 冠軍
五信 何卓瑩 亞軍

女子丙組個人項目
50米蛙泳： 四誠 黃嘉琳 季軍

50米自由泳： 四愛 何佩恩 亞軍
四誠 黃嘉琳 殿軍

50米背泳： 四愛 何佩恩 亞軍

接力項目
女子甲組 4×50米自由泳接力： 殿軍
女子乙組 4×50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破紀錄
女子丙組 4×50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男子甲組 4×50米自由泳接力： 亞軍
男子乙組 4×50米自由泳接力： 冠軍 破紀錄
男子丙組 4×50米自由泳接力： 殿軍

男子甲組個人項目

100米蛙泳： 六正 龔令德 殿軍
六信 利 樂 第五名

50米蛙泳： 六信 黎曉朗 殿軍
六正 龔令德 第五名

50米自由泳： 六信 黎曉朗 第六名
50米碟泳： 六愛 利 樂 殿軍

男子乙組個人項目

100米蛙泳： 五光 劉礎迪 冠軍
五信 馬高鈞 季軍

100米自由泳： 五善 梁睿謙 冠軍 破紀錄
50米蛙泳： 五光 劉礎迪 亞軍
50米自由泳： 五善 梁睿謙 冠軍 破紀錄
50米碟泳： 五信 馬高鈞 亞軍 破紀錄

男子丙組個人項目
50米蛙泳： 四誠 馬凱勳 季軍
50米背泳： 四信 廖旭堯 第七名

比賽前進行授旗儀式，比賽前進行授旗儀式，
張校長為我們加油打氣！張校長為我們加油打氣！

滿載而歸！滿載而歸！

男子甲組成員與張校長合照男子甲組成員與張校長合照女子甲組成員女子甲組成員 男子乙組男子乙組女子乙組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女子丙組

We are ready!!We are ready!!

團體獎項
女子甲組團體： 季軍
女子乙組團體： 冠軍
女子丙組團體： 冠軍
男子甲組團體： 亞軍
男子乙組團體： 亞軍
男子丙組團體： 團體優異 (第五名)

男子丙組男子丙組

我們士氣高漲啊！我們士氣高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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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軍及小童軍
  為讓各團員有多元化的童軍體驗，本校七十九旅幼小童軍支部於七月至十二月參與了不同的營會、
活動及比賽，當中部份獎項及獎章榮譽，更是本旅創立以來的歷年之冠！讓我們在這裡回顧每個活動的
點滴：

一、一、獎獎項及榮譽項及榮譽
  七十九旅成員於多項比賽及計劃中屢獲殊榮，部份獲得獎項及榮譽更創本旅創立以來新高，期望各
團員在新一年繼續努力，再創高峰！

2018至2019年度何文田區小幼童軍總監盾比賽
  七十九旅小幼童軍於二零一九年七月的「何文田區小幼童軍總監盾比賽」蟬聯各項團體獎項，而獲
取個人獎項的數量更是七十九旅歷年之高，恭喜各位得獎團員！

本旅幼小童軍蟬聯各團體獎項本旅幼小童軍蟬聯各團體獎項

「培正創校130周年紀念穗港澳越野定向邀請賽」
  本旅成員參與「培正創校130周年紀念穗港澳越野定向邀請賽」，各團員施展渾身解數，並為旅團
獲取以下獎項，恭喜各位！

是次比賽參與者眾多，更有家長一同享受野外定向的樂趣！是次比賽參與者眾多，更有家長一同享受野外定向的樂趣！

七十九旅總監盾得獎名單：
團體獎項

小童軍組別 全場總冠軍 (本屆蟬聯)
幼童軍組別 全場總亞軍 (本屆蟬聯)

個人獎項

小童軍組別
個人冠軍：彭澤心
個人季軍：柯以人
個人優異：張珀曦、陳子成、陳韋成、

周美珊

幼童軍組別
個人亞軍：何倬豐
個人季軍：嚴溢希
個人優異：文柏翹

小學男子個人
(冠)黃煦朗
(亞)馬卓楠
(季)鄧晉麒

小學雙人組
(冠) 關煦瑩
  岑雨霏(為本校小女童軍成員)
(亞) 陳臻臻
 陳頌恩

親子組
(冠)李灝朗
(亞)陳泳汛
(季)彭湛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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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軍支部最高榮譽——「金紫荊章」
  本年度共有廿三名成員獲得幼童軍支部最高榮譽「金紫荊章」，人數為本旅成立後歷來之高。部份
成員更獲邀參與由何文田區會舉辦的「何文田區區會五十週年金禧區慶聚餐塈青少年獲獎人士頒獎典
禮」，並獲得了證書嘉許，希望各位成員在以後的日子，能夠繼續實踐童軍「日行一善」精神，貢獻社
會！

2019年度七十九旅幼童軍支部獲得金紫荊獎章成員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

黃天朗 關守一 楊承羲
任籽謙 盧曉渝 莊維正
詹稀喻 盧曉莎 彭樂心
詹稀閔 孫振霆 林曉澄
羅日希 任天馳 林     浩
譚鎧忻 廖悉哲 黃思衡
張致謙 何柏樂 郭澤楓
李禹衡 鄭羽辛

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2019年傑出旅團獎勵計劃
  為參與比賽及訓練的表現，香港童軍總會設立「傑出旅團獎勵計劃」。經過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地域
的評審後，本年度七十九旅各支部(小童軍、幼童軍A團及B團)獲得了以下團體獎項：

2019年傑出旅團獎勵計劃獲得獎項
小童軍支部 幼童軍支部 (A團) 幼童軍支部 (B團)

銅獎 銀獎 銀獎

童軍捐血活動2019-2020——填色設計比賽 個人獎項

盧同學的作品脫穎而出，獲得全港填色比賽亞軍盧同學的作品脫穎而出，獲得全港填色比賽亞軍

恭喜所有獲得「金紫荊章」的成員！願你們恭喜所有獲得「金紫荊章」的成員！願你們
升上中學後能記得「日行一善」的精神升上中學後能記得「日行一善」的精神

  本旅幼童軍成員盧曉渝同學於童軍捐血
活動2019-2020——填色設計比賽（幼童軍
組）中勇奪全港亞軍，是次比賽總會共收到
三 千 多 份 作 品 ， 盧 同 學 的 作 品 可 謂 脫 穎 而
出，恭喜恭喜！

125



小學記要學生活動

二、營會與體驗二、營會與體驗
西貢定向童樂日
  秋風起，最適合進行戶外活動！
  在九月份下旬，雖然本學年童軍集會尚
未 開 始 ， 但 本 旅 成 員 已 急 不 及 待 出 動 了 ！
二十多位七十九旅成員於九月廿一日參加由香港定向總會舉辦的「西貢定向同
樂日」，在廣闊的運動場及公園場地中應用不同的地圖及指南針技能，同學也
玩得不亦樂乎呢！

野外定向訓練營
  為增強團員們定向技術，及預備稍
後的賽事，本旅參加由培正中學舉辦的
兩日一夜野外定向訓練營，在定向總會
教練指導下，團員們很快便到達不同的
控制點，完成了一項又一項的挑戰。

九龍地域金紫荊獎章考驗－黑夜歷程
  本年度共有六位幼童軍挑戰幼童軍最高榮譽獎章，在兩日一夜的露營活
動中，他們要親手紥營，進行户外攀登，黑夜歷程，原野烹飪等活動，正所
謂關關難過關關過，大家都在這次的金紫荊營獲益良多！

在專業的定向教練指導下，不少團員掌在專業的定向教練指導下，不少團員掌
握了定向的初步技巧，從而提昇讀地圖握了定向的初步技巧，從而提昇讀地圖
及使用指南針的能力及使用指南針的能力

同學在兩日一夜的密集訓練下，已經對野外定向有一定認識，同學在兩日一夜的密集訓練下，已經對野外定向有一定認識，
為將來參加每年一度的「學界野外定向錦標賽」打下基礎為將來參加每年一度的「學界野外定向錦標賽」打下基礎

數名團員經歷紮作、露營及黑夜歷程挑戰後，邁向金紫荊獎章又踏前一大步了！數名團員經歷紮作、露營及黑夜歷程挑戰後，邁向金紫荊獎章又踏前一大步了！

團員於會操期間團員於會操期間
參與何文田區聯參與何文田區聯
團團呼示演團團呼示演

    十 二 月 一 日 （ 星 期 日 ） ， 共 有 十 六 名 幼 童 軍 參 加 了
「全區會操暨2019-2020年度區務委員就職典禮」。那天
天氣非常炎熱，各位幼童軍不怕辛苦，滴着汗水為團呼表
演作了多次綵排；在後來的大型步操中，各位幼童軍排列
整齊地繞場一週，並向在場嘉賓揮手致敬，表現出色。

全區會操暨2019-2020年度
區務委員就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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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記要 學生活動

  少年警訊每年會舉辦不同的參觀活動，讓成員有更
多元化的發展及對不同部門有更多的認識。少年警訊成
員參觀了位於赤柱的懲教博物館，透過參觀展館及短片
的分享，讓成員認識過往及現在的懲教制度及變化，每
個成員都獲益良多。

  公益少年團九龍城區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周年頒獎禮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十日舉行，當天頒發多個獎
項。在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籌款」中，本校為公益金共籌得十萬元，獲得金獎。當天亦頒發中級獎
章，本校的黃詠珈同學及李雪溱同學到台上接受獎項。
  「認識、關懷、服務」為本團的宗旨，透過不同的社會服務，關懷大眾，了解社會各界的需要。團
員可作多方面的嘗試及認識。團員經過一年的努力，不少團員亦考獲不同的級別：

基本章 溫貝雅(五信) 吳恩盈(五愛) 黃鈺婷(五光) 劉鎧榣(五善)   羅頌靈(五善)   周宏熹(五正)  
郭靜悠(五正) 陳泓耀(五真) 陳海賢(六光)   馮栢賢(六真)      

初級章 周可悅(五善)   梁信謙(六信)  丘鎧婷(六愛)    譚旭然(六善)

九龍城區少年警訊

公益少年團九龍城區二零一九年周年頒獎禮
暨周年會員大會

少年警訊成員於懲教博物館前合照少年警訊成員於懲教博物館前合照

認識處罰犯人的工具認識處罰犯人的工具

認識昔日不同的制服認識昔日不同的制服

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籌款」獲得金獎環保為公益：「慈善清潔籌款」獲得金獎
黃詠珈同學及李雪溱同學獲得中級章黃詠珈同學及李雪溱同學獲得中級章

獲得基本級章的團員獲得基本級章的團員

獲得初級章的團員獲得初級章的團員127



小學記要幼稚園零訊

  幼稚園第七十四屆畢業典禮於六月廿九日(星期
六)舉行，本年度共有二百四十一位畢業生，並邀請
了香港乒乓總會余國樑主席為主禮嘉賓。典禮由校董
鍾鴻鈞博士領禱、校董鄭成業先生讀經、校監王寧添
博士致辭，最後由恩典浸信會江耀龍主任牧師為我們
祝福。當日遊藝節目主題為「恩典滿載130」，畢業
生表演非常精采，典禮在愉快的氣氛下圓滿結束。

二零一八年度幼稚園畢業典禮

香港浸信會聯會傑出學生高正葉伊及高愛何傲禧同學香港浸信會聯會傑出學生高正葉伊及高愛何傲禧同學

小朋友們載歌載舞小朋友們載歌載舞

感謝老師和朋友感謝老師和朋友

感謝天父的愛感謝天父的愛

頒發畢業證書頒發畢業證書

畢業禮小司儀為高正鄭璟曦及畢業禮小司儀為高正鄭璟曦及
高誠黃奕鈞同學高誠黃奕鈞同學

九龍城區傑出學生獎九龍城區傑出學生獎
高真林曉柔同學高真林曉柔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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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記要 幼稚園零訊

    二 零 一 八 年 度 低 班 及 幼 兒 班 結 業 禮 於 二 零
一九年七月三日假基社李思廉禮堂舉行。低班結
業禮主題為「沿途有祢」，而幼兒班結業禮主題
為「感恩‧飛越130」，並邀請了江耀龍牧師及周
玉琴傳道作信息分享。
  當天的遊藝節目非常豐富，小朋友們載歌載
舞，以不同方式把一整年的學習成果展現出來，
更感謝天父一直以來的保守及帶領。

幼稚園結業禮

嘉賓頒發不同獎項嘉賓頒發不同獎項

小朋友們表現投入小朋友們表現投入

一起唱校旗歌一起唱校旗歌

表演節目非常精采表演節目非常精采

低班表現項目各具特色低班表現項目各具特色 感謝天父的帶領！感謝天父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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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記要幼稚園零訊

班別 姓名 比賽名稱 項目 獎項 主辦機構
低毅班 郭思貝 2019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K2 數學組 亞軍 香港兒童數學協會
低毅班 郭思貝 2019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K2 奧數組 卓越獎 香港兒童數學協會
低愛班 鄧翱琳 2019亞洲學生音樂朗誦比賽 K1組普通話詩歌散文 金獎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協會
低光班 趙崇希 GAPSK幼稚園普通話水平考試 普通話水平考試(初級) 卓越一級 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暨

GAPSK普通話考試委員會
低毅班 劉允晴 GAPSK幼稚園普通話水平考試 普通話水平考試(高級) 卓越級 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暨

GAPSK普通話考試委員會
低誠班 李品諄 GAPSK幼稚園普通話水平考試 普通話水平考試(初級) 卓越一級 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暨

GAPSK普通話考試委員會
低毅班 何悅曦 繽FUN心意咭繪畫比賽 K1 亞軍 亞洲藝粹教育中心
高望班 潘諾 全港學生數學精英賽 數學組 K2-K3 Group 1st PLACE 第一教育集團
高望班 潘諾 全港學生數學精英賽 奧數組 K2-K3 Group 1st PLACE 第一教育集團
高正班 陳朗然 全港學生數學精英賽 奧數組 K2-K3 Group 2nd PLACE 第一教育集團
高望班 葉恩語 2019香港數學及奧數挑戰賽 K2 數學組 卓越奬 香港兒童數學協會
高正班 陳朗然 全國第49屆奧林匹克數學競賽 幼兒組 銀獎 中華數學協會
高正班 曾巧晴 Graded Examination in 

Speech and Drama
Initial Speech and 

Drama Distinction Trinity College London

高毅班 任浩鋕 GAPSK第三十四屆全港普通話
朗誦比賽 K2幼稚園組童詩獨誦 冠軍 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暨

GAPSK普通話考試委員會
高正班 俞嘉軒 GAPSK幼稚園普通話水平考試 普通話水平考試(初級) 卓越級 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暨

GAPSK普通話考試委員會
高毅班 岑珀承 GAPSK幼稚園普通話水平考試 普通話水平考試(初級) 卓越級 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暨

GAPSK普通話考試委員會
高正班 曾巧晴 GAPSK幼稚園普通話水平考試 普通話水平考試(高級) 卓越級 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暨

GAPSK普通話考試委員會
高忠班 曾令齊 第六屆GAPSK九龍城及油尖旺

區幼稚園普通話朗誦比賽
K2/幼稚園組：兒歌獨

誦 冠軍 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暨
GAPSK普通話考試委員會

高忠班 曾令齊 第四屆KPCC朗誦比賽 幼兒B組普通話兒歌/
童謠朗誦比賽 亞軍 國際普通話水平測試機構

高正班 徐鋒 第十四屆博藝盃全港朗誦比賽 普通話新詩獨誦-K2組 銀獎 博藝盃賽事籌委會
高正班 徐鋒 「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

交流大賽(2019) K2 普通話兒歌組 銀獎 香港海洋語言藝術推廣中心

高光班 葉毅謙 KPCC兒童普通話水平測試等
級証書 中級級別 卓越 國際普通話水平測試機構

高光班 葉毅謙 KPCC兒童普通話詩歌及散文
朗誦評賞

第九屆詩歌及散文朗誦
評賞 中級組 一等榮譽 國際普通話水平測試機構

高善班 劉盈妤 2019年度泳池清潔標語創作
比賽 幼稚園組 亞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高誠班 龍彥宏 全港兒童認字大賽2019 中級組(中文) 冠軍 香港兒童表演藝術交流協會

高正班 袁鎵豪

THE GOLDEN FESTIVAL 
INTERNATIONAL 

THE OFFICIAL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IN EUROPE

Arts, Visual Arts, 
Painting GRAND PRIX EURO MEDIA STAR GROUP

高正班 袁鎵豪

TRIUMPH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THE OFFICIAL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IN EUROPE

Arts, Visual Arts, 
Painting

LAUREATE 
III PRIX EURO MEDIA STAR GROUP

高善班 黃沛晴 2019全港才藝兒童填色比賽 幼稚園K2組 季軍 香港青年音樂及藝術協會
高望班 葉恩語 全港兒童舞蹈比賽 藝術體操絲帶舞 亞軍 香港兒童表演藝術交流協會

幼稚園校外比賽獎項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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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記要 幼稚園零訊

  本年度家長義工隊由隊長林偉棟、副隊
長譚家昌和羅靖忻帶領內閣成員協助學校推
行各項活動。本年度亦有不少幼兒班家長加
入 了 家 長 義 工 隊 ， 帶 來 新 氣 象 。 本 學 年 繼
續邀請家長義工協助老師進行不同的學習活
動，例如：出外參觀、生日會、年宵攤位設
計等，促進家長與學校的緊密聯繫。

二零一九年度幼稚園家長義工隊

本年度幼稚園家長義工隊內閣成員本年度幼稚園家長義工隊內閣成員

協助參觀圖書館協助參觀圖書館

生日會司儀由家長義工擔任生日會司儀由家長義工擔任

家長義工為小朋友分生日蛋糕家長義工為小朋友分生日蛋糕

在家長靈修活動中，大家一起唱詩在家長靈修活動中，大家一起唱詩

今年超過一百三十位家長參與年宵活動的籌備工作今年超過一百三十位家長參與年宵活動的籌備工作

家長們用心地家長們用心地
製作年宵攤位製作年宵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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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學校動態

  教育部在北京召開「慶祝2019年教師節暨全國教育系
統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表彰大會」， 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亦
同場頒發，場面盛大。國家主席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等均有出席。澳門培正中學以《新時代下萬眾創新理念
落戶基礎教育——澳門培正中學STEAM融入正規課程之實
踐與推廣》參評，經嚴格評選和接受公示後，確認獲一等
獎，在全國中亦是唯一以STEAM為題而獲一等獎的學校，
成績卓越，為澳門教育寫下歷史一筆。本校高錦輝校長赴
京 接 受 表 彰 ， 習 主 席 與 高 校 長 握 手 時 ， 得 知 校 長 來 自 澳
門，習主席表示澳門教育做得不錯。國家級教學成果獎是
教育教學研究和實踐領域最高獎，分別設立基礎教育、職
業教育、高等教育三個大類。二零一四年開展了基礎教育
領域的首次評獎後，在基礎教育領域和社會各界產生了重
大影響；二零一八年是第二屆，並首次開放予港澳地區參
加。
  高錦輝校長稱，培正中學承載一百三十年校史，先賢以
新型學校創立培正，多年來在社會人士、校友、家長和師生
等支持下，校譽得以建立；然而在此基礎上改革創新課程，
在課程構建、師資、學生和家長、硬件設置等多方面，承受
的壓力可想而知。感恩培正獲各界支持，團隊不忘初心，持
守校訓至善至正，為培育未來的人才共同努力。

習主席讚澳門教育習主席讚澳門教育

澳門培正獲頒授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

高錦輝校長赴京接受國家教學成果獎高錦輝校長赴京接受國家教學成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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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學校動態

中聯辦走訪澳門培正中學
  十一月十二日，中聯辦主任傅自應、副主任羅永綱率團走訪澳門培正中學，本校行政、師生熱情接
待。在校監羅永祥，校董黃漢堅、莫志偉、劉永誠，校長高錦輝等陪同下，傅自應主任一行參觀了校園
及各項教學設施，並與師生展開座談深入交流。
  為了解培正的教育發展情況，傅自應主任一行分別參觀了本校的中華文化館、創新科教館及圖書
館，聽取老師介紹各館內的藏品和設備，並視察學生日常使用先進設備上課的實況。學生亦展示以往參
加國際比賽的得獎作品，並介紹作品的設計理念和具體的操作方式。每到訪一處，傅主任都與學生深入
交談，認真聽取學生的解說，並勉勵他們努力學習。
  參觀過後，雙方展開座談交流。高錦輝校長介紹了培正的辦學理念、發展概況、教學成果以及學生
學習情況，並講述學生在升學、參加比賽及國際活動的傑出表現。
  傅自應主任聽後表示，十分欣賞培正的辦學理念，學校不但要培養具國際視野的青少年，也要堅持
愛國愛澳的教學方針，形容培正是一所充滿陽光、愛心、民主、創新、自信的學校。副主任羅永綱讚揚
培正是教書育人、讀書治學的良所，學生充滿拼搏向上的精神。
  傅自應主任向培正學生提出三點建議：一是不忘歷史，培正重視歷史教學，讓學生能建立正確的歷
史觀，又以培正一百三十年的歷史為例，勉勵學生要深入認識學校的發展歷程，繼而了解祖國、澳門、
學校之間的關係。不忘初心，才能走得更遠；二是牢記校訓，指出培正的辦學理念具深厚底蘊，鼓勵學
生要成為有愛心、責任感、具國際視野、敢於競爭、綜合素質良好的愛國愛澳青少年；三是追尋未來，
少年強則國強，青年是國家的未來，和國家的命運相緊貼，要時刻裝備自己。
  校監羅永祥感謝傅主任的勉勵，表示未來會繼續培育具責任感的青年，不辜負國家的期望。
  參訪來賓還包括中聯辦教青部部長徐婷、辦公廳副主任宋立洪、教青部副部長苟人民、辦公廳正處
級秘書嚴志剛、辦公廳正處級秘書王惠杰、教青部副處長石磊、教青部助理鄭漢斌。

中聯辦走訪澳門培正中學中聯辦走訪澳門培正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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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學校動態

  十一月廿二日下午，澳門特區政府頒授勳章、獎章和獎狀，
以表揚在個人成就、社會貢獻或服務澳門方面有傑出表現之人
士。榮譽勳章是頒授給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形象、聲譽或發展有
重大貢獻的人士或實體。本校廖澤雲名譽校董榮獲金蓮花榮譽勳
章；陳澤武名譽校董榮獲銀蓮花榮譽勳章。
  本校兩隊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ISEF)參賽獲獎隊伍(李希
怡、方澍，指導老師閔好年；馮俊熙、許凱欣、梁穎怡，指導老
師姚曉暉、梁瑩瑩)、簡易判斷學生近視的主覺驗光儀參賽獲獎
隊伍(莫鎧駿、黃昊泓，指導老師高泳詩)、劉昭朗(全國青少年科
技創新大賽參賽獲獎者，指導老師劉冠華)榮獲功績獎狀。高錦
輝校長與一眾行政到場祝賀。

2018學生能力國際評估
計劃 (PISA) 本校成績顯著

  本校學生參加「2018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
在閱讀、科學、數學素養表現，均顯著高於世界排行第一的
中國(以北京、上海、江蘇和浙江為代表)的平均成績。

教學設計獎勵計劃頒獎典禮(2017/2018)
  教青局舉辦之教學設計獎勵計劃頒獎典禮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廿二日舉行。本校老師教研成績出眾，
共獲頒十七個優等獎，三十三個甲等獎，十七個乙等獎，共一百六十人次参加，成績令人振奮。同場頒
發教師積極參與獎，僅獎三名，本校林潤薇老師為其中一位獲獎老師；本校老師參加人數比例最高，獲
頒學校積極參與獎。

2018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 (PISA) 2018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 (PISA) 
本校成績顯著本校成績顯著

澳門特區政府頒授勳章澳門特區政府頒授勳章

澳門特區政府頒授勳章

教學設計獎勵計劃頒獎典禮(2017/2018)教學設計獎勵計劃頒獎典禮(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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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消息

    圖 書 館 為 慶 祝 培 正 創 校 一 百 三 十 周 年 策 劃 多 項 活
動，包括系列展板、設計校史電子Q&A、舉辦攤位遊戲
等，系列展板特意製作「培正未來共傳承」，除由學生
撰寫有關校園的歷史外，更訪問校方有關培正的最新發
展動向及展望，透過多角度的文字及圖像讓師生及家長
更了解學校的歷史，詳述了培正的辦校過程、遷澳緣由
以及教學大樓的變遷，並貫徹學校的發展與時並進，透
過課程改革及培養學生科創視藝等各方面的能力，成果
屢獲國際、國家及特區政府的高度肯定。
  社員蒐集題目，製作校史電子Q&A，以APPS並配合
學生創意於十一月初舉辦攤位遊戲，讓學生走進「校園
時光隧道」回答校園知識，再挑戰校史電子Q&A，增加
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及認同感，共同分享校慶的喜悅。

熱情接待來訪嘉賓，
交流分享閱讀經驗

  校慶期間，圖書資訊社同學及老師們接待來
自各地的嘉賓學者，大家就校園閱讀推廣議題深
入交流，獲益匪淺。

跨學科攝影集
《瞬間永恆》，大受好評

  圖書館聯同中學視覺藝術科、中文科及英文
科攜手合作，經過師生共同努力，出版《瞬間永
恆》攝影集。該影集記錄一九四三年校園變遷至
今發展的歷程，極具意義，作為培正創校一百三十
周年的獻禮。影集大受歡迎，好評如潮。

校慶參觀校慶參觀 瞬間永恆瞬間永恆

電子Q&A攤位電子Q&A攤位

圖書館策劃多項130周年校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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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參加全澳中學
基本法推廣比賽，榮獲季軍

  圖書資訊社同學高二級梁展翀、吳滿滿、張幸
蓓，高一級吳雨晴、朱雅祁參加由多個政府部門合
辦的「憲法與基本法校園推廣計劃」比賽，獲評判
一致好評，榮獲季軍。有關的多項活動在校內外都
得到極大迴響，分別獲得中央
人 民 政 府 駐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聯絡辦公室、中國新聞
社、中國人民網、CCTV中
央 電 視 台 及 環 球 時 報 的 讚
賞及採訪。

「朗讀者」活動揭幕儀式及
澳門少年報有聲讀物發佈會

  十月期間，劉慧敏主任獲邀出席澳大圖書館
舉辦之「朗讀者活動揭幕儀式及澳門少年報有聲
讀物發佈會」。活動以吟誦、歌唱及樂器演奏等
不同方式展示，讓嘉賓用不同的感觀來享受朗讀
的樂趣。

添置空氣清新機，優化閱讀環境
  為提昇館內的環境質素及衞生情況，圖書館
於本學年添置十台空氣清新機，為讀者提供優質
的閱讀空間。

舉辦迎新日活動，增進朋輩情誼
  圖書資訊社為讓新社員更快融入適應義工生活，
特意於十月期間舉辦兩日一夜的迎新宿營，透過遊
戲、團隊學習及夜宿，增加了新舊社員的歸屬感。

配合學校發展所需，
提供語言研習室

  配合學校的語言課程發展，圖書館於本學年
增 設 兩 個 大 研 習 室 ， 館 內 現 時 提 供 六 個 大 研 習
室、兩個小研習室供課程及學生課業所需。

5F5F

澳門大學校董禤永明先生致送紀念品澳門大學校董禤永明先生致送紀念品

基本法推廣比賽基本法推廣比賽

迎新迎新

第八屆世界華語學校圖書館論壇
  七月中旬，劉慧敏主任獲澳門圖書館暨資訊
管理協會邀請，代表澳門培正中學出席在台灣舉
行的「第八屆世界華語學校圖書館論壇」，並擔
任澳門地區代表平行論壇主持人。

第八屆世界華語學校圖書館論壇第八屆世界華語學校圖書館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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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會見本校及同學會
  今年欣逢培正一百三十周年校慶，時任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於十月底在政府總部會見澳門培正中
學及澳門培正同學會一行。參與會面的包括羅永祥校監、高錦輝校長、同學會黃漢堅會長、黃慕貞監事
長，以及本校郭敬文副校長、陳敬濂副校長、梁永棠主任等。羅校監、高校長提到在特區政府的支持
下，本校一直致力創建多元的發展平台，使學生在多方面取得卓越成就。譚司長對本校的教育理念和取
得的成果給予肯定，勉勵本校繼續培育優秀的人才。同學會負責人亦向譚司長簡報校友們關注校慶活動
的踴躍情況。

外交部駐澳門特派員沈蓓莉給予澳校積極評價
  十一月七日，沈蓓莉特派員在公署會見澳門培正中學及澳門培正同學會負責人一行。
  沈特派員祝賀培正中學迎來創校一百三十周年，積極評價本校長期以來秉持教書育人、立德樹人的
優良傳統，為特區培養了大量愛國愛澳的優秀人才。沈特派員表示，外交公署願進一步為特區青少年參
與國際交流合作搭建平台，為特區中學走出去提供協助。
  雙方還愉快地談及培正中學在第十屆澳門青少年外交知識競賽總決賽中奪冠的精采表現，並就推進
澳門教育事業和培養青年成長成才等議題交流看法。

外交部駐澳門特派員公署外交部駐澳門特派員公署

時任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會見澳門培正中學時任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會見澳門培正中學

來訪與外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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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
  本校及澳門培正同學會一行拜會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何厚鏵副主席勉勵本校傳承優良的教學理
念，立德樹人，培育德才兼備的學生。
  羅永祥校監、高錦輝校長表示，在特區政府的支持下，校務得到良好的發展，將進一步提昇教學質
量，傳承與創新結合，配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培養更多愛國愛澳人才。
  參與會面的還包括本校校董劉永誠、陳滌非、黃漢堅、莫志偉，同學會監事長黃慕貞，副校長郭敬
文、陳敬濂，同學會總幹事蕭文毅，副主任陳德明等。

行政長官在政府總部會見澳門培正中學
  行政長官崔世安六月三十日早上在政府總部會見澳門培正中學校監羅永祥及澳門培正同學會一行，
雙方就推進澳門教育事業和培養青年成長成才等議題交換意見。
  行政長官首先祝賀培正創校一百三十周年，他肯定培正中學一直保持良好的辦學質量和推動本澳教
育事業發展的成績。他表示，近年來澳門學生在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取得不錯成績，反映澳門
非高等教育水平正在不斷提高，對此他感到鼓舞。他指出，教育是長期工程，需要特區政府、辦學團
體、家長和學生的共同努力才可推進整個教育系統的建設和進步，他期望培正中學藉着創校一百三十周
年的契機，把自身的教學成果和理念推廣開去。
  校監羅永祥感謝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持續投放資源到教育事業上，從國際性調查顯示澳門地區的教
育水平正不斷提高，培正作為本澳辦學團體也長期受惠於政府的教育政策。澳門培正同學會會員大會主
席莫志偉則表示，該校在愛國愛澳教育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也感謝特區政府舉辦的內地
參訪團，給予學生們機會了解國家的最新發
展。
  行政長官聽取簡報後表示，愛國愛澳的
傳承是社會的核心價值，通過教育，特別是
非高等教育正正為愛國教育提供良好基礎和
條 件 ， 令 青 年 在 成 長 過 程 中 樹 立 正 確 的 價
值觀，特區政府將會做好政策和資源上的支
持，期望澳門的學校能與時俱進，共同把本
澳的教育事業推向新階段。
  參加會面的還包括澳門培正中學校董陳
滌非、副校長郭敬文、陳敬濂、澳門培正同
學會監事長黃慕貞及總幹事蕭文毅等。

拜會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拜會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

行政長官在政府總部會見澳門培正中學行政長官在政府總部會見澳門培正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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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綿陽市涪城區教育和體
育局副局長劉武、基礎教育科科長
加長城、綿陽市子雲小學校長曾盛
強和副校長劉東到訪本校，在參觀
校園和座談期間，對澳門的教育，
以及本校課程深感興趣，雙方交流
經驗，加深了解兩地的文化。

粵港澳大灣區教育協同發展研討會
  粵港澳大灣區教育協同發展研討會於六月廿九日在
廣州舉行，同場設有大灣區姊妹學校締結儀式。儀式在
教育部學校規劃建設發展中心主任陳鋒，廣州市教育
局黨組書記、局長樊群，澳門教青局中學暨技術職業教
育處處長梁怡安等見證下進行，本校陳敬濂副校長代表
出席，並與廣東仲元中學（廣東歷史名校，中國百強中
學、廣東省首批國家級示範性普通高中）簽署合作意願
書，締結為姊妹學校。此外，陳副校長在研討會上亦分
享本校與大灣區的教育交流情況。

湖南衞視來校拍攝
  湖南衞視來校拍攝紀錄片《時光的旋律》，
在小學音樂室等地取景。

與廣東省廣雅中學簽訂姊妹學校
  澳門培正中學獲澳門中聯辦邀請，由教育與
青年工作部助理鄭漢斌，以及校長高錦輝帶領，
陳敬濂副校長、林健邦主任、王錦鳳主任、溫淑
玲、黃燦霖、古成威、鍾子程、趙潔宇、楊宇恆
等老師隨行，到廣州與廣東省著名的廣雅中學進
行交流訪問及簽訂姊妹學校。

與廣東省廣雅中學簽訂姊妹學校與廣東省廣雅中學簽訂姊妹學校

湖南衞視來校拍攝湖南衞視來校拍攝

粵港澳大灣區教育協同發展研討會粵港澳大灣區教育協同發展研討會

四川省綿陽市涪城區教育參觀本校四川省綿陽市涪城區教育參觀本校

四川省綿陽市涪城區教育和體育局參觀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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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科技教育結緣，以共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科技
教育為宏願，澳門培正中學與惠州市惠陽區實驗小
學，在培正禮堂舉行締結姊妹學校簽約儀式。
  澳門科學技術協進會理事長崔世平博士、澳門培
正中學校長高錦輝博士、惠州市惠陽區科學技術協會
主席林慶財、惠陽區實驗小學校長張銀球、惠陽區科
協代表及兩校教師代表等出席上述儀式。
  儀式中，崔世平博士稱讚兩校充滿生機與活力，
期待兩校培養更多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才。高錦輝校長
介紹了本校的辦學理念、特色及成果，並展望將繼續
通過締結姊妹學校等方式，推動大灣區教育合作。

MACA作曲家、作家及出版社協會到訪本校
  MACA作曲家、作家及出版社協會行政總裁吳國恩及音樂版權拓展主任黎詩源、活動策劃主任徐穎
彤等一行到訪本校，獲郭敬文副校長及蔡力行主任的接待。吳國恩行政總裁介紹了MACA的性質和活
動，該會希望在校園舉行校園版權知識宣傳展及講座，宣傳音樂版權和知識產權的重要性，提供合法使

用音樂的資訊，以及提高市民對音樂版權的尊重和重視，
營造一個音樂產業健康發展的良好環境。亦會派出專家指
導 同 學 們 音 樂 創 作 技 巧 。 該 會 更 特 設 「 優 秀 原 創 音 樂 新
聲」，鼓勵本澳音樂創作，實現文創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郭敬文副校長表示，感謝MACA過去多年為本校學生提供
「MACA音樂獎學金」，校方一向重視知識產權使用和教
育，更透過課程改革，為學生創設各類發展平台，鼓勵學
生發揮創意，歷年來出現一些有水平又受歡迎的學生音樂
作品，期望日後可加強雙方的合作，借助MACA推動學生
的音樂創作發展以及知識産權教育。

台灣教育研究院來校參觀交流
  台灣教育研究院來校參觀交流，陳敬濂副校長及麥芷
琪老師向來訪團表示誠摯的歡迎，陪同嘉賓參觀創新科教
館及中華文化館，並介紹學校發展，雙方就課程改革、教
育理念、培養學生科技創新能力等多方面交換意見，氣氛
熱鬧。

與惠州市惠陽區實驗小學姊妹學校簽約與惠州市惠陽區實驗小學姊妹學校簽約

台灣教育研究院來校參觀交流台灣教育研究院來校參觀交流

與惠州市惠陽區實驗小學姊妹學校簽約

MACA作曲家、作家及出版社協會到訪本校MACA作曲家、作家及出版社協會到訪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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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廿一日，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
湖 北 大 學 、 華 中 師 範 大 學 、 中 南 財 經 政 法 大
學，五所湖北省高校代表蒞臨本校參觀，並展
開座談交流。

日期 來訪
6月22日 廣州培正同學會
6月29日 香港九龍城青少年發展聯會澳門交流團
7月1日 中山市發明協會
7月2日 李大衛先生及其團隊
7月6日 香港仁濟中學

7月16日 澳門創新發展研究會
7月16日 福建省大田縣第一中學
7月17日 澳門青少年新時代同心行江蘇參訪團

五所湖北省高校代表蒞臨本校參觀五所湖北省高校代表蒞臨本校參觀

香港九龍城青少年發展聯會澳門交流團香港九龍城青少年發展聯會澳門交流團
中山市發明協會到校參訪中山市發明協會到校參訪

李大衛先生帶領團隊蒞李大衛先生帶領團隊蒞
臨本校參觀交流臨本校參觀交流

福建省大田縣第一中學參觀本校福建省大田縣第一中學參觀本校
澳門青少年新時代澳門青少年新時代
同心行江蘇參訪團同心行江蘇參訪團廣州培正同學會參訪澳校廣州培正同學會參訪澳校

五所湖北省高校代表蒞臨本校參觀

澳門創新發展研究會參觀本校澳門創新發展研究會參觀本校香港仁濟中學參訪本校香港仁濟中學參訪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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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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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 健 校長助理及學生活動、德育處助理、
中學品德及公民教育

歐陽效鴻 基督教教育主任及聖經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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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初中德育主任、
中學品德及公民教育

蔡力行 升學及聯課活動輔導辦公室主任、
中學品德及公民教育

劉慧敏 圖書館主任
陳德明 實驗室輔助教學人員(副總務主任)

駱劍峰
電子學習發展統籌總監、電腦實驗室導
師、副總務主任及資訊科技發展技術
員、小學常識(資訊科學)

鄺卉妍
教務副主任及課程發展、生涯規劃及升
學輔導、學生活動及普通話課程發展統
籌、中學品德及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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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 青 小學普通話課程統籌、小學教務主任助
理及課程發展

馮燕嫻 小學教務主任助理及課程發展、
小學數學

鍾慧玲 小學教務主任助理、小學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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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培正中學二零一九年度教職員一覽表

姓名 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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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家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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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活動協調員、中學聖經
沈正剛 3D建模助理
林建源 Fablab實驗室管理員
楊 堃 工業機器人設計及培訓助理
李 棟 中學正課餘暇活動導師
莊祖儀 中學英文
宣 然 小學正課餘暇活動導師
梁頌文 FabLab協調員
周奕伯 兼職中學導師
張 琦 兼職中學導師
麥芷琪 高三信班主任、中文科主任

胡俊明 高三望班主任、數學科主任兼人工智能
教育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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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穎祺 高三正班主任、中學藝術(視覺)
呂照航 高二信班主任、中學英文
吳欣霞 高二望班主任、中學英文
方秀娟 高二愛班主任、中文科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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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梁家豪 高二善班主任、小學體育科主任
陳衛聰 高二正班主任、中學英文
林佩欣 高一信班主任、中學中文
陳小欽 高一望班主任、中學化學
黃晨好 高一愛班主任、中學英文
鍾子程 高一善班主任、中學歷史
郭艷玲 高一正班主任、中學中文
余少君 初三信班主任、中學中文
伍家明 初三望班主任、中學中文
鄭國康 初三愛班主任、中學英文
梁駿杰 初三善班主任、中學數學
蕭嘉渝 初三正班主任、中學英文
蔡桂枝 初二信班主任、中學中文
吳惠梨 初二望班主任、中學中文
余靜雯 初二愛班主任、中學英文
鄭穎清 初二善班主任、中學數學
鍾巧思 初二正班主任、中學英文
蕭沛強 初二光班主任、中小學體育
廖鳳儀 初一信班主任、中學數學
黃艷梅 初一望班主任、中學數學
劉天亮 初一愛班主任、數學科副主任
黃耀鋒 初一善班主任、中學中文
鄭曉希 初一正班主任、中學英文
張海珊 初一光班主任、中學歷史
蔡毓瑜 小六信班主任、小學中文
黃念香 小六望班主任、小學數學

陳秋明 小六愛班主任、小五六德育級組長、
小學數學

梁紫君 小六善班主任、小學英文科主任

謝玉雁 小六正班主任、小學聖經經、
小六正中文

司徒健儀 小五信班主任、小學中文
容穎亨 小五望班主任、小學聖經、數學
梁美穠 小五愛班主任、小學英文科副主任
羅錦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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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玉珍 小四信班主任、小學聖經、中文

吳惠仙 小四望班主任、小三四德育級組長、
小學中文

許鎮環 小四愛班主任、小學英文
李瑞英 小四善班主任、小學數學

姓名 職稱
陳美容 小四正班主任、小學中文科副主任
鄭嘉麗 小三信班主任、小學聖經、英文
陳永欣 小三望班主任、小學中文
劉綺芬 小三愛班主任、小學數學
梁綺婷 小三善班主任、小學中文
麥緻菁 小三正班主任、小學英文
鄭燕明 小二信班主任、小學英文
楊嘉儀 小二望班主任、小學中文
曾碧芬 小二愛班主任、小學中文
鄺仲維 小二善班主任、小學數學、資訊科技
邱玉貞 小二正班主任、小學數學、資訊科技
莫韻姿 小一信班主任、小學英文

陳錦梅 小一望班主任、小一二德育級組長、
小學數學、資訊科技

湯蔚 小一愛班主任、小學中文
高美琦 小一善班主任、小學中文
謝雪華 小一正班主任、小學中文
黃清勤 幼稚園教師
陳潔敏 幼稚園教師
林慧萍 幼稚園教師
周月翠 幼稚園教師
鄭美妮 幼稚園教師
鄧琼芳 幼稚園教師
蔡玉屏 幼高級組長
朱少興 幼稚園教師
梁婉儀 幼稚園教師
鄭美寶 幼稚園教師
黃燕清 幼稚園教師
楊穎斯 幼稚園教師
郭少芳 幼初級組長
張彥嵐 幼稚園教師
關嘉玲 幼稚園教師
方詠欣 幼稚園教師
梁定剛 幼兒級組長
吳凱晴 幼稚園教師
黎意珍 幼稚園教師
李嘉盈 幼稚園教師
潘妙娟 幼稚園教師
陳欣怡 幼稚園教師
李名殷 幼稚園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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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楊鳳蘭 幼稚園教師
范美華 英文科主任
梁沛津 物理科主任
張慧敏 化學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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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主任
吳雄舟 英文科副主任
閔好年 創新科技副主任兼技術總監
溫紫峰 AR/VR/MR技術探究課程總監
施虹冰 小學中文科主任
楊玉婷 小學數學科副主任
林潤薇 小學常識科主任
黃慧儀 視覺藝術科主任
蘇樂天 小學資訊科技科主任
陳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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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偉奇 中學數學
陳家綱 中學物理
李麗虹 中學會計
古成威 中學化學
姚曉暉 中學生物
黃燦霖 中學資訊科技、數學
區頴斌 中學藝術(視覺)
張柏恩 中學中文
趙潔宇 中學英文
蘇詩敏 中學英文
黃俊傑 中學數學
劉兆銘 競賽數學主管、中學數學
李振邦 中學數學
曾玉金 中學物理
梁瑩瑩 中學生物
葉健俊 中學藝術(音樂)
張永豪 中小學體育
張嘉俊 中小學體育

姓名 職稱
趙婧雅 中學數學
源靜芬 中學中文
趙寶蓮 中學英文
陳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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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寶琪 中學英文
胡曉冬 中學數學
梁根銓 中學數學
林秀蘭 中學資訊科技、小學數學
楊宇恆 中學地理
梁健華 中小學體育
麥煥雲 中學英文
盧明莉 中學英文
譚鴻生 中學數學
陳健鴻 中學設計與科學
高泳詩 中學設計與科學
何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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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煒雯 中學英文
譚麗嬌 中學英文
余定邦 中學英文
郭俊傑 中學設計與科學、數學
梁婉茵 中學設計與科學
王子維 中小學體育
梁婉屏 小學普通話
鄭智伶 小學中文
黎美珊 小學英文
邵燕兒 小學英文

Carl 
Bragg 小學英文

Maureen
(郭凱瑩) 小學英文

邵敏 小學數學
袁國展 小學常識(設計與科學)
陳少婷 小學常識(設計與科學)
郭振業 小學常識(自然科學探究)
何裕冠 小學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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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黃敏玲 小學英文
彭文素 小學數學
王穎瑩 小學音樂
李荔霞 小學聖經、英文
黃懷樟 小學視覺藝術
羅秋凝 小學聖經、英文
黃麗晶 小學英文
李凱勤 小學數學
劉詩敏 小學數學
馬耀幹 小學常識(自然科學探究)
梁 潔 小學音樂
李惜美 小學普通話
陳麗玲 小學常識
陶仙蓉 小學音樂

Ines 小學英文
歐陽佩儀 小學英文

譚重儀 小學數學
鄭詩婷 小學數學
梁艷紅 小學常識
梁家嘉 小幼體育
梁建紅 小學聖經、小幼體育

江美馨 小二副班主任(延展)、小學常識、
延展課程

高 芊 幼稚園教師
徐穎彤 幼稚園教師
徐諾怡 幼稚園教師
陳詩頴 幼稚園教師
俞佩文 幼稚園教師
陳 芳 幼稚園教師
何威威 學習評估研究小組組長、中學生涯規劃
黃嘉儀 中學兼職聖經
梁詠珊 中學兼職地理
陳嘉賢 中學兼職數學
利開健 中學兼職會計
蕭欣翹 中學兼職中文
林佩怡 中學兼職正課餘暇活動導師
王雅凡 中學兼職科學
謝敏琪 中學兼職中文
林奕奇 中學兼職正課餘暇活動導師
Carla 小學兼職英文、常識

姓名 職稱
管淑賢 小學兼職數學
王珮瑚 小學兼職英文
李宛瑩 小學兼職延展課程
楊心心 小學兼職音樂、延展課程
雷諾文 小學兼職音樂、延展課程
李曼儀 小學兼職延展課程
雷文皓 小學兼職延展課程
周家敏 小學兼職體育、延展課程
梁泳研 小學兼職延展課程
譚慧德 小學兼職延展課程
何韻曦 小學兼職延展課程
鄺春芳 小學兼職延展課程
梁定志 小學兼職延展課程
黃時平 小學兼職音樂、延展課程
趙萬儀 小學兼職延展課程
李麗瑩 小學兼職延展課程
金慧霞 幼稚園兼職教師
林芷琪 幼稚園兼職教師
梁慧文 幼稚園兼職教師
楊月娥 幼稚園兼職教師
周嘉燕 幼稚園兼職教師
曹皓明 幼稚園兼職教師
劉惠萍 幼稚園兼職教師
吳婉華 幼稚園兼職教師
陳秀芬 幼稚園兼職教師
周美寶 兼職職員(中學實習)
翁慧嬋 兼職職員(中學實習)
謝文琪 兼職職員(中學實習)
鄭曉雯 兼職職員(中學實習)
李凱琳 兼職職員(中學實習)
陳采妮 兼職職員(小學實習)
鄭諾怡 兼職職員(小學實習)
陳梓柔 兼職職員(小學實習)
楊倩紅 兼職職員(小學實習)
阮珮凝 兼職職員(小學實習)
陳芷芊 兼職職員(小學實習)
關安琪 兼職職員(幼稚園實習)
馬倩婷 兼職職員(幼稚園實習)
溫曉慧 兼職職員(幼稚園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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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教與學

  為普及科學知識、弘揚科學精神，中國科學
院自二零零二年開始舉辧「院士專家巡講團」，
並與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部、科技部、中國工
程院和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等單位共同舉辧不同類
型的科普活動。今年以「科技創新、科普融合」
為主題的第八屆「科學與中國」院士專家巡講團
活動在深圳正式開幕，由中國科學深圳先進技術
研究院承辦，而「專家澳區校園行」系列活動的
澳門地區活動則由澳門培正中學組織統籌。
  培正校長高錦輝在深圳開幕式致辭時表示，
澳門因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而獲得新的機遇，
培正中學也通過科學教育這一紐帶參與其中，成
為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創新科學教育基地的四所
先導學校之一。近年，培正積極通過研學、講座
等 多 種 形 式 ， 與 粵 港 澳 地 區 的 科 研 機 構 進 行 合
作，開展的STEM教育項目更獲得二零一八年教育
部「基礎教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一等獎。作為
本次活動的承辧方，他感謝深圳中國科學院院士
活動基地以及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的
邀請，相信此次活動有助澳門青少年創新科學教
育的發展，促進澳門青少年的科教水平。

  十月廿一日，
「 專 家 澳 區 校 園
行」開幕式暨科普
活動在澳門培正中
學 禮 堂 舉 行 ， 主
持開幕式的嘉賓包
括：中央政府駐澳
門聯絡辦公室經濟

  澳門培正中學與澳門科學與人工智能教育學會合辦「第十屆全
國微型化學實驗研討會暨第八屆中學微型實驗研討會」在培正禮堂
開幕，超過八十位來自內地、日本、台灣、香港及本澳的專家、學
者和教育工作者等，展開系列主題演講、海報演講、教學示範、教
具展示，期望藉此總結和交流微型實驗的發展和經驗，提高前線教
育工作者的教學知識。
  本校化學科主任張慧敏、校友陳狄龍博士在是次研討會中共同
發表論文，並獲得「會議優秀論文壹等獎」。與此同時，張慧敏老
師更獲得「發展微型實驗突出貢獻獎」。 第十屆全國微型化學實驗研討會第十屆全國微型化學實驗研討會

暨第八屆中學微型實驗研討會暨第八屆中學微型實驗研討會

第十屆全國微型化學實驗研討會
暨第八屆中學微型實驗研討會

部副部長徐俊；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院長
助理、院企合作與創新發展處處長畢亞雷；中科
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馬潤林、中科
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高星、中科
院國家天文台研究員鄭永春、中科院自動化研究
所研究員王金橋；博士課堂資深教師、中科院深
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助理研究員谷飛飛、馬寅仲，
以及培正校長高錦輝。出席嘉賓尚有：中央政府
駐澳門聯絡辦公室經濟部助理莊鎧、中科院深圳
先進技術研究院文化宣傳辦主任丁寧寧、主管馮
春、嚴偲偲；培華中學副校長吳敏、蔡高中學助
理校長胡維政等。
  開幕式過後，六位中國科學院專家分別在澳
門培正中學、培華中學、浸信中學、蔡高中學開
展科普報告，向超過一千二百名澳門中小學生暢
談人類起源、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宇宙科學等
前沿科學知識，傳播科學思想。活動有助澳門青
少年了解科技最新發展，激發他們對科學研究的
興趣。
  中科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馬潤
林以「我們從哪裏來——現在人類起源與遷徙」為
主題，向學生講解人類基因遺傳對人類發展歷程
的影響，通過權威的科學數據資料，展示了現代
人類起源的最新研究結果，亦探討人類和環境之
間的聯繫和變化。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助
理研究員馬寅仲則以「血管——人體的交通網絡」
為題，讓學生了解到心血管疾病的發病機理與治
療方法，以及身邊的立體視覺應用場景，引發學
生對相關領域科技發展背後的思考。

中國科學院院士專家巡講團及澳區校園行

院士專家巡講團院士專家巡講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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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協議推人工智能課程
  為響應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推動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同時配合特區政府打造智慧
城市的理念，建設智慧校園，本校與商湯科技有限公司及光聯世紀科技有限公司簽署合作協議，在中小
學階段引入人工智能課程，從理論普及到技術應用層面逐步發展。在校園管理方面引進人工智能作輔
助，建設新型智慧校園。
  是次協議簽署儀式在本校禮堂舉行，由高錦輝校長與商湯尚海龍總經理及光聯世紀黃桂玲總經理共
同簽署，標誌三方合作正式啟動。本校副校長郭敬文、陳敬濂，商湯科技經理鄧彥恒，光聯世紀董事長
黃書展，卓比科技總經理黃永儉，駿榮國際學校張植煒博士等嘉賓出席見證。
  簽約儀式後隨即舉行科技專題演講，由商湯科技尚海龍總經理主講「最好的時代，最美的年華」，
講解未來科技發展趨勢，人工智能技術如何在衣、
食、住、行中改變人類的生活，以及其所帶來的挑戰
與機遇，精彩的發言讓與會學生獲益良多。
  高校長表示，藉着與商湯科技、光聯世紀兩間公
司緊密合作，小學五年級開始，至初中及高中教育階
段引入人工智能課程，期望同學能學有所成，日後在
人工智能領域有所發展。另一方面，學校運用人工智
能作輔助，通過數據的分析與運用，協助老師優化教
學工作，改善學生學習情況。

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

青島銀海學校學術交流
  六月十六至廿一日，由高錦輝校長及郭敬文副校長帶
領，隨行還有黃潔冰主任、駱劍峰副主任、邵燕兒老師、
陳少婷老師和九名小六級學生，前往姊妹學校——青島銀
海學校進行學術交流。
  一行十五人獲得銀海集團董事長辛華龍、銀海教育集
團副總經理孫嘉進、于川、集團黨支部書記蘇靜波、集團
總校長沈婷、銀海學校校長王珏、高新區校長徐雯以及一
眾師生熱情接待。三天探訪活動安排，兩校進行了多項學
術交流，包括由英文科邵燕兒老師和科學科陳少婷老師分
別為該校小五年級學生教授英語課和科學課，課題為：
《The sense of taste》、《地球自轉》，課後與該校老師
一起研討學術、交流教學經驗。而學生方面，活動亦多
樣，除參觀校園、參與該校的升旗禮，觀摩課間操和小學
畢業典禮，更親身體驗當地學習活動，感受兩地不同的教
育文化。期間亦安排參觀全國中小學生研學基地——水準
零點，更令學生雀躍不已的是能在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
帆船比賽場地揚帆出海，感受青島的魅力。為期六天的交
流學習，讓師生們加深了對祖國教育、歷史文化和創新科
技的認識，可謂收穫滿滿。

青島銀海學校學術交流青島銀海學校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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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家陳振濂、馬小傑蒞臨本校指導交流
  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陳振濂，重慶市渝州書畫院副秘書長馬小傑蒞臨本校指導交流，陳敬濂
副校長接待，並向嘉賓致送紀念品。兩位書法家饒有興致地參觀中華文
化館，陳副主席高度讚許本校通過豐富的歷史文化實物展品，充分展示
中華文化，推動歷史文化教育，並表示本校頗具特色的經驗做法可以作
為樣板向內地推廣。陳副主席亦鼓勵學生們以書法為媒，關注中國傳統
文化，期望同學們學好中國字，寫好中國字。馬小傑老師向二十位小六
學生介紹書法藝術的發展，書寫的練習技巧，點評學生的書法作品，並
揮毫潑墨示範，即場書寫「至善至正」贈與本校，祝賀培正創校一百三十周年。同學們近距離接觸書法
家，感受書法藝術的魅力，頗有獲益。

高校長應邀到華師大分享教育經驗
  高錦輝校長應華南師大研究生院張衛院長，王健科長等邀請，回到華南師大母校向一眾研究生作報
告分享，講題是「面向未來：回歸後澳門培正中學的教育經驗分享」，同學們專心聆聽，勤學好問，分
享會歷時近兩個半小時。
  報告分享前，更有幸與其恩師莫雷副校長、胡中鋒院長、王紅常務副部長、張宏寶處長等前輩一起
小聚，獲益良多。

  本校中學中文科主任麥芷琪老師，參加由澳門語言學會主辦的「澳門特
區成立二十年社會語言狀況與展望」學術研討會。在會議上，麥芷琪老師發
表了《澳門培正中學語言教學的策略及特色》，向專家、學者重點分享本校
分層教學、多元語言學習平台、個性化教學、如何把語言融入生活等語言教
學策略及特色。

  本校中學中文科主任麥芷琪老師、張柏恩老師參加由南方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
司主辦的二零二零年高考作文備考研討會暨「首屆南方傳媒盃粵港澳大灣區高考
作文下水作文」大賽頒獎典禮。下水作文大賽共有一千六百四十位教師參加，最
後評出特等獎十二篇，一等獎六十七篇，二等獎一百四十篇，三等獎一百八十三
篇，麥芷琪老師獲一等獎，張柏恩老師獲三等獎。南方出版傳媒花城出版社把特等
獎、一等獎作品結集出版《大灣衝浪：名師同寫高考作文2019》，為學生提供寫
作門徑。

「澳門特區成立20年社「澳門特區成立20年社
會語言狀況與展望」學會語言狀況與展望」學
術研討會術研討會

首屆南方傳媒盃粵港澳首屆南方傳媒盃粵港澳
大灣區高考作文下水作文大灣區高考作文下水作文

高校長回母校華南師大分享高校長回母校華南師大分享

陳振濂、馬小傑蒞臨本校指導交流陳振濂、馬小傑蒞臨本校指導交流

「澳門特區成立20年社會語言狀況與展望」學術研討會

首屆高考作文下水作文
中學中文科老師得獎作品結集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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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漢語應用寫作學會 
學術研討會

    中 學 中 文 科 主 任 麥 芷 琪 老 師 於 七 月 十 六 至
十九日到山東日照參加由國際漢語應用寫作學會
主辦的第十四屆學術研討會，在主題報告中發表
論文《兩岸四地高中生自薦信學與教之比較研究
及其優化成果》，其論文獲優秀論文評獎委員會
評審為優秀論文二等獎。

麥芷琪老師帶領
澳門青年老師以本校
中華文化分享教學法

  本校中學中文科主任麥芷琪老師獲澳門中華
教育會邀請擔任「第七屆師友伙伴･攜手共進」計
劃負責導師。麥老師以「澳門培正中學中華文化
之傳統與創新」主題分享教學理論與創新方法，
並讓青年老師透過教案設計思考如何開展中華文
化課程。

國際漢語應用寫作學會第十四屆學術研討會國際漢語應用寫作學會第十四屆學術研討會 「第七屆師友伙伴･攜手共進」計劃負責導師「第七屆師友伙伴･攜手共進」計劃負責導師

  本校中華文化館主管鍾春暉博士，應聯合國
教 科 文 國 際 民 間 藝 術 組 織 邀 請 ， 赴 江 門 市 參 加
「一帶一路」文化遺產合作與交流國際研討會，
發表以「大灣區視野下的澳門文化特質及教育」
為題的演講。
  此外，鍾春暉老師應邀到澳門中葡職業技術
學校，向該校高中師生開設「中國與中華：古代
的中國夢」講座。 
  鍾老師還應邀到澳門新華學校，向該校小學
老師開設「史記概論」校本培訓工作坊，介紹古
典名著《史記》的價值，並分享在培正開設中華
經典讀書會的心得和經驗。

余少君老師在「澳門文學
研究三十年」研討會發表

  本校中學中文科余少君老師，參加九月三日由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
心 和 中 國 語 言 文 學 系 合 辦 的 「 澳 門 文 學 研 究 三 十 年 」 研 討 會 。 在 會 議
上，余少君老師發表了《澳門華文小說研究三十年的回顧與反思》，疏
理了澳門華文小說近三十年以來研究的軌跡，以及反思了當前澳門文學
教育等問題。

「澳門文學研究三十年」研討會「澳門文學研究三十年」研討會

「一帶一路」文化遺產合作與交流國際研討會「一帶一路」文化遺產合作與交流國際研討會

鍾春暉老師應邀在國際研討會
發表演講並任友校講座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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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中學中文科張柏恩老師於十月廿五至廿八日到廣東潮州參加由
兩岸語言文字交流與合作協調小組學會主辦的第三屆「兩岸語言文字調
查研究與語文生活」學術研討會。張老師在承辦單位韓山師範學院中發
表論文《海峽兩岸詞彙對應研究》，試圖從中文十億詞語料庫(Chinese 
Gigaword Corpus)切入探討兩岸四地語言文字異名同實現象、語境下的

特 殊 用 法 ， 以 及 詞 彙 語 義 相 關
的問題。
  另外，張柏恩老師帶領高二正班五位同學於十一月十八至廿
四日到湖南長沙參加由中南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主辦的首屆
「兩岸經典吟誦傳播與當代詩詞創作研究」高峰論壇。張老師在
高峰論壇中發表論文《許南英棉蘭詩的苦吟探析》試圖探討詩人
如何繼承從杜甫、韓愈至孟郊、賈島「苦吟」一脈傳統，更有意
義的是標誌着古詩空間變化——從台灣、澳門到南洋棉蘭。

郭艷玲老師應邀作班主任茶會導師
  由教青局邀請，本校郭艷玲老師獲邀請在鄭觀應公立學校「班主任
茶會——管理技巧及方法分享」作導師，分享成為班主任的經驗、管理
學生的技巧及方法。會後更有老師留下來與郭老師分享心得。

梁綺婷老師呈現
精采作文公開課

  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一日，本校小學中文科
陳美容老師、梁綺婷老師應邀赴武漢參加「兩岸四
地·第18屆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小學語文教學交流
活動」，獲得與會專家和老師們的高度評價。

鄭燕明老師主講大灣區
小學英語公開課獲好評

  十月十六至十七日，本校小學英文科梁紫君
老師、鄭燕明老師應邀赴廣州參加「2019 贏在課
堂第四屆粵港澳大灣區小學英語閱讀素養提升專
題研討會」，展示了澳門小學英語教學的特色，
受到在場專家學者及老師的好評。

2019 贏在課堂第四屆粵港澳大灣區小學英語2019 贏在課堂第四屆粵港澳大灣區小學英語
閱讀素養提升專題研討會閱讀素養提升專題研討會

兩岸四地·第18屆海峽兩岸及港澳兩岸四地·第18屆海峽兩岸及港澳
地區小學語文教學交流活動地區小學語文教學交流活動

「班主任茶會——管理技巧「班主任茶會——管理技巧
及方法分享」作導師分享及方法分享」作導師分享

第三屆「兩岸語言文字調查研第三屆「兩岸語言文字調查研
究與語文生活」學術研討會究與語文生活」學術研討會

首屆「兩岸經典吟誦傳播與當代首屆「兩岸經典吟誦傳播與當代
詩詞創作研究」高峰論壇詩詞創作研究」高峰論壇

張柏恩老師於學術研討會及高峰論壇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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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教與學

  由香港大學電子學習發展實驗室主辦的「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
頒獎典禮在香港大學舉行，本校管淑賢老師從三百多份參賽作品中獲
得「數學教學銀獎」，並於頒獎典禮中與其他得獎者交流電子教學心
得，獲益良多。

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

袁國展老師、陳少婷老師
應邀任「小學STEM
課程體驗班」導師

  由教青局主辦，陳少婷老師先後兩次獲邀在本校Lego室
為「小學STEM課程體驗班」作導師分享。是次分享會利用本
校PowerLesson 2系統，與本澳教師以互動課堂的形式，展示
及探討本校校本STEM課程框架特色，體現本校電子教學對照
顧學習差異的好處。
  此外，為推動本澳教育界的STEM教育，本校袁國展老師
亦獲教青局邀請，於十一月三十日開展了小學STEM課程體驗
班，讓本澳教育仝工體驗本校小學STEM課程，獲得教師們熱
烈的參與。

老師們參與「盛世蓮花」
文藝匯演獲好評

  澳門教育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暨澳
門特區成立二十周年「盛世蓮花」文藝匯演，本校葉健
俊、譚重儀、陶仙蓉、雷諾文老師施展渾身解數，與各
校老師一起，獻上精采絕倫的節目。

「盛世蓮花」文藝匯演「盛世蓮花」文藝匯演

「小學STEM課程體驗班」作導師分享「小學STEM課程體驗班」作導師分享

小學STEM課程體驗班小學STEM課程體驗班

黃雪蓮老師參加環境教育國際研討會
  本校黃雪蓮老師赴台參加「第29屆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國際研討
會」，並發表了《澳門培正中學環境教育策略與成果》，分享本校過往十年
的環境教育策略、推動歷程、特色活動及成果匯報。

第廿九屆環境教育學術暨第廿九屆環境教育學術暨
實務交流國際研討會實務交流國際研討會

管淑賢老師數學教學獲國際傑出電子教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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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教與學

綠色學校嘉許計劃
  由澳門環境保護局主辦綠色學校嘉許計劃，
本校榮獲綠色學校榮譽大獎。在教案設計方面，
梁艷紅老師、陳麗玲老師、梁婉屏老師和林碧珊
老師，分別獲得教案設計優秀獎。

校園節能文化活動2019
  本校在能源業發展辦公室舉辦之「校園節能
文 化 活 動 2 0 1 9 」 中 ， 獲 得 了 最 高 榮 譽 「 節 能 模
範校園大獎」，同時獲得小學組「節能校園綜合
獎」金奬及中學組「節能校園綜合獎」銀奬。林
健邦、黃雪蓮及陳少婷老師獲得「能源教學活動
獎」。由袁國展、郭振業老師帶領之同學們獲得
小學組「能源主題之科普活動奬」。初一善班吳
希翹同學獲得「節能主題之寫作奬」。黃雪蓮老
師應大會邀請在頒奬禮上分享教學心得，獲獎師
生共同出席頒獎禮。

慶祝2019年
教師節聯歡宴會

  春風化雨，作育英才。本校老師楊珮欣、劉
冠華、吳雄舟、鄧琼芳於「慶祝2019年教師節聯
歡宴會」中獲頒在澳門專職從事教育工作屆滿廿
年的教師感謝狀。另外，本校三位老師麥芷琪、
施虹冰、陳子明於聯歡宴會上獲頒「第六屆師友
伙伴攜手共進」計劃之指導老師感謝狀。

江門市新會
尚雅學校參觀交流

  十一月十一日，本校小學部數學科前往江門
市新會尚雅學校參觀交流，並參與工作坊及進行
觀課。兩校教師還圍繞STEM教學展開討論，分享
雙方經驗，均感獲益良多。

江門市新會尚雅學校參觀交流江門市新會尚雅學校參觀交流慶祝2019年教師節聯歡宴會慶祝2019年教師節聯歡宴會

校園節能文化活動2019校園節能文化活動2019綠色學校嘉許計劃綠色學校嘉許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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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教與學

訪問鳳凰城中英文學校
  十一月十二日，本校小學英文科組老師一行十六人
前往廣州交流學習，訪問了鳳凰城中英文學校。期間進
行了觀課，並與當地老師就英語教學及協同教學進行交
流，獲益良多。

訪問鳳凰城中英文學校訪問鳳凰城中英文學校

體育科赴日交流示範教學
  本校體育科組老師於十一月九至十四日期間前往日本
東京進行學習交流。其間出席了一項國際體育交流研討會 
(The 6th International Game Sense Conference)，並參
加了分別由來自美國、澳洲、日本等專家學者主持的工作
坊。老師們亦到訪了新田小學及明星學苑。杜川崎老師與
陳詠琛老師於新田小學分別主教了一節體育示範課，並觀
摩了由美國教授特意為老師們進行的體育課。老師亦有難
得的機會與當地學童共進午餐，了解日本學童的校園與學
習生活。張嘉俊老師於明星學苑主教了一節體育課，並觀摩了明星學苑學生與遠在愛知教育大學附屬名
古屋小學之遠程體育教學示範課，同時亦透過VR技術觀摩了由愛知縣學校老師進行之體育課。

Better English Conference 2019
  Four of our English teachers, Ms Tammie Fan, Ms Katie Ng, 
Ms Sou Si Man and Mr Joel Ng had a stimulating and fruitful time 
at the Better English Conference 2019 held at Robinson College in 
Cambridge.

Better English Conference 2019Better English Conference 2019

國際體育交流研討會國際體育交流研討會

Catering for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SEN)

  Eight English teachers of our school have recently 
participated in a workshop on catering for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SEN). Apart from 
becoming more aware of the needs of those students, 
they have acquired some skills to improve their teaching 
and offer more support for them. The inclusion of 
SEN students in regular classrooms is no doubt a big 
challenge for teachers, but we will spare no effort in 
serving the learning needs of our students.

catering for students with catering for students with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SEN)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SEN)153



澳門校聞訓與輔

義工隊消息
「第八屆澳門創意行動挑戰賽」
  義工隊一直鼓勵學生透過從服務中學習，培養關懷的品格以及具有行動力的領袖，讓學生自小學會
透過實踐行動，為社區帶來美好的轉變。
  本年度義工隊與澳門樂施會合作，共組織四隊樂施行動組參與「第八屆澳門創意行動挑戰賽」（簡
稱DFC），分別為：區區有靚菜、傳愛賦老、公平貿易繫小城、「源」來唔「廢」。其中「區區有靚菜」
榮獲七大特色故事獎，學生余泳欣、羅詠芝和馮藹晴、指導員黃健及何冠球、學生義工鮑翰林，連同澳
門其它代表一行十人，於十一月前往意大利羅馬參與 「I CAN 全球分享會」。

迎新活動：中學見面會，小學見面會，綠手指迎新營
  義工隊於學年初招募新成員，為讓新加入的隊員了解義工隊的運作。另外，中學新隊員到珠海有機
農場綠手指參與兩日一夜的迎新營，藉此促進團隊合作精神。

探訪活動：澳門愛護動物協會——
貓樂園，聖瑪嘉烈中心

  義工隊定期到不同社服機構進行探訪及交流，過去的十月及十一月，
義工隊組織同學到訪澳門愛護動物協會(ANIMA)——貓樂園及澳門明愛轄
下的聖瑪嘉烈中心。義工隊活動有助提昇青年義工服務的意識。

「區區有靚菜」向全球「區區有靚菜」向全球
參加者進行行動分享參加者進行行動分享 與不同地區的學生代表合照與不同地區的學生代表合照 全球分享大會澳門區師生代表合照全球分享大會澳門區師生代表合照

中學見面會大合照中學見面會大合照 小學見面會大合照小學見面會大合照 參與迎新營大合照參與迎新營大合照

參觀貓樂園參觀貓樂園 隊員關懷貓隻隊員關懷貓隻 隊員到訪聖瑪嘉烈中心隊員到訪聖瑪嘉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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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基督教事工

  歐陽效鴻牧師在暑假期間分別帶領中小學的同學
參加由不同基督教團體教主辦的營會活動，同學們能
夠從多個層面認識福音。

暑期美式英語遊藝班
  六月十七至廿一日，美國阿肯色州New Life Church有十四位導師蒞臨本校進行美式英語遊藝班，以
英語詩歌、遊戲、手作等形式，向一百五十一位小學生和三十四位中學生分享聖經故事及福音。

新學年多位傳道信徒，向師生力證信仰大能
  九月十一日，大埔浸信會澳門堂陳偉明傳道、林宇軒弟兄及張寶玲姑娘向小三四級的同學講述使
徒保羅信耶穌及努力傳福音的經歷；在九月十六至十七日，香港青年歸主協助廖發璋董事向師生們分享
「出死入生」的見證；本校毛劍賢老師在九月十八日向小一二級同學分享耶穌基督是真葡萄樹的信息。
  來自美國加州的基督徒魔術師夫婦Sparky及Honey Bun分別在十月份的學生周
會、教職員靈修會上，透過魔術表演向大家分享神改變人生命的大能。
  羅永祥校監在十一月份的教職員靈修會上，向老師們闡釋基督教世界觀的
意義及內容，幫助老師認識基督教的世界觀。
  在十一月十八至十九日小五至高三學生週會上，來自美國加州百瑞環球國
際藥物試驗和研究機構的副主任黃麗華姊妹分享「得神醫治」的見證。黃姊妹在
二零一零年患了腦癌，她靠着耶穌不僅戰勝癌魔，並且還在事業上攀上高峰。她鼓
勵同學信靠主。

理財小精兵訓練營理財小精兵訓練營

香港方舟歷奇之旅香港方舟歷奇之旅
美國教會遊學團美國教會遊學團

台灣野外挑戰營台灣野外挑戰營

大埔浸信會澳門堂陳偉明傳道在大埔浸信會澳門堂陳偉明傳道在
小三四崇拜分享信息小三四崇拜分享信息

毛劍賢老師在小一二崇拜分享信息毛劍賢老師在小一二崇拜分享信息

香港青年歸主協會廖發璋董事在工友香港青年歸主協會廖發璋董事在工友
靈修會分享「出死入生」的見證靈修會分享「出死入生」的見證

美國加州魔術師夫婦美國加州魔術師夫婦
Sparky及Honey BunSparky及Honey Bun
在老師靈修會福音魔在老師靈修會福音魔
術見證分享術見證分享

暑期多個活動營會，培育學生品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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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學生活動

方澍同學參與國慶巡遊
  北京舉行的國慶七十周年大會，有十萬名群眾和七十組花車遊行隊
伍通過天安門廣場，其中兩輛花車以港澳及澳門為主題。本校高一年級
方澍同學，穿着培正校服，站在花車上，一起參與巡遊。方同學今年與
隊友曾在「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ISEF)中獲得三等獎，參賽隊伍獲
特區政府頒授功績獎狀。

中小學歌詠隊應邀參與多項大型演出
「我和我的祖國」慶祝

中國成立七十周年合唱藝術週
  本校中學合唱團，應邀前往中山市參加「我和我的祖國」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合唱藝術週，「美好之聲」
合唱音樂會專場演出，表現出色。

基督教慶回歸晚會
「傳承‧新願景」

    本 校 多 位 同 學
於 大 三 巴 牌 坊 前 ，
參 與 基 督 教 慶 祝 澳
門 回 歸 二 十 周 年 晚
會 「 傳 承 ‧ 新 願
景 」 演 出 ， 與 在 場
逾 千 市 民 共 慶 回 歸
廿載。

雙慶聯歡晚會
  由澳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澳門蓮花衛視
共同主辦的「同聲歌祖國——政協委員與青少年
『雙慶』聯歡晚會」。
三百多位澳區政協委員
和 學 生 ， 匯 聚 美 獅 美
高 梅 劇 院 「 同 聲 歌 祖
國 」 ， 為 新 中 國 成 立
七十周年和澳門回歸祖
國二十周年獻上最誠摯
的祝福。

《承傳‧感恩》
澳門音樂界聯合 音樂會

  本校中學合唱團在導師葉健俊的帶領下，於澳
門百老匯舞台參與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
年暨澳門回歸祖國二十周年《承傳‧感恩》澳門音
樂界聯合音樂會。歌聲扣人心弦，體現出同學們擁
有愛國如家的精神。最後以《承傳》一曲，意指承
接澳門以往的輝煌，傳延下去，繼續創造更美好將
來，藉各人之力用音樂為祖國及特區獻上一份特別
的賀禮。

澳門亞洲文化藝術節
  本校葉健俊老師帶領中學歌詠隊部分同學，參
與由澳門文化藝術教育中心、澳門鋼琴調音師協會
及澳門亞洲鋼琴城、聯合舉辦之「澳門亞洲文化
藝術節2019(ACA Fest Macao 2019)」，並於不同
比賽組別獲得優異成績。獲得獎項包括： 聲樂(美
聲)公開組—成人組 一等獎： 亞軍：葉健俊(老師)
伴奏：袁潤菁(高二信)並獲得「優秀導師指導獎」 
聲樂(美聲)公開組—青年組 一等獎： 冠軍：馮頎
惠 ( 初 三 望 ) 聲 樂 ( 流 行 ) 公 開 組 — 青 年 組  一 等 獎 ：
冠 軍 ： 張 曉 婷 ( 高 一
正 ) 亞 軍 ： 徐 泓 雋 ( 高
三 善 )  季 軍 ： 霍 文 樂
( 高 三 愛 ) 殿 軍 ： 陳 彥
銘 ( 高 二 正 )  亞 洲 文
化 獎 ： 張 雅 媛 ( 高 二
愛)。

「我和我的祖國」慶祝中華人民「我和我的祖國」慶祝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合唱藝術週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合唱藝術週

《承傳·感恩》澳門音樂界聯合音樂會《承傳·感恩》澳門音樂界聯合音樂會

方澍同學參與巡遊方澍同學參與巡遊

澳門亞洲文化藝術節2019澳門亞洲文化藝術節2019
（ACA Fest Macao 2019)（ACA Fest Macao 2019)

「傳承‧新願景」演出「傳承‧新願景」演出

同聲歌祖國——政協委員與同聲歌祖國——政協委員與
青少年「雙慶」聯歡晚會青少年「雙慶」聯歡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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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小學合唱團作為澳門唯一的代表，七月六日參加首屆粤
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中山分會場，「築夢灣區步步高——向經
典致敬音樂會」，由廣州交響樂團演奏，中山籍的著名作曲家、
指揮家李海鷹指揮，會中演奏了李海鷹老師十二首經典名目。
  我校學生參與了由新進歌手賈凡領唱的「七子之歌」及「我
和我的祖國」全場大合唱，我校學生的表現非常優秀，得到李海
鷹老師及觀眾們的讚賞。

台大醫院×台北愛樂團
國際合唱音樂節

  本校中學合唱團在台大醫院參加「台大醫院
×台北愛樂團國際合唱音樂節」演出。參與演出
的隊伍包括來自天津的愛樂人音樂合唱團、台灣
民和國中濁岸合唱團、韓國Tongyeong Municipal 
Boys and Girls Choir等。

台北國際合唱大賽
  本校中學合唱團參加台北國際合唱大賽，經過
兩天的緊張比賽，在參加的兩個組別——青年組及
當代音樂組，以超水準的表現獲得銀奬。

《樂友匯聚》
    本 校 中 學 合 唱 團 於 六 月 十 六 日 參 加 《 樂 友 匯 聚 》 演
出，活動由澳門鋼琴協會舉辦，為首次五間學校合唱團之
聯合演出，同學們歌聲扣人心弦，整場演出在和諧、融洽
的歌聲裏圓滿落幕。

石榴籽心連心文化交流
  為慶祝澳門回歸二十年，內蒙古廣播電視台少兒
頻道帶了一百多位的學生遠道而來，與培正學生進行
「石榴籽心連心——文化交流活動」。參與今次交流的
培正學生分別來自小學歌詠隊、小學女子籃球隊及校
園電視台。

石榴籽心連心——文化交流活動石榴籽心連心——文化交流活動

《樂友匯聚》《樂友匯聚》

參加台北國際合唱大賽參加台北國際合唱大賽台大醫院x台北愛樂團國際合唱音樂節台大醫院x台北愛樂團國際合唱音樂節

築夢灣區步步高 —— 向經典致敬音樂會築夢灣區步步高 —— 向經典致敬音樂會

築夢灣區步步高——向經典致敬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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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齊葡」活動
  本校部份小sing星合唱團及小學葡文班同學在「齊齊葡」活
動上，分別表演歌舞《Carochinha a barata diz que tem》及演唱
葡語歌曲《Os olhos da Marianita》，同學們的精采演出，獲得
大家掌聲讚賞。會場上亦展出本校學生聲音導航的「潮語牆」。

中小學舞技出眾 巡演精采
藝文薈澳國際舞蹈節
     「 藝 文 薈 澳 」 —— 國 際 青 年 舞 蹈 節  F e st i va l  J u v e n i l 
Internacional de Dança 巡遊演出，本校中學舞蹈團沿途獻上精彩
舞姿，遊客及市民報以熱烈掌聲。在戶外專場，本校中學舞蹈團
與各地舞團再度獻藝，大受好評。

小學舞蹈隊參加「小荷風采」
獲小荷之星及小荷之家獎

   全國小荷風釆少兒舞蹈展演，是當今最具權威性、影
響力最大、水平最高的少兒舞蹈展演活動。今年第十屆從
全國及港澳地區五百多個作品中甄選出一百九十五個入圍
作品。本校小學舞蹈團《擁抱未來》獲最高獎項《小荷之
星》奬及本校獲集體最高奬項《小荷之家》獎，是港澳地
區唯一獲此殊榮之隊伍。

舞蹈隊參加全國桃李盃
教育教學成果展示活動

   第十二屆全國「桃李盃」教育教學成果展示活動，由國家文
化和旅遊部主辦，文化和旅遊部科技教育司、浙江省文化和旅遊
廳、浙江音樂學院承辦，每三年一屆是國家文化和旅遊部主辦的中
國舞蹈重大活動之一。

  澳門回歸祖國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澳門二十周年《築
夢濠江》文藝演出於駐澳部隊內劇院舉行，由我校小六學生
龍紫嵐及小學舞蹈隊共同演繹《七子之歌》，是全澳唯一獲
邀參加演出之隊伍。中學舞蹈團隊長何紀欣、周駿陽及劉慧
珊獲邀與駐軍官兵一起，在《同一夢想》節目中擔任主要演
員，高水平演繹深受歡迎和稱讚。

本校舞蹈團與駐澳部隊共同本校舞蹈團與駐澳部隊共同
上演《築夢濠江》文藝演出上演《築夢濠江》文藝演出

第十二屆全國桃李杯加緊練習第十二屆全國桃李杯加緊練習

第十屆「小荷風采」全國少兒舞蹈展演第十屆「小荷風采」全國少兒舞蹈展演

「藝文薈澳」——國際青年舞蹈節「藝文薈澳」——國際青年舞蹈節

「齊齊葡」「齊齊葡」

本校舞蹈團與駐澳部隊共同上演《築夢濠江》文藝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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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樂團於澳門青年
慶七十周年國慶演奏

    澳 門 各 界 青 年 慶 祝 新 中 國 成
立 七 十 周 年 升 旗 活 動 在 西 灣 湖 廣
場 舉 行 ， 本 校 管 樂 團 演 奏 中 華 人
民共和國國歌及《歌唱祖國》。

第二十屆澳門
管樂藝術節

    本 校 管 樂 團 在 澳 門 管 樂
協會(Macau Band Directors 
Association)主辦之第二十屆
澳門管樂藝術節中演出，大受
好評。

第五屆兩岸四地學校樂團音樂節
    本 校弦樂團於七月十一至十三日參加在本澳
舉行的「第五屆兩岸四地學校樂團音樂節」，與來
自本澳及香港、台灣、泉州的八支學校樂團交流演
出。在城市大學禮堂演出柴可夫斯基作品70號「佛
羅倫斯的回憶」，並由胡鈞再同學擔任首席。

第十二屆亞太音樂
教育研究論壇音樂會

  本校管樂團應澳門理工學院邀請，參加
第十二屆亞太音樂教育研究論壇音樂會，在
理工學院禮堂演出。

第十二屆亞太音樂教育研究論壇音樂會第十二屆亞太音樂教育研究論壇音樂會

第二十屆澳門管樂藝術節第二十屆澳門管樂藝術節

第五屆兩岸四地學校樂團音樂節第五屆兩岸四地學校樂團音樂節

本校管樂團演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及《歌唱祖國》本校管樂團演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及《歌唱祖國》

管樂團參與多項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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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綜合文藝晚會分設兩場
  一年一度的校園綜合文藝晚會，於六月廿二至廿三日在本校禮堂舉行，演出的藝術團隊包括：小學
合唱團、小Sing星合唱團、中學合唱團、弦樂團、管樂團、戲劇學會、小學舞蹈團、中學舞蹈團、中
樂團、古箏培訓班及古琴培訓班。
  郭敬文副校長致辭時表示，同學們
不但在藝術上表現出色，同時在學習以
及品德上均有良好的表現。一年一度的
校園綜合文藝晚會，目的為同學們提供
一個展示過去一年努力成果的平台，向
家長們作匯報演出，他並感謝家長、老
師的支持及同學們所付出的辛勞。

學生現場演繹
中國夢．家國情大型作品
  本校學生袁詩韻、鄺妍華、羅家瀠獲我是演
講家協會推薦，為《慶祝中國成立七十年暨澳門
回歸二十周年——中國夢．家國情大型作品徵集》
頒獎典禮上為得獎作品作現場演繹，表現優秀，
獲嘉賓們高度讚賞。

新時代同心行 現年青人朝氣
  本校近二十位同學獲邀出席澳門特區政府 「新
時代同心行」系列活動的五個交流團，分別到江
蘇、貴州、湖南、河北、廣東學習。參加師生出席
誓師大會，場面盛大熱鬧，展現年青人朝氣。

  由澳門蓮花衛視主辦，澳門基金會贊助，社會文化司及中聯辦
支持的《2019讀澳門》朗讀晚會在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舉行，蓮
花衛視進行現場錄製。這場朗讀大會體現了本澳的文化水準。澳門蓮
花衛視特誠邀本校張柏恩、林佩欣兩位老師帶領高三善吳永碩同學、
高一胡鈞再、譚綽瑤、周駿陽和劉可霖參與朗讀晚會的演出。本校同
學在第二幕「致敬經典」節目中進行表演，表演形式不僅配樂舞蹈，
而且朗誦流傳千古的李白《將進酒》樂府詩，以及張柏恩老師創作的
《望月吟詩》組詩四首；在文字裡傾聽古今，以舞蹈和朗誦的方式展
現古典詩詞，賦予中華傳統文化新的生命，向中華文化經典致敬。同
學們的精彩表演，獲得在場觀眾們一致的好評。

《2019讀澳門》朗讀晚會《2019讀澳門》朗讀晚會

新時代同心行新時代同心行慶祝中國成立七十年暨澳門回歸二十周年慶祝中國成立七十年暨澳門回歸二十周年
——中國夢．家國情大型作品徵集——中國夢．家國情大型作品徵集

校園綜合文藝晚會校園綜合文藝晚會

《2019讀澳門》朗讀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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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學生於十一月十六至二十日期間應國情教育（澳門）協
會邀請前往北京參加五天的文化交流活動，參與是次活動的同學
是在第三屆童畫中國夢國情畫比賽中成績優秀的學生。
  活動期間同學體驗了中國宋慶齡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的
科技設施，學習中國傳統文化藝術，參觀天安門及中國國家圖書
館，參與「童畫中國夢‧澳門青少年繪畫作品展」的開幕儀式，
該畫展中有四幅是本校學生獲獎的作品，而初一盧家楠同學更接
受傳媒訪問，介紹自己的創作靈感及分享對北京的感受。這次難
得的交流機會更適逢是「雙慶年」，令學生們感受更深。

2019科技週暨國家科技創新展
  本校同學積極參與科技週的各項活動，並於十月九至
十三日期間在威尼斯人金光會展的「2019科技週暨國家科
技創新展」參展，讓本澳大眾認識國家和澳門特區的科技
進步和發展。

  本校組織學生於十一月二日到澳門科技
大學參加由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澳門科學技
術 協 進 會 主 辦 的 「 2 0 1 9 當 代 傑 出 華 人 科 學
家」公開講座，由中國工程院院士、南京網
絡通訊與安全紫金山實驗室主任劉韻潔院士
和中國工程院院士、C919大型客機總設計師
吳光輝院士擔任主講嘉賓，兩位講者分別就
「未來網絡與5G的最新進展與趨勢」和「中
國大飛機自主研製之路」為主題演講。是次講座讓本校同學獲益良多，對5G和大飛機的發展有更深入了
解。

  「騰訊追夢計劃——青少年編程追夢營」，
來校簡介及進行老師培訓，以期向同學們推廣編
程教育。

騰訊追夢計劃——青少年編程追夢營騰訊追夢計劃——青少年編程追夢營

2019當代傑出華人科學家2019當代傑出華人科學家

2019科技周暨國家科技創新展2019科技周暨國家科技創新展

國情教育(澳門)協會文化交流活動國情教育(澳門)協會文化交流活動

2019當代傑出華人科學家

騰訊追夢計劃——
青少年編程追夢營

國情教育（澳門）協會文化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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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 門 科 技 大 學 產 學 研 公 司 —— 安 信 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創 始 人 兼
CEO韓子天博士蒞臨我校，為升初一暑期活動班同學主持科技講
座，主講的題目是社交機器人與擬人化。韓教授團隊曾研發出天機
一號服務機械人等，並致力於青少年機器人的教育，亦連續兩年為
我校同學提供天機一號紅藍獎學金。講座開始前韓教授為今年我校
獲獎同學頒獎，而獲獎同學亦同大家分享我校機器人團隊在設計與
比賽中的經歷。

參加國際科學博覽會(ESI)
  本校學生胡鈞再、項一凡、馮俊熙、許凱欣、許以琛、方鴻
諭、阮凱文、吳粲然、梁梓堯在高泳詩老師的陪同下，於阿布扎
比參加國際科學博覽會(ESI)，該博覽會約有七百個展位展出，同
學們與其他國家學生互相交流學習，並介紹自己的科研項目。

首屆澳門聯校科學展 本校學生獲亞軍
  首屆澳門聯校科學展覽於十月五至六日假澳門科學館會議中心舉
行，該活動由本澳八間中學學生組成的學生籌委會主導，由澳門科學館
協辦，並獲得社會文化司及特區政府的大力支持。十八支來自大灣區的
優秀隊伍參展，並由各地專業評委進行點評。除此之外，學生籌委會亦
將在場內設置多個表演和親子遊戲攤位，更設有VR和無人機等遊戲設
備。本校初三級嚴嘉欣、方良宇的「開心水農場」獲得亞軍，指導老師
為高泳詩老師。

第一屆海洋公園STEAM教育國際會議
    澳 門 培 正 中 學 生 物 小 組 帶 着 自 己 設 計 的 吉 祥 物 中 華 白 海 豚 S e a 
Sea，來到香港參加《第一屆海洋公園STEAM教育國際會議》，經過兩
天的研討會，大家都獲益匪淺。

設科同學赴蘭州科技行增見聞
  為響應澳門特區政府推出的千人計劃、培養和發掘澳門的優秀青少年，在澳門基金會資助下，培正
組織設計與科技班三十位同學到甘肅蘭州科技之旅。
  同學與科中師生代表參觀了蘭州大學，同時參觀了寒區旱區環境工程研究所的凍土工程國家重點實
驗室、冰凍圈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中國科學院西北生態環境研究院科技創新館、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
研究所蘭州重離子加速器國家實驗室。
  在參觀亞洲最大的重離子加速器的過程中，同學們聆聽來自現場工程師的親自解說，感受一百六十
米長加速環的震撼及重離子加速器在醫療方面的應用，帶給同學們一種全新的科技體驗。

第一屆海洋公園STEAM教育國際會議第一屆海洋公園STEAM教育國際會議

嚴嘉欣、方良宇的「開心嚴嘉欣、方良宇的「開心
水農場」獲得亞軍水農場」獲得亞軍

韓子天博士主持科技講座韓子天博士主持科技講座

參加國際科學博覽會（ESI)參加國際科學博覽會（ESI)

韓子天博士主持機器人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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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學生活動

「認識祖國、愛我中華」大灣區三天觀摩學習營

小學「普通話週」活動
  小學中文科在十月舉行「說普通話，品中國
節」為主題的「普通話週」活動。活動旨在讓同
學們從遊戲中認識我國傳統節日文化，了解更多
民間習俗，同時在遊戲中獲得更多練說普通話的
實踐機會，活動吸引了大批同學與家長支持。

首屆「愛‧誠信」
小學廉潔週活動

  為了讓學生認識誠信、守法和公平競爭的重
要 性 ， 小 學 品 德 與 公 民 科 與 廉 政 公 署 合 辦 首 屆
「愛‧誠信」小學廉潔週活動。

2019世界教室國際論壇
  三位高中同學唐焯恆、秦學謙及勞詠芯獲選為優秀學生，在歐陽效鴻牧師陪同下，於九月二十日至
十月六日到羅馬尼亞出席由Iasi Costache Negruzzi 
High School主辦的二零一九世界教室國際論壇。是
次活動共有二十個國家及地區的各大院校老師及學生
進行為期兩星期的國際學生文化交流活動。今次論壇
的主題是： Healthy Food: From Consumption to 
Consumerism。大會安排了一系列的講座、工作坊
及研討會讓各出席者深入了解現今世界各國食物健康
等問題及加深大家對羅馬尼亞如何解決食物健康問題
的了解。在論壇期間，本校學生製作展板介紹澳門，
並入住羅馬尼亞人的家庭，深入認識羅馬尼亞人的語
言、文化與生活，同學獲益不淺。

2019世界教室國際論壇2019世界教室國際論壇

「愛‧誠信」小學廉潔週活動「愛‧誠信」小學廉潔週活動

「認識祖國、愛我中華」大灣區三天觀摩學習營「認識祖國、愛我中華」大灣區三天觀摩學習營

    十 一 月 ， 本 校 小 六 級 前 往 廣 州 、 順
德、佛山和橫琴進行「認識祖國、愛我中
華」大灣區三天觀摩學習營。此項活動由
教青局資助。
  同學們參觀了廣州市華南科普教育基
地「廣東科技中心」、順德生態科普教育
基地「海立方海洋樂園」、佛山「廣東石
灣陶瓷博物館」，深刻感受到「大灣區」
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現代化的一面。

「普通話週」活動「普通話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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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學生活動

  本校高三學生徐延忠的「小城故事」——徐延忠個人攝
影展於青少年展藝館展出。是次展覽希望喚起大家對社會的
關注。
    郭 敬 文 副 校 長 致 辭 時 表 示 ， 攝 影 是 培 正 的 傳 統 文 化 ，
六十年代鄺乃良老師已在校園帶領師生攝影創作，以至後來
的薛力勤主任、高錦輝校長和不少老師、同學、校友均為攝
影好手。徐同學初中一之時已展示出其攝影天份，其後他的
早期作品「留‧流」讓人留下深刻印象，作品「蝸居」更獲
得國家地理雜誌獎項，難能可貴。
  高錦輝校長、郭敬文副校長、陳敬濂副校長、視藝科主
任黃慧儀，以及區頴斌老師為展覽剪綵。

北師大貴陽附中互動交流
  走進北師大貴陽附中互動交流，培正生體驗藝
術課獲益多。

應邀獻唱《七子之歌》
國慶七十周年文藝晚會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大型文藝晚會《奮鬥吧中華兒女》在北京舉行，國家領導人和
四千多名觀眾一起觀看演出。本校龍紫嵐同學與北京市海淀區實驗小學金帆合唱團獻上《七子之歌》。

龍紫嵐同學參與CCTV開學第一課
  澳門培正中學學生龍紫嵐獲邀參與中央廣播電視台央視綜合頻
道(CCTV-1)《開學第一課》節目。龍紫嵐作為澳門德智兼優的代
表，她所體現出的樂觀、積極向上深得全國青少年們的喜愛，在節
目中與清華大學附小合唱團、澳門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學生代
表，一起再唱《七子之歌——澳門》，展現年輕一代澳門學生青春
向上陽光活潑的精神面貌。

本校參與《七子之歌》演出
  央視播出《歌唱祖國‧一首歌一座城》，內
容包括澳門外景節目《七子之歌》，由本校龍紫
嵐同學、本校小學合唱團，以及其他學校、社會
各界人士聯合演出。

(CCTV-1)《開學第一課》節目(CCTV-1)《開學第一課》節目

本校參與澳門外景節目《七子之歌》演出本校參與澳門外景節目《七子之歌》演出

北師大貴陽附中互動交流北師大貴陽附中互動交流

「小城故事」——徐延忠個人攝影展「小城故事」——徐延忠個人攝影展

「小城故事」——徐延忠個人攝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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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學生活動

  本校中學合唱團參加「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
年暨澳門回歸二十周年，中國三大男高音澳門音樂會」，演
唱《七子之歌》，精采演出獲在場觀眾的熱烈掌聲。
  京澳經濟文化交流促進會主辦、澳門基金會贊助、美
高梅支持的「中國男高音大師班」於11月19日在美高梅劇
院舉行，被譽為中國三大男高音之一的莫華倫先生現場為
報名的近二百名中、小學生展開一場別開生面的音樂課。
  莫華倫先生即興邀請參加活動的培正中學合唱團演唱
《七子之歌》，並現場對合唱團進行聲樂技巧和舞台表演
指導。在互動環節中，澳門同學抓住這難得機會對莫華倫
先生提問，導師耐心地一一回答，互動氣氛良好。

    由 梁 潔 、 陶 仙 蓉 、 王 穎 瑩 三 位 老 師 帶 領
三十二位小學合唱團學生在塔石廣場參加「首屆
澳門中山文化節」活動，以壓軸節目演唱經典歌
曲《七子之歌》，場面熱鬧。

「我和我的祖國」主題會
  澳門青少年慶祝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和澳門回歸祖國二十周年系列活動「我和我的祖國」主題會在
綜藝館舉行，行政長官崔世安、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中聯辦主任傅自應等人士出席。
  本校陶昶同學演講《澳門 我願和你一起成長》，澳門青年機長林家全校友亦分享《逆風逐夢為
「澳」飛翔》。
  本校龍紫嵐同學領唱、周子喬同學朗誦以及小學合唱團卅多位學生演繹經典回歸主題曲《七子之
歌》，還與所有嘉賓及參演人員一起演唱主題會歌曲《我和我的祖國》，表達了澳門青少年們對祖國的
熱愛之情。

「我和我的祖國」主題會「我和我的祖國」主題會

「首屆澳門中山文化節」「首屆澳門中山文化節」

中國三大男高音澳門音樂會中國三大男高音澳門音樂會

首屆澳門中山文化節獻唱《七子之歌》

中學合唱團於中國三大男高音澳門音樂會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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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各項比賽獎項

語文類

第一屆澳門中學生大灣區徵文比賽
  本校同學參加由澳門大灣區青年發展協會主辦的第一屆澳門
中 學 生 大 灣 區 徵 文 比 賽 ， 獲 得 豐 碩 成 果 。 初 中 組 方 面 ， 初 二 愛
謝宛珊獲亞軍，初二信馮嘉尚、初三望陳君維獲季軍；初一正譚
鎧宜、初二信林煜翔及盧家煒、初二愛楊穎浠及陳鈞蕙、初二善
黃怡雅、初三愛李依霖及羅詠芝獲優異獎；初一善林心悅、初三
信 曾 子 樂 及 吳 粲 然 、 初 三 善 胡 甄 原 獲 最 佳 主 題 獎 ； 初 一 正 梁 曉
迪、初二信余國維獲最具創新獎；初二信張樂庭及戚錦柔、初二
愛謝宛珊及馮凱程獲最佳文風獎。高中組方面，高二信許凱欣獲
冠軍，高一信莫梓健獲亞軍，高三望劉駿浩獲季軍；高三望黃昊
泓及劉尚學、高三善陶昶、高一信楊琇煒、高一善裴先澤獲優異
獎；高三信楊可忠、高三正劉珈莉、高二正郭祺宇、高一愛胡凱琳獲最具創新獎；高二善陳顥齊、高一
愛李欣燃、高一善吳雨晴獲最具文風獎。

第五屆「我眼中的澳門」徵文比賽
  本校同學參加由澳門江門青年會主辦的第五屆「我眼中的
澳門」徵文比賽，獲取佳績。高二信項一凡獲一等獎，初二善
梁茵彤獲二等獎，高二愛周藹慧及高一望梁伊蕎獲三等獎。

  本校同學參加「全澳小學生講故事比賽2019」，參與者眾，獲
大會頒授學校嘉許大獎。在個人賽方面，同學們表現出色，獲奬名
單如下：
優異獎：小三 李栩樂
優良獎：小二 周沫涵、陳紫嫣；小四 李宇洋；小五 吳詠心、周子喬
一等奬：小三 李廸心、陶悦頤；小四 張譽騰；小五 李永雋；
    小六 馮芷穎

全澳小學生講故事比賽2019全澳小學生講故事比賽2019

第五屆「我眼中的澳門」徵文比賽第五屆「我眼中的澳門」徵文比賽

第一屆澳門中學生大灣區徵文比賽第一屆澳門中學生大灣區徵文比賽

第四屆全國學生學憲法講憲法全國總決賽第四屆全國學生學憲法講憲法全國總決賽

第四屆全國學生
學憲法講憲法全國總決賽

  本校學生陶昶，在麥芷琪老師的指導下，參加「第四屆全國
學生學憲法講憲法全國總決賽」，在演講比賽中榮獲一等獎及最
佳表達獎，同時獲教育部憲法晨讀計劃邀請，出席憲法晨讀展演
活動，向全國大中小學校展演直播。

全澳小學生講故事比賽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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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各項比賽獎項

「濠鏡蓮影」旅遊景點徵文比賽
    本 校 同 學 參 加 由 澳 門 文 化 遺 產 協 會 主 辦 的
「濠鏡蓮影」旅遊景點徵文比賽，獲取佳績。高
二愛陳思靖獲一等獎，初三望朱雅祁獲二等獎，
初三正張展柔獲三等獎。

我讀孔子徵文及硬筆書法比賽
    本 校 同 學 參 加 由 澳 門 人 文 科 學 學 會 主 辦 的
「 我 讀 孔 子 徵 文 比 賽 」 及 「 我 讀 孔 子 硬 筆 書 法
比賽」，獲取佳績。高三楊詠茵獲徵文比賽一等
獎 ， 高 二 莫 雅 婷 、 高 三 張 芷 萱 獲 徵 文 比 賽 二 等
獎，高一許凱欣、馬凝希、高三林欣蓉獲徵文比
賽三等獎；高二陳思靖獲硬筆書法比賽優良獎。

  本校同學參加由澳門中華教育會主辦的「第34屆全澳學生朗誦比
賽」，成績優異。在粵語獨誦、普通話獨誦獲獎的同學包括高三善李昱
浩獲高中粵語獨誦特優獎，初一愛何芯玥獲初中粵語獨誦特優獎，高三
善吳永碩、高二正謝瑤獲高中普通話獨誦一等獎，高三望劉梓晴獲高中
粵語獨誦一等獎，初三信林碧怡、初一信張若詩獲初中普通話獨誦一等
獎，初一信黃浩政獲初中粵語獨誦一等獎，小五愛賈子驁獲高小普通話
獨誦特優獎，小六善周清瓅獲高小普通話獨誦一等獎，小三正楊梓悠、
小四愛何嘉麗獲初小普通話獨誦一等獎，小六望譚鎧宜獲粵語獨誦一等獎，小一信徐旨樂、小四善湛曉
澄獲粵語獨誦二等獎，小五望陳昕曈獲粵語獨誦二等獎。

新濠盃漢語英雄
  第三屆新濠盃漢語英雄澳門青少年漢語知識大賽，我校小五陳鶴珣，小四梁正樂、譚淳太在施虹
冰、陳美容、鄭智伶和司徒健儀老師的指導下，以雄厚的實力及精采的表現，獲得冠軍。

保護知識產權中學生徵文及微電影比賽
  本校同學參加由澳門知識產權協會主辦的保護知識產權中學生徵文及微電影比賽，成績優異。徵文
比賽方面，獲獎名單包括高三望劉梓晴、高二望袁詩韻、聶穎君獲高中組徵文一等獎；高三望阮浩林、
梁凱瑤、蔣文宇、鄭子傑、高三正冼暉浩獲高中組徵文二等獎；高三信陳冠泓、高三望許穎心、陳浩
乾、高二望徐延忠、高二善陶昶、高一望黃凱欣、林悅兒、梁家軒、劉浩泓獲高中組徵文三等獎；初三
信莫梓健、初三正張芷桐、初一愛王明睿、初一善黃詩湲、初一光黃淨熙獲初中組徵文一等獎；初二望
陳君維、王丹怡、初二正陳恩德、初三信廖璟陶、初三愛阮凱文、初三善李潁彤、初三正沈澄獲初中組
徵文二等獎；初一望梁熙哲、初一善王琬斯、初二望梁倩欣、趙穎詩、初二愛蘇琬喬、初三望歐錦鈞、
初三愛楊琇煒、初三善黃曼晴、饒思褀、初三正林千惠、楊皓勤、鄧浩峰獲初中組徵文三等獎。 微電
影比賽，獲獎名單包括高一正關嘉琪、郭褀宇獲高中組微電影優異獎；初一信吳致軒、朱尉妍、馬昱
琪、林柏濤、林錦謙獲初中組微電影一等獎；初一望施人瑋、林祖毅、趙子樂、鮑凱健、米弘睿、張
正、翟夏木、梁正朗、霍展聰、初二望陳思宇、顏俊偉、王丹怡、何忻桐獲初中組微電影二等獎；初二
信馬楚嵐、陳晞瑤、陳俊希、初一愛陳穎妍、陳渙嵐獲初中組微電影三等獎。

第34屆全澳學生朗誦比賽第34屆全澳學生朗誦比賽

「濠鏡蓮影」旅遊景點徵文比賽「濠鏡蓮影」旅遊景點徵文比賽 「我讀孔子徵文比賽」「我讀孔子徵文比賽」

第34屆全澳學生朗誦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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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各項比賽獎項

  本校同學參加由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文化委員
會主辦的第七屆金蓮花盃徵文比賽，成績優秀。
高一周思妍獲得高中組優異獎，高一項一凡及郭
祺宇均獲得高中組入圍獎。而初一高譽愷獲得初
中組優異獎，初三陳展航及初二盧屬靈均獲得初
中組入圍獎。

互聯互通大中華青少年中文寫作比賽
  本校同學參加由北京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及香港GAPSK語文推
廣委員會合辦的「互聯互通大中華青少年中文寫作比賽」決賽，成績
卓越，獲獎者眾。決賽獲獎名單包括初三愛陳政良獲金獎，初二善趙
卓穎、初三望張柏聰獲卓越獎。優異獎同學：初一高文駿、盧家煒、
朱嫣然、蘇可瑜，初二陳俊康、吳雪兒、梁倩欣、蘇琬喬、盧嘉欣，
初三林諾賢、張証然、葉皓軒、林芷愉、張雅汶、方慧欣，小六江卓
欣、林悅澄、袁詩慧、王玥、甘凱甄、譚鎧宜、陳穎希、黃凱欣、羅
天悅。

大灣區演說家澳門區總決賽
  由澳門我是演講家協會、香港聯合出版集團、紫荊
雜誌社及廣東新勵成教育股份有限公司主辦之大灣區演
說 家 澳 門 區 總 決 賽 ， 假 科 技 大 學 禮 堂 舉 行 ， 本 校 羅 家
瀠、鄺妍華、陶昶成為進入總決賽青年組最後八強，他
們出色表現獲評委的肯定，他們於十一月二日參加大灣
區演說家總決賽，與來自大灣區的一百多位演說精英一
同較量。本校獲主辦單位頒發最積極參與團體獎。

  「2019復旦大學國際中學生模擬聯合
國大會」於七月廿六日圓滿結束，我校陳
一鳴同學在來自台灣和全國一百三十多間
名校的八百多名參賽者中脫穎而出，獲得
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最佳風采獎」。

2019復旦大學國際中學生模擬聯合國大會2019復旦大學國際中學生模擬聯合國大會

大灣區演說家澳門區總決賽大灣區演說家澳門區總決賽

互聯互通大中華青少年中文寫作比賽互聯互通大中華青少年中文寫作比賽

第七屆金蓮花盃徵文比賽第七屆金蓮花盃徵文比賽

2019復旦大學國際中學生模擬聯合國大會

第七屆金蓮花盃徵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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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各項比賽獎項

全澳青年辯論公開賽2019
  本校同學在「全澳青年辯論公開賽2019」取得
亞軍，表現出色。

第十五屆青少年科普書籍閱讀獎勵
  澳門科學技術協進會舉行「第十五屆青少年科普書籍閱讀獎勵
活動」頒獎典禮。今年主題為「熱愛科學，智慧生活」。培正中學
總獲獎人數最多（十九人），獲得優秀團體獎。另外，本屆三個組
別各設一個優秀輔導教師獎，本校老師獲得兩組教師獎，分別是高
小組郭振業老師及初中組高泳詩老師。
  獲一等獎之本校學生包括顏靖瑤、何峻騫；二等獎黃天昕、蔡
家悠、江禧源、謝宛珊、何芯玥；獲三等獎十二人。

  立橋銀行主辦「澳門青少年」在線項目「少年中
國歷史博學獎」頒獎典禮。由張海珊老師指導多位同
學，均獲優異奬。
初一：麥子純、黃浩政、梁正朗、王明睿、葉俊翹
初二：許立知、蘇俊熙、韓冷、盧家煒、翟夏木
初三：陳君維

「澳門青少年在線」項目徵文比賽
  本校同學積極參與由立橋銀行主辦「澳門青
少年在線」項目徵文比賽，在張海珊老師的指導
下，成績彪炳，囊括了「少年中國歷史博學獎」
初中組全部獎項，獲獎名單如下：張若詩、戚錦
柔、韓冷、黃浩政、蘇俊熙、梁正朗、盧家煒、
陳 君 維 。 另
外，由方秀娟
老師指導君社
校友林欣蓉獲
得「感動澳門
奬 」 年 度 大
獎。

第十八屆全澳英語大賽
  「第十八屆全澳英語大賽」在澳門理工學院
舉行，我校學生表現優秀。小三善施宇軒獲得初
小組冠軍及中國國籍最佳演講獎；小三善陶悅頤
獲得中文小學最佳演講獎；初一信林靖希獲得初
中 組 季 軍 及 中 文 中 學 最 佳 演 講 獎 ； 小 二 正 錢 經
天 、 小 五 善 鄧 希 洋
及 小 六 信 楊 凱 業 分
別 獲 得 初 小 組 及 高
小 組 優 異 獎 ， 初 三
信 鄭 愛 華 、 高 一 望
甘 文 軒 分 別 獲 得 初
中 組 及 高 中 組 優 異
獎。

全澳青年辯論公開賽2019全澳青年辯論公開賽2019

「少年中國歷史博「少年中國歷史博
學獎」頒獎典禮學獎」頒獎典禮

第十八屆全澳英語大賽第十八屆全澳英語大賽「澳門青少年在線」項目徵文比賽「澳門青少年在線」項目徵文比賽

少年中國歷史博學獎頒獎典禮 獲獎者眾

歷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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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各項比賽獎項

2019年數學思維大激鬥 頒獎典禮
  邵敏老師、蘇偉奇老師帶領學生參加了「2019年數學思維大激鬥」頒獎典禮。本校學生在此次比
賽中獲得優異成績：
小學組獲得校際賽全場總冠軍
中學組獲得校際賽全場總冠軍
小一至小六分別獲得各個級別的冠軍
獲得初一級別冠軍，初二級別亞軍，初三級別季軍
個人賽：
冠軍：幼初麥睿峯、李德言；幼高何彥希；小二劉晉亨；
   小三梁啟賢；小四吳奕軒；小五林鉑洪；小六施人銘；
   初二葉俊濠
亞軍：小一黃宇彬；小六梁嘉浩；初一黃浩政；初三張証然
季軍：幼初劉玥彤；小一徐旨樂；小二區叡恆；小三何彥樂；初一梁熙哲
金獎：幼初麥俊毅；幼高葉逸朗
   小一列柏謙、李駿熹；小二馮柏潼、蔡浚謙、鄧諾軒
   小三施懿罡；小四梁正樂、鐘文皓
   小五劉鍵楠、伍行知、施懿軒；小六葉豪翔、馮逸賢
   初一施人瑋、齊振安；初二林竑旭

WMI2019總決賽
  由邵敏老師帶隊參加的「WMI2019總決賽」
於七月十六日在日本福岡舉行，同學們取得了優
異的成績：
金獎：小一黃宇彬；小二劉晉亨；小三陳上禮、
   林昕澄；小五李思賢、陳一賢
銀獎：小二黃荻翹、李子舜；小三施詠琳、
   施詠婷；小五劉名瀚
銅獎：幼高葉逸朗；小一李善施；小二蔡浚謙；
   小三梁樂晞、楊永怡；小五潘子健
優異獎：幼高胡諾珩、許子昊、李君堯；
    小一施明竣；小二陳茵蕎

2019年國際數學競賽
  本校中、小學共十一位同學以澳門學界數學
代表身分參加八月一至五日在南非舉行的「2019
年國際數學競賽」，該項比賽吸引來自廿八個國
家／地區的一百廿四支隊伍共五百名學生參加，
本澳共派出廿四名中、小學生組成學界數學代表
隊參賽。
  個人賽方面：小五林鉑洪、小六施人銘、葉
豪翔、初三張証然獲個人銀奬；小六梁嘉浩、初
二葉俊濠、林竑旭、初三黃智仁獲個人銅奬。
  團體賽方面：小學組小五林鉑洪、小六施人
銘、葉豪翔、梁嘉浩得小組賽隊制亞軍及挑戰遊
戲隊制亞軍；中學組初一梁熙哲、初二王丹怡、
初三黃智仁及外校同學組成澳門A隊獲小組隊制亞
軍及團體亞軍；初二葉俊濠、林竑旭、余國維及
初三張証然組成組成澳門B隊獲小組隊制亞軍。

2019年國際數學競賽2019年國際數學競賽WMI2019總決賽WMI2019總決賽

2019年 數學思維大激鬥 頒獎典禮2019年 數學思維大激鬥 頒獎典禮

數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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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各項比賽獎項

第廿二屆 小學數學世界邀請賽
  在香港舉行的保良局第廿二屆小學數學世界邀請賽，澳門隊勇
奪佳績，本校施人銘同學獲得二等獎、葉豪翔、梁嘉浩和林鉑洪同
學分別獲得三等獎，同時代表隊獲頒團體優異獎。

第六十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
  第六十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於七月十四至廿三日在英國舉行，本
校四位同學代表澳門出賽，李祉諺、唐健維奪得銅獎，何俊毅、黎卓林取
得優異獎。

第六屆馬來西亞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本校小學四至六年級共三十八位同學，由彭文素老師及譚重儀老師帶隊參加十一月廿二至廿六日於
馬來西亞舉行「第六屆馬來西亞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該項賽事邀請了來自澳洲、中國、香港、
越南等十三個國家同學參加，本校小六李思賢、林鉑洪、施懿軒、劉鍵楠奪得團體賽金奬及團體亞軍。
    個 人 賽 方 面 ， 小 四 陳 上 禮 、 何 彥 樂 、 小 六 李 思 賢 、 林 鉑
洪、李泓熙獲得個人金奬；小四施懿罡、麥俊希、梁樂晞、小
五吳奕軒、梁正樂、小六施懿軒、劉鍵楠、陳柏諭獲得個人銀
奬；小四鄭灝蓁、林昕澄、吳孝謙、羅天逸、小五馬幸臨、曾
煒彬、鄧熹桐、李迪朗、小六源卓穎、杜詠桐、吳宇軒、袁皓
哲獲得個人銅奬。

第十屆世界數學團體錦標賽頒獎典禮
  第十屆世界數學團體錦標賽頒獎典禮於十一月廿四日在北京舉行，本校老師譚鴻生、邵敏、蘇偉奇
等帶領學生赴京參賽，成績優異，獲獎者如下：
個人賽：
青年組金獎：高三唐健維、黃智恆、李智仁、劉泓智
少年組金獎：初三余國維、葉俊濠、林竑旭、譚子弘、張靖坪；初二黃浩政；初一葉豪翔、梁嘉浩
兒童組金獎：小六邱焯楠、陳軒賢、李天朗
青年組銀獎：高三古宏、熊振良
少年組銀獎：初三王丹怡、吳粲然、黃天佑、顏俊偉、李泳湘；
      初二施人瑋、梁正朗；初一施人銘
兒童組銀獎：小五譚淳太、鍾文皓；小六劉名瀚、麥雅嵐、鄺子軒
少年組銅獎：初二譚貯文、張正；初一蔡垂澤、鄭子謙
兒童組銅獎：小五阮建行、劉巧盈、小六潘子健、伍行知、朱嘉培
少年組優秀獎：初三蘇俊熙；初一黃莉茵
兒童組優秀獎：小六吳宜霖、張藝鐘
團體賽：
青年組全場第三名：澳門青年隊（唐健維、黃智恆、李智仁、古宏、劉泓智、熊振良）
少年組金獎：澳門少年B隊（余國維、葉俊濠、林竑旭、王丹怡、譚子弘、黃浩政）
兒童組金獎：澳門兒童A隊（陳軒賢、劉名瀚、潘子健、邱焯楠、伍行知、鍾文皓）
少年組優秀獎：澳門少年A隊（黃莉茵、葉豪翔、施人銘、梁嘉浩、蔡垂澤、鄭子謙）
       澳門少年C隊（吳粲然、黃天佑、張靖坪、蘇俊熙、顏俊偉、李泳湘）
兒童組優秀獎：澳門兒童B隊（李天朗、譚淳太、麥雅嵐、吳宜霖、朱嘉培、張藝鐘）

第十屆世界數學團體錦標賽頒獎典禮第十屆世界數學團體錦標賽頒獎典禮

第六屆馬來西亞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第六屆馬來西亞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第廿二屆 小學數學世界邀請賽第廿二屆 小學數學世界邀請賽

第六十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第六十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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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各項比賽獎項

第34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學生獲頒最高獎項
  由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國家教育部等部委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共同主辦之「第34屆全國青少年
科技創新大賽」於澳門舉行，本屆賽事以「創新、體驗、成長」為主題，本校學生獲選為澳門學界代表
隊，憑多項優秀科創作品代表參賽，在全澳十份推薦作品中佔六份。專項獎頒獎典禮本校先拔頭籌，獲
獎眾多，高中個人：何旻駿同學作品「子母式深水水質檢測機器人」，獲得英特爾英才獎、茅以升科學
技術獎、《知識就是力量》雜誌（全國）專項獎、中銀創新科技獎。許以琛同學作品「基於響應型納米
粒用於抗癌藥物的選擇性釋放」，獲得澳門大學科技創新專項獎、中銀創新科技獎。劉昭朗同學作品
「二合一全自動智能水底機械人」，獲得安恆盃三等獎。初中個人：李彥熙同學作品「智能方舟救援系
統」，獲得澳門大學科技創新專項獎、澳門電訊數碼澳門專項獎。本校創新科技主任劉冠華獲《知識就
是力量》雜誌（全國）專項獎、輔導員科技教育創新項目一等獎。
  本校學生表現超卓，在青少年科技創新成果競賽中，本校榮獲四個一等獎，兩個二等獎，以及本屆
大賽最高獎項「中國科協主席獎」。此獎項旨在鼓勵熱愛科學、敢於創新的優秀青少年，授予大賽中最
具創新性、科學性和實用性的青少年項目。
  本校同時亦是本屆全國獲獎最多、級別最高的學校。獲獎師生名單如下：

中國科協主席獎（大賽最高獎項）及一等獎：劉昭朗（指導老師：劉冠華）
一等獎：胡鈞再（指導老師：陳家綱）、
    許以琛（指導老師：高泳詩）、
    何旻駿（指導老師：劉冠華）。
二等獎（個人）：李彥熙（指導老師：劉冠華）
二等獎（組合）：陳鎧之和楊可忠（指導老師：吳穎祺）
科技輔導員一等獎：劉冠華老師

  典禮上，本校小學舞蹈隊獲邀以創作舞蹈《擁抱未來》演出。該舞蹈表達了本校開拓青少年兒童科
技創意思維，樹立電子學習的新風尚。舞蹈員精彩的演出，給與會者留下深刻印象。

第34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閉幕式暨頒獎典禮第34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閉幕式暨頒獎典禮

科學科技類

172



澳門校聞 各項比賽獎項

國際遺傳工程機器設計競賽奪金
  本屆國際遺傳工程機器設計競賽(iGEM)於美國波士頓海因斯會議中心舉行，培正師生赴美參賽，
勇奪金獎。
  iGEM是生化工程學術界最大型的比賽，也是無數生化科技初創企業的發源地。今年參加者人數逾
四千人。培正學生胡鈞再、莫雅婷、劉駿浩、梁晉寧、李盈蓁、阮凱文、劉灝業、區秀華、楊可忠及校
友趙樂衡在化學科科主任張慧敏帶領下赴美參賽，學生們與國際知名大學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美國
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及牛津大學等同場競技，並與世界各地四十五個國家或地區的中學隊伍競逐奬
項。
  培正學生以「用於內分泌干擾素可持續降解系統」參賽，憑着高水
平 的 參 賽 作 品 ， 學 生 的 科 研 能 力 ， 以 及 流 利 的 英 語 對 答 ， 經 專 業 評 審
後，獲頒金獎。
  iGEM評審標準多元化，符合STEAM的教育理念，包括科研能力、
實驗技巧、工程製作、回應目前業界及學界的意見及需求、解決本土問
題、與社會各界的推廣互動及教育、網頁設計、海報設計以至籌募科研
經費等。培正學生歷經長時間的鑽研和培訓，以實力脫穎而出。
  是次活動，培正學生獲教育暨青年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澳門大學助理教授李子安、王雅凡及謝
瑞瑜提供研究及實驗支持、澳門科學與人工智能教育學會的大力支持，以及培正校友馮柏基及金偉德的
經濟支持和支援，還有一眾校友的協助和熱情鼓勵，充分反映培正的紅藍精神。

國際遺傳工程機器設計競賽國際遺傳工程機器設計競賽

2019澳大手機應用程式APP設計比賽
  澳門大學舉辦「2019澳大手機應用程式APP設計比賽」，本校組織同學參加比賽，在三個主題項
目中共獲7個獎項，其中一隊初二學生與大學組比拼後獲勝，可見水平之高。獲獎名單如下：
「澳大人動起來」項目
得獎獎項：傑出中學獎
指導老師：陳嘉賢老師
隊伍成員：麥子純、劉奕彤、黃文欣、溫倬穎

「澳大學生搵工易」項目
得獎獎項：一等獎（與大學組競爭，為項目最高獎項）
指導老師：陳嘉賢老師
隊伍成員：司徒浩朗、林煜翔、高文駿、楊文政
得獎獎項：傑出中學獎
指導老師：李振邦老師
隊伍成員：陳並明、項一凡、劉慶翔

「澳大智能用電」項目
得獎獎項：傑出中學獎
指導老師：林秀蘭老師
隊伍成員：莊梓彬、蘇俊熙、鍾紹宇、
     蘇俊熙、鍾紹宇
得獎獎項：優異獎
指導老師：黃燦霖老師
隊伍成員：劉丞駿、鮑凱琳、潘卓言、
     鄧浩峰、黃天佑
得獎獎項：優異獎
指導老師：林秀蘭老師
隊伍成員：林柏濤、黃健昇、盧家煒
得獎獎項：晉級獎
指導老師：林秀蘭老師
隊伍成員：屈凱蓉、張心怡、梁梓圖、
     駱穎琳、馮嘉尚

2019澳大手機應用程式APP設計比賽2019澳大手機應用程式APP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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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各項比賽獎項

  本校學生關嘉琪、陳君維在澳門電腦學會的帶領下，前往山東淄
博市參加第十七屆全國中小學信息技術創新與實踐活動。兩位同學憑
藉出色的答辯表現，關同學以作品《放不下》取得高中組微視頻創作
二等獎，陳同學以作品《澳門特色建築》取得初中組移動端網頁製作
二等獎。

  六月十一至十五日，「2019土耳其OKSEF國際科學與工程大
獎賽」於伊茲密爾舉行，本校高一胡鈞再、梁宏駿、鄺羨洳同學在
陳家綱老師指導下，以作品「衍生自金屬有機框架的雙功能氧還原
催化劑及其在鋅空氣電池中的應用」參賽，是本澳的唯一隊伍。
  是次賽事中，本校同學所參與的組別「工程與能源」為五個組
別中參賽項目最多、競爭最激烈的組別，同學們以英語解說其研究
項目及接受專業評委的提問，最後在世界各國強隊中脫穎而出，獲
最高級別的金獎，亦是本澳於該賽事中首次奪金，為澳增光。

第九屆中國寧波紙折飛機挑戰賽
  我校四位高一學生：徐子聰、林子堯、黃燁楓、何展
毅，代表出席第九屆中國寧波紙折飛機挑戰賽，何展毅獲
得留空時間全場總冠軍。

第四屆國際青少年科學發現影像大賽
  本校同學赴美國參加「第四屆青少年科學發現影像大賽」收穫豐富，獲獎詳情如下：

第九屆中國·寧波紙折飛機挑戰賽第九屆中國·寧波紙折飛機挑戰賽

2019 土耳其OKSEF國際2019 土耳其OKSEF國際
科學與工程大獎賽科學與工程大獎賽

第十七屆全國中小學信息第十七屆全國中小學信息
技術創新與實踐活動技術創新與實踐活動

第十七屆全國中小學信息技術創新與實踐活動

2019 土耳其OKSEF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

《黃金跳水記》 
作者：林芷愉、黎政彤 
奬項：一等獎、「亨達」最佳STEM獎 
指導老師：高泳詩 

《洗手學問大》 
作者：王迪生、嚴嘉欣、梅安迅、余詠芯 
獎項：一等獎、「亨達」關愛生態環境專項獎 
指導老師：高泳詩

《澳門颱風與窗戶之防災探究》 
作者：蔣文琪、林芯瑩、張展柔 
奬項：一等獎、「亨達」最佳科學表達獎 
指導老師：楊宇恆

《草與菌之大作戰》 
作者：鄺羨恩、劉朗晴、黃淨熙 
奬項：二等獎、「亨達」關注技術進步專項獎 
指導老師：陳健鴻、梁瑩瑩

《檢「茶」》 
作者：陳紫詠、張言銘、李依霖 
奬項：二等獎、「亨達」關愛生態環境專項獎 
指導老師：陳健鴻

《奇妙的菠菜烹調》 
作者：梁博淇、莫凱淇、林卓誠 
奬項：二等獎、「亨達」熱愛家鄉專項奬 
指導老師：高泳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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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各項比賽獎項

第四屆國際青少年科學發現影像大賽得獎同學第四屆國際青少年科學發現影像大賽得獎同學

《龍貓隧道》 
作者：趙凱翹、何佩沛、許賢、林浩俊 
奬項：二等獎 
指導老師：郭振業

《天然去甲醛》 
作者：潘卓言、許藍、周婉怡 
奬項：二等獎 
指導老師：陳健鴻

《聲音的奧秘知起來》 
作者：魏智誠、羅韶笙、羅啟傑 
奬項：二等獎 
指導老師：陳健鴻

《你滑倒過嗎》 
作者：張若詩、鄭善雲、吳笛、
   黃爾諾、楊文政、李泓毅 
奬項：二等獎 
指導老師：高泳詩

《廁所奧秘多》 
作者：馮嘉尚、戚錦柔、盧家煒、林柏濤、林錦鎌 
奬項：二等獎 
指導老師：高泳詩

《野餐趣事之細菌篇》 
作者：朱尉妍、關穎澄、麥子純、
   林煜翔、高文駿、利鈞宇 
奬項：二等獎 
指導老師：高泳詩

黎政彤同學獲得 2019國際青少年地球與環境科學研討會之最佳科學演示獎

175



澳門校聞各項比賽獎項

《野餐趣事之細菌篇》 
作者：朱尉妍、麥子純、林煜翔
奬項：科學探究紀錄片一等獎、
   「科學萬花筒」科學探究紀錄片之   
   最佳科學探究獎
指導老師：高泳詩 

《闖紅燈之心理因素探究》 
作者：呂穎欣、朱柏年
獎項：科學探究紀錄片一等獎、
   「科學萬花筒」科學探究紀錄片之
   最佳聲音效果獎
指導老師：高泳詩

《阿基米德鑑定皇冠之勵志故事》 
作者：戚錦柔、朱尉妍、馮嘉尚
奬項：科普動畫一等獎、
    「科學萬花筒」科普動畫之最佳創意獎
指導老師：高泳詩

高泳詩老師獲得第十屆全國青少年科學影像節優秀
指導教師獎

第十屆全國青少年科學影像節
  「第十屆全國青少年科學影像節」共收到全國三十一
個省、區、市以及香港、澳門共四千六百四十七項青少年
創作的科學影像作品。當中十九項作品獲「科學萬花筒」
最佳單項獎，本校同學佔了其中三項，詳情如下：

2019年粵港澳青少年創新觀摩賽2019年粵港澳青少年創新觀摩賽

  本校同學參加「2019年粵港澳青少年創新觀摩賽」，獲獎名單如下：

2019年粵港澳青少年創新觀摩賽

奬項：「2019年粵港澳青少年創新觀摩賽」二等獎及
   「2019年全澳青少年創新挑戰賽」一等獎
得獎同學：李彥熙、莫梓健、冼嘉俊 (指導老師：劉冠華) 

奬項：「2019年全澳青少年創新挑戰賽」二等獎
得獎同學：許以琛、劉十滔、方鴻諭 (指導老師：高泳詩)
     周駿曦、盧詠珈、莫雅婷 (指導老師：陳健鴻)
     梁穎怡、林芷愉、阮凱文 (指導老師：姚曉暉、梁瑩瑩)
     胡鈞再、梁子浩 (指導老師：陳家綱)

第十屆全國青少年科學影像節第十屆全國青少年科學影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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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澳門國際創新發明展頒獎
  「第七屆澳門國際創新發明展」獲獎名單如下：

2019WRO澳門區邀請賽
  本校於「2019WRO澳門區邀請賽」中共有六十四位同學獲獎，包括十一個WeDo常規賽一等獎、
十個WeDo常規賽二等獎、三個小學組常規賽一等獎。由蘇樂天老師指導的王智恆、古尚澧同學獲得
WeDo常規賽冠軍，李文朴老師指導的李文彥、龍思晴同學獲得WeDo常規賽季軍，袁國展老師指導的
趙樂旻、余力行、鄺梓謙同學獲得小學組常規賽季軍。

第七屆澳門國際創新發明展頒獎第七屆澳門國際創新發明展頒獎

2019WRO澳門區邀請賽2019WRO澳門區邀請賽

陳敬濂副校長獲澳門創新發明協會十年耕耘獎；袁國展老師獲澳門創新發明協會五年耕耘獎 及
優秀園丁獎；高泳詩、馬耀幹、古成威及曾玉金老師獲優秀園丁獎。

金獎 蔡家悠、盧家楠 (指導老師：馬耀幹)
陳君揚、李彥一 (指導老師：黃雪蓮)

銀獎 嚴嘉欣 (指導老師：高泳詩)

銀獎及香港特別獎 周清瓅、林蔚璇 (指導老師：馬耀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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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各項比賽獎項

  「2019WRO國際邀請賽」於丹麥舉行，本屆賽事有來自三十四個國
家的一百四十支隊伍於八月二至四日在奧胡斯相遇，本校為澳門唯一被
邀請參加的代表隊，其中小三陳上禮、小四胡諾恩、胡溢朗參加WeDo
創意賽，小五趙樂旻、馮芷穎參與WeDo常規賽。最後，陳上禮、胡諾
恩 、 胡 溢 朗 於 W e D o 創 意 賽 中 ， 以 英 文 向 參 觀 者 和 裁 判 介 紹 自 己 的 作
品，在幽默風趣的介紹下，帶領大家一起歡笑及認識同學的設計意念，
繼去年後再次獲得WeDo創意賽的冠軍。

韓國科學與工程大賽
  十月十七至廿二日期間，我校三位同學受韓國邀請參加「韓國科學與
工程大賽」，我校成為唯一澳門代表隊伍參加，該賽事為韓國選拔國家隊
伍代表韓國參加世界各地高水平科展的選拔賽，作品水平相當高。經過兩
天緊張的封閉答辯，最後高一正冼嘉俊同學以“Multi-functional Intelligent 
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獲得大會的金獎及一項專項獎，高一信
莫梓健及高一望李彥熙以“Self-Supporting Elderly Robot”獲得銀獎及兩
項專項獎，成績超卓，為澳為校爭光。

  我校VEX機械人小組在閔好年、楊堃、林浩霆老師帶領下，
於八月三至五日前往深圳，參加第三屆粵港澳大灣區機器人大賽
暨第十屆亞洲機器人錦標賽VEX中國南大區選拔賽。與來自全國
十七個省和自治區四百多支強隊同場角逐。
  A組同學具有豐富的比賽經驗，在資格賽上憑藉著對機器人
的熟練操作，最終成為全場的前八強並且獲得最佳驚奇專項獎。
  而技能賽則是最能體現編程、機械設計的穩定性和選手綜合
能力的一個專項賽，A組同學的表現近乎完美，為全世界公開比賽的最高得分，奪得高中組的冠軍。

青少年機械人世界盃
   本校初中學生李彥熙、莫梓健、梁梓堯、黃彥朗、齊振安、劉名
曦、鄭丞睎在導師劉冠華和林建源帶領下到澳洲悉尼參加「青少年機械人
世界盃2019」，勇奪RCJ@Home education項目世界賽總冠軍。

第二屆國際青少年社會科學家大會(ICYSS)
  由印度尼西亞、土耳其、塞爾維亞等國家聯合發起的第二屆國際青少年社會科學家大會(ICYSS)於
八月二十至廿六日在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舉行。我校李棟老師帶領六名學生參加心理學類別和社會
學類別比賽。學生分別就研究議題進行報告答辯和海報報告答辯。其中，高二陳一鳴、庾俊賢做的研
究《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ambling cognition and gambling intention in Macau teenagers》榮獲社會
學類別金獎（最高獎）及最佳海報報告獎。高一羅家瀠、陳顥齊所做研究《Correlation Research among 
Smartphone Addiction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in Macao Adolescents》榮獲社會學類別銅獎及最
佳海報報告獎。高一馬凝希、盧健朗所做研究《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Self-efficacy,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on Macao High School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榮獲最佳報告獎。

青少年機械人世界盃青少年機械人世界盃

第三屆粵港澳大灣區機器人大賽第三屆粵港澳大灣區機器人大賽

韓國科學與工程大賽韓國科學與工程大賽

2019WRO國際邀請賽2019WRO國際邀請賽

2019WRO國際邀請賽

第三屆粵港澳大灣區機器人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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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各項比賽獎項

  在俄羅斯雅庫茨克舉行的ASIA-PACIFIC CONFERENCE OF YOUNG 
SCIENTISTS (APCYS2019)比賽，本校共有三位學生兩個項目由澳門科協
推薦代表澳門出賽。APCYS競賽共分為物理、數學、電腦科學、生命科
學、環境科學五個範疇，競賽方式包括海報展示及口頭答辯兩個環節。
  我校於生命科學範疇取得三金一銀的佳績，高一級梁穎怡、林芷
愉的作品於海報及答辯環節均獲金奬，高二級馮俊熙的作品於海報環
節獲銀奬，口頭答辯環節獲金奬。兩個參賽作品的指導老師為姚曉暉
及梁瑩瑩。
  APCYS2020將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在澳門舉行，由澳門科學技術協

進會主辦，本校為協辦單位，屆時將有來自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約二百名參與者出席。

2018/2019學年信息、科技創新、
機械人及科學與工程比賽頒獎禮

  本校師生出席由教育暨青年局舉辦之「2018/2019學年信
息、科技創新、機械人及科學與工程比賽頒獎禮」。本學年本
校同學在一眾老師悉心指導下，獲獎者眾，碩果累累，作品備
受讚賞。其中，李彥熙及莫梓健同學獲大會邀請，於頒獎禮上
即場演示其「智能方舟水中救援系統」作品，深受歡迎。

「極光盃」科研創新比賽
  香港極地研究中心舉辦首屆中學生「極光盃」科研創新比
賽，本校學生何旻駿、劉尚學、冼嘉怡、莫梓健以「針對極地海
域探究的多功能深水數據收集機械人」參賽，獲得「極地科研貢
獻獎」及「大灣區創科金獎」，並與校董何建宗教授合照。

太陽能模型車比賽
  「第7屆澳電太陽能及電容模型車比賽」於九月廿二日於澳門
葡文學校舉行。是次賽事共有來自廿七所學校超過六百名學生組
成一百廿三支隊伍參與。其中本校的兩支參賽隊伍，最終取得第
七名。而本次賽事的指導老師分別為郭俊傑、何城坤及陳家綱。 

MIS-Week機械人擂台賽
  本校徐梓駿同學和梁浩誠同學參加「MIS-Week機械人擂
台賽」，在八隊參賽者中突圍而出，取得大亂鬥第一名。 

MIS-Week機械人擂台賽MIS-Week機械人擂台賽

太陽能模型車比賽太陽能模型車比賽

2018/2019 學年信息、科技創新、2018/2019 學年信息、科技創新、
機械人及科學與工程比賽頒獎禮機械人及科學與工程比賽頒獎禮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F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F 
YOUNG SCIENTISTS (APCYS2019)YOUNG SCIENTISTS (APCYS2019)

「極光盃」科研創新比賽「極光盃」科研創新比賽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F YOUNG SCIENTISTS (APCY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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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各項比賽獎項

Macau AI Challenge
  Macau AI Challenge是由澳門大學及阿里雲主辦的賽事，目標是讓學生使用人工智慧的技術去解決
生活實際的問題，令我們能夠建設智慧城市。本次比賽題目是辨認澳門交通道路上的交通符號，這項
技術對自動駕駛十分重要，在比賽中學生需要收集大量的交通符號相
片，然後構建一個能夠辨認的模型，在過程中學生了解並實現深度學
習的神經網絡模型，並進行改良修整，是一項難得的學習經驗，最終
本校「Hello World」隊伍獲得Originality And Novelty Awards的亞軍、
「Puiching Normal Students 01」及「Puiching Normal Students 02」
獲得Accuracy Awards優異奬。 

  由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和中國發明協會主辦之第十五屆宋慶齡少年
兒童發明獎於八月十五至二十日進行，吸引了國內外三十八支代表隊
參與，收到參賽作品三千一百一十七件。經過各地組織機構遴選申
報，專家網上初評，共選拔出二百七十件發明作品和一百件人工智能
（編程）作品入圍終評決賽，本校師生於決賽獲得優良成績。

  由澳門生產力科技轉移中心主辦第十一屆澳門學生Office 
軟件技能比賽中，高二級徐延忠同學榮獲PowerPoint項目季軍
及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國際認證，高一級林籽然同學獲
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國際認證。

氣象科學遊戲程序設計比賽
  地球物理暨氣象局、澳門科學館主辦之「氣象科學遊戲程
序設計比賽」頒獎。初二級葉俊濠、吳卓蔚、許立知、鄭愛華
同學作品「防災跑跑跑」，初一級林祺鎧、翟夏木、胡政然同
學作品「緊急求助對話機」均獲優異獎。

2019年國際地球科學奧林匹克競賽
  高三信李智仁同學參加「2019年國際地球科學奧林匹克競賽」
獲得個人銅奬，該比賽有四十三個國家地區共一百六十四位選手參
與，比賽內容除了紙本題目外，還需要到實驗室進行實驗測試，野
外進行地質、古生物調查硏究，以及以颱風為主題製作海報等，藉
著學習地球科學科能更愛我們的地球。

2019年國際地球科學奧林匹克競賽2019年國際地球科學奧林匹克競賽

氣象科學遊戲程序設計比賽氣象科學遊戲程序設計比賽

第十一屆澳門學生office 軟件技能比賽第十一屆澳門學生office 軟件技能比賽

Macau AI ChallengeMacau AI Challenge

第十五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第十五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

第十五屆宋慶齡少年兒童發明獎

第十一屆澳門學生Office 軟件技能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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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各項比賽獎項

澳門中學生綠色校園比賽
  由澳門工程師學會與永利澳門有限公司合辦之澳門中學生綠
色校園比賽，本校高樂夷、馬凝希、陳紀嵐、梁晉寧同學獲得高
中組嘉許奬；朱雅祁、譚仲軒、梁浚希、黃海姚同學獲得初中組
優秀奬。初中組更於現場向評審簡報自己作品，表現優異，獲頒
最佳台風獎。

  物理興趣小組參加九月廿一日於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舉行的
「2019 抗震杯——地震工程模型制作國際競賽」，本校是澳門
唯一參賽的學校。
  在模型製作過程中，同學學會了結構學的基本原理與設計方
法，比賽過程中同學們增廣見聞、獲益良多，其中一組：高三信
何雅芷、高曉林、連雅詠及高三望黃子進更獲得高中組別的結構
設計獎。

2019中國物理奧林匹克競賽（複賽）
  2019中國物理奧林匹克競賽（複賽）日前於廣州舉行，
獲獎學生名單如下：

一等獎：高三 黃智恆、樊鑄真、楊可忠
二等獎：高三 唐健維、何杰燊、侯之琳
    高二 黎卓林、梁肇鈞 

  由廣東發明協會、廣東教育學會、廣東省智
慧財產權研究會、廣東省少先隊工作學會聯合主
辦的「第十七屆廣東省少年兒童發明獎優秀作品
展 」 日 前 在 廣 州 市 第 六 中 學 隆 重 舉 辦 。 培 正 共
二十七個作品參賽，獲二等獎三項、三等獎七項
及創新獎十六項。

2019港澳青少年網絡技能競賽
  「2019港澳青少年網絡技能競賽」於七月九日在香港舉行，
本校岑嘉洛、鮑凱琳及黃忻凝獲代表澳門資格出賽，其中岑嘉洛
於比賽中獲得銅獎。

2019港澳青少年網絡技能競賽2019港澳青少年網絡技能競賽

第十七屆廣東省少年兒童發明獎優秀作品展第十七屆廣東省少年兒童發明獎優秀作品展

2019中國物理奧林匹克競賽（複賽）2019中國物理奧林匹克競賽（複賽）

2019 抗震杯——2019 抗震杯——
地震工程模型制作國際競賽地震工程模型制作國際競賽

澳門中學生綠色校園比賽澳門中學生綠色校園比賽

2019 抗震杯——地震工程模型制作國際競賽

第十七屆廣東省少年兒童發明獎優秀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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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各項比賽獎項

2019年寧台港澳中小學科技創新教育交流活動
  我校受邀參加由南京市教育局與南京市科學技術協會共同主辦的「2019年寧台港澳中小學科技創
新教育交流活動」，主場活動「和鳴2.0：穿越千年的禮樂」創意製作挑戰賽於七月十日舉行，來自各
地區六十二所中小學近二百六十名參賽選手同場競技。本次活動我校共
派出由初小同學及中學組同學共兩隊出賽，其中初小隊小二學生盧心
然、周海璇和小四學生曾卓謙、謝禮秦組成的「宇宙無敵隊」出戰和鳴
2.0小學組，獲最佳創意金奬、總成績銅奬、單項人工智能銅奬、單項
設計銅奬、單項創意銅奬，指導老師是林潤薇、蘇樂天；而中學組方面
我們派出小六同學古曉童、林樂禧、徐子恒組成「紅藍之光」隊越級挑
戰和鳴2.0中學組，最終獲得總成績銅奬、人工智能銅奬、單項樂手排
名銅奬、單項樂器排名銅奬，指導老師是陳少婷，此次活動收穫豐富。

小學生動手做研究計劃
  由澳門教育暨青年局主辦的「2018/2019學年小學生動手做研
究計劃」，本校小五六學生源卓穎、張善甯、宋林宣、崔天逸、黃
寶瑩、布晞彤以其作品「智能何仔公裝置製作及探究」獲得最佳研
究獎。以上作品由郭振業及林潤薇老師共同指導。

第11屆北京——澳門
中學生科技合作交流活動
  「第11屆北京——澳門中學生科技合作交流活動」在北
京頒獎，本屆的主題是人工智能的應用。本校同學徐延忠、
黃昊泓、李祉謙、劉蔚楠、鮑凱琳、劉丞駿、陳采頤、盧鍵
朗在黃燦霖老師帶領下取得了「最佳知識演示獎」和「最具
吸引力獎」。 

2019澳門資訊科技賽事頒獎典禮
  「2019澳門資訊科技賽事」頒獎典禮在十一月一日假澳門理工學院舉行。獲獎名單如下：

2019澳門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

銀獎：何俊毅、鄭昊翀、顏俊偉、梁梓圖
銅獎：黃天佑、李祉諺

2019澳門資訊科技創意大賽

高中組
優異獎：陳鐙之同學——急難救災支援無人機
大獎：龔詩雅同學——空氣質量檢測無人機
最佳創意獎：空氣質量檢測無人機
優秀導師獎：袁國展老師——空氣質量檢測無人機
初中組
優異獎：胡樂軒同學——湖上清道夫

2019澳門資訊科技賽事頒獎典禮2019澳門資訊科技賽事頒獎典禮

第11屆「北京——澳門中學生第11屆「北京——澳門中學生
科技合作交流活動」科技合作交流活動」

小學生動手做研究計劃小學生動手做研究計劃

2019年寧台港澳中小學科技創新2019年寧台港澳中小學科技創新
教育交流活動教育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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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各項比賽獎項

  「2019年Robotex世界機器人大賽國際總決賽」在十一月廿九至
十二月三日於愛沙尼亞塔林舉行，本校同學在袁國展老師、梁婉茵老
師的指導下，以及由梁婉茵老師隨行參與比賽。
  本次比賽共有十一個項目，超過一千五百隊隊伍、四千名以上選
手參加，本校的鄺漢俊、譚聿宏同學於Robomiku LEGO SUMO項目中
取得小組賽首名，於一百五十五隊隊伍中奮戰，並躋身廿八強，與其
他國家的選手較量。

  同時陳嘉昊、潘紹榮同學取得Robomiku LEGO SUMO小組賽第三名，尹梓澔、馮一翹、陳嘉怡、
黎釔呈同學分別取得Robomiku LEGO SUMO小組賽第四名，劉千悅、梁曉迪同學取得Robomiku LEGO 
SUMO小組賽第五名。

第十九屆明天小小科學家
  「第十九屆 明天小小科學家」是一項全國性的賽事，本校高三何旻
駿同學的研究項目為研發「子母式深水水質檢測機器人」用於水庫不同水
深的水質檢測及採樣，令水質的狀況及變化能夠更全面得到觀察及研究。
經過最終的評選，何同學獲得本屆活動的三等奬。 

第一屆澳門青少年科學家大會
  第一屆澳門青少年科學家大會(MYS)主題講座暨頒獎典禮在澳門大學舉行，我校七隊共獲得八個奬
項，名單如下：

第五屆海峽兩岸及粵港澳大灣區暨第九屆全澳學界紙飛機競技大賽
  澳門創新發明協會主辦「第五屆海峽兩岸及粵港澳大灣區暨第九屆全澳學界紙飛機競技大賽」於
十一月廿四日在澳門理工學院體育館舉行，本校學生成績優秀，獲獎項目如下：

第十九屆 明天小小科學家第十九屆 明天小小科學家

第一屆澳門青少年科學家大會(MYS)第一屆澳門青少年科學家大會(MYS)

第五屆海峽兩岸及粵港澳大灣區暨第五屆海峽兩岸及粵港澳大灣區暨
第九屆全澳學界紙飛機競技大賽第九屆全澳學界紙飛機競技大賽

2019年Robotex世界機器人2019年Robotex世界機器人
大賽國際總決賽大賽國際總決賽

2019年Robotex世界機器人大賽國際總決賽

銅獎 胡鈞再、梁子浩的項目 (陳家綱老師指導)
最佳海報奬

及榮譽奬 項一凡、余智斌、李心瑩的項目 (古成威老師指導)

榮譽奬

周駿曦、盧詠珈、莫雅婷的項目
(陳健鴻老師指導)
羅榆姍、黎朗妍的項目(陳小欽老師指導)
侯之琳的項目(曾玉金老師指導)
梁穎怡、阮凱文、林芷愉的項目
(梁瑩瑩老師、姚曉暉老師指導)
鄧景恆、郭曉嵐的項目(郭俊傑老師指導)

中學組飛行時間最長團體冠軍 梁肇鈞、張言銘、黃燁煈
中學組飛行時間最長團體亞軍 徐子聰、陳紫詠、林子堯
中學組飛行距離最遠個人冠軍 徐子聰
中學組花式飛行個人冠軍 徐子聰
大專組飛行距離最遠個人冠軍 君社校友林承佑
大專組飛行距離最遠團體亞軍 君社校友林承佑
紙飛機設計造型優勝奬 胡靖妮、蔡慧妍、莫睿桐
指導老師：高泳詩、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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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各項比賽獎項

第四屆中學統計海報設計比賽
  高三陶昶同學參加「第四屆中學統計海報設計比賽」，作品為
「回歸前後澳門居民結婚離婚狀況的變遷」獲優異獎；梅致常老師
獲優秀指導教師奬。

澳門旅遊文化問答比賽
  由澳門旅遊文化推廣協會主辦「澳門旅遊文化問答比賽」，由楊
宇恆老師指導的「踏上這無盡旅途」，張海珊老師指導的「蘧然」隊
分別獲得初中組亞軍及季軍，而「哈哈哈哈哈」隊和「過去飄散消散
失散花火」則晉級初中組及高中組準決賽。

第十五屆RBL機器人格鬥大賽
  第十五屆RBL機器人格鬥大賽於十月十九日於台北舉行，學校
RBL團隊能與不同地區的參賽選手進行比賽及交流，獲益良多，今次
比賽的參賽隊伍是歷屆最多，一共有八十一隊，何俊樑和余承軒同
學更獲得大亂鬥冠軍獎項，梁浩誠和徐梓駿同學則在格鬥賽中進入
三十二強。

短片拍攝 宣揚正面訊息
「不迷賭」負責任博彩短片比賽
  為向青少年宣傳「不迷賭」及「負責任博彩」的訊息，鮑思高
青年服務網絡舉辦了「不迷賭」負責任博彩短片比賽，本校初二高
天瑜、黃馨倩、米弘睿、鮑凱健、林祖毅、施人瑋以短片《賭‧
搏》奪得冠軍，初三李善揚、嚴嘉欣、尤啟樂、徐鳴羲、彭宇恆、
吳家維以短片《賭‧途》取得季軍，陳思宇、顏俊偉、王丹怡、陳
宇軒以短片《賭‧家》取得優異獎。

《長者權益保障法律制度》短片拍攝比賽
  社會工作局舉辦《長者權益保障法律制度》短片拍攝比賽，宣揚全社會共同維護長者權益的訊息。
本校由伍家明老師指導的初二高天瑜、施人瑋、林祖毅、趙子樂、鮑凱健以作品《不老爺爺》奪得冠
軍，米弘睿、梁正朗、文子聰、張正、翟夏木、霍展聰以
作 品 《 與 老 同 行 》 獲 得 季 軍 。 另 外 ， 初 二 林 靄 怡 、 胡 樂
琳、麥嘉恩、程梓悅、鄭穎芝，初三鄧光普、劉曉樂、黎
穎豪、高浩然、吳家維、何子臻、鍾健翔、方良宇、鄭麗
汶、古曉晴、陳君維，初三鄧景恆、高二區樂熙、梁曦文
和李家賢分別以作品《如果》、《誰偷走了我的時間》、
《孤老‧共融》、《者長‧長者》取得優異獎。

《長者權益保障法律制度》短片拍攝比賽《長者權益保障法律制度》短片拍攝比賽

「不迷賭」負責任博彩短片比賽「不迷賭」負責任博彩短片比賽

第十五屆RBL機器人格鬥大賽第十五屆RBL機器人格鬥大賽

澳門旅遊文化問答比賽澳門旅遊文化問答比賽

第四屆中學統計海報設計比賽第四屆中學統計海報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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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中 華 教 育 會 主 辦 的 「 2 0 1 9 年 —— 雙 慶 盃 —— 全 澳 中 學
生 短 片 創 作 比 賽 」 頒 獎 典 禮 於 澳 門 日 報 舉 行 。 本 校 紅 藍 影 画 
PCMS Studio 學生高三楊詠鈞，高二梁子君，初二宋恩妍、區
嘉璐及何曉晴獲入選獎，校園電視台學生初三朱雅祁及林芷愉
亦憑短片「望‧澳門」獲入選獎。

NOC 澳門區選拔賽（微視頻創作）
  本校同學參加澳門教育暨青年局主辦、電腦學會協辦的NOC 澳
門區選拔賽（微視頻創作），在伍家明老師的指導下，高一正班關嘉
琪、呂穎欣和高二善班余泳霖以作品《放不下》取得高中組亞軍。初
二望班陳思宇、顏俊偉、王丹怡憑藉作品《幸福筆記本》取得初中組
冠軍，而初二望班吳雪兒、梁潁欣、趙芷欣亦以作品《愛讚女孩》取
得初中組亞軍。

  為讓學生理解及闡述澳門發展文創產業豐富的文化資源，中
華文化產業促進會舉辧了「華彩葡韻」第五屆歷史文化創意短片
比賽，本校學生積極參與。其中，由伍家明老師指導的高二正班
關嘉琪、郭褀宇、凌可怡、關泳棋、初三善班趙卓穎、羅睿弘、
譚卓朗、梁翊康、林紀言、陳邦雋獲得入圍獎，由余宗軒老師指
導的初二信班張若詩、林煜翔、麥子純、馮嘉尚獲得入圍獎。 

全國科普微視頻大賽——澳門選拔賽
  全國科普微視頻大賽——澳門選拔賽，本校同學包攬雙組冠軍，獲獎名單如下：
公開組：
冠軍：蔣文琪、張展柔、林芯瑩 (同學跨組參賽)
指導老師：楊宇恆
季軍：梁定剛、李嘉盈、吳凱晴、楊鳳蘭、陳欣怡、徐諾怡 (幼稚園老師隊)
優異獎：趙樂衡校友、劉駿浩同學

中學組：
冠軍：盧詠珈、余泳霖、郭俊浩 
指導老師：楊宇恆
優異獎：嚴嘉欣、王丹怡、葉凱晴
指導老師：高泳詩
優異獎：歐錦鈞、洪啟霖、方鴻諭、林正瀚
指導老師：高泳詩 全國科普微視頻大賽——澳門選拔賽全國科普微視頻大賽——澳門選拔賽

「華彩葡韻」第五屆歷史「華彩葡韻」第五屆歷史
文化創意短片比賽文化創意短片比賽

NOC 澳門區選拔賽（微視頻創作）NOC 澳門區選拔賽（微視頻創作）

「2019 年——雙慶盃——全澳「2019 年——雙慶盃——全澳
中學生短片創作比賽」頒獎典禮中學生短片創作比賽」頒獎典禮

「2019年——雙慶盃——全澳中學生短片創作比賽」頒獎典禮

「華彩葡韻」第五屆歷史文化創意短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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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屆全澳學生繪畫比賽獲獎者眾
  本校學生參加「第四十一屆全澳學生繪畫比賽」頒獎禮，學生表現出色，獲奬眾多，名單如下：
一等奬兼獎學金：高一胡凱琳
一等奬：高二黃康庭、小五林子瑜、小一朱善悠
二等奬：
小二級：陳上揚、周灝澧、謝佳妍、蔡芷晴、黎宇晴、譚易謙、易沚禧、毛凱萱
小四級：歐錦亮、李孝晴、陳恩祈、朱翱曦、梁樂研、黎家睿、張樂怡
小五級：甄浠、劉曉蓓、陳子翹
初一級：黃昊洋
初二級：鄭善云、麥嘉恩、高譽愷、
    阮曉明、麥軒朗
初三級：陳恩琦
高一級：戴恩霖
高二級：劉穎蓉
入選獎：共三十六人

畫出1001個發明——
澳門科學館繪畫比賽
  本校學生參加由澳門科學館舉辦之「畫出1001
個發明——澳門科學館繪畫比賽」，表現出色，在是
次比賽中獲得佳績，初小組及高小組均獲得冠軍。獲
奬同學如下：

甄浠同學在德國繪畫
國際比賽中榮獲季軍

    十 月 ， 由 B M W 舉 辦 柏 林 馬 拉 松 繪 畫 比 賽
「Berlin-Marathon 14th Drawing Competition 
2019」，小五正甄浠同學以其作品Happy Runner 
(快樂的跑手)，在來自世界各地共一千八百多
幅作品中脫穎而出，於7至9歲組別獲得國際組
季軍，亦是澳門首位獲獎者。

BMW Berlin-Marathon 14BMW Berlin-Marathon 14thth  
Drawing Competition 2019Drawing Competition 2019畫出1001個發明——澳門科學館繪畫比賽畫出1001個發明——澳門科學館繪畫比賽

第四十一屆全澳學生繪畫比賽第四十一屆全澳學生繪畫比賽

藝術類

高小組：
冠 軍：甄浠 (小五)
季 軍：陳朗希 (小六)
優異獎：
小四：歐錦亮
小五：鍾欣瞳、李永雋
小六：徐樂家、吳愷晴

低小組：
冠 軍：莫俊謙 (小三)
優異獎：
小一：梁紫盈
小二：朱敬欣

186



澳門校聞 各項比賽獎項

2019畫出郵票故事創作比賽頒獎典禮
    澳 門 郵 電 局 主 辦 的 「 2 0 1 9 畫 出 郵 票 故 事 創 作 比 賽 」 、 「 第
四十八屆國際青少年信札徵文比賽」在澳門通訊博物館舉行頒獎典
禮，本校同學獲得佳績如下：畫出郵票故事創作比賽青少年組冠
軍：高一胡凱琳；季軍：高三馬筱婷；最佳作品獎：高三羅倩怡；
國際青少年信札徵文比賽第二組第三名：高一盧詠珈。

第10屆澳門時裝畫藝術
大賽頒獎典禮暨作品展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主辦之「第10屆澳門時裝畫藝
術大賽頒獎典禮暨作品展」，本校同學積極參與，表現出色，獲
得佳績。戴恩霖同學獲金獎、吳紀忻同學獲銅奬，優秀獎得主包
括喻迪、胡凱琳、馬筱婷。

第十屆(2019)澳門體育嘉年華
  第十屆(2019)澳門體育嘉年華——徵文、填色、繪畫及海報設計比賽在科學館舉行頒獎典禮，本校
同學獲獎如下：
  高三陶昶及初一唐籽妍分別奪得中學組及小學組徵文冠軍；小五梁正樂則獲小學組徵文亞軍。徵文優
勝獎獲獎者分别有高一林碧怡，初三吳雪兒，初一盧家楠，小六鄭浠潼、徐樂家，小五李莘越、盧樂盈。
  海報設計優異獎及優秀獎分别由高三勞詠芯及初二高譽愷獲得。
  繪畫高級組優勝獎由小六趙康瑤、吳愷晴、趙樂旻獲得；繪畫初級組及高級組的入選獎分别由小四
阮倩熒，小六梁慧妍、陳昕曈、源卓穎、賈子驁、李遵、蘇芷盈，初一李可柔、余兆雋、岑芷羚獲得。
  填色組入選獎的獲獎者有：小二林鈞灝，小三梁觀然、余思樂。

第十屆(2019)澳門體育嘉年華第十屆(2019)澳門體育嘉年華

第10屆澳門時裝畫藝術大賽第10屆澳門時裝畫藝術大賽
頒獎典禮暨作品展頒獎典禮暨作品展

2019畫出郵票故事創作比賽頒獎典禮2019畫出郵票故事創作比賽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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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全澳柔道公開賽
  「2019全澳柔道公開賽」於塔石體育館舉行，
我校同學在賽事中取得佳績。獲獎名單如下：
小二級 李甄正 男子兒童A組 -25公斤級 冠軍
小五級 吳諾恆 男子兒童B組 -42公斤級 冠軍
小五級 林珈豪 男子兒童B組 -42公斤級 季軍
小三級 李栩樂 男子兒童C組 -23公斤級 季軍
小六級 陳天証 男子兒童C組 -34公斤級 季軍
初一級 黃昊洋 男子兒童C組 -42公斤級 季軍

第四屆澳門運動攀登公開賽2019
  由中國澳門攀山總會主辦的「第四屆澳門運
動攀登公開賽2019」於澳門大學舉行，賽事吸引
多地攀登好手參與，場面熱鬧。本校初二級同學
米弘睿、林祖毅、袁倩瑤、黎舋蔓、陳杞泓在賽
事中表現積極，勇於挑戰，獲主辦方頒發團體優
秀表現獎。

學界排球比賽
本校男子C組冠軍

    本 年 度 學 界 排 球 比 賽 ， 本 校 男 子 C 組 發 揮 穩
定，在決賽以二比零擊敗對手，奪得本年度首個
學界排球賽冠軍。

學界排球比賽
本校男子B組冠軍

  本校男子B組排球隊伍，在本年度學界排球決
賽中，表現出色，最後以二比零擊敗慈幼中學，
獲得本年度學界排球賽第二個冠軍。

香港鄭裕彤盃排球賽
  本校男女子排球隊，參加了香港鄭裕彤盃比賽。
其中女子隊，擊敗多支香港隊伍獲得殿軍。

中小學生
柔道錦標賽

    台 灣 柔 道 協 會 主 辦
之 中 小 學 生 柔 道 錦 標 賽
於 八 月 六 至 七 日 在 高 雄
舉 行 ， 我 校 小 五 級 李 甄
善 同 學 與 外 校 學 生 組 成
聯 隊 ， 獲 得 國 小 年 級 團
體賽季軍。

第四屆澳門運動攀登公開賽2019第四屆澳門運動攀登公開賽2019

學界排球比賽本校男子C組冠軍學界排球比賽本校男子C組冠軍 學界排球比賽本校男子B組冠軍學界排球比賽本校男子B組冠軍

本校女子排球隊在暑假期間參加本校女子排球隊在暑假期間參加
了香港鄭裕彤盃排球賽了香港鄭裕彤盃排球賽 中小學生柔道錦標賽中小學生柔道錦標賽

2019全澳柔道公開賽2019全澳柔道公開賽

體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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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日本般若館空手道士
會主辦之第卅二回空手道選
手權大會，八月在京都橫大
路體育館舉行，本校小一呂
建霆獲得男子小學一年部個
人組第二名。 

  高一望班方鴻諭同學早前參加了多場的保齡球賽事，均獲
得佳績，包括「2019中國澳門十瓶國際保齡球公開賽」獲男子
級別A組第四名；「2019 STORM U22中國國際青少年保齡球
公開賽」獲國內組U15組別亞軍、U18組別季軍、U20組別第五
名、U22組別第八名；「2019年珠、澳、禪保齡球埠際賽」獲
男子單人賽冠軍、男子雙人賽冠軍、團體總冠軍。

2019「街坊盃」
全澳乒乓球團體賽

  「2019『街坊盃』全澳乒乓球團體賽」，李旭
堂校友、高一黃奕瑾、初三蘇俊熙、初三張浚軒、
初二霍展聰獲成人組亞軍；小六蘇芷盈、林璟程，
小五張祉萱、李文彦及鄧可豐獲青年組殿軍。

港珠澳青少年乒乓球友誼賽
    港 珠 澳 青 少 年 乒 乓 球 友 誼 賽 在 珠 海 斗 門 舉
行 ， 本 校 奪 得 亞 軍 。 隊 員 包 括 小 四 張 兆 鋒 ， 小
五李文彦、張祉萱、李迪朗，小六蘇芷盈、陳軒
賢，初一甄卓然、李溈瑋，初二楊文政，初三張
浚軒、蘇俊熙。

第卅二回空手道第卅二回空手道
選手權大會選手權大會

方鴻諭同學於多場保齡球賽事獲得佳績方鴻諭同學於多場保齡球賽事獲得佳績

2019「街坊盃」全澳乒乓球團體賽2019「街坊盃」全澳乒乓球團體賽 港珠澳青少年乒乓球友誼賽港珠澳青少年乒乓球友誼賽

全澳初級乒乓球團體賽殿軍
  初三愛朱震濠、初一光何天倫、初一望鍾健
濠奪得全澳初級乒乓球團體賽殿軍。

全澳初級乒乓球團體賽殿軍全澳初級乒乓球團體賽殿軍

方鴻諭同學多場保齡球賽事獲得佳績

第卅二回空手道選手權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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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時代中國杯第二屆粵港澳
大灣區乒乓球聯賽澳門潛能區賽區決賽

  「2019時代中國杯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乒乓球聯賽」澳門潛能區賽區決賽劇戰兩天，各路紅藍小
將披甲出陣，奮戰下獲以下佳績： 
男子公開組
第五名 培正隊 麥天恩 (S4D)、黃奕瑾 (S4C)、蘇俊熙 (S3A) 
U15組 
第二名 培正A 麥天恩 (S4D)、黃奕瑾 (S4C)、蘇俊熙 (S3A) 
第三名 培正B 吳希諺 (S4D)、張浚軒 (S3B)、楊文政 (S2A) 
U12組
第一名 培正C 林璟程 (P6B)、張祉萱 (P5C)、李文彦 (P5B)
第二名 培正A 甄卓然 (S1B)、李溈 瑋 (S1E)、蔡家悠 (S1B)
第四名 培正B 陳軒賢 (P6A)、李迪朗 (P5A)、張兆鋒 (P4D) 
少兒混合組 
第二名 培正A 楊文政 (S2A)、霍展聰 (S2B)、李溈瑋 (S1E)，
        取得年底在廣州舉行的總決賽資格。 
第三名 培正C 張祉萱 (P5C)、陳軒賢 (P6A)、張兆鋒 (P4D) 
第四名 培正D 李文彥 (P5B)、李迪朗 (P5A)、鄧可豐 (P5A)

2019澳門傑出青少年運動員
  高一善班麥天恩同學，乒乓球技出色，被選為2019澳門
傑出青少年運動員。

初一黃冬攸：花式五級Solo 第一名、
      花式五級Freestyle 第四名
初二郭頌欣：指定動作五級 第四名、
      freestyle 五級 第四名
初三羅詠芝：花式六級Solo 第一名、
      花式六級Freestyle 第三名
高一甘子臻：花式六級Solo 第一名、
      花式六級Freestyle 第一名
高一何承臻：花式七級Solo 第二名、
      花式七級Freestyle 第一名

2019亞洲滑冰邀請賽2019亞洲滑冰邀請賽

2019澳門傑出青少年運動員2019澳門傑出青少年運動員

2019時代中國杯第二屆粵港澳大灣2019時代中國杯第二屆粵港澳大灣
區乒乓球聯賽澳門潛能區賽區決賽區乒乓球聯賽澳門潛能區賽區決賽

2019亞洲滑冰邀請賽
  八月於泰國舉行的「2019亞洲滑冰邀請賽」，多位培正學生獲得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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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各項比賽獎項

香港保齡公開賽U15組別冠軍
初三愛方鴻諭同學勇奪香港保齡公開賽U15組別冠軍。

2019馬來西亞花樣滑冰賽
  由體育局資助澳門冰上運動總會參加的「2019馬來西亞
花樣滑冰賽」，本校學生奪得多個獎項。

初三何承臻獲花式七級金牌、指定動作金牌。
初三甘子臻獲花式六級金牌、指定動作金牌。
高三羅詠筠獲花式七級銀牌、指定動作銀牌。
初二羅詠芝獲花式六級銀牌、指定動作銀牌。
初一郭頌欣獲花式四級指定動作銀牌。

2019馬來西亞花樣滑冰賽2019馬來西亞花樣滑冰賽

2019江門市青少年劍擊比賽
  我校劍擊隊參加「2019江門市青少年劍擊比賽」，在賽事中劍手們發揮團隊精神以及有穩定的表
現。是次比賽獲獎名單如下：
個人賽
U14男子重劍個人賽：第三名 S3 宋嘉潁、譚卓朗
14+女子重劍個人賽：第一名 S4 羅焯欣、第二名 S3 林珮琪
16+男子重劍個人賽：第二名 君社 林承佑

團體賽
U14男子重劍團體賽：
第一名 S3 宋嘉潁
第三名 S3 鄺梓軒、周家弘、譚卓朗、S2 何俊廷

14+男子花劍團體賽：
第一名 S3曹博雍、第二名 S4唐穎謙、
第三名 S2陳政有、翁澤宗

14+男子佩劍團體賽：
第一名 S2曾政熙、第二名 S2陳子諾、謝祖傑、第三名 S2 鄭柏灝、溫晉樂

14+女子重劍團體賽：
第一名 S3 林珮琪、愛社 王澐、S5 黃廷薇
第二名 S3 張子彤、創社 方凱倫
第三名 S4 羅焯欣

2019江門市青少年劍擊比賽2019江門市青少年劍擊比賽

16+男子重劍團體賽：
第一名 S4梁蔚龍
第二名 S4田子傑、雅量敬、S6 黃亦韜
第三名 君社 林承佑、盛社 林子竣

香港保齡公開賽U15組別冠軍香港保齡公開賽U15組別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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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各項比賽獎項

十大傑出少年

個人成就：張証然、莫梓健、羅詠筠、
     何旻駿、賴曉樂
個人奮進：袁潤菁
社會參與：霍靉雯

優異表現獎

社會參與：朱嘉淇

個人獎項

最具禮儀獎：朱嘉淇
微電影獎項：謝茜雯、鮑翰林

第二屆京津冀——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少年精品雙創項目

第二屆京津冀——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少年精品雙創項目第二屆京津冀——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少年精品雙創項目

第五屆澳門傑出少年選舉第五屆澳門傑出少年選舉

第五屆澳門傑出少年選舉　本校多位學生獲獎
  由澳門基督教青年會主辦的「第五屆澳門傑出少年選舉」在美獅美高梅進行頒獎典禮。十大傑出少
年榮譽，培正取得七席。本校同學表現出色，分別獲得以下獎項：

  本校初中學生梁梓堯、吳粲然在北
京參加由清華大學、中國高校創新創業
教育聯盟主辦的「第二屆京津冀——粵
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少年精品雙創項
目」，憑「智能借球還球機」獲得最高
級別奬項——特等奬及最具人氣奬。而
小學同學龔詩雅、譚暉業以「空氣質量
檢測無人機」獲三等奬及最具創意奬；
另外胡樂軒、梁嘉浩以「湖上清道夫」
獲三等獎。

其他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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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各項比賽獎項

2018/2019「尋・常」消費考察獎勵計劃
  為建立青少年正確的消費價值觀，培養學生的公民責任，澳門消費者委員會舉辦了「2018/2019
『尋・常』消費考察獎勵計劃」。本校同學積極參與，且表現出色，獲獎者眾，李月婷老師更獲頒初中
組最佳指導老師獎。本校學生在初中、高中組成績卓越，獲獎名單如下：初中組：由伍家明老師指導的
初三級學生尤啓樂、李善揚、陳君維、彭宇恆、嚴嘉欣以報告《一機在手，世界我有》獲得優異獎。
由余麗君老師指導的高一級學生于安瀾、梁雅一、梁伊蕎、莫鎧澤、甘文軒、盧詠珈以報告《澳門青
少年對電子遊戲追求及消費調查》獲得最佳選題獎。由李月婷老師指導的高一及初三級學生林芷愉、
許詠晴、黎政彤、曾悅、賴悅鋆、趙詠詩以報告《齒如齊貝》取得嘉許作品獎。高中組：由黃艷梅老
師指導的高二級學生郭祺宇、胡嘉
葆、黃文軒、鄭暉業以報告《移動
支付還是傳統支付》獲得優異獎。
由余麗君老師指導的高二級學生梁
宏駿、張善美、冼國煒、羅頌妍以
報告《愈用愈多愈買愈貴？流動數
據消費的魔咒》獲得最佳創意獎。
由李月婷老師指導的高三級學生劉
蔚楠、陶昶、劉丞駿、李智仁以報
告《兩代情——冷冰冰的金錢背後
有着默默無私的愛》取得嘉許作品
獎。

  為加深學生對澳門街區及歷史文化的認識，本校同學
在陳少婷老師指導下，積極參與由市政署舉辦「漫步澳門
街之認識澳門」小學問答比賽。同學在比賽中充分發揮團
隊精神，並在十六所學校中脫穎而出，其中李天朗、吳宇
軒和鄺子軒同學獲得冠軍，伍行知、黃冕和潘志健同學獲
得殿軍。

第8屆控煙與健康校際問答比賽
  「第8屆控煙與健康校際問答比賽」來自本澳及大
灣區二十多間學校共五十六支隊伍參加。經過激烈的比
賽 ， 本 校 「 迎 難 而 上 」 隊 伍 （ 林 碧 怡 、 梁 雅 姿 、 區 柏
豪、張証然）獲得優異奬，「哈哈哈哈哈」隊伍（張若
詩、黃浩政、翟夏木、譚貯文）獲得最具創意奬。

2018/2019「尋・常」消費考察獎勵計劃2018/2019「尋・常」消費考察獎勵計劃

「第8屆控煙與健康校際問答比賽」「第8屆控煙與健康校際問答比賽」

「漫步澳門街」之「認識澳門」小學問答比賽「漫步澳門街」之「認識澳門」小學問答比賽

「漫步澳門街」之「認識澳門」小學問答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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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正中學捐贈名錄
**各項捐贈記錄，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獎助學金
捐贈者 / 捐贈機構名稱 捐贈金額(港幣) 捐贈項目用途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 11,200 2019-2020年度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1964年級協社 15,000 協社金禧紀念獎學金

吳宣倫博士(1958年級銳社) 50 +
美元1,500 吳宣倫吳胡淑慈伉儷獎學金

1970年級謙社 20,000 謙社藍寶石禧體藝、創新科技獎學金及贊助金
教育發展

捐贈者/捐贈機構名稱 捐贈金額(港幣) 捐贈項目用途
呂氏基金有限公司 500,000

贊助培正創校130周年紀念
校慶活動(晚宴)經費

田氏企業有限公司 10,000
友邦護衛有限公司 3,000
冠萬國際有限公司 10,000

培正校友銀樂隊 10,000
悉尼培正同學會 3,000

溫哥華培正同學會 5,000
美國紐英崙(波士頓)培正同學會 美元200

施永輝會長(安省培正同學會) 10,000
1955年級忠社 3,000

區卓基學長(1955年級忠社) 10,000
1957年級輝社 5,000

何澤乾校長(1958年銳社) 3,000
顧明均學長(1966年級皓社) 300,000

任國信、李焯儒、寇懷誠學長
(1969年級昇社)及

張翠芳學長(1973年級勤社)
10,000

張小靈學長(1970年級謙社) 5,000
孫啟烈學長(1972年級賢社) 600,000
莊友堅學長(1972年級賢社) 500,000

1974年級基社 5,000
章子惠學長(1976年級敏社) 1,000

1979年級榮社 5,000
何浩元會長(1981年級勁社) 10,000
余立明學長(1983年級凱社) 5,000
吳天延學長(1985年級博社) 510,000
麥心睿學長(1988年級曦社) 10,000
李旭輝學長(1994年級頌社)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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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仕榮學長(1956年級瑩社) 100,000
香港培正中學紀念林英豪校長教育發展基金

1964年級協社 60,000
1967年級恆社 150,000 香港培正中學紀念張啟滇老師教育發展基金
李黃敏儀女士 200,000

學校發展經費

1949年級堅社 3,000
葉惠康博士(1949年級堅社) 3,000
蔡美靈學長(1949年級堅社) 3,000

1959年級光社 100,000
1974年級基社 100,000

鄺鑑開學長(1974年級基社) 5,000
1979年級榮社 5,000

何浩元會長(1981年級勁社) 20,000
1989年級禮社 5,000
1994年級頌社 28,000

方正元學長(2019年級君社) 17,000
培正道浸信會 10,000 資助福音事工

Fraternal Charitable Foundation Ltd. 2,000 資助樂團慶功

Ms. Chan Siu Ching 20,000 香港培正中學高爾夫球隊
發展經費

黃慶苗伉儷 350,000 紅藍科研先鋒計劃
鄭家安學長(1954年級匡社) 1,000

培正校刊郵費及出版經費
劉龍聲學長(1960年級正社) 100

顧明均學長(1966年級皓社) 500,000
支持穗港澳各培正宗系學校

校長、老師和學生進行
聯合科研教育考察之用

1968年級仁社 500,000 修建仁社金禧校史廊/
餘款作宏揚中國文化活動之用

周武屏學長(1969年級昇社) 美元5,000
培正昇社金禧

唐世煌學長(1969年級昇社) 11,500

李思廉學長(1974年級基社) 4,000,000 重建圖書館並命名為
「基社李思廉圖書館」

田榮先學長(1974年級基社) 3,000

贊助學生參加2020年暑期
奧地利音樂交流團

黃崇基學長(1980年級穎社) 5,000
陸效民學長(1991年級勇社) 1,000
劉斯琪學長(1991年級勇社) 1,000
李玥頴學長(1991年級勇社) 1,000
黃安琪學長(1991年級勇社) 1,000
葉建雄學長(1991年級勇社) 4,000
陳景耀學長(1991年級勇社) 1,000
方正元學長(2019年級君社) 3,000

1993年級學社 36,025 購置學校器材/家具
(捐款名錄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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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正小學捐贈名錄
**各項捐贈記錄，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捐助者/捐助者機構名稱  捐助金額 捐助項目用途
Mr. and Mrs Edward C.M. Wong Foundation Ltd  HK$38,000.00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2018-2019高誠班  HK$1,000.00 捐贈小學

昇社金禧捐款  HK$150,000.00 A5 昇社室添置教學設備

楊英洋  HK$5,000.00 捐贈小學

鄺福兒  HK$5,000.00 捐贈小學

李紅榮  HK$5,000.00 捐贈小學

魏濤  HK$3,000.00 捐贈小學

韓潔  HK$2,500.00 捐贈小學

盧沛芝  HK$5,000.00 捐贈小學

吳加輝  HK$2,000.00 捐贈小學

呂培約  HK$3,000.00 捐贈小學

陳永權  HK$3,000.00 捐贈小學

周偉光  HK$2,000.00 捐贈小學

何浩元  HK$10,000.00 捐贈小學

WONG MAN YI  HK$100,000.00 2019年度老師北極考察之旅

尹奇敏  HK$50,000.00 尹奇敏獎學金 

堅社白金禧捐款  HK$3,000.00 130周年校慶捐款

光社鑽石禧捐款  HK$100,000.00 130周年校慶捐款

蔡美靈  HK$3,000.00 130周年校慶捐款

葉惠康  HK$3,000.00 130周年校慶捐款

榮社紅寶石禧捐款  HK$5,000.00 捐贈小學

基社藍寶石禧捐款  HK$100,000.00 捐贈小學

禮社珍珠禧捐款  HK$5,000.00 捐贈小學

頌社銀禧捐款  HK$28,000.00 捐贈小學

(捐款名錄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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