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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廣德校長為一九七六年級敏社校友，
六十年代入讀培正的他在幼稚園、小學和中學
度過了十三年快樂的校園生活。一九八一年大
學畢業後，張校長隨即投身教育事業，同時接
受教師培訓。一九八四年培正中小學分拆，時
任的李校長親自邀請張校長回小學執教，展開
於培正服務三十五載的里程。

    張校長凡事親力親為，積極參與培正各項
事務，盡心盡力服務學校。他憑着資深的教
學、行政管理經驗及豐富的學識，從輔導主
任、事務主任、副校長晉升至校長。校長的工
作雖然繁忙，但他仍然以身作則，不斷自我增
值，更完成了教育碩士學位。

    張校長在任期間秉承着紅藍精神，發揮培
正優良傳統，與教職員團結一致，為學校的
發展鞠躬盡瘁。為了進一步提昇師生對培正的
認識與歸屬感，張校長於上任初期已陸續籌劃
及舉辦小五尋根之旅、小四自理營、水運會、
陸運會等各類大型學校活動。為了配合體藝發
展和提升教學質素，張校長亦竭力改善學校環
境，為學生提供不同類型學習的設施和設備，
令學生有更全面的發展。

    全心全意服務培正三十五載的張校長今年
榮休了。我們懷着不捨及感恩之情，衷心祝福
張校長退休後一切順利，主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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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幼稚園、小學、中學都在培正唸書，深受培正的影響及栽培，自一九八一
年大學畢業至今，一直從事教育工作，凡三十餘年從未間斷，一九八五年獲李仕
浣校長賞識邀請返回母校任教，曾擔任輔導主任、事務主任，一九八六年結婚，
太太是榮社的社友，我們便住在學校宿舍，宿舍是在舊禮堂後台二樓(即今日K座新
大樓)，每當深夜有警鐘誤鳴、暴雨水浸、小偷光顧等，我都要處理安排。住宿舍
期間兒子(二零零四年雄社)及女兒(二零零八年希社)相繼誕生，宿舍很有懷舊的味
道，除了我一家外，亦有蚊子、小蟑螂、蜥蜴、蜘蛛、老鼠等同住，很是熱鬧，但
很感恩的，這些鄰居訓練子女們的膽量，使他們不會太懼怕那些「同屋共住」們。
一九九七年升任副校長，任行政期間亦曾任教社會、常識、英文、數學、聖經等科
目，二零零六年舊禮堂拆卸重建，我們一家離開宿舍，而我有幸可參與禮堂重建工
程，新K座為一幢十五層高大樓，內有可容近千人音樂廳式有升降樂池的大禮堂，
以及室內體育館等設施，務求使同學有更多使用空間，提高教學質素。二零一一年
李校長榮休，本人接任成為培正小學第二任校長，由於之前擔任過不同的行政職
位，對學校之行政、運作、管理，財政、人際溝通等累積不少經驗，又曾任培正同
學會副會長十餘年，與校友們建立良好關係，奠定廣闊人際網絡，又代表教會出任
香港浸信會聯會理事，並在浸聯會轄下部中事奉，與辦學團體有多方面的溝通，加
上很喜歡接觸學生及家長，於出任校長期間，得到廣泛支持，令校政推行暢順，舉
辦的活動多姿多彩，看見同學們露出可愛的笑容，甚或見到我時跑來抱住我的腳，
就是我最大的回報。
    感謝主讓我藉着培正得到祝福，從師長身上學到不少知識、做人道理及紅藍精
神；從母校亦認識了主耶穌，得着救恩，一生跟隨祂；從兒時就認識了一班同學，
大家一起經歷，一起成長，直到今天大家亦能維繫紅藍情誼，所以有機會回饋母校
是我一生最大的榮譽，並一心只想做好自己的職份。
    轉眼三十五年過去了，是時間讓新一代接手承傳，在此特別感謝學校的信任，
各同工在教學工作上的努力及配合，各家長、同學的愛戴，各校友學長們的支持鼓
勵，你們對校長的恩情，校長會銘記於心。
    但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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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講你不知道，原來校長小時候也遇
到過令他望而生畏的老師，這位老師就是
他五年級時的班主任何老師。大嗓門的何
老師對學生要求非常嚴格，教訓學生的時
候像老虎一樣，學生們都很怕她，私底下
給她起了個外號，叫「何老虎」。
    說起「何老虎」，校長臉上卻洋溢着
開心的笑容。原來校長至今仍忘不了何老
師對學生滿滿的愛心。校長說他曾被何老
師推選為班長，給了小小的他極大的自
信。每次當他在早上幫老師拿功課時，何
老師總是很關心他，叮囑他要小心。何老
師很喜歡獎勵他們，最喜歡請他們吃「發
達糖」。每次當他吃到何老師給的發達
糖時，心裏就感覺到何老師對他們的愛。
雖然何老師很「惡」，但她的用心鼓勵與
愛，令兒時得校長立定了志向—要有服
侍人的心。

發達糖與何老虎

立定志向——要有服侍人的心立定志向——要有服侍人的心

    當我們問起校長，最喜歡哪個科目時，校長說喜不喜歡哪一科，很大程度
和自己的能力有關係。讀得不好，就更加沒有信心，考試成績也會更低，變成
惡性循環。校長最害怕數學科，因為他每次考試都不及格。他在家裏六姐妹中
是唯一的男孩子，所以媽媽對他要求很高。可惜，小學時候的他沒有辦法和數
學算式溝通，看到數學題目，就會覺得很恐懼。在四年級的一次測驗中，他全
軍覆沒，得了零分，沮喪極了！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數學老師竟然給了他
五分，鼓勵他不要放棄。這「五分」一直陪伴着他，警醒着他：要努力向前，
取得好成績。自此之後，他努力進取，成績慢慢追上。在培正的工作中，有時
也需要他處理學校的財務、財政……今天的張校長已不再害怕數學，也會運用
數學方面的知識去處理工作。

五分的測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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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告訴我們，在他那個年
代，學生多，沒有那麼多的活動設
施，大家最喜歡的活動就是打乒乓
球。當時，學校星期三、六是半天
上課，所以星期三下午，他們就會
留在學校打乒乓球。男同學們最喜
歡的就是下課後拿着乒乓拍跑去乒
乓球桌，分組打乒乓球。令校長印
象最深刻的，是每個組的組員都互
相包容，對於校長這個球技最差的
「小尾巴」，竟然從來沒有被同學
嫌棄，還成為大家爭搶的對象。校
長說：「這令我深深體會到學校培
養了學生之間的紅藍精神，令培正
同學之間互相兼容，互相體諒，擁
有一顆謙卑的心」。

謙卑的心

明天上學又可以去打乒乓球了明天上學又可以去打乒乓球了

長大後我會比你高長大後我會比你高

紅藍精神伴我成長紅藍精神伴我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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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的中學時期都會遇到不同的困難，我們非常好奇校長在中學時期
遇到最大的困難是甚麼？意想不到的是，校長竟然告訴我們他的困難是在學
習方面。原來校長小時候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學霸」呢！校長坦言，他在
數理方面沒甚麼天份，當時的校長也曾因成績而感到氣餒，有時更會羨慕於
這些學科滿有天份的同學。接觸文科後，他對文科開始產生濃厚的興趣，甚
至找到自己心儀的科目，所以最後選擇了攻讀文科。可是，校長在文科的學
習之路不是一帆風順。在當時補習風氣
並不盛行的年代，補習的費用十分昂
貴，一般的家庭很難負擔。在沒有其他
人的幫助下，校長只好硬着頭皮，尋找
不同方法鑽研學科，最終屢破難關，找
到屬於自己的出路。聽着校長的娓娓道
來，我們仿佛也置身其中，深深地被他
堅毅的求學精神所感動。校長鼓勵我
們，每一個人的成功都不一樣，關鍵在
於尋找自己所好，然後努力實踐，千萬
不要因為一時的挫折而放棄。

面對挫折，收穫成功

校長和第一年任教的中學生愉快郊遊校長和第一年任教的中學生愉快郊遊

老師同學的大合照老師同學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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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培正讀書十三年，其中最大
的得着就是結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好
友。」校長道。他眉飛色舞地和我們分
享他的交友趣事。他和很多好朋友都是
相識在培正，從幼稚園到中學一直互相
扶持，一起成長。校長笑稱，他的媽媽
也在培正結識到一班好友！在他讀書的
年代，每天都是由媽媽送飯給他和姐
姐，所以媽媽自然也跟其他同學的媽媽
成為好朋友。即使媽媽現在已達九十嵗
的高齡，也不時會相約她的好友出來飲
茶，笑談校長和其他同學的兒時趣事。
    校長自豪地告訴我們，培正學生最
大的特色便是凡事不會去比較或計較太
多。正所謂「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過去多年，不論是誰遇到困難，同學之
間都會義不容辭地主動互相幫忙。直至
現在，校長和朋友們也經常聚首一堂，
每次聚會的話題總離不開培正，大家習
慣了聊聊近況，沉浸在回憶舊日讀書的
點滴中……

友誼長青

中學的班相中學的班相

運動會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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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學生涯結束後，初出茅廬的張校長曾多次求職，也
曾在其他私立中學任職過一段時間。在這期間，他深深地
覺得社會對孩子的關注不夠，同時覺得教書有挑戰性，因
而確定了自己投身教育的決心。一九八五年他接受前任校長
李校長的邀請，回到母校任教。在李校長的身邊耳濡目染，

令當時年輕的他受益匪淺。其中，張校長印象最深刻的是李校長
對他的考驗。有一天李校長忽然問：「你知道學校有多少個坑渠蓋嗎？」張
校長頓時語塞，答不上來。當時住在學校宿舍的張校長，當晚立刻走遍校園
角落，數出了四十七個坑渠蓋。第二天，當張校長急不及待地向李校長確認
答案時，李校長竟然又問了一個問題：「那麼坑渠蓋中有多少個是方的，多
少個是圓的呢？」張校長又一次語塞，內心感慨萬分。他深深地感受到，作
為校長，對學校的一花一草、一磚一瓦都瞭如指掌，是一件多麼不容易的事
啊！此後，張校長以此激勵自己，更加努力﹑盡心地做好每一項工作。

一九九七年度畢業典禮一九九七年度畢業典禮

老師時期的辦公室老師時期的辦公室

坑渠蓋的方與圓

大學畢業照大學畢業照

校長第一次參加家長會校長第一次參加家長會

7

在          的日子——老師篇在          的日子——老師篇培培正正



    當張校長由老師晉升為輔導主任、事務主任後，工作愈加繁忙，每天都
要面對大大小小的挑戰。令他至今仍記憶猶新的，是當年開學第一天的午飯
時間。那時候，身為主任的他，負責處理飯堂的位置編排。當他進入飯堂，
面對超過一千四百個搭膳同學，頓時手忙腳亂起來。很多同學找不到自己的
位置，導致遲遲未能開飯，情況相當混亂。當時剛剛上任的張校長感到十分
內疚，更一度想過辭職。但他最終沒有放棄，努力檢討午膳的流程，編排亦
漸漸變得順暢。經一事，長一智，校長認為萬事開頭難，最重要的是遇到困
難時，要積極想辦法，不輕言放棄，勇往直前，最後定能成功。

    結婚之後，張校長便入住了學校宿舍。自此，
校長不分晝夜，擔起了學校的大小事務。校長說：
「校園和家園的界線漸漸變得模糊。放學後，校園
的所有範圍都是我的家園。」當時校長會於晚飯後
和家人漫步校園，或在學校範圍踏單車，享受繁忙
工作後的溫馨時光。他珍惜多年來投放在學校的努
力和感情，亦希望所有老師和同學都跟他一樣，愛
惜培正這個家。

二零零三年信社成立典禮二零零三年信社成立典禮 運動會合照運動會合照

開學日的大混亂

學校是我家

張校長的子女兒時張校長的子女兒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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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宿舍學校宿舍

張校長與舊同事合照張校長與舊同事合照

多年前舉行的退修日多年前舉行的退修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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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校長在任期間，舉辦了不少大型的集體活動：每年舉辦的尋根之旅、畢業
營、水運會等活動，張校長都置身其中，與師生同樂。張校長告訴我們，以往學
校的配套不足，因此大型的校外活動不多。當年他任職副校長時處理學校事務，
言辭懇切地說：我很感恩，因為神給了我這個機會，所以我一定要身先士卒做到
最好。
    榮升校長後，陸續推出不同的活動，例如不同的營會、幼稚園水運會……校
長的話裏總是充滿了感恩，他慶幸同工多方面的配合，每次活動都順利完成。張
校長亦說到，這些活動令他吸收了經驗，不斷地做出改進。
    第一年的畢業營，學生洗澡時跑出
了不少蟑螂，學生們都嚇得雞飛狗跳。
第二年的畢業營，張校長早早地為學生
們準備了一大堆殺蟲水，並在學生入住
前，把每個房間都噴上殺蟲水。雖然是
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但是卻令學生們深
深感受到校長無微不至的關懷。張校長
臉上掛着滿足的笑容稱：「在不斷地實
踐中才能得到寶貴的經驗！」 以校長身份參與畢業禮以校長身份參與畢業禮

貼心的殺蟲水

    校長在任九年間，最引以為傲的便是能夠傳承培正的傳統。追溯培正的歷
史，培正是由一群華人基督徒於一八八九年所創立，秉承尊師重道、不忘本的優
良傳統。每年舉行加冕典禮都會邀請榮休的老師、校長參與。即使已離開培正數
十載，仍會為這份情誼回來相聚，可見大家對培正的歸屬感。
    回想有一年的聖誕聚餐令張校長難以忘懷，當時，學校依舊按照傳統邀請了
年屆七、八十歲的退休老師前來相聚。聚餐後，張校長看到李校長與中學的鄭校
長一同攙扶着一位年邁的老師下樓梯，言談間得知老師正打算到附近坐巴士回屯
門的家，便二話不說直接截停了一輛的士，並付了錢讓的士司機送老師回家。張
校長說：「正因為前任校長們的身教，讓我深受啟發，亦知道要以身作則，學生
們看到便會潛移默化，這便是培正的精神。」
    相信大家都會好奇張校長退休後的打算。被問及日後的計劃，張校長希望能
致力於教會的侍奉，同時亦希望可將於學校的數十年管理經驗和心得，與其他的
學校分享，盡自己的能力幫助他人。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仍能在不同的地方
看到張校長的身影，發揚紅藍精神！

傳承傳統，發揚紅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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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與學生相處的時光珍惜與學生相處的時光

我們都是培正的一份子我們都是培正的一份子

恭賀培正130周年恭賀培正130周年

於130周年晚宴相聚於130周年晚宴相聚

張校長太太得到外界的嘉許張校長太太得到外界的嘉許

    採訪到達尾聲，校長語重心長地說「如果
教育是你的理想，就一定要堅持下去」。他寄
語年輕的老師，單身是上帝的恩賜，但家庭也
很重要的。有了家庭，尤其是有了小孩子後，
就會擁有不一樣的經歷，人生變得更加豐盛，
對孩子的理解會更加深刻。
    校長希望老師們可以珍惜機會，更進一
步。在教學的同時，多參與行政工作，接受挑
戰，幫助更多的人。他還寄望老師們在教學的
過程中，向學生傳遞基督的信仰，萬事以神的
說話為中心。

校長的寄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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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施惠老師
    在我唸培正小學的時候，張校長是我們的張
副校。
    那時常覺得張副校很慈祥，特別是得知他是
同學的爸爸，就覺得份外親切。在學時，每逢
張校長在學校重要場合出場，同學們都會極度興
奮，因為大家都知道張副校將會帶領眾人高唱校
旗歌—一首深受全體同學歡迎的首本名曲。
    光陰如梭，轉眼間二十年又過去，衷心祝福
張校長的退休生活多姿多彩、健康快樂！

黃麗芬老師
    作為老師，每天總是忙忙碌碌的，與同事
擦肩而過，只能匆匆打個招呼或點點頭。有時
候在校園碰到張校長，也會因各有各忙而未能
停下腳步作深入交談。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前幾年我因患病要
請假。那次我找校長詳談，除了訴說將要面對
治療的心情，亦分享在當中神的恩典。校長雖
有很多事務要處理，但仍馬上放下手上工作，
聽我傾訴，還多番提醒我不用擔心工作，因為工作的路很漫長，當前急務是調理身
體。對於一個患病的人來說，這一番鼓勵的話實在令人溫暖。
    校長退休在即，相信他一定捨不得離開培正，因為這裡充滿回憶。張校長，希望
您在未來的日子可以和太太好好享受生活，更多經歷神的恩典。

李永威助理副校長
    不論你是訪校嘉賓、家長、學生、老師、教職工，
踏入培正的第一課，就是由張校長聲音導航，現身說
法，細訴培正百年歷史。這一課或包括張校長在培正成
長的心路歷程；或包括培正發展的鴻圖大計，一言一
語，都活潑地圍繞着培正的。張校長就是這樣的忠心事
主，這樣的心繫培正。在此祝願張校長退休後仍為主所
用，身心康泰，主恩常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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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淑嫻老師
    與張校長共事已有廿年多，而相處時間較多也是近這
幾年，尤其是全校教職員一同外出交流及與小五、小六師
生一起到廣州尋根之旅，能放下忙碌的教學工作幾天，在
旅程中輕輕鬆鬆遊玩，實在難得！上年也有機會和張校長
及約四十位學生到台中台南遊學，看到校長與當地校長、
學生打成一片，一起共舞，互相交流，氣氛融洽！在此祝
願校長退休生活幸福美滿！

游駿傑老師
    培正小學規模龐大，教職員有百多人，張校長日理萬
機。我這個無名小輩有幸今年擔任教職員會主席一職，多了
機會接觸張校長。張校長平易近人，藹然可親，面對德高望
重的他，我可以毫不拘謹隔閡。感恩能與張校長有相處的時
光，給我很多啟示和指導。
    張校長服務培正數十載，培育了無數精英，張校長榮休
在即，令人不捨。我們會秉承張校長的精神，薪火相傳。祝
願張校長開展人生另一新里程，主恩常偕。

孫紅紅副校長
    張校長，衷心感謝你多年來於培正的教育工作，秉持
着紅藍精神，在培正默默耕耘，春風化雨，對學生們孜孜
不倦的訓勉，並致力培養學生們正確價值觀、人生觀及優
良品德，啟發及激勵無數紅藍兒女。願神繼續賜福您退休
後的生活，堅立您的事奉，讓您的家庭更蒙恩福！
    最後，我祝張校長退休後可與夫人享受人生，但願上
帝繼續賜福張校長的退休生活。

陸煥明老師
    感謝神，有幸與張校長共事二十多年，從他身上讓我看見何謂
培正紅藍精神—勤奮、勇毅、刻苦、耐勞……
    張校長榮休在即，這位多年來謹守崗位，忠心耿耿的僕人快
要退休了，為此替他高興和向神感恩；就此祝願張校長退休後的
生活較退休前更為精采，繼續帶着基督的香氣和使命進入人群，讓
別人從他身上看見神的榮耀，並得着更多的祝福。
    更祝願滿有慈愛的神繼續看顧和保守張校長，讓他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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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 陳美恩家長
    張校長，感謝你多年以來的付
出。回想起這些年來與你相處的點
滴，在校園不時看到你主動地以友
善親切的笑容向學生、家長握手問
好，當我們在學校為同學準備活動
時，你不時會來關心鼓勵我們，更
表現出感激我們所作之心。我們內
心縱然有不捨之情，但願你退休後
能享受和家人相伴的美好時光，願
神的恩典加倍的臨到你一家。

(小五) 曹浩欣家長
    「辦法總比困難多」，這句鼓勵的
聲音是由我踏入校園後，常常聽到由他
真心地發出，他就是張廣德校長。
    我們敬愛的張廣德校長，今年踏入
光榮退休的階段。回顧過去在校園的光
輝歲月，仿似昨天的事。尤其是在腦海
中，特別記得他在清早時段，站在紅閘
前，用親切誠懇的態度及微笑去迎接每
一位的學生及家長，而且他會主動與人
溝通，彼此關心及分享大小點滴，當細
心聆聽他的點滴，就會聽到內容包含
了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
善、信實、溫柔及節制。
    從學生的言行表現更突顯張校長的身體力行，緊貼時代的需要，用心關愛學生，
並創新不同的課程去配合學生的全人發展，而且保留嚴守紀律的制度，互助互愛，以
禮待人，正正活出了校訓「至善至正」，紅藍兒女的寶貴精神。
    尊敬的張廣德校長，「活到老學到老」的終身學習精神，在您的身上光芒四射，
相信退休對您而言，正是另一個「學習旅程」的開端。新的旅程等待您，加油！為自
己的人生，計劃下一個階段，開創「更美好的日子」，為主耶穌作鹽作光，在地上活
出更美更好的見證。
    培正小學永遠是您的家，歡迎您隨時回家看看！我們感謝您為學校發展所付出的
心血和努力。作為學生及家長一定會薪火相傳，不辜負您殷切的厚望。
    祝 張廣德校長  身體健康  喜樂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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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二) 楊日家長
親愛的張廣德校長：
    時光飛逝，不知不覺間認識您快四年
了，而感覺卻好像相識了四十年似的，您就
像我多年尊敬的校長，有一份深深的感情。
我一直對您心存感激，至今絲毫未減，時刻
希望可以盡我所能去報答學校。感謝您帶領
香港培正小學做到聖經所講：「教養孩童，
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使一棵棵小樹苗茁壯成長，而我兒子則有幸
在這麼好的學校讀書。
    當收到您快將退休的消息時，我剎那
間愣住了，您看起來還很年輕，怎會這麼
快退休。每當想起這事，眼眶不期然有點
濕潤，心裏萬般不捨，很想您多做幾年，
卻又希望您經過多年的辛勞，可以退休後
好好休息。心中百感交集，與您相處的一
幕幕畫面，不禁湧上心頭。
    第一次見到張校長，就在大兒子的開
學禮，聽到您的勉勵和祈禱，我就知道香
港培正小學是一所非常好的學校。往後不
時在早上見到您在學校門口跟學生、家長
打招呼，沒有高高在上的氣場，卻有和藹
可親的魅力，大人和小孩都自然地走近，
只要看到張校長，心情就會變好，個個笑
容滿臉。
    除了對學生的關愛外，我亦很欣賞您
對家長義工隊的全力支持，您親自參加多
項義工隊活動，例如親子一日遊，家長義
工聯歡會等，回想起您陪大家去馬屎洲的
地質公園、大潭郊野公園，陪大家上山下
水、陪大家沿途有講有笑，陪大家合照，
那份情讓我難忘。我還留意到您與不同家
長傾談時，縱使話題重複，仍充滿熱情地

耐心解說，完全發揮培正的紅藍精神，說
話溫文爾雅，如一位謙謙君子。
    您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帶唱校旗
歌的時候，「Ray Ray我培正培正、Ray Ray我
培正培正、Ray Ray我培正Ray! Ray! Ray!」，您
唱得正氣凜然，豪情萬丈，帶動學生唱得情
緒高昂，連我也感到肅然起敬、心情激盪，
忍不住跟着您邊唱邊揮動手臂。
    您最讓我敬佩的地方是要「教好」學
生，而非教「好學生」的理念，恩威並
重，深得學生敬愛。有次在家長義工隊的
分享會中，您講述小孩學習有快有慢，每
人開竅的時間不同，但在培正讀書，能養
成高尚品格及良好學習態度，終身受用，
即使去到世界各地，也能面對挑戰，開創
自己的天地。您的一席話讓我時刻銘記、
獲益良多。
    張校長心繫培正，全心全意，無私奉
獻的精神令我景仰，多年春風化雨，教導
不少學生，這份恩情深深烙印在我和眾多
學生及家長的心裏。雖然您快要退休了，
想必我們還會在學校重遇，這份感情將會
一直延續下去。在此祝張校長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

香港培正小學
二正班楊日爸爸敬上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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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 鄭希瑜家長

握握手，做個好朋友握握手，做個好朋友

    張校長即將榮休了，不知道大家最值得回憶的事是甚麼呢？
    對我和兩個女兒來說，最喜歡就是和張校長握手。
    是關懷。張校長從不間斷地給予孩子們真摯的關懷和支持。從
幼兒班開始，大女兒不但可以常常在校門前和校長握手問好；在生
日會和畢業禮也得到校長的祝福和勉勵。儘管在疫情當下，社交接
觸減少了，握手避免了；張校長早上仍然一如既往地在校門前迎接
每一位同學，隔着口罩關切地問候大家。就是這種關懷，讓孩子們
每天都喜孜孜地上學。
    是幫助。小女兒是外來生，跟姐姐一起上學是幸福；加入培正
大家庭，是大幸福。我家衷心感謝張校長的幫助，讓女兒倆有機會
在培正讀書，學做善良的人，行走正直的路。同時，我也盡力回饋
學校，積極參與家長義工服務，和女兒一起培養對學校的歸屬感。
家校能夠互相效力，見證孩子們愉快地學習和成長，我們培正的家
長也是幸福的。
    是力量。去年，大女兒得了一場大病。我家衷心感激張校長，
學校及教會各位在我們休學治病期間的關懷和問候。張校長曾經寫
了一封信給女兒，為她打氣。女兒知道校長掛念她，十分高興。張
校長在信中的承諾亦成為女兒康復的目標—
  「希瑜：
  知道你不舒服，但要加油，禱告，
  校長亦為你加油禱告。期待你回來學校，
  再和校長握手。
  張校長」
    感謝天父，女兒康復了。開學復課時，她首先就是要找張校長
握握手。校長的問候和勉勵，成為她康復的力量和前進的勇氣。我
家滿心感謝張校長和學校，讓女兒再次回到培正的懷抱裡。
    現在，張校長即將榮休了。我們衷心為張校長和家人送上祝
福，願您身體健康，生活愉快。請校長有空回來探望我們，再和大
家握握手，做孩子們一輩子的良師益友！

三正班鄭希瑜、二善班鄭希瑤家長應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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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 鄺偉兆家長
    二零一三年是我兩位小朋友入讀培正小學
的日子，由那時候開始我就認識了張校長。早
上，他常常在學校門前迎接小朋友上學，每一
位小朋友也喜歡跟他握手和說聲早。我和他的
接觸由二零一四年開始增加，那時候我參加了
「家長義工的義工旅行」，大家一起去了西貢
行山，發現原來瘦削的張校長行山時氣也不
喘，十分厲害。他每天也進行鍛鍊，由家裏步
行三十分鐘回校，所以行山時可以氣定神閒。
我聽到張校長退休的消息，十分捨不得，但是
也衷心希望他可以好好享受退休生活，不用再
為學校忙碌和操心。

(小六) 黃俊澔家長
    張校長雖然是一位校長，但我覺得他更像一位明星。每次張校長的出現，總有家
長或同學找他拍合照，受歡迎的程度真是無人能及。從大兒子俊熹(奕社)入讀培幼開

始，到二兒子俊澔(超社)，到妹妹芊穎(高班)，
我在培正已經走過十五年了，再加上自己在培
正讀書的時光，我從未見過有一位校長可以那
麼受歡迎的！
    同學及家長的愛戴，不是必然的。張校長
一星期總有數天早上會在校門迎接同學仔進入
校園，這不只是小學上學時，幼稚園上學時也
可以見到張校長的蹤影，午飯後，放學時，也
可以見到張校長，這樣親民的校長，那會有同
學家長不喜歡他呢？
    自從張校長正式升任校長後，給我最深刻
的印象是他身形上的變化，他竟然可以比放暑
期前瘦了很多，差不多有一倍呀！當時真的有
點擔心他的健康，幸好原來只是工作壓力，當
時張校長還說笑這可以當是減肥。
    張校長用心為培正，每事親力親為，使培
小有了很大的變化。到了今天，他榮休了，祝
願張校長能好好享受退休生活，有空便回家探
望一班學弟學妹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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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

    張校長退休在即，同學們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對他的感謝和不捨之情。

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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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

(小三信)黃晞桐
我的校長我的校長

　　他是我們的街燈，引領着大家向前走。他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高挺的鼻樑上掛
着一副黑色的眼鏡，還蓄有一把又直又濃密的短髮。你知道他是誰嗎？他就是香港培正
小學的校長—張校長。
　　張校長是一個平易近人和健談的人。當我向他提出問題和意見時，他都會用心地聆
聽並在短時間內回答我的提問。我們每次聊天時，他的臉蛋上總是掛着一個甜蜜的笑
容，樣子顯得十分慈祥，很受同學們歡迎和擁戴。
    張校長不但平易近人和健談，而且十分勤奮和盡責。有一天午膳時，我經過校長
室，看見他犧牲了午膳時間，繼續為學校事務而忙碌。我認為張校長這份對工作的熱誠
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無論是學校的大小事務，他都十分關注。有時，他更會在午膳時
抽空到課室探望我們，並監察飯商提供的食物是否合乎標準，讓同學們吃得健康。
　　我覺得自己很幸福，因為可以在香港培正小學遇到這位仁慈的校長。我一定會珍惜
在學校學習機會，為更美好的明天努力。

(小三誠)朱妍睿
我的校長我的校長

    他有一張國字臉，一雙瞇縫眼，一個高挺的鼻子，一張又大又紅潤的嘴巴，還有
一頭烏黑的頭髮。他是誰？他是我的校長──張校長。
    張校長是一個又幽默又細心的人。在小一的時候，我第一眼看見張校長時，滿以
為他是一個嚴肅的人，誰知道他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讓我分享一次經歷吧﹗
    那天，我的朋友陳希諾沒有帶水瓶，所以我陪她去找水機。可是我們走來走去，
根本找不到水機。突然，前方的門打開了，從房間走出來的竟然是張校長！我們心裏
忐忑不安，深怕他會責備我們為何在校園裏漫無目的地遊走。我們呆在那裏，目不轉
睛地看着校長。沒想到，他看到了我們，笑着問：「你們在這裏做甚麼？」「她沒帶
水。」我說。校長帶陳希諾和我到喝水機前，並從櫃裏拿了一個杯給陳希諾，然後還
幫她倒水呢！陳希諾喝着水，校長跟我們講笑話，引得我們哄堂大笑。我那時才發
現，校長原來是一個幽默的人呢！
    原來一位受人尊敬的校長也能與學生打成一片，原來我們不可以只看一個人的外
表，要跟他相處後，才能了解他的內心，才會知道一個人真正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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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真)潘姿楠
我的校長我的校長

　　我的校長名叫張廣德。他那一頭黑
髮中，夾雜着少許白頭髮，挺直的鼻樑
上架着一副方形的眼鏡，還有一張大大
的嘴巴和兩片厚厚的嘴唇。他有一雙會
笑的眼睛，給人一種親切的感覺。
　　每天一大清早，張校長便站在校門
前跟家長和同學打招呼，噓寒問暖，他
的性格既親切又不造作，令人感到輕鬆
愉快。張校長的關心讓原來害羞的我也
變得開朗了。
　　記得有一次考試後的集會上，張校
長不但稱讚成績優異的同學，還用他小
時候在數學科取得「10」分的經歷來鼓
勵成績差的同學不要氣餒。他對同學公
平公正的性格讓我學會每個人都有優點
和缺點，我們要互相包容。
　　我覺得他是個平易近人的校長，不會
像一般校長那麼嚴肅，而且很了解小孩的
需要，所以他所到之處，都有很多學生包
圍着他。我也希望像張校長一樣，做一個
正直和討人歡喜的人。

(小三正)葉承恩
我的校長我的校長

    他擁有一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一個高挺的鼻子，一張大小適中的嘴
巴，還有一頭烏黑的短髮。他是誰
呢？他就是我的校長──張校長。
    張校長很有愛心，又十分和藹可
親。下雨天的時候，他常常在學校門
口迎接同學上課，對同學們十分關
愛，所以我們都很喜歡他。有一次，
我捧着沉甸甸的書本，不慎被地上的
石頭絆倒了，張校長立刻來幫我。他
不但幫我拾起書本，還說：「你沒事
吧？」
    張校長不但很有愛心，而且十分
謙虛。記得有一次，在結業禮的時
候，他說自己小時候不是全班最優秀
的。他說這句話，我覺得他其實想鼓
勵學生：只要努力，將來一定會有成
就，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我覺得張校長是我的引路明燈，
是我的大樹，為我遮風擋雨。張校長
要榮休了，我很感激他，掛念他。張
校長，謝謝您，希望您能繼續做我的
校長！

(小三望)李心喬
我的校長我的校長

　　張校長是我們尊敬的校長，他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高挺的鼻子上架着一副方
方的眼鏡。張校長的頭髮烏黑濃密，穿着整齊的西裝，看起來十分穩重。
　　平易近人的張校長非常愛護學生，他每天一早都會在學校門口和我們打招呼，迎
接我們上學。小息的時候，他會走過來關心我們，問問我們學習的進度，問問我們喜
歡玩甚麼遊戲。
　　張校長熱愛工作，我們常常看見張校長穿梭於校園的角落，認真地工作。他會巡
視校園，接見家長，也會在週會中給我們訓話。他整天忙碌地工作，把校園管理得很
好，使我們有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
　　我很喜歡張校長。張校長就像燦爛的太陽，每天照耀我們，陪伴我們成長。我們
會把他平日對我們的教導深深地記在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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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

(小三光)郭芊蔚
我的校長我的校長

    我愛我的學校、老師和同學，但我更愛我的校長。
    我的校長有一雙細小的眼睛，他笑起來的時候，眼睛是彎彎的。他有一把烏黑的
頭髮，臉上常常掛着笑容，令我感到很溫暖。
    校長是一個有愛心和樂於助人的人。去年聖誕節，校長帶我們到老人院報佳音，
和我們一起唱歌。我看見校長和長者一起聊天，逗得他們十分開心，還主動關心長
者，我從校長身上學會「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
    校長也是一個和藹可親、平易近人的人。剛過去的秋季旅行，校長主動地跟我們
玩集體遊戲，和我們打成一片。校長對我們十分親切，令我十分難忘。
    我很敬愛我的校長，他快將退休了，希望他一直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小四真)陳溢希
給校長的一封信給校長的一封信

親愛的張校長：
    您最近的生活過得好嗎？當我知道您快要離開培正小學後，我感到很傷心啊！大
家一定會很捨不得您！我寫這封信給您是想跟您道別和感謝您，默默地栽培着我們這
些幼苗，使我們茁壯成長。
    多年以來，您在學校提供了很多學習資源和活動給同學們，也設計了各個科目，
還興建了圖書館和體育館等設施，讓我們在知識的海洋裏暢遊，又能夠舒展身心。我
真的很喜歡您為我們準備的活動，既可以結交朋友，又可以從遊戲中學習課外知識。
    雖然我們相處的時間不長，但每次進入校門時，您都會用最燦爛的笑容去歡迎我
們。即使天氣很炎熱，看着您挺直的身軀，慈祥的臉孔，您就像守護神一樣，讓我感
到溫暖和安心。
    有一次，我參加陸運會二百米田徑比賽。當我跑得筋疲力盡的時候，我突然想起
了您曾經對我說：「不要放棄，做事要堅持才會有機會勝出。」所以，我馬上充滿了
力量，像箭一樣，努力地奔向終點。雖然我最後還是沒能獲得獎牌，但我學會了只要
有恆心，事情就會成功。我會永遠把您說的話銘記於心。
    張校長，我不會忘記您對學校的貢獻，您讓我們在培正大家庭中好好學習。我希
望您日後可以多休息，保持身體健康。最後，我在這裏再次送上我衷心的謝意。
    謹祝
安好

四真班學生
陳溢希敬上
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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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望)鄧敬衡
給校長的一封信給校長的一封信

尊敬的張校長：
    您好嗎？我知道您馬上要退休了，而
我真的很捨不得您，所以寫了這封信來跟
您道別。
    張校長，我每天回校上課時，總是看
見您帶着一副慈祥的笑容，從雨操場走過
來，跟同學握手。有一次午膳時，我吃完
午餐後，在學校裏閒逛。經過您辦公室旁
的會議室時，我從門的縫隙裏看見了您正
在準備會議要用的資料。那時，我心想：
嘩！張校長明明可以用自己的休息時間去
吃午飯或休息，為甚麼他要去準備會議的
資料呢？校長，我真佩服您啊！
    我十分感謝您常常用自己的經歷來鼓
勵我們。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是去年的
結業禮。那次，您提醒我們要努力做好自
己，還說我的幸福不是必然的，應該要懂
得去感恩。自此以後，這些話都常放在心
上，當我遇事不如意時，都會感恩現在擁
有的一切。是您，讓我學會了感恩，也感
恩讓我在培正遇上了您。
    您雖然有時十分嚴肅，但是您有時也
很有童心。還記得上次的班際閃避球比賽
時，我們班勝利了，您像小孩子一樣跳了
起來，和我們一起歡呼着，看起來像小孩
子們一樣「可愛」。
    張校長，您對我說過的話，您那慈祥
的笑容、黑色邊框的眼鏡和那條紅藍色的
領帶，我會深刻地印在腦海裏。您退休
後，如果想我們的話，您可以回校探望我
們啊！
    謹祝
生活愉快

四望班學生
鄧敬衡敬上
六月十二日

(小四善)鄧依林
給校長的一封信給校長的一封信

尊敬的張校長：
    這幾天早上都看見您在學校門
口和學生打招呼，但下學年就再也
不能看見這樣的情景了！知道您即
將退休，我十分不捨，我永遠也不
會忘記您！
    還記得第一次見到張校長是在我
唸幼稚園低班時，不經不覺已經過了
七年。這七年來我看見您日漸消瘦，
想必是校務繁重吧！張校長您彷彿成
了培正小學的標誌，您善良但又帶威
嚴，就像是培正「至善至正」校訓的
代表人物一樣。感謝您對學校的付出
和貢獻，這幾年間，培正小學興建了
寬敞實用的禮堂與大樓，在課程上也
作了多項的改革，尤其是語文發展和
課外活動方面。
    我記得在幼稚園時，我總是希望
可以跟您握手問好。每次您向我走近
時，我就會變得很緊張。當你真的走
近和我們閒聊時，我才發現您是多麼
和藹可親。我記得您一再叮嚀我們享
受學習的過程及校園生活的樂趣。以
前我總是不明白箇中原因，隨着我慢
慢長大，我才了解到成長過程的每
一刻都非常珍貴，逝去了就不會再回
來，我真的要好好珍惜享受我的校園
時光啊！
    我希望校長您退休後能夠放下重
擔，好好鍛鍊身體，享受美食，享受
和家人相處的時光！
    祝
生活愉快

學生
依林敬上
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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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

(小四愛)陳軼媛
給校長的一封信給校長的一封信

親愛的張校長：
    很久沒有見您了，您最近好嗎？您
即將退休了，我會很掛念您的。
    記得小學一年級剛開學時，班主任
突然請我小休的時候去校長室。當時我
感到很愕然，心想：校長是否要責備
我？我做錯了甚麼事嗎？小休時，我戰
戰競競地走到校長室門外，正在猶豫
着，門卻忽然打開了，有一位職員對
我說：「你是來找校長的嗎？他在裏
面。」我慢慢地走進去，看見裏面坐着
幾位跟我一樣是插班生的同學。
    您面帶笑容，親切地對我們說：
「各位同學，歡迎你們來到培正這個大
家庭……」面對着地位崇高的您，我緊
張得手心冒汗。但這時候，您卻說要帶
領我們唱校旗歌。起初，我害羞地低聲
唱着，但我漸漸被您的全情投入而感染
了，和您一起手舞足蹈地唱着，唱得起

勁。就是這一幕，讓我對培正植下美好
的印象。對學生充滿熱情、和譪可親的
您，就好像是我們在學校的爸爸。
    您認真工作，對學校貢獻良多，我覺
得您兒時一定是個乖學生。怎料，您卻說
您經常待到最後一天才去做功課。您還對
我們說：「暑假是一個輕鬆的假期，經過
忙碌的一年，你們應該好好利用它放鬆身
心。」您說得真對！您提醒了我每年都要
好好計劃暑假，功課固然重要，但它也是
個讓我「充電」的好時機。謝謝您無私的
分享，令我們這些學生得益不少。
    雖然您將退休了，但您仍然是我心
中的校長。夜深了，就此擱筆。
    祝
生活愉快

四愛班學生
陳軼媛敬上
六月十五日

(小五誠)陳柏然
給校長的信給校長的信

尊敬的張校長：
    您好！知道您將退休，真的萬分不
捨，您近來身體好嗎？
    每一段與您的回憶，都是十分珍貴
的。一個校長，與一羣渴求知識的同
學，可以創造多少回憶呢？
    同學們好比嫩綠的小幼苗，栽在小
花盆裏，您就是細心照料我們的園丁。
當我們學到新的知識時，我們懂得感
恩，不會忘記您；當我們可以參加有趣
的課外活動，我們感謝您，也不會忘記
您；當我們看到校園的裝潢一年比一年
漂亮，讚嘆之餘更不會忘記您。您安排
的課程，充滿了點點心思；您安排的課

外活動，充滿了無限樂趣。
    您作為校長，給了我們明確的目
標─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從您
每一次演講中，都訓勉我們要力爭上
游，堅持到底。您每一字、每一句都
激勵人心，令我們刻骨銘心。我們記
住了對我們有益的東西。
    你為校園的建設，你激勵人心的演
講，我們都記住了。張校長，感謝你。
    祝
生活愉快

學生
柏然敬上
十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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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光)黃美恩
給校長的信給校長的信

敬愛的張校長：
    您好！我是一位五年級學生。最近得知您快將退
休，既替您興奮期待，又感到難捨難離，實在有千言萬
語想對您說。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一轉眼您快要退休了。全校
所有師生、家長都感到依依不捨，若有所失的。或許您
比我們更捨不得培正，捨不得這曾陪伴你成長，曾陪伴
您經歷風風雨雨，曾陪伴您跨過一個又一個險阻……一
所滿載回憶的學校吧！
    八年前的九月，我剛入讀培正幼稚園。那時校舍有
點殘舊，牆身是褪色的，滑梯高得彷彿是一個巨人，無
法攀上它的身軀。沒想到過了不久，學校便展開了一連
串優化校園工程。課室變得美輪美奐，就連「體力遊戲
室」也添置了一座款式新穎的滑梯，讓每個小朋友都樂
而忘返，笑聲此起彼落，滿佈校園。
    升上小一不久，校舍又被粉飾一番。同學們除了可
以在一個簇新的課室學習外，學校還添置了很多高科技
的設施及器材，讓同學能在一個優良、舒適的環境下學
習。這次工程，就連老師們都可以遷到一個更寬敞、更
舒適環境工作了。
    張校長，感謝您一直默默耕耘、盡心盡力、不畏辛
勞地為培正奉獻您的生命，讓學生們有舒適、優質的校
園生活！
    張校長，您是一位高瞻遠矚的掌舵者，讓紅藍精神
薪火相傳。一直以來，校長都十分重視每一位同學的
恩賜才能，明白「花盆裏長不出蒼松，鳥籠裏飛不出雄
鷹」，所以學校不斷精益求精，精心策劃各類型活動讓
同學參與，藉此發掘同學們的天賦才能，培育出一個又
一個精英、為世界、為國家、為社會作出貢獻。
    張校長，即使有再多的千言萬語，也道不盡我對校
長的愛戴和感激之情。我想，能在培正裏學習、成長，
已是無比自豪和驕傲的事。張校長，就讓我把對您的這
份無言感謝，默默地、永遠地留在我稚嫩的心田裏吧！
    祝
身體健康 

學生
黃美恩敬上
十一月二十九日

(小五真)岑雨霏
給校長的信給校長的信

尊敬的校長:
    您快要退休了，我
很捨不得您。
    還記得每年的開學
典禮，您都會上台講培
正有趣的歷史和故事，
然後說一些鼓勵我們的
話叫我們努力學習和讀
書。於是，我每一年都
會給自己定一個目標，
希望能在每個學期結束
前完成目標。
    每天早上上學時，
您都會站在銀閘旁溫柔
地和同學們打招呼；每
天下課的時候，您都會
笑着跟同學們握手。校
長我覺得您不但外表親
切，內心也很關愛我們
呢！您就是一陣和暖的
春風，即使是在春天、
夏天、秋天還是冬天，
走在您的身旁，都會感
到很溫暖，也讓我感到
很安心。
    校長，我真想您繼
續留在學校跟同學們在
一起。但是您要退休
了，我很捨不得您。真
希望您退休後，也會天
天來學校探望我們呀！
    祝
生活愉快
學生
雨霏敬上
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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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善)彭曉彤
給校長的信給校長的信

親愛的張校長：
    您最近好嗎？
    今天給您寫信，甚是興奮。您常常身穿筆直的
西裝，手提公事包。當學校有甚麼戶外比賽時，您
還會戴上特別酷的墨鏡，彷彿一位俠客。
    看上去您是一位風趣的人。可是，您對待工作總
是十分認真。您為了學校添了許多的白髮，臉上長了
許多的皺紋。但您沒有一句怨言，只是默默地付出。
    記得有一次，我幫老師到教員室拿鋼筆，經過
校長室，看見您正在認真地辦着公。您手上的筆唰
唰地在紙上移動着，不管外面的嬉笑聲有多麼地
吵，您似乎沒聽到，繼續埋頭苦幹。
    還有一次，您在教我們品德的重要性時，您要
我站起來回答問題，由於那是我第一次回答您的問
題，所以我很緊張，一時答不出話來。您用親切的
目光看着我，好像在說：「不要怕，答錯了也不要
緊。」我鼓起勇氣回答了您的問題，可是那聲音小
得只有我自己才能聽得見。於是，您鼓勵我大聲一
點，並仍然用那親切的目光看着我，我猶豫了一會
兒，鼓足了勇氣大聲地回答。緊接着，您當着全班
同學表揚了我。從此，當老師請我回答問題時，我
總能富自信地大聲回答。這件事您還記得嗎？
    張校長，有多少次我從您身邊經過，向您問好
後，總想向您說一聲：「張校長，您辛苦了！謝謝
您！」可是，不知為甚麼，這句話總在我的嘴邊打
轉，說不出來。張校長，您是辛勤的園丁，我們是
嬌嫩的花朵。當您看見自己親手培育出來的花朵盡
情地綻放時，總是欣慰地笑着。
    張校長，得知您退休在即，我十分捨不得您！希
望您退休後，可以多回來學校探望我們這班小幼苗。
    祝
身體健康

五善班學生
彭曉彤敬上
十一月二十五日

(小六善)林素穎
我的校長我的校長

尊敬的校長，
您就是
那棵粗壯的大樹，
支撐起這間學校，
為我們遮風擋雨。

和藹的校長，
您就是
那顆璀璨奪目的星星，
指引我們的前路，
照亮我們的生命。

睿智的校長，
您就是
那本包羅萬有的百科全書，
帶領我們走進
多姿多彩的大千世界。

仁慈的校長，
您就是
那雙溫柔的手，
牽引我們前進，
輕撫我們的心靈。

再見了校長，
謝謝您，
為我們付出一切。
祝您
老當益壯，
快樂、愜意地
度過每一天。

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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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光)黃詠珈
我的校長我的校長

校長！
您是春天，
使花草樹木都健康地成長。 
您使整個校園充滿生氣，
也使整個校園充滿歡聲笑語。 

校長！
您是礦場的工人， 
把價值連城的珠寶發掘出來。 
讓我們能清楚自己的長處，
使我們能發揮所長。 

校長！
您是黑暗中的明燈，
您照亮我們的路，
讓我們看見曙光，
讓我們對未來充滿希望。 

校長！
您是我們最佳的榜樣，
您是我們快樂的泉源，
您讓我們留下美好的回憶。

(小六真)周雋翹
我的校長我的校長

誰人像松樹？
松樹一般高聳入雲，
高高直立着，
表現出智慧。

誰人像樺樹？
樺樹那樣壯大挺拔，
實而不華地，
顯現了堅強。

誰人又像榕樹？
榕樹一樣枝葉茂盛，
強而有力地，
給予了守護。

誰人還像竹子？
竹子似的清秀脫俗，
恰到好處地，
象徵着謙虛。

你可知道他是誰？
就是我們的校長喲！
他是我們學習的對象，
更是我們紅藍兒女的好
榜樣！

(小六正)吳子蔚
我的校長我的校長

校長，您是汪洋中的燈塔，
竭力保護大海中迷惘的船隻，
為它們引領方向，
讓它們在茫茫大海中不致迷途。

校長，您是沙漠中的綠洲，
盡力照顧大漠中乾旱的植物，
為它們提供養分，
讓它們在荒蕪的大漠中一直生存。

校長，您是原野中的大樹，
努力守護身下嫩綠的草木，
為它們遮風擋雨，
讓它們茁壯成長。

校長，您是學校的掌舵員，
帶領活潑的學生，
為他們開創光明前路，
讓他們日後在社會中出類拔萃。

校長，您是我們的人生導師，
徬徨時，是您安慰我們；
失落時，是您扶持我們；
驚慌時，是您保護我們；
愉快時，是您陪伴我們。

(小六愛)葉浩正
我的校長我的校長

春風化雨數十載，
張校深恩永不改，
廣澤學生育樹苗，
德正昂首不動搖。

培正心，紅藍情，
百載貢獻永不停。

今朝話別，
他日重聚，
薪火相傳培正情。

(小六望)李玥興
我的校長我的校長

校長，您是一根蠟燭，
照亮了我們，
燃燒着自己，
為我們點燃希望的光芒。

校長，您是學校的大樹，
永載着無數學生的希望，
為我們遮風擋雨，
呵護着我們。

校長，您是太陽，
為我們帶來光明，
當我們遇到挫折時
會投進您溫暖的懷抱。

校長，您是春天的綿綿細雨，
滋潤着校園的花朵。
校長，
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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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n 

Behind 

The Tie

A Pui Ching Gazette Exclusive 
with Principal Chang

By Veron Cheng (P6A) By Veron Cheng (P6A) 
 Shannon Ting (P6D) Shannon Ting (P6D)
 Edith Ho (P5B) Edith Ho (P5B)

  It was the third recess on Wednesday just before 
noon. Immediately after the bell rang, I popped out of 
my classroom and hurried down the school stairways. 
My assignment? Interview Principal Chang in his office 
along with two fellow Pui Ching Gazette reporters. 
Principal Chang is retiring this year and w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it down and chat with him about his 
Pui Ching experience.
  The thought of interviewing the Principal was 
nerve-racking for the three of us. We were all burning 
with little questions behind who Principal Chang was 
besides being our principal. What prompted him to 
retire this year? What are his hopes and dreams? How 
many ties does he own at home? Does he play video 
games on his phone? What brand of shampoo does he 

use? We were dying to know! As we were called into 
the Principal’s office, we all gave each other a silent 
look, secretly wishing each other the best of luck.
  If you took a panoramic picture of the Principal’s 
office, you would see the most elaborate display of 
plants on a back-lit shelf, a green murky fish aquarium, 
a large busy-looking work desk and a cozy meeting 
area with puffy leather couches that could seat five. 
That’s where we conducted our interview. Across 
from us was a long meeting table with boxes full of 
memorabilia, awards and souvenirs the Principal has 
collected over his career. He’s currently packing up his 
office.
  Principal Chang, dressed in his trademark red 
and blue tie, welcomed us in and directed us to our 

“I wear this tie every day. It represents Pui Ching’s ‘Red and Blue’ spirit. It’s important to have the 
manners and language to match the 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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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ts  l ike VIPs.  He is  a 
calm and soft-spoken man. 
Any fear the three of us 
had about interviewing 
h i m  c o m p l e t e l y  w e n t 
away within minutes of 
sitting down with him. We 
immediately asked if he was 
happy to finally take off the 
tie.
  “I wear this tie every 
d ay.  I t  re p re s e nt s  P u i 
Ching ’s  ‘Red and Blue’ 
spirit. It’s important to have 
the manners and language 
to match the tie.” We then 
asked if he had other ties 
sitting at home. “I actually 
have a red Snoopy tie that I love to wear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Ah-ha! We had struck gold. But I didn’t say 
that out loud. 
  Principal Chang possesses an encyclopedic knowledge about Pui Ching’s history. You can point to any 
corner of our school and he could deliver a great story from the past about that little corner. Whatever story 
Principal Chang is telling, he seems to be imparting one simple lesson: that Pui Ching students should appreciate 
all the things they have now. In simple words, do not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When I was a student in Pui Ching, there was no air conditioning. I was in 6A. My classroom was on the 
top floor of C Building where the sixth floor art room is now. It was stuffy and hot back then. We only had one 
fan in the back. During recess, my classmates and I would just climb up the stairs and chitchat in the classroom. 
Soon, we’d forget about the heat.” I shuddered at the thought of no air conditioning in the humid Hong Kong 

Seated together in the Principal's office, we are entertained by his many stories.Seated together in the Principal's office, we are entertained by his many stories.

Pictured from Left to Right: Principal Chang, Veron Cheng, Edith Ho, Shannon Ting.Pictured from Left to Right: Principal Chang, Veron Cheng, Edith Ho, Shannon 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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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er. I personally have been in a sauna once... for 
about 10 minutes! The heat is all I remember.
  When we broached on the subject of why he was 
retiring this year, the Principal remarked, “It’s the right 
time. It’s time for someone new with fresh ideas to 
lead the school forward.” 
  What struck us was how plainly he said it with 
no hint of regret or unfinished business, like someone 
who was completely ready to pass on the torch. It was 
in our next question, when we really started to see a 
side of Principal Chang we have never seen before. 
The question was, “Did you originally dream of being a 
principal?” 
  “Let me tell you a secret. When I was a kid, I 
dreamt of being a street cleaner. I remember when 
I was living in stone housing when I was in P.1, there 
was one time after it rained, I spotted a street cleaner 
with a huge broom sweeping the streets outside. I was 

amazed by how clean the streets were after he was done. Ever since, whenever the street cleaner was finished 
and set the broom aside in the street corner, I would grab the broom and clean the streets. That broom was 
massive. I couldn’t hold it for too long as I was in first grade at the time. The idea that someone could hold such 
a heavy object and completely make an entire street spotless within 45 minutes just blew my mind.”
  “In the end, I didn’t become a street cleaner but that spirit stayed with me. I cleaned up the bad things 
and took out negative things within myself and took better care of myself. With God’s guidance, I was led into 
education. I have tried to instill that spirit to children. I try to take away all the negative things in a child and 
give them opportunities, encourage them to join activities and have a positive outlook on life.”
  Principal Chang says he intends to take a rest and spend time with his family. He’s in no hurry to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or complete a long bucket list.
  It’s not goodbye forever though. Principal Chang adds, “I will certainly visit. Hopefully, you won’t forget 
about me.”
  We won’t forget you, Principal Chang. We wish you all the best and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Quick Facts about Principal Chang

Favourite Video Game: He doesn’t play 
video games

Favourite Drink: Cold HK Milk Tea

Favourite Films: Disney and Pixar films

Brand of Shampoo: None  He says 
it’s important to try new things!

We listen intently as Principal Chang tells us about how his journey in education began.We listen intently as Principal Chang tells us about how his journey in education be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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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心盡力服務我校多年，張校長將於二零二零年八月榮休，我校師生縱有萬般不
捨「德」，也只好無奈接受！
    為了報答校長多年來為我校作出巨大的貢獻，我校小一至六學生自由投稿，畫出
他們心目中的校長。有的同學眼中，校長是一個培正超人，無所不能，有的同學認為
校長是一個滿面笑容的老朋友，每天也在校內出現，有時迎接同學們上課，有時在D座
操場與同學握手，為他們加油打氣，傳遞正能量，鼓勵學生勇於學習。
    雖然只是在復課後才開始收集學生作品，短短兩星期時間，便有二百三十多位同
學參與，為校長送上一份心意。可見同學們對張校長的愛戴！未來的日子，我們未必
每天也會見到張校長，但張校長的身影行為，已經深深印於同學腦海之中。
    張校長，祝福你往後生活愉快，主恩常在！
    要常常回來探望我們呀！

二百三十多幅作品，代表同學的心意二百三十多幅作品，代表同學的心意

小一 李幸樺小一 李幸樺

小一 李琛澄小一 李琛澄

小一 陳仕然小一 陳仕然

小一 勞恬兒小一 勞恬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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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 蔡卓縈小一 蔡卓縈

小一 鄧鈞浩小一 鄧鈞浩

小二 尹天忻小二 尹天忻

小二 方芷穎小二 方芷穎 小二 包沛善小二 包沛善 小二 吳希蕾小二 吳希蕾

小二 吳若慇小二 吳若慇

小二 莫俊陶小二 莫俊陶

小三 林傑朗小三 林傑朗

小三 陳韋成小三 陳韋成 小三 黃裔男小三 黃裔男31



小三 楊天穎小三 楊天穎 小三 劉芷芊小三 劉芷芊

小三 盧顥之小三 盧顥之

小四 林重恩小四 林重恩 小四 梁恩澄小四 梁恩澄
小四 歐天兒小四 歐天兒

小四 練靜瞳小四 練靜瞳 小四 謝希耀小四 謝希耀

小四 陳凱琳小四 陳凱琳

小五 李絡堯小五 李絡堯 小五 李詠柔小五 李詠柔 32



小五 陳以心小五 陳以心 小五 盧一中小五 盧一中
小五 戴梓翹小五 戴梓翹

小五 羅已信小五 羅已信 小六 楊樂宜小六 楊樂宜 小六 林煒靜小六 林煒靜

小六 柯曉瑩小六 柯曉瑩

小六 區雅媛小六 區雅媛 小六 區瑋晴小六 區瑋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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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廣德校長榮休晚宴於七月三日假香港九龍維景酒店舉
行。逾二百名校長、校董及教職員聚首一堂，為校長送上禮
物及祝福。
    當晚校監致辭以表謝意，而一眾老師亦精心準備了話劇
及歌舞表演，回顧校長在培正成長及工作的故事。工友們也
精心安排了舞蹈表演。教職員會安排的問答比賽壓軸，感謝
張校長為培正做出的貢獻。

校監王寧添博士致辭校監王寧添博士致辭

張校長與校董及家人祝福來賓張校長與校董及家人祝福來賓 張校長與校董合照張校長與校董合照

張校長與中學教職員合照張校長與中學教職員合照

張校長與各嘉賓合照張校長與各嘉賓合照

張校長與教職員會合照張校長與教職員會合照

34

晚宴晚宴榮榮休休



工友表演工友表演

張校長女兒允寧獻花張校長女兒允寧獻花

張校長與行政人員合照張校長與行政人員合照

張校長與希社同學合照張校長與希社同學合照

教職員會送上榮休禮物教職員會送上榮休禮物

教職員話劇表演教職員話劇表演——扮演未來的張校長扮演未來的張校長

教職員話劇表演教職員話劇表演——
扮演年幼的張校長扮演年幼的張校長

教職員話劇表演教職員話劇表演——
扮演張校長唱校旗歌扮演張校長唱校旗歌

教職員話劇表演教職員話劇表演——扮演當事務主任時的張校長扮演當事務主任時的張校長

教職員話劇表演教職員話劇表演——扮演學生時期的張校長扮演學生時期的張校長

教職員話劇表演教職員話劇表演——獻唱環節獻唱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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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校長擅長吹奏長號葉校長擅長吹奏長號

葉校長與不同年級學生合照葉校長與不同年級學生合照

擔任銀樂隊隊長擔任銀樂隊隊長

三位校長合照三位校長合照
    葉展漢先生九月正式接任香港培正小學第三任校長。葉校長
為一九九五年健社校友，由幼稚園、小學、中學均在培正接受教
育。葉校長在學時期學習長號，並擔任銀樂隊隊長。葉校長於中
學期間決志信主，隨家人移居加拿大升學後，在加拿大溫城華人
宣道會洗禮，成為基督徒，為主作工。大學主修音樂的葉校長於
畢業後回港從事教育工作，期間修畢教育大學教育文憑。廿年
來，葉校長先後在不同的小學擔任科主任、課外活動及課程主
任。葉校長心繫母校，二零一二年出任香港培正小學副校長，憑
豐富的教學及行政經驗，積極推動香港培正小學課程發展、幼小
銜接及音樂教育發展。
    葉校長對香港培正小學(暨幼稚園)十分熟悉，深信在上帝的
保守及葉校長的帶領下，香港培正小學(暨幼稚園)定必繼續向前
發展，不斷進步！

葉展漢校長葉展漢校長

校友銀樂隊與小學管樂團學生一同訓練校友銀樂隊與小學管樂團學生一同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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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流而上─

培正師生分享

總編輯：黃文定(中五正)總編輯：黃文定(中五正)

編 輯：林靜嵐(中五善)、柁鈴(中五望)編 輯：林靜嵐(中五善)、柁鈴(中五望)

    二零二零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農曆新年過後，新冠肺炎疫情洶洶襲來，打

亂了很多人的正常生活。在因疫情而停擺的四個

月裏，人們難免唏噓鬱悶，但也有許多人在這段

時間裏有特別的經歷或體會，值得我們紀錄和回

味。希望通過訪問和投稿，讓大家了解培正師生

在疫情期間的經歷和感受。

    《培正學生報》的記者同學和培正校刊編輯

部先後訪問多位師生，了解他們在疫情期間的工

作和生活情況；學生會會長羅浚樂亦投稿跟大家

分享他與家人在疫情期間的相處點滴。停課期

間，不少課外活動移師網上進行。同學亦將他們

在這段期間進行的活動整理歸納，讓大家可從中

了解這段時間的課外活動情況。

37

疫情下的

培正
疫情下的

培正



楊老師在Zoom教學楊老師在Zoom教學

教學模式轉變帶來的挑戰

    楊偉樂老師從未試過在電腦前教
學。停課期間，他除了要克服操作硬件
的困難，也希望可以提昇學生學習的興
趣。在網上課堂中，老師以單向授課為
主，原有的課堂互動減少，導致學生的
上課動力和專注力下降。另外，網上教
學的節奏更明快，備課要更加充足。每
次課堂前，楊老師都會先預演一次，看
看教學流程是否順暢，備課的時間要比
平日更長。

網上學習的苦與樂

    停課期間，楊老師會和其他學校的
同工互相觀課，學習其他老師的教學方
式，改善教學。偶爾，他在上初中的
課堂時，高年級的師兄師姊也會一起聽
課，有時還提問題，讓他一時間聽不出
來誰在說話，這片段十分有趣。
    然而，停課期間的壓力卻比平時
大。因為他在網上教學時，不知道誰在

聽課，有些家長也會旁聽，其他學校的
老師也會來觀課，他會擔心自己說錯
話，引來同學和外界的質疑和不滿。因
此，他需要為課堂做好更充足的準備，
確保課堂內容萬無一失。
    網上教學也會令他感到挫敗。進
行網上實時教學期間，有些學生並未
專心聽課，老師問他們問題時，他們
未能回應。楊老師雖然曾為此感到失
落，但他後來明白到這是人之常情。
在家學習一定會有很多誘惑，而網上
學習要求同學高度自律，有時候自律
性難免敵不過誘惑。楊老師認為自己
有責任鍥而不捨地教授學生知識，
當學生遇到學習或生活上的困難時，
楊老師會花時間與個別學生在網上會
面，希望能幫助學生消除疑難。

網上學習還是面授課堂？

    楊老師認為面授課堂和網上學習各
有好處。面授課堂中，老師可以即時看
到學生的反應。通過學生的表情和眼神
判斷他們是否明白，從而調節自己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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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有黑暗便有光明相信有黑暗便有光明

－－訪問楊偉樂老師訪問楊偉樂老師



學策略。網上教學中，師生不需要特地
回校上課，省卻交通時間，補課或拔尖
班活動等都可以在網上進行。不過兩者
相比，楊老師更喜歡在課室裏上課，因
為他比較享受和學生互動的過程。

時間分配

    停課期間，楊老師表示他的休息時
間比以往多，例如平時需要六時起床，
而停課期間可以八時起床，睡眠時間可
以更多。他也不需要在停課期間一直待
在學校，可以留家工作，省去來回學校
的時間，令他可以騰出更多時間陪伴家
人，例如他會開車載家人去買菜。

擔心的事情

    疫情期間，社會上人心惶惶，楊老
師擔心任職醫生的弟弟會受到感染，也
會憂慮目前社會的氣氛，為社會上發生
的很多不公義的事情而擔憂。他坦言缺
乏生命力的社會讓他感到十分悲哀。為
了減輕憂慮，楊老師閒時會鑽研手碟這
種樂器，他認為手碟的音調有助自己放
鬆心情，暫時忘卻煩惱。

楊老師正鑽研手碟楊老師正鑽研手碟

疫情的感悟

    經歷疫症，楊老師感嘆生命無常，
感恩自己與家人朋友之間的關係沒有因
疫情而疏遠。即使不能經常見面，師生
之情也沒有因此而動搖。楊老師也學會
了及時行樂，享受人生的每分每秒，更
珍惜自己身邊的人和事。
    楊老師坦言一直不太認識自己居住
的社區，停課期間他終於有機會到樓下
的公園走一走，並主動關心左鄰右里，
希望能與這個社區建立更緊密的聯繫。
    疫情的出現為我們的生活帶來很多
轉變。對楊老師而言，教學模式轉變的
確為他帶來很大的挑戰，但面對困難
時，他仍然保持樂觀積極的心態，相信
有黑暗就會有光明，最終會因這次疫情
而有所得着。

同學怎樣說？

    六愛班的黃樂程是應屆文憑試考
生。停課期間，當她在學習上遇到困難
並向楊老師請教時，楊老師會立刻錄音
或拍攝影片為她解說。楊老師不只講解
該題目，更會為她釐清題目的相關概
念，令黃同學更容易掌握答題技巧。黃
同學坦言自己一向十分尊敬楊老師，認
為他對學生十分用心。疫情期間，楊老
師不惜犧牲自己的私人時間幫助學生，
令她更為感動。
    二愛班的黃天悅同學也指出，楊老師
十分積極幫助同學拓闊知識領域。除了教
學，他還會和同學分享與疫情有關的科學
問題，例如：「EA口罩究竟有沒有用？」
當她在做校外科學工作紙遇到不懂的地
方，楊老師也願意抽出私人時間，有耐性
地解答她的問題，還會為她個別開設Zoom
課堂，講解甚至長達兩小時，直至她完全
明白為止。黃同學因而學習到不少課外知
識，提昇她對科學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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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慧嫻老師林慧嫻老師

疫情期間與上帝的關係

    雖然發生疫症，兩位老師不謀而合地笑言自己與上帝
的關係變化不大。他們與神的關係一直穩定親密，無論外
在環境如何變更，亦不會動搖他們與基督的關係。梁老師
更指，停課令他有更多空間去思想和實踐神的話語，例如
每天做網上早禱分享、關心他人是否有物資需要等等，藉
以實踐信仰。他因疫情感悟到人世的虛無飄渺，領略到與
上帝關係親密的寶貴。
    當大家都很擔心疫情時，兩位老師卻說不是十分擔
心。他們認為只要有足夠防疫意識，就能夠保護自己。梁
老師堅信神是信實的，會賞善罰惡，恆於持守公義。我們
只需對神抱有信心，全心全意地倚靠祂，定可安然度過每
一個難關。

教會聚會模式轉變

    疫情期間，很多崇拜聚會都被迫取消或改成網上聚會。梁老師認為雖然聚會模式改
變，但他仍會如期收看網上崇拜。他說只要存着一顆聽道的心，崇拜模式改變不會使接
受信仰信息有太大的落差。林老師表示自己起初的確不習慣新的崇拜模式，加上她要照
顧年幼的兒子，較難專注網上崇拜。後來，林老師決定在每次聚會前先完成當天需要做
的事務，讓兒子去玩耍，然後就可以專注在崇拜當中。林老師發現網上團契也有益處，
例如她有機會在團契中看到往日因工作繁忙而經常缺席的弟兄姐妹，藉此互相關心。

林老師製作的酒精搓手液林老師製作的酒精搓手液

關愛鄰舍  服務師生

    疫情初期，林老師發覺身邊很多人都缺乏防疫物資，在
市面上即使付出很高的價錢，也未必能買到質量較好的產
品。因此，林老師決定製作搓手液，希望以自己微小的力量
貢獻社區。正值物資最短缺的時期，林老師特地詢問相熟的
店鋪有否出售96%的乙醇，當時她也是抱着一試無妨的心態，
畢竟外面物資短缺，不易找到適用的物資，慶幸林老師找到
了合適的物資，做好搓手液交予教會，讓其轉交有需要的人
士。林老師發現，原來社會上很多人缺乏物資，有需要的人
比想像中多。她很感謝神開路，讓自己能夠在這段時間找到
物資，讓她可以服侍他人，助人為樂，實踐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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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老師正準備早禱内容梁老師正準備早禱内容

逆境中的力量

    兩位老師均表示雖然不少人會為他
人無私奉獻和鼓勵身邊人分享物資，但
也發現有商人抬高價格，為了「掙大
錢」而違背良心，抬高口罩等物資的價
格，甚至造假證書，可見人性醜惡的一
面。他們指出在日常生活很難區分這些
人的好壞，但在疫情期間就可清晰地區
分出來。
    梁老師指，疫情讓人看清人性的真
面目。雖然坐地起價等自私醜惡的事情
不少，但透過比較更能凸顯在這段困
難時期仍保持良善的人的品格高尚。老
師認為，「極端的處境更能顯露自己是
什麼類型的人。」疫情下有部份人的改
變顯著，但也有人視這為機會去看清人
們的本性，探索進步空間。這是一次考
驗，測試人性孰善孰惡。

疫情的啓示

    不論停課生活過得如何，老師寄語
大家要反思回顧，檢討得失。即使停課
期間未能自律，欠交情況較嚴重，亦不
失為了解自己弱點的機會。面對這艱難
的時刻，希望同學不要忘記上帝的恩
典，珍惜當下，因為身邊事物可以從過
往擁有，而在彈指間化為烏有。

    停課期間，梁老師依然為學校統籌製
作網上早禱，供師生觀看。即使此活動為
自由參與，要付出自己的時間去準備，但
為了讓師生能夠恆常透過靈修接觸上帝，
所以他選擇堅持下去，傳揚基督的愛。林
老師表示由於以往製作早禱時，學校有電
視台的工作人員幫忙收音及剪接，但疫情
期間，自己要在家錄製早禱，製作過程遇
到很多困難，例如不懂得如何收音。後來
林老師向電腦科老師請教，終於製作出早
禱片段，藉此服務師生。

早禱：Fighting for早禱：Fighting for

早禱：Purpose Driven Life早禱：Purpose Driven Life

早禱：正路早禱：正路41

疫情下的

培正



疫情期間不能聚會惟有用Zoom聊天疫情期間不能聚會惟有用Zoom聊天

周曉陶與貓周曉陶與貓

重新學習時間管理

    疫情期間，周同學作息尚算規律。
她指出停課的生活比往日自由。待在家
中，她不用排戲和考試，逐漸學會了
如何安排一天的作息。她沒有制定精確
到小時、分鐘的時間表，因為這樣彈性
較低，自己反而難以跟從。她儘量利用
早上來完成功課，尚有餘力便會溫習，
鞏固所學。她會把夜晚留給自己，研讀
劇本、閱讀、看電影等等，透過做自己
喜歡的事來放鬆身心。但若早上無法完
成學習任務，她便會犧牲晚上的時間來
完成，一天的計劃就會被破壞，而這也
並非罕見的事。對於高中生而言，在上
學期間能擁有屬於自己的時間是很奢侈
的，所以她格外珍惜停課期間的每個夜
晚，這段日子為本該被各種壓力填滿的
高中生活增添了一段難得的空白。

網上教學好與壞

    停課期間，老師會用Zoom進行網上
教學或錄製教學短片予學生學習。周同
學認為此教學方式的成效取決於同學的
心態。若同學分心，邊上課邊玩手機，
成效自然遠遜於在校學習。但若同學專
注和自律，此模式會增加學習的彈性，
學生可因應個人能力重看、暫停或調快
影片，調整學習進度，加強學習效益。
網上課堂中的師生互動雖不及面授課
堂，但有心求學者仍可在聊天室與老師
交流，鞏固所學。
    周同學稱自己在停課期間能緊跟進
度，故並不擔心復課後追不上課程。惟
考試將近，她擔心短時間內無法調整狀
態，迅速恢復溫習效率，準備考試，再
加上停課期間沒有計時操練試題，她擔
心會因疏於操練而影響發揮。

課外活動不能忘

    停課令本年度下學期幾乎所有的課
外活動都停止了，她為此感到可惜。她
認為初中同學應在未來鼓起勇氣，參與
更多課外活動，在策劃及參與活動中學
習如何與人相處、認識更多朋友、製造
美好的回憶，好讓中學生涯無悔。
    周同學說自己在停課期間與家人關
係變化不大，惟父母留家辦公，一家四
口相處時間增加，難免會有小衝突，例
如弟弟玩樂時會騷擾自己溫習，雙方易
生口角，幸好偶爾爭執不會影響雙方關
係。在疫情初期，他們一家人曾計劃行
山，但受天雨影響而取消。後來疫情緊
張時，一家人只能待在家中，但就有機
會一同煮飯、製作甜品，家人關係也變
得更緊密。然而，在這段時間，周同學
與弟弟無法前往外婆家吃飯，故十分掛
念外婆。

弟弟周曉樂捧着與弟弟周曉樂捧着與
姐姐製作的蛋糕姐姐製作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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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總學生長周曉陶同學訪問總學生長周曉陶同學
善用時間  迎接轉變善用時間  迎接轉變



    停課也令周同學對不同事物有新
的體驗。她一直想嘗試各種舞蹈，如
Choreography、Contemporary Dance等，但
平日上學沒有多餘的時間；加上她認為
自己仍未練好正在學習的Jazz Funk，故
沒有膽量嘗試新舞蹈。但在停課期間，
她有更多時間去不同的舞蹈練習室，鼓
起勇氣嘗試了Choreography等舞蹈，從中

更確定了自己熱愛跳舞。透過嘗試新舞
蹈，她除了領略到身體力度與角度變化
的精髓，更突破了自己的舒適圈，發現
了作出嘗試其實沒有想像中可怕。
    停課亦令她有機會重新閱讀名著。
她笑稱自己以前對這些名著存有偏見，
認為情節老套又誇張。停課期間，她重
新閱讀《小婦人》、《傲慢與偏見》等
書籍，發現內容其實十分有趣。如閱讀
《小婦人》時，她發現書中的角色形象
十分立體，且故事中妹妹的思想行為與
自己十分相似，均是一直追求成為理想
中的自己，卻忽略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
什麼。另外，周同學亦發現一些情節不
會在現今世代出現，但在故事中呈現出
來卻不突兀，如女主
角被婚姻愛情觀念
綁架而放棄了男主
角。這些情節令
周同學有深刻的反
思，也令她對西方
名著更有興趣。

疫情期間的心情

    問及疫情期間的心情，周同學表示初期並沒有過於擔憂疫情或學習。但隨着復課
時間一再推遲，她開始感到迷惘。因應復課與考試時間未明，她也無法制訂合適的溫
習方案，她也不清楚學生長營、戲劇組演出等能否如期舉辦，一切的未知之數均使她
感到徬徨。
    凡事均有利弊。在令人憂心的疫情中，她仍遇上值得感恩的事。周同學在疫情期間
獲得了第一次工作經驗。她受邀在跳舞老師朋友的求婚中表演，更獲得了車馬費。這次
嘗試不但使她得到很大的滿足感，又能見證老師求婚成功，令她感到相當喜悅。
    她也運用Zoom探訪老人。她稱一開始會擔心會面會比較尷尬，但在遊戲、閒聊的
過程中，氣氛輕鬆愉快。她笑言婆婆記得她的名字時，她感到驚訝。她也能與長者深入
交流，如喜愛繪畫的婆婆會與他們分享畫作，彼此認識的過程使她感到滿足。她稱這次
使用Zoom探訪與平常的探訪不同，他們要放慢說話速度，提高聲量，動作也要更大，
才能使溝通過程順利。
    停課期間，周同學與老師保持聯絡，除了班主任張老師會關心她，她亦與老師在
社交平台聊天，在線上一同觀看舞台劇，或者討論時事新聞。她稱老師的人生閱歷與
自己不同，老師對事件的看法可引發她從另一角度思考，獲益良多。
    雖然疫情令她失去了兩次演出機會，期待已久的英國戲劇之旅也被迫取消，但她慶
幸自己仍能做一些別具意義的事情。與平日死板的上學時間相比，她更嚮往既能做有興
趣的事，又能自行規劃日程的停課日子。故此，她挺享受及滿意自己的停課生活。

比平日多了讀課外書的時間比平日多了讀課外書的時間多了時間與朋友一起跳舞多了時間與朋友一起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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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蔓延全球，香
港也逃不過疫情來襲。

溫馨和諧暖人心

    停課前，因為中五課業繁重以及
要花時間參加課外活動，我很多時候
回到家已經七時或八時，洗澡、吃飯
之後，再進房間趕功課，然後睡覺。
一天匆匆忙忙的過去，我根本沒有時
間與家人相處。
    停課期間，功課雖然比平日多，
但我仍能於兩三天內完成，然後有一
些空餘時間閱讀自己喜歡的書、操練
歷屆試題和陪伴家人。因為疫情，家
人很多時間都待在家裏，我們一家也
不例外，我也不可如往常那樣經常相
約朋友打球或者參加課外活動。留家
時間增加，我才發現原來我平時忽略
了爸爸媽媽的辛勞。除了朝九晚六上
班下班，他們還要做家務、洗衣服、
煮飯，非常辛苦。所以停課期間，
我也會幫忙洗碗和抹地，為家庭出一
分力，家務變成了家庭樂的一部份。
我們每天會一起看一齣戲，比如看李

多了時間與家人相聚多了時間與家人相聚——郊遊樂郊遊樂

碧華鬼魅系列的「閤家驚」環節、周
星馳的喜劇等，所以家人之間日常的
話題也就多了。同時，由於我們一家
有四口，還可以一起打麻將。雖然這
樣的生活看起來平平無奇，但我們感
受到彼此的距離被拉近了很多很多。
我們會互相調侃，有別於以往一句起
兩句止的問候。其實，本來我也重
視與家人的關係，但卻沒有太多時間
相處，這次疫情讓我們有更多時間相
處，關係更融洽。

珍惜當下

    停課期間，感染人數不斷上升。很
多家庭會出現家人因染病而被隔離的情
況。他們雖然不是遠隔天涯海角，但
我想當中一定夾雜着牽掛和憂傷。我發
現一家人平平安安、齊齊整整地生活在
同一屋簷下，已是很幸福的事。原來人
真的很「化學」，生離死別隨時都會在
我們身邊發生，遇上了就逃脫不了。所
以，我們要更珍惜家人、珍惜朋友、珍
惜與他們相處的每一分鐘。

在疫情放緩時與弟弟逛街在疫情放緩時與弟弟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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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應環境，砥礪前行！順應環境，砥礪前行！



我看網上學習

    也許不少人都認為網上教學比實時課堂自
由，然而我卻覺得網上教學有它的不足。對我
而言，我不敢在有疑問的時候提問，覺得這會
令老師趕不完課程之餘，還會令同學延遲下
課。如果發電郵問老師，老師也有可能因為工
作繁重而未能即時回覆，同學不能像平日上學
一般在小息或放學時問老師，也不能看到老師
授課時的生動形象，感覺不太好。
    同時，主科和選修科的上課時間並不平
均，或許會令我們趕不上主科的學習進度。
以我的時間表為例，選修科一個星期上三至
五小時課，而主科只上一小時左右，比重有
點偏頗。
    再者，在停課第三階段開始後，功課量
跟第一二階段差不多，但要網上實時上課，
時間更不夠用。以我的時間表為例：星期一
到五都要上課，其中四天甚至從早上上課直
到下午兩三點，有時候星期六和星期天也要
上課，再加上比平日上課還要繁多的功課，
同學們都叫苦連天。
    停課期間，教學的成效全靠同學們的自
律自覺，沒有人監督我們，有些同學或會在
上課時，登入後便離開，老師也不會當面追
收功課，網上教學一大好處就是能鍛鍊同學
們的自律性。
    縱然我認為網上學習的弊處不少，然而
也不能抹殺其好處。網上課堂節省了上學放
學的交通時間，同學的上課時間也比較有彈
性，同學可以選擇自己精神狀態最佳的時候
認真讀書，效率特別高。有時，我也能睡到
早上八、九時才起牀，經過充足睡眠再迎接
新一天。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次疫情令
我們不能回校上課，卻開啟了網上教學的路
徑。這次疫情也讓我們重新感受到家人相處
的溫馨，知道親人相伴的可貴。災難不能避
免，我們只能認識它、戰勝它，尋找突破，
迎接美好的明天。

疫情的啟迪

    停課時，媽媽比平常更
注重家中的消毒。其實在疫
情之前，媽媽回家後一向都
會進行大清潔，例如用消毒
濕紙巾擦手機。我一直都不
明白，甚至覺得這是多餘
的。直至疫情爆發，我瞬間
明白原來她的舉動是防範未
然，這件事也令我更加了解
我的媽媽，我也嘗試抱着這
樣的心態去了解其他家人。
有時候，有些人的舉動我們
可能看不懂、想不明，但是
每個人做每件事一定有他們
的道理，不管對與錯，我們
都應該觀察、理解，甚或是
包容、接受。

與弟弟一起網上學習、完成功課與弟弟一起網上學習、完成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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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疫情不敢怠慢

    踏入二零二零年，新冠肺炎開始肆虐，教育局不斷因應疫情發佈停課或延期考試
的消息。學務主任黃老師表示，每一次有新的消息，何校長就會召開行政會議、科主
任聯席會議或全體教職員會議，商討行政措施、制定各種方案及宣佈落實執行的具體
方法，全體教職員為應對反復變化的疫情都不敢怠慢，上下一心，快速應變。

2020年1月25日
教育宣佈全港學校包括幼稚園、中小學和特殊學校延長農曆新年假
期，至2月17日復課。

2020年2月3日

召開肺炎疫情特別行政會，就復課前活動、復課期間學生回校溫習
措施、各項活動及比賽、教務包括網上教學及功課、各級考試及成
績表發放、家長會、校園防疫衛生措施、中六模擬考試等商議及落
實各項安排。

2020年2月6日
教育局宣佈暫時延遲復課日期至3月2日。原定3月27日舉行的中學
文憑試將會押後舉行。

2020年2月25日
教育局宣佈中學文憑試可如期於3月27日舉行，放榜日期延至7月
15日，全港學校進一步延長停課直至復活節假期結束，最早於4月
20日復課。

2020年2月27日

召開行政主任及科主任第一次聯席特別會議，會上分享了停課期間
學生狀況問卷調查結果，制定應對措施；商議第二階段停課學習、
中一至中六試後成績表及復課後統測、校內各項活動、文憑試監考
工作等安排。

2020年3月9日
召開行政主任會議，就防疫物資及措施、校內活動、文憑試派發準
考證等事項進行商議。

2020年3月21日 教育局宣佈將中學文憑試延至4月尾舉行。

2020年4月15日 教育局宣佈中學文憑試於4月24日舉行。

2020年4月16日
召開行政主任及科主任第二次特別聯席會議，制定停課期間繳交功
課及計分準則、復課後課程微調、試後活動及其他復課跟進、文憑
試考試場地等安排。

2020年5月5日
政府宣佈學校由5月27日起分階段復課，中三至中五先行，小四至
中二學生於6日15日復課。

停課期間事件簿停課期間事件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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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學務主任黃子榮老師訪問學務主任黃子榮老師
面對挑戰  隨機應變面對挑戰  隨機應變



何校長多次召開全體教職員會議應對疫情何校長多次召開全體教職員會議應對疫情
全體教職員大會期間亦要全體教職員大會期間亦要
採取保持距離的防疫措施採取保持距離的防疫措施

教學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挑戰

    黃老師作為學務主任，要在短時間內火速應變，統籌停課期間各級網上學習安
排，制定收發功課次數、繳交方法等的安排，實在是教學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挑戰。他
表示首四星期主要安排中一至中五級的網上教學，希望維持學生的學習動機；而最嚴
峻的是，要跟進中六奕社模擬考試的安排，因中六級受疫情停課影響，只能完成中
文、英文、數學和通識四個核心科目的模擬試，選修科全部未能開考，最後更因一直
無法復課而要取消。為了讓奕社同學有充足的預備，學務處須統籌任教選修科的老師
透過網上平台收發模擬試卷，批閱後發回給學生溫習；並要求老師趕緊錄製試卷的解
題影片，上載學校平台，讓應屆中六學生了解試題的要求，增強應試信心。

2020年5月11日
召開行政主任及科主任第三次特別聯席會議，商議復課安排包括各
項防疫工作、課室座位調整作單行排列，制定校園內飲食措施、修
訂校曆、調適夏令上學時間表、學期試、畢業禮等安排。

2020年5月18日 召開行政主任會議，商議校務、期考安排及防疫工作具體執行方法。

2020年5月27日 中三至中五復課。

2020年6月15日 高小至中二復課。

2020年6日15日 召開行政主任會議，商議畢業禮、新生註冊、其他事務工作等安排。

2020年7月10日 教育局宣佈全港學校7月13日起可提早放暑假。

2020年7月11日 教育局宣佈學校可自行決定是否舉行畢業禮。

2020年7月13日上午 召開全體教職員會議，商議有關提早放暑假的各項調適和安排。

2020年7月13日下午
召開特別行政主任會議，商議校務、補課及中一新生註冊、文憑試
放榜等的特別安排。

2020年7月14日
教育局宣佈收緊學校防疫安排，學校應在兩、三天內完成考試及或
延後、取消部份考試。

2020年7月22日 中學文憑試放榜。

2020年7月24日
召開全體教職員會議，商議取消校內校外活動如畢業禮、謝師宴等
跟進工作、派發成績表等特別安排，以及通過各期考獎項名單。

2020年7月27日 教育局宣佈所有學校由7月29日起繼續暫停所有活動，至8月16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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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來順受─中學文憑試延期

    正當中六學生和學校為中學文憑試作最後衝刺
之際，教育局在開考前一星期突然宣佈延遲考試一
個月，黃老師指奕社同學和老師對這突如其來的消
息都感到非常無奈，但也只好「疫」來順受，堅持
下去，老師亦繼續透過不同渠道和平台，陪伴奕社
學生，為他們打氣。四月下旬，中學文憑試正式開
考，為應對傳染病，學校參考衞生署防疫指引，制
定了一系列防疫措施，學務處召開了文憑試工作簡
介會，與事務處協調，史無前例地同時開放禮堂、
展覽中心、體育館和多個課室作為試場，更安排全
體教職員回校進行監考工作和防疫檢測。黃老師表
示，在大家同心協力下，是次公開考試終能順利完
成，他才可以稍稍鬆一口氣。

老師預備監考工作老師預備監考工作──體育館試場體育館試場

黃老師樂觀應對疫情帶來的挑戰黃老師樂觀應對疫情帶來的挑戰

老師預備監考工作老師預備監考工作──課室試場課室試場 所有考生進場前要經過體溫檢察站所有考生進場前要經過體溫檢察站

    黃老師坦言，是次疫情除了學生要適應網上課堂，老師也要學習適應使用不同的
網上教學平台、發放教學材料、批改網上課業、進行實時課堂等，而實時上課更是這
段停課期間，學界中的熱門話題，大家離不開討論Zoom、Facebook Live、Google Meet等
會議平台的使用方法。老師每週都忙於預備實時課堂、整理網上教材、錄製教學片
段、設計網上功課或工作紙、批改網上功課等，預備工作較正常課堂更費時。
    回顧漫長的停課日子，黃老師非常感謝每一位謹守崗位的老師，配合學務處的指
引，積極加強網上教學內容，進行實時課堂，讓學生持續學習；而科主任每星期亦會
檢視各級教學進度，提交教學指引、網上教材和課業，並上載給學生查閱和下載。
    黃老師表示，這次「疫襲」雖然令學校有點無所適從，但危中有機，老師正好藉
此機會，反思教學工作的成效；同時亦讓老師跳出了安舒區，一改平日的教學模式。
經此一「疫」，大部份老師重新審視了教學內容，重整教學進度，亦看到了什麼是
「必須」的，什麼是可以「放輕」一點的；老師亦習慣了建立「電子課堂」，由製作
教材、錄製教學片段、網上批改等，都駕輕就熟了，而這或許為學校的學術發展帶來
新的契機。
    最後，黃老師祝願各位老師同學身體健康，疫情盡快消失，回復正常的校園生
活，畢竟在學校上課和進行活動，才能真正感受人與人之間互動交流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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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期間，雖未能按原定計劃推行奧
比斯學生大使活動，但我們仍然盡全力為
同學帶來更多資訊。我們明白同學們在停
課期間，習慣利用學校討論區和社交媒體
(Facebook和Instagram等)接收各種資訊，因此
我們主要在上述兩類平台分享相關資訊。

    我們一共開展了八項線上活動，與同學和老師分享遊戲及奧比斯相關的信息，
希望通過線上互動令同學們對於視障人士的生活有更深層的認識和體會。
    我們設計了「猜猜盲文」活動，通過一張盲文對照表，讓同學觀察圖案和字
母、數字之間的規律，去推理簡單的詞組和數字，期望以有趣的解謎方式，讓同學
對盲文有所認識，了解視障人士的生活。我們又透過問答比賽丶遊戲等互動方式，
向同學介紹了導致視障的常見眼疾，如白內障、青光眼、色盲等，增進同學對這些
眼疾的風險和成因等知識。
    此外，我們也進行幾個網上測試遊戲，同學需要辨認彩色圖片中的字符或動
物，透過答對題目數量，估計測試者的辨色能力。另一個測試需要選擇與題目背景
顏色相符的圓圈，隨着難度不斷提昇，也可以估計測試者的辨色能力。透過有趣好
玩的測試，希望加深大家對於色盲，色弱的認識。

自行設計的網上宣傳海報自行設計的網上宣傳海報

網上宣傳和進行活動的平台網上宣傳和進行活動的平台

自行設計與視覺或聽覺相關的網上遊戲自行設計與視覺或聽覺相關的網上遊戲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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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匯報：葉澄(中四善)、黃諾謙(中四正)整理匯報：葉澄(中四善)、黃諾謙(中四正)

－－培正奧比斯學生大使活動培正奧比斯學生大使活動
黑暗中的一束光黑暗中的一束光



奧比斯學生大使奧比斯學生大使

    除了一些網上的體驗活動外，我們亦為同學介紹了奧比斯飛機醫院的歷史，以
及他們的救盲及培訓任務，希望同學可以對奧比斯的飛機醫院的功能和成效有更深
入的認識。
    一場的疫症，如暴風無端襲來，原定的活動計劃被打亂，心感無奈。在無法與
參加者面對面的情況下，如何令參與者感受視障人士的困難？如何透過網上進行互
動？儘管困難重重，即使曾有過無數次心力交瘁的瞬間，我們最後還是一步一步把
新的計劃實踐出來，我們也衷心希望活動能讓同學在枯燥的疫情期間，體味到一絲
樂趣，並在參與中成長，做到停課不停學。這次活動不但增強了我們面對挑戰的應
變能力，還有機會讓我們用自己的熱誠去感染身邊的人，他日在不同層面上協助奧
比斯，從宏觀的角度貢獻世界救盲任務，成為他人黑暗中的一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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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期間，幾位同學不忘關心他人，並
且突破各種阻隔，參與了一項饒有意義的義
教服務。她們是中四正的馬樂茵、胡穎琪和
中五正的陳量婷、沈廓，他們四人一組，參
與了中國阿思丹學院(ASDAN)舉辦的線上志
願義教項目，為中國鄉村（海南博鰲）小朋
友進行為期一個月，合共八節的線上課堂。
    因應新冠肺炎，當地小朋友需要停課，
留在家中進行線上課堂學習。然而，鄉村學
校卻面對不少挑戰，同學們都不甚適應，對
課程學習積極性較低，因此，主辦單位希望
透過本計劃招募一些高中生為當地小朋友進
行有趣的線上課堂教學。
    線上課堂共兩個主題八堂課，本次計劃
主題為「防疫與防疫背後」及「環保相關知
識」，議題包括防止疫情傳播、保護野生動
物及認識身體免疫系統等。我們經過兩節的
在線培訓，在指導老師的協助下，我們了解
教學的目標、課程設計和流程建議等，並開
始自行設計教學內容。
    我們的課堂主要教授與主題相關的英
文單詞，並且融入各科的知識、跨學科地
探討議題，所有課堂裏的教材和小遊戲等
都是我們親自構思，每堂課結束後，主辦
單位的指導老師會給予評分，指出我們
的優點和不足，以求改進。過程中，我們
盡力發揮創意，想辦法吸引小朋友。在後
期的課堂中，我們都與小朋友們建立了默
契，感覺十分奇妙和感動。
    在和海南的同學們互動過程中，我們對

當地小孩子的生活和學習模式都有了更深的
認識，亦看到他們許多令人欣賞的特質。
    由於網絡建設不理想，當地小朋友學習
環境欠佳，上課時經常會有網絡延時。每到
這種時候，我們都會有些擔心，怕他們會覺
得無趣，可是儘管如此，他們並沒有對此流
露任何不滿、抱怨，相反，他們對學習的熱
情並沒有絲毫減退，在課堂中仍然十分積極
主動。看到小朋友們專心上課，用心地抄下
我們教的英文生字，我們都感到十分滿足。
雖然我們只是小朋友生命中的過客，但希望
他們能記住所教的小知識。我們也希望小朋
友們努力學習、一直保持積極向上的良好態
度，活出自己的夢想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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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匯報：馬樂茵(中四正)整理匯報：馬樂茵(中四正)

－－培正同學在線義教服務培正同學在線義教服務
「疫」風送暖「疫」風送暖



    突如其來的疫情令本年度Unicef Club籌辦年度活動帶來
很大的挑戰，然而幹事們都能迎難而上，努力發揮創意，
突破以往框框，首度透過網上平台舉辦年度活動，並首次
與English Society合作，進行連續三星期的線上活動，令同
學們停課留在家中期間亦可通過互動小遊戲和觀看直播，
對地球另一端的兒童所面對的困難有更深認識。
    網上直播及分享活動利用Instagram與Facebook兩個平
台，每星期發放不同主題，例如：水資源、太陽能和教育
有關的Unicef英文短片，並根據短片內容及主題，附上不同
的英文選擇題和短答題供同學反思。同時，我們亦主持了
直播活動，主要環繞難民兒童短片出發，再加以拓展及分
享。每次直播會有三位同學負責主持IG live，另外三位同學
負責主持FB live。每次直播會先進行Unicef的簡介，然後播
放關於難民兒童的短片，之後會與觀眾進行問答環節，最
後便會介紹Unicef現時有進行的前線工作，以及給觀眾提問
的環節。很慶幸我們兩次的直播都順利完成。在這次的活
動後，相信成員也能更加勇敢地接觸新事物，對所有成員
來說肯定也是一次難忘的經歷。
    這次利用網上平台與同學互動是Unicef CLub的嶄新體
驗。定期上載具資訊性的影片，使同學更踴躍參與活動，
相比以往在校園擺設攤位，資訊傳播成效更好，互動更得
心應手。往後的Unicef Club活動也會考慮加入網上平台元
素，增加趣味性，激發更多同學參與，相信對未來Unicef 
Club的發展大有裨益。

活動宣傳活動宣傳
直播分享活動直播分享活動

網上問答網上問答

網上互動遊戲網上互動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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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Unicef Club 活動培正Unicef Club 活動
停課不停  關心社會停課不停  關心社會



學校動態中學記要

丘成桐中學科學獎(亞洲)
S. -T. Yau High School Science Award (Asia)

簡介
  丘成桐中學科學獎由著名學長數學大
師丘成桐教授設立，旨在推進中學科學發
展，激發和提昇全球華人中學生對科學研
究 的 興 趣 和 創 新 能 力 。 獎 項 分 為 六 個 範
疇，分別是數學獎、物理獎、化學獎、生
物獎、計算機獎和經濟金融建模獎。是次
亞洲區比賽首次於香港舉辦，並邀請了本
地知名的教授團隊進行評審。參賽者須提
交研究報告，從中學會自發尋找問題，並
提出解決方案。比賽要求學生具備創新思
維，以及緊密的團隊合作。

賽果令人鼓舞
  培正同學成績斐然，楊汶璁和姚涵瑛同學勇奪數學範疇亞洲區銀獎(組別最佳成績)，並獲邀到北京
參加總決賽。羅安琪、焦采溢和吳哲朗同學則在經濟金融建模範疇中取得亞洲區優異獎。

學術範疇 獎項 專題研究 成員學生

數學 銀獎
(組別最佳成績) Positioning of Air Pollutant Sources 楊汶璁(4F)

姚涵瑛(4F)

經濟及金融建模 優異獎 A Model Maximizing Profit for 
Taxi Drivers and Company

羅安琪(4F)
焦采溢(4F)
吳哲朗(4F)

左起：姚涵瑛同學、楊汶璁同學、丘成桐教授左起：姚涵瑛同學、楊汶璁同學、丘成桐教授

左起：吳嘉豪教授、吳哲朗同學、左起：吳嘉豪教授、吳哲朗同學、
 焦采溢同學、羅安琪同學 焦采溢同學、羅安琪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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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成桐中學科學獎(北京總決賽)
S. -T. Yau High School Science Award

  丘成桐中學科學獎總決賽在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二至十六日於北京清華大學舉行，楊汶璁和姚涵瑛
同學需要和美國、內地的優勝隊伍較量。最後，他們奪得總決賽的數學銅獎，也是香港參賽隊伍中的最
佳成績。

學術範疇 獎項 專題研究 成員學生

數學 銅獎 Positioning of Air Pollutant Sources 楊汶璁(4F)
姚涵瑛(4F)

左起：姚涵瑛同學、丘成桐教授、楊汶璁同學左起：姚涵瑛同學、丘成桐教授、楊汶璁同學 楊汶璁和姚涵瑛同學接受香港媒體訪問楊汶璁和姚涵瑛同學接受香港媒體訪問

    半年前，我們曾在建模比賽中，研究如何找出空
氣污染物的來源。因此，我們決定繼續以此主題參加
丘成桐中學科學獎，嘗試以更準確的方法找出來源。
    我們組很快就訂立了研究方向：先探究空氣污染
物如何散佈，然後再逆向找出來源。我們發現現實中
大部份空氣污染物散佈可以用圖中模型模擬，工廠排
出的污染物會上升，再被風吹散到各處。我們查找不
同文獻，得出了高斯煙流模式公式，最後運用電腦程

式找出污染源準確位置。雖然初時程式輸出的結果與實際結果有很大的相差，但透過改善算法和
加長運行時間，最後也能得出令人滿意的計算結果，使我們鬆了一口氣。
    在香港賽區的匯報中，其他三個組別研究的主題是比較傳統的純數學問題，和我們研究的應
用類型數學不太相同。但是，我們出乎意料地獲得銀獎，能到北京進行決賽答辯。到了北京清華
大學，評審團陣容鼎盛，幸好他們的提問都不算太困難，因此匯報過程十分順利。我們觀察到參
加決賽的研究隊伍水平十分高，於是在頒獎前我們認為大約只能得到優異獎。最後我們竟能在
十五支隊伍中獲得前五名，勇奪銅獎，是很大的驚喜。
    這次比賽經驗中，不但可以贏得突如其來的清華之旅，還可以與各地選手和評審交流，聽取
他們的寶貴意見，絕對是獲益良多！

感言

楊汶璁  中四正

數學組

數學組同學研究的Air Plume model數學組同學研究的Air Plume model
及高斯煙流模式公式及高斯煙流模式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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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清華大學四天的參觀與比賽中，有幸受到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教授指點，以及出席他
們的學術研究講座，大開眼界。我們也在晚宴中遇見知名數學家、皓社的校友鄭紹遠學長，原來
丘成桐學長曾與他共事。我們後來更遇見另一名主動關心我們、亦是皓社的著名物理學家徐少達
學長。翻查資料發現，他是丘成桐學長在中學時代的同桌與好朋友，也是此比賽的物理組評審。
此外，我們也得到現正就讀清華大學的君社師姐劉映廷招待，帶領我們參觀校園、分享學校生活
點滴。這些經歷使我遠在北京亦感受到培正校友之間深厚的連繫和情誼，令我十分感動。
    當然，我在論文研究方面也有所得着。首先是透過準備匯報及搜集資料的過程，認識了很多
前所未見的理論。同時，針對空氣污染散佈的狀況，嘗試使用不同的數學模型，以及利用種種統
計方法處理數據，使結果更加貼近真實。這次比賽中，我要衷心感謝組員的耐心教導，也感受到
自己在知識上的不足。期望未來能更好地裝備自己，進行更多數學建模研究。

    我們的題目來自2017全球計算與數學建模競賽
(AoCMM Modeling Competition)：「試以數學模型極大
化的士司機的利潤」。我們利用以下三個因素：該地
單程的平均車費、接客機率、前往該地的路程來進行
經濟建模。其中，路程已包括所有機會成本：金錢成
本（油費）和時間成本。之後，我們通過電腦編程把
建立的數學模型運用至現實的情況。我們考慮了兩個
城市：紐約和香港，並改善模型使它能更符合這些城
市的規劃和特色。

姚涵瑛  中四正

羅安琪、焦采溢、吳哲朗  中四正

數學組

經濟及金融建模組

劉映廷學長(左一)帶領學弟、學妹品嚐當地美食劉映廷學長(左一)帶領學弟、學妹品嚐當地美食
左起：楊汶璁同學、鄭紹遠教授、姚涵瑛同學左起：楊汶璁同學、鄭紹遠教授、姚涵瑛同學

紐約市的士接落客數據紐約市的士接落客數據
利用數學建模計算利潤利用數學建模計算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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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嚴謹的學術評審，我們的
作品有幸能夠進入匯報與答辯環
節，為此我們積極地預備，包括嘗
試完善研究、預備簡報、練習匯報
和模擬答辯。
    我們很感激與專題相關的不同
學科老師(包括經濟、數學、電腦
科)抽空聆聽及指導我們的匯報。每
位老師都從不同的切入點去提供意
見，例如：經濟老師引導我們去思
考我們的建模是否貼近社會現實、
電腦老師指導我們改善建模的程
式、數學老師跟我們討論校正方程
式的邏輯。他們的意見使我們的作
品精益求精，也令我們更掌握不同
領域的知識。
    比賽結束後，經濟及金融建模
範疇總評審吳嘉豪教授給了我們進
一步的意見，令我們有所得着。首
先，吳教授讚賞我們考慮了各類型
的因素，計算過程表現良好。不過
吳教授建議我們在電腦編程之後，
應嘗試設計一個應用程式，讓的士
司機獲益，同時證明我們所運用的
數學方法是可以在現實生活中應用

向經濟、數學、電腦科老師匯報向經濟、數學、電腦科老師匯報

經濟、數學、電腦科老師討論研究主題經濟、數學、電腦科老師討論研究主題

賽後吳嘉豪教授(左一)和參賽同學交流及提供寶貴意見賽後吳嘉豪教授(左一)和參賽同學交流及提供寶貴意見

的。其次，對一個的士司機來說，我們考慮得很周全。可是，吳教授提出經濟的目標不只是停留
在個人（即的士司機）賺取最大利潤的層面，還可以擴闊至社會層面，包括在各持分者之間（的
士司機、的士公司、以及乘客）達致平衡，使整個社會得益。
    吳教授的專業建議令我們明白建模研究要切合現實生活，令它能夠真正在社會運用才是出色
的建模。因此，我們會在未來的建模比賽中運用以上的思考模式和實現方法，努力讓我們的建模
貢獻社會。

56



學校動態中學記要

升學及就業輔導部門
舉辦升學就業講座及參觀活動
二零一九年下半年

1. 九月廿五日University of Waterloo 國際收生經理Mr. Tony Munro應邀到校為中六級部份學
生進行升學講座。

2.
十月二日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資產管理及私人銀行課程副主管Dr. David S. Lee，與
入學及學術交流部高級項目經理李婷芝女士應邀到校為中六級學生進行升學講座，講解聯招
選科策略，及介紹港大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課程。

3. 十月二日香港浸會大學傳播系講師高媛怡博士應邀到校為中六級文組學生進行升學講座，講
解傳理系的課程特色及收生要求。

4. 十月二日香港科技大學理學院副院長梁承裕教授應邀到校為中六級理組學生進行升學講座，
介紹理學院課程特色及收生要求。

5. 十月十六日為中六學生舉行本地大學聯合招生計劃(JUPAS)講座，除了講解本地大學之收生
要求及JUPAS的申請機制外，亦提醒中六學生對內地和外地升學的準備和部署。

6.
十月廿二日英國劍橋大學副校長Professor David Cardwell聯同香港大學工程學院及理學院
代表，到校為中五、中六級理組學生舉行劍橋大學入學講座；港大代表介紹劍橋跟香港大學
合辦的「2+2課程」。

7. 十月三十日香港大學體育及康樂經理伍海燕女士應邀到校為中五、中六級十位精英運動員進
行運動員推薦計劃講座，講解計劃特色及要求。

8. 十月三十日國際留學顧問中心Johnny Yau應邀到校為中五、中六級有興趣學生進行UCAS講座。

9. 十一月一日舉行中三級家長會，呂艷蘭主任簡介中四級提供的科目組合及本地大學的基本收
生要求，黃子榮主任講解升中四選科機制及計分公式，讓家長了解選科的部署。

10. 十一月六日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助理院長蔡宗衡博士應邀到校為中六級理組學生進行升學
講座，講解工學院各程課程及招生要求；另外，蔡博士亦介紹生物醫學工程的課程細節。

11. 十一月六日香港理工大學建築及房地產學系江偉基老師應邀到校為中六級理組同學舉行升學
講座，介紹地產及建設測量學。

12. 十一月六日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副院長兼博社校友王家徹教授應邀到校為中六級文組學生舉
行升學講座，講解市場學內容及介紹商學院課程特色。

13.
十一月六日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寶倫博士以及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心理學助
理教授黃永權博士應邀到校為中六級文組學生進行升學講座，講解其課程特色及相關行業發
展現況。

14. 十一月八日舉行中六級家長會，呂艷蘭主任向家長講解本地大學聯合招生計劃的重要事項及
簡介聯招以外和海外升學的途徑。

15. 十一月十九日舉行中三升中四選科講座，呂艷蘭老師簡介中四級提供的科目組合及本地大學
的基本收生要求，黃子榮主任講解升中四選科機制及計分公式，讓學生了解選科的部署。

16. 十二月三日雄社校友何雋應邀於初部集會演講，內容是由LEGO產品的設計到個人夢想的追求。

17.
十二月六日香港科技大學為本校同學舉辦一項參觀活動，招生及入學辦事處助理經理鄭浩然
(迪社)介紹科大入學情況及運動員計劃；校友李湛亨(翹社)及黃佩怡(臻社)分享科大生活及升
學歷程。活動亦包括遊覽校園及參觀不同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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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生物科教師吳日晶安息主懷
  本校前生物科教師吳日晶女士於二零二零年四月安息主懷，享年七十二歲。安息禮拜已於七月廿五
日上午在香港薄扶林道基督教墳場教堂舉行，遺體隨即移送哥連臣角葬場火化。校方在此感謝校友及同
工致送帛金，並已全數支付喪禮費用。
  吳日晶老師(1947-2020)為本校皓社校友，一九六六年受浸於九龍城浸信會，中學畢業後進入香港
中文大學修讀生物學學士及植物學碩士課程。一九七八年入職母校任教生物科及自然科，其後又曾擔任
圖書館主任，二零零二年離職，服務母校共廿四載。吳老師於學生時期成績優異，中二年級是班上唯一
的優異生，中三年級獲全班第一名。皓社同學錄中記述她「處事認真，埋頭苦幹，勤奮力學，特精英
語，成績卓著而冠全班。生物成績頗佳，聞其有志他日懸壺以濟世云。」
  吳老師教學育人的點點滴滴，將永為本校同人所懷念，願吳日晶老師在慈愛的天父懷抱中得享永福。

18. 十二月十一日香港城市大學Senior PE Officer胡家信先生應邀到校為高中8名精英運動員進行
運動員推薦計劃講座。

19. 十二月十一日香港大學環球衞生及發展(文理學士)課程聯絡人Ms. Danielle Jayes 應邀到校
為50位高中學生進行升學講座，講解其學系課程特色及招生要求。

20. 十二月十一日創社校友司陽應邀到校為中六正班學生進行升學講座，講解香港大學國際商業
及環球管理學系課程特色及招生要求，及分享選科心得。

21. 十二月十一日香港理工大學職業治療臨床導師劉頌文(頤社校友)應邀到校為五十位中六學生
進行升學講座，講解職業治療學學系課程及招生要求。

22. 十二月十八日舉行內地升學講座，郭卓穎老師為十八位中六同學介紹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
文憑考試學生計劃講座。

二零二零年上半年

1. 因疫情停課關係，原定的多項活動被迫取消，復課後舉行了以下兩項活動。
2. 六月九日為中五級同學舉行升學講座，提醒同學要為未來作出升學部署及撰寫SLP應注意事項。

畢業生消息
1. 君社校友羅曉旻、湯諾陶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入讀香港中文大學入學成績優異，獲大

學頒發龔約翰龐萬倫新生獎學金。

2. 君社校友談知衡、湯諾陶中學課外活動表現優異，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入讀香港中文
大學入學，獲大學頒發崇基學院優異課外活動新生獎學金。

3. 君社校友樊子晴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入讀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成績優異，獲大學頒
發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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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
  在中學階段的青少年人身心不斷發展，他們在生理、心智和社交等各方面都在變化，協助青少年人
邁向獨立自主，培養學生在不同的境遇中有良好的決策能力，從而促使他們盡量發揮個人的潛能，成為
我們作老師的挑戰和承擔。在二零一九年度，輔導組除推行過往的輔導計劃以外，我們新增辦了不同類
型的活動，希望藉此讓青少年認識自己、投入活動並茁壯成長。

朋輩輔導計劃
  「朋輩輔導計劃」通過訓練及服務過程，期望朋輩輔
導 員 學 會 基 本 的 朋 輩 輔 導 技 巧 ， 從 而 認 識 自 我 、 發 展 潛
能，並照顧校園內的夥伴。
  本年度共招募四十八位中三級至中五級的學生參與計
劃。朋輩輔導員於二零一九年八月開學前到梅窩衛理園參
加朋輩輔導員活動營，並於九至十月參與課後訓練，學習
照顧各級新生及校園內的伙伴。朋輩輔導員亦會於上學期
與新生飯聚，並協助組織班會活動，通過不同方式，期望
新生更適應中學校園生活。

朋輩輔導員接受訓練情況朋輩輔導員接受訓練情況

朋輩輔導員大合照朋輩輔導員大合照

朋輩營分組合作活動朋輩營分組合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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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諧粉彩繪畫班

社工服務

  輔導組於十一月中旬舉辦「以繪畫送上祝福」活動，幫助學生紓緩學業及社會狀況帶來的壓力，希
望學生通過社工及老師指導，運用日本和諧粉彩繪畫，學習積極面對情緒，亦可為身邊人送上祝福。

1. 本校今年起實施「一校兩社工」。主要駐校社工為尤文祺姑娘，而伍家頌姑娘已於本學年調職，新
任社工為麥穎輝先生及岑嘉怡姑娘。各社工駐校安排如下：

尤文祺姑娘 (Mandy) 逢星期一至四

麥穎輝先生 (Moses) 逢星期二、四

岑嘉怡姑娘 (Doris) 逢星期三、五

2. 九月、十月期間借用班主任課節，到中一級各班向同學介紹社工服務。
3. 十月、十一月舉行初中家長工作坊，協助家長了解青少年情緒需要、流行文化及親子溝通技巧。
4. 十一月為中六各班舉行「班本輔導活動」，透過課堂活動幫助同學學習處理考試壓力及情緒管理。
5. 十一月廿五日午飯時間在田家炳花園開設攤位，透過活動提昇學生對精神健康的認知，合作機構為

善導會。
6. 疫情期間社工舉辦各項活動如下：

月份 活動 對象 形式

三月
中六打打氣 中六 課室派發打氣包

時間管理單張 中一至中二 由老師代發放
壓力管理單張 中三至中五 由老師代發放

四月

Board game小組 中一、中二獲邀同學 ZOOM
縫製口罩活動 中五獲邀同學 ZOOM

家長講座 中一家長 ZOOM
社交義工小組 中三獲邀同學 ZOOM
聯校義工小組 中四、中五 ZOOM

中六打打氣 中六 圓樓梯派發打氣包
五月 Board game小組 中二獲邀同學 ZOOM

社工指導學生運用和諧粉彩繪畫社工指導學生運用和諧粉彩繪畫 師生作品師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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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參觀徐尚田詠春拳館記趣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周六，中二
中文拔尖班在黃祖佑老師、段麗珊老師及
王錦虹老師的帶領下，到長沙灣參觀徐尚
田詠春拳館，旨在了解中國文化，認識詠
春這種風靡中外人士的傳統武術。
  詠春名家徐尚田師傅(1933–2014)是
葉 問 宗 師 最 早 期 弟 子 之 一 ， 人 稱 「 小 念
頭 王 」 ， 徒 子 徒 孫 遍 佈 世 界 各 地 。 徐 師
傅 在 七 十 年 代 開 始 設 館 ， 拳 館 座 落 於 長
沙灣長勝大廈一個單位，是住宅與拳館共
用，將詠春與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徐尚
田師傅亦是跌打醫師，拳館會同時用作跌
打醫館。所以早期授拳時，館內常有人練習詠春
拳術、亦不時有人來看病睇症，而徐師傅的子女
放學後會在館內溫習功課、晚上一家人在館內燒
菜開飯，飯後繼續授拳。館即是家，詠春就是生
活！這種情懷如今已難復見。二零零九年徐尚田
詠春同學會成立，租用同一大廈另一單位並在那
裏繼續授拳，這便是我們參觀的拳館了。
  拳館約兩間課室大小，沒豪華裝潢，以實用
簡潔為主。不再簇新的沙包及木人樁等，是學徒
勤學苦練的證明。一面牆身是整塊鏡子，方便學
徒 對 鏡 練 習 套 路 ； 其 餘 牆 身 則 掛 滿 照 片 、 題 字
等，記載了拳館歷史、人事變遷，也寄托了學員
對武術熱愛、對恩師感念不已的的濃厚情懷。

  拳館地方不大，所以我們分上下午兩段時間
參觀。上午由徐尚田師傅的得意門生馬紀輝師傅
作講解及示範，下午則換作徐師傅的兒子徐貫通
師 傅 作 主 持 ， 徐 貫 通 師 傅 是 現 時 拳 館 的 總 負 責
人。師傅們悉心講解詠春竅門，又即席示範，並
邀請老師、同學參與，同學都表現得雀躍萬分。
接着同學分組，運用早前在拔尖班學到的訪問技
巧，結合預先準備好的題目，訪問館內的師傅及
同門。面對同學各種提問，師傅們都一一細心回
答，讓同學對詠春武術及習武的心路歷程有充分
了解。

同學訪問徐貫通師傅，右為館內同門黏手練習同學訪問徐貫通師傅，右為館內同門黏手練習

同學們對木人樁感興趣同學們對木人樁感興趣 馬紀輝師傅(右)示範馬紀輝師傅(右)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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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尚田師傅即席揮毫之作徐尚田師傅即席揮毫之作

上午班老師及同學們上午班老師及同學們
與館內師傅合照與館內師傅合照

下午班同學們與館內下午班同學們與館內
師傅及學員合照師傅及學員合照

  徐尚田師傅有「小念頭王」之稱。
小念頭是詠春拳最重要的基礎套路，其
特別之處，或可從一幅題字中看到一些
端倪。這題字是二零一零年徐師傅為羅
村葉問紀念館即席揮毫之作，非常有意
思，文字如下：

小念頭

是增進健康之路

是開啟潛能之門

  詠春不只是搏擊防身之術，也是健體養生之道，亦是藝術修行。參觀詠春拳館，同學們看到高超的
武術示範，了解習武過程的艱辛與喜悅；亦從拳館的相片題字，見證時代的變遷；而師傅們的講解與訪
問，亦處處洋溢出追求卓越的精神、及師徒間的深厚情誼。同學們參觀的不只是拳館，更是中國武術與
文化的傳承。
  正是：詠春絕技，動靜皆宜；武術人生，多彩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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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我和同學們有幸可
以參觀徐尚田詠春同學會訪問馬紀輝師傅和進行學
術交流。
    在這段大約二十分鐘的訪問中，師傅笑指他當
初選擇學習詠春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只是出於一顆
好勝的心，希望可以藉着一身好功夫顯得比人更勝
一籌。他選擇中國武術詠春而不是其他運動，是他
覺得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應該學習擁有中國文化
的武術，而在眾多武術中選擇詠春，是因為詠春有
對打的環節，而不是只有自己練習耍拳，他認為比
較有趣。加上他的年代李小龍十分有名，是很多人
偶像，很多小孩都想跟李小龍一樣十分有型地打功
夫，於是就開始了他的詠春生涯。

    他小時候看着師兄們對打時，認為很厲害，很想快點輪到自己，可是終於輪到自己的時候卻
發覺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他明白到自己看到的與自己親身經歷是完全不同的。雖然好像很困難，
但師傅就是出於一股不甘心的心態而選擇繼續堅持下去。
    當師傅被問到「學完詠春有什麼得着？」的時候，他立即糾正說詠春是永遠不會學完的，透
過人指點，完成基礎後會慢慢發展自己的才能，再慢慢不斷的鍛練又會發現一個新的境界，更提
高了自己的要求，不停改變自己的姿勢和動作。而在價值觀的改變方面，他剛學詠春時，認為詠
春只是一個武術打鬥，後來發現變成了一個修養，甚至是人體藝術。他還學會了改善自己的壞習
慣或者偏側的姿勢來應付其他人。
    至於難掌握的動作，師傅認為所有動作其實也難掌握，但只要不斷練習，總有一天會掌握到
的。應用在我自己身上，如果我遇到一些巨大的挑戰和困難，或者想學會一項技能，也應該不停
鍛鍊，總有一天能學會及跨過的。
    師傅也有經歷過一個感到很難進步的時期，因為需要所有動作也做得很好才能有進境，他不
斷練習，但已經感到有點厭倦，並懷疑自己。於是他選擇休息一段時間再努力，他表示他沒有想
過放棄，因為他在休息那段時間回想自己未能成功的原因，最後
加以改良自己的姿勢等等，那便又重新開始掌握了。
    另一方面，他認為武術的師徒關係是十分密切的，徒弟都會
很崇拜自己的師父，而馬師傅就認為自己的師父武功極高之餘，
也十分願意把自己的技能傳授，相處起來就像一家人。雖然他的
師父絕少口頭上讚賞他，並不時糾正他的錯處，可是馬師傅認為
這是一種激勵，讓自己不斷練習以求達到師父的要求。
    對身體的幫助方面，馬師傅認為自己沒有腰酸背痛也就是詠
春帶來的養生的效果。
    最後，馬師傅更提到自己成為詠春教練不只是為了錢，他認
為把詠春教導給學生是十分開心的，因為可以與學生交流同一種
技藝，他認為如果全世界只有他懂得詠春是沒有意思的，所以他
很樂意把詠春傳承到下一代。馬師傅真是一個有抱負和偉大的
人。這次訪問真的十分有意義，我也學會了很多東西。如果真的
有下一次的訪問，我會更詳盡地訪問馬師傅，讓我有更大、更多
的得益。

感言

馬紀輝師傅(右)示範詠春精要馬紀輝師傅(右)示範詠春精要

黃天悅  中二愛

探訪徐尚田詠春同學會的活動回顧

同學們訪問馬紀輝師傅(右一)同學們訪問馬紀輝師傅(右一)

63



中學記要學與教

數學科

第六屆國際數學建模挑戰賽 (IMMC 2020)

  國際數學建模挑戰賽要求同學於五天内完成一篇針對現實生活問題提出解決方案的研究論文。第六
屆國際數學建模挑戰賽中華賽區答辯決賽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八日進行，同學須透過ZOOM向評審匯報自
己的研究成果。經過多重論文評審，本校同學岑杏林(四正)、龍瑞希(四正)、姚涵瑛(四正)及黃浩楠(五
正）以「網絡新聞可信度測評」為題撰寫論文，並從兩岸四地六百五十餘支隊伍中脫穎而出，獲得「中
華賽特等獎」(首2%)。

論文概要
  網絡新聞真假難辨。學生為了從云云文章中辨識假新聞，嘗試設計數學模型計算各新聞的公信力。
學生從內容、外部資源和反饋三方面設計公式，並將有關因素量化。例如內容方面，學生運用詞頻、逆
向檔案頻率、隱含狄利克雷分佈的公式等計算文章的關聯性，再考慮不同因素，計算新聞公信力。隨
後，學生代入已有數據和進行敏感度分析，測試和分析現時得出的數學模型。最後，學生再比較專家對
新聞公信力的評價，歸納有關數學模型的長處與短處。

同學研究的詞頻同學研究的詞頻——逆向檔案頻率公式逆向檔案頻率公式 同學研究的隱含狄利克雷分佈同學研究的隱含狄利克雷分佈

疫情之下如何合作？
  寫作論文時，正值二零一九年十月，同學可
以 利 用 課 餘 及 週 末 時 間 在 學 校 研 究 討 論 ， 他 們
也 有 利 用 軟 件 D i s co rd 在 家 中 討 論 ， 並 透 過 網 站
Overleaf使用LaTeX格式處理系統，實時編寫學術
論文。直至二零二零年五月要準備匯報時，疫情
令學生無法見面，組員亦身處異地。為了修改論
文和準備匯報，學生使用Zoom進行會議，科技發
達使交流得以突破地域限制。學生亦利用Google 
Slide共同編輯簡報。指導老師透過Zoom 進行提
問，協助學生改善答辯表現。過程中當然會遇上
困難：網絡不穩定等技術問題。儘管如此，現今
科技的確為學生在疫情期間預備答辯，甚至平常
寫作論文都提供了不少幫助。同學為預備匯報内容開會同學為預備匯報内容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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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辯決賽的情況給了大家一個嶄新的
體驗。學生須以通訊軟件Zoom進行線上
匯報及答辯，看着電腦屏幕上一個個框子
裏的人像，感覺別具一番風味。大部份參
賽者和教授都在家進行視像對話，令大家
感到十分親切，心情也沒有那麽緊張。進
行答辯期間，隊員只能透過即時通訊軟件
來溝通，這也增加了參賽者處理突發狀況
的 難 度 。 有 部 份 隊 伍 的 成 員 網 絡 訊 號 較
弱，在匯報途中斷線，甚至有一位評審也在發問途中斷線，這也是線上匯報的一大難題。不過整體來
説，比賽都能順利進行，學生也在各隊精采的匯報中獲益良多。

    回首比賽過程，可以說是艱辛無比。從參
加秋季賽到準備答辯，社會因素令我們難以聚
集討論。但我們也運用各種線上的通訊軟件，
最終完成了論文。俗話說：「有努力就有收
穫」，儘管在論文答辯的時候表現未必完美，
但很高興我們依然拿到不錯的成績。
    作為一個中五學生，這很可能是我最後一
次參加IMMC。即使這樣，這段過程也將成為
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憶。能拿到這個獎離不開
團隊的合作，指導老師給予的幫助，以及家人
的支持。謝謝他們的辛勤付出！

感言

黃浩楠  中五正

中華賽特等獎證書中華賽特等獎證書

得獎同學合照得獎同學合照

答辯賽於網上進行答辯賽於網上進行 答辯決賽開幕禮答辯決賽開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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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國數學奧林匹克

  中國數學奧林匹克比賽由中國數學奧林匹克委員
會主辦，是屆比賽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廿五至三十日
在武漢市華中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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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優異獲選參加是屆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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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汶璁同學在比賽中最後獲銅
獎成績，詳細報導可見上期校刊。 楊汶璁(左一)與香港隊員合照楊汶璁(左一)與香港隊員合照

2019亞太區數學奧林匹克

  亞太區數學比賽是亞太地區一項較高階的數學競賽，目標是藉着國際級數學競賽，擴闊學生視野。
每年各參賽地區按該地區成績選出最高分約十位學生，再根據亞太區參賽者的水準定出統一標準，頒發
不同獎項。香港地區的比賽，由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及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委員會主辦，主要讓參與香
港數學奧林匹克訓練的培訓學員參加，也是作為選拔香港代表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的其中一次重要賽
事。二零一九年的比賽於三月十二日舉行，本校湯諾陶獲銅獎。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選拔賽初賽2019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為一年一度國際性
中學生數學比賽。香港選拔賽由香港資優
教育學苑、教育局和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
港委員會合辦，目的是提高學生對學習數
學的興趣，並為在數學方面具優越潛能的
學生提供培訓。在選拔賽中表現優異的學
生 ， 將 獲 安 排 參 加 一 連 串 的 數 學 增 益 課
程，表現傑出的學生，將有機會獲選代表
香港參與二零一九年舉行的國際及全國數
學奧林匹克競賽。選拔賽於二零一九年五
月廿五日舉行，每校最多可派出六位同學
參賽，所有金、銀、銅及優異獎的學生均
可參加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數學奧林
匹 克 訓 練 課 程 ， 本 校 獲 獎 同 學 如 下 ： 銀
獎：陳祉軒(五望)、楊汶璁(四正)、張沛笙
(六正)；銅獎：焦采溢(四正)、黃凱聰(五
正)；優異獎：陳子賢(五正)。

楊汶璁 (左三)楊汶璁 (左三)

陳祉軒 (左三)陳祉軒 (左三)

2019第60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IMO)是世界性的高中生數學比賽，每年於不同國家或地區舉行。今屆比賽於二
零一九年七月十至廿二日在英國巴斯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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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屆比賽，並獲銅獎，詳細報導可見上期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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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中學生統計創意寫作比賽

  中學生統計創意寫作比賽由香港統計學會及教育局合辦(香港大學統計及精算學系贊助)，旨在提高
學生對統計及其應用的興趣，並鼓勵他們透過創意的手法，以及科學和客觀的精神，用文字表達日常生
活所應用的統計概念或利用統計概念創作一個故事。就讀中三至中六的學生均可參加，參賽者可以以個
人或隊伍形式參賽。所有得獎作品將收錄於由主辦單位出版的刊物中，得獎隊伍亦有機會獲邀在頒獎禮
中演繹自己的作品，獲獎同學如下：

高級組 (Senior Section)

優異獎及香港大學統計及精算學系最佳專題寫作獎：翟凱澄(四光)、焦采溢(四正)、蔡卓霖(四善)
題  目：一擊全中
優 異 獎：梁紫惠(六善)、姚元悅(六正)
題  目：The crime journey of the three little pigs
入選作品：甄梓濠、鍾恩信、李以正、胡穎琪、林昕彤、馬樂茵、陳曉約、劉詠茵、倫芷悠

2018-2019中學數學閱讀報告比賽

   中學數學閱讀報告比賽由教育局數學
教育組舉辦，旨在透過閱讀提高學生對學習
數 學 的 興 趣 ， 及 擴 闊 學 生 對 數 學 認 識 的 領
域。參賽同學須提交一份閱讀報告，內容須
力求精簡，以初中最多三千字、高中四千字
為 限 ， 每 校 最 多 可 繳 交 六 份 閱 讀 報 告 ， 本
校 柁 鈐 ( 五 望 ) 獲 高 中 組 一 等 獎 ； 姚 元 悅 ( 六
正 ) 、 沈 廓 ( 五 正 ) 獲 高 中 組 二 等 獎 ； 羅 安 琪
(四正)、姚涵瑛(四正)獲初中組二等獎。 得獎同學合照得獎同學合照 柁鈴(左)與頒獎柁鈴(左)與頒獎

嘉賓合照嘉賓合照

焦采溢(左一)、蔡卓霖(左二)、翟凱澄(左三)焦采溢(左一)、蔡卓霖(左二)、翟凱澄(左三)
與頒獎嘉賓合照與頒獎嘉賓合照 黃偉豪老師(左一)、梁紫惠(左二)、姚元悅(左三)與頒獎嘉賓合照黃偉豪老師(左一)、梁紫惠(左二)、姚元悅(左三)與頒獎嘉賓合照

家長、老師與得獎同學合照家長、老師與得獎同學合照

翟凱澄、焦采溢、蔡卓霖獲邀在翟凱澄、焦采溢、蔡卓霖獲邀在
頒獎禮滙報她們的作品頒獎禮滙報她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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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香港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全國決賽）

陳善樂 (左一) 與香港隊員合照陳善樂 (左一) 與香港隊員合照

  「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是為了紀念和學習我
國傑出的數學家華羅庚教授，於一九八六年始創的全國性
大型少年數學競賽活動，香港區比賽由香港組委會主辦，
是屆賽事於二零一九年三月舉行，每校可選派中一和中二
年級各兩名同學參賽，去年中一光陳善樂同學獲中一組個
人冠軍，獲全國賽資格，並於八月中前往廈門及金門參加
「2019年華羅庚金杯廈金澎研學旅行嘉年華」，與來自各
地數學精英進行比賽及交流。

 全國中一組銀獎：陳善樂 (一光)

2019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數學科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ICAS)由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教育評估中心主辦，過去二十多年來，ICAS
每年吸引來自澳洲、汶萊、香港、印度、印尼、馬來西亞、新西蘭、太平洋地區、新加坡、以至南非和
美國等地眾多學生參與。本校去年有超過三百位同學參與數學科的評估，並且成績表現優異，共獲七個
獎牌(Medal)、三十一個高級榮譽及八十九個榮譽獎項、另獲優異及優良獎項共一百一十人。

中二組獎牌得主高兆廷(左一)、中二組獎牌得主高兆廷(左一)、
陳以諾 (左五)、黃凱翔(左六)陳以諾 (左五)、黃凱翔(左六)

部份獎牌得主張沛笙(後排右一)、陳祉軒(後排右三)、部份獎牌得主張沛笙(後排右一)、陳祉軒(後排右三)、
陳善樂(前排左一)、張綽軒(前排右二)陳善樂(前排左一)、張綽軒(前排右二)

老師、家長與得獎同學大合照老師、家長與得獎同學大合照

2019澳洲數學比賽

  澳洲數學比賽為澳洲數學基金會所統籌的一項大型數學比賽，此活動除每年於澳洲當地舉行外，亦
接受世界各地中學生參與。本校陳善樂 (二光)獲卓越奬PRIZE(成績最佳之首0.3%參賽者)；另有十四位
同學獲優異獎 HIGH DISTINCTION；廿七位同學獲優DISTINCTION及十六位同學獲良好CR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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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第六屆國際數學建模挑戰賽

  國際數學建模挑戰賽(IM2C或IMMC)在二零一四年創辦於美國波士頓，是一項面向全球中學生的國
際性新型數學建模競賽，競賽宗旨在於鼓勵參賽者應用數學建模，探索和解決現實世界的重要問題，以
普及數學建模教育，增強中學生數學核心素養與科技創新能力。IM2C既是中學生數學建模實踐與歷練
的舞台，也是參賽中學的數學暨STEM教育成果展示與交流的園地。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及澳門
的參賽團隊將首先共同接受中華區域賽的挑戰。論文中成績進入首20%的團隊，將自動獲得晉級國際賽
程的機會。今年度的比賽最後各隊獲得成績如下：

2019第22屆美國高中數學建模比賽 (HiMCM)

  美國高中數學建模比賽(HiMCM)為學生提供了一個利用數學來解決現實世界建模問題的機會，目的
是讓學生有機會在比賽中作為團隊成員工作，從而激發和改善他們的解決問題和寫作技巧。每年除了美
國本土學生參加外，亦有不少世界各地的中學生參與，學生只需組成最多四人的隊伍，從大會提供的兩
個問題選擇其一，然後在三十六小時內完成一份論文形式的作品作為解答。今屆賽事於二零一九年十一
月六至十九日舉行，全球共有七百九十一隊參加，分別來自三百廿四間學校。本校陳祉軒(五望)、楊汶
璁(四正)、姚涵瑛(四正)、羅安琪(四正)獲一等獎(全球首20%)。

2019/20加拿大數學競賽

  加拿大數學比賽由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數學及電腦教育中心主辦。滑鐵盧大學是北美著名大學之一，
以數學、工程和電腦科學最為著名。CEMC每年在加拿大舉行多個數學和電腦比賽，亦接受其他地區報名參
賽，在二零一一年，有超過八萬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參加。比賽類型分為選擇題及問答題兩類，程度則
按不同年級劃分，各項比賽中，得分為首25%的參賽者可得優異獎，最高得分者可得獎牌(Medal)。

問答題形式比賽
中級組競賽 (中三、中四) (Grade 9, 10) 高級組競賽(中五、中六)( Grade 11, 12)

團體

國際隊際第三名
楊汶璁(四正)、陳善樂(二光)、
焦采溢(四正)、黃 進(二善)、
黃凱翔 (三愛)

獎牌 張沛笙(六正)

獎牌 楊汶璁 (四正)
優異獎

陳祉軒(五望)、陳子賢(五正)、
黃浩楠(五正)、黃凱聰(五正)、
朱千和(五正)優異獎 中二越級挑戰：共七位；

中三共十一位、中四共八位

中華賽區特等獎 (Outstanding)：黃浩楠、龍瑞希、岑杏琳、姚涵瑛

中華賽區一等獎 (Meritorious)：
羅安琪、容心玥、陳顥洋、黃梓謙、陳祉軒、楊汶璁、吳哲朗、焦采溢、黃浩桐、馮佩琦

中華賽區二等獎 (Honourable Mention)：蔡浩朗、甄梓濠

國際賽(中華區) 特等入圍獎 (Finalist)：黃浩桐、吳哲朗、馮佩琦、焦采溢

國際賽(中華區) 一等獎 (Meritorious)：陳祉軒、姚涵瑛、羅安琪、楊汶璁

國際賽(中華區) 二等獎 (Honourable Mention)：容心玥、岑杏琳、龍瑞希、黃梓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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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藍科研先鋒‧科學活動及比賽

  為了提昇學生對科學的認識和了解，培正中學自二零一六學年起，推行紅藍科研先鋒計劃。計劃包
括每年舉行不同的科學研習活動，讓學生深入了解科學知識，並在進行科學研習的過程中，訓練同學設
計實驗、收集數據、撰寫報告及閱讀論文的能力。雖然今年香港面對疫情而有一段時間停課，但是同學
仍有參與科學活動甚至獲得獎項。

科學研習

中二科研增潤計劃

  本年度在中二試行「中二科研增潤計劃」，挑
選部份有志深入學習科學知識及進行實驗研究的同
學，以小班教學和實驗導向的形式授課。同學們除
了學習常規課程中的科學知識外，更學會相關課題
的進階知識。此外，同學以實驗導向的形式學習科
學，從而擴闊對科學的理解和強化設計與進行實驗
的技巧。最後，同學在一整學年需自行規劃和進行
一個科學研究，以及撰寫一份文獻探討，希望藉此
裝備學生在科學研究領域的發展。

科學科

同學在閱讀多份學術文獻後撰寫的文獻探究(節錄)同學在閱讀多份學術文獻後撰寫的文獻探究(節錄)

同學們正進行自己設計的實驗同學們正進行自己設計的實驗
光合作用的實驗光合作用的實驗

科學比賽

培正聯隊於「國際遺傳工程機器設計競賽2019」勇奪金獎

  IGEM(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 Competition)是一年一度的世界級的合成
生物學競賽，由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舉辦，旨在培養合成生物學人
才，促進各國大學本科生在該領域的學習、交流與合作。
  今年培正聯同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首次參加iGEM，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廿八日至十一月六日前往美國波
士頓參賽，最後成功在三百七十多隊來自世界各地的隊伍中脫穎而出，奪得金獎及最佳建模最後五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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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隊成功設計和製作能夠製造尿酸酶的益生菌(Nissile 1917)，將微溶於水的尿酸轉化為可溶於水
的物質，減少尿酸積聚而形成痛風的風險；另一方面，為避免益生菌過份製造酶而死亡，我們設計了一
個誘發機制，讓益生菌在接觸尿酸後才開始製作尿酸酶，並在尿酸消失後停止製作尿酸酶。
  培正團隊在美國波士頓亦順道探訪美國紐英崙(波士頓)培正同學會，學長的支持和鼓勵令同學十分
感動，對培正紅藍精神有了更深刻的體會，這是在比賽以外另一個最大的得着。在比賽當天亦有學長遠
道而來支持，同學們都喜出望外和感到溫暖。

參賽同學：

四光 李俊煒、楊詩慧、趙紳寶

四善 袁浩軒、鄭芷晴

四正 張文彥、林日東、劉詠茵、鄭思律、
李以正、馬肇煒

五光 鍾天朗

五善 黃詩淇

五正 錢紀姸

參賽作品：https://2019.igem.org /Team:Hong_Kong_LFC_PC

培正同學首次參加iGEM培正同學首次參加iGEM

與美國紐英崙(波士頓)培正同學會的學長共聚午餐與美國紐英崙(波士頓)培正同學會的學長共聚午餐

趙學長伉儷親身到場支持培正同學趙學長伉儷親身到場支持培正同學

培正中學及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聯隊培正中學及保良局羅氏基金中學聯隊

聯隊奪得金獎及最佳建模最後五強聯隊奪得金獎及最佳建模最後五強
同學們向大學教授及各參與者介紹自己的作品同學們向大學教授及各參與者介紹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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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國際賽鄭思律同學奪銀牌

  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是一項讓十六歲以下的中學生在自然科學方面比賽的年度活動。其舉辦目的如下：
	  宣揚及鼓勵對科學範疇的卓越追求
	  挑戰及刺激資優學生發展科學才能
	  在每年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中發掘於科學方面優秀的年輕學生
	  鼓勵學生在自然科學方面的持續學習
	  促進世界各地學生的友誼
  中四正班鄭思律同學在二零一九年代表香港到卡塔爾出戰「2019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在來
自全球的多位學生中突圍而出，為香港奪得銀牌。

2020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香港選拔

  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香港選拔賽是由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教育局資優教育組、香港數理教育
學會及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師協會聯合主辦的比賽。選拔賽旨在識別有科學天賦的初中學生，參加進
階科學知識培訓課程。獲一等及二等獎的同學都獲邀參加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第一階段培訓。期望學
生可以透過培訓課程，促進對科學的認識、協作及批判性思維等方面的發展。本校派出兩位中二及四位
中三同學參加選拔賽。本校獲獎同學名單如下：

一等獎 李翊華(二正)
二等獎 鄧芷朗(三正)、周溰晉(三望)、蔡浩朗(二善)
三等獎 方皓謙(三愛)、陳學賢(三光)

  鄧芷朗同學成功進入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第二階段培訓，並努力爭取成為「2020國際初中科學
奧林匹克」香港代表隊成員。

IJSO得獎同學合照IJSO得獎同學合照
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香港選拔獲獎同學。香港選拔獲獎同學。
左起：蔡浩朗、方皓謙、陳學賢、鄧芷朗、李翊華、周溰晉左起：蔡浩朗、方皓謙、陳學賢、鄧芷朗、李翊華、周溰晉

左二：鄭思律同學代表香港出戰左二：鄭思律同學代表香港出戰
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

與澳培參賽同學合照與澳培參賽同學合照 鄭思律同學為香港奪得銀牌鄭思律同學為香港奪得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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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2019-20

    中 二 愛 蔡 湧 信 、 張 萃 菁 和 黃 恩 睎 同 學 以 「 利 用 蟲 分 解 塑 膠 」 參 加 「 香 港 青 少 年 科 技 創 新 大 賽
2019-20」。他們希望透過這研究項目，能夠分解社會上產生多餘的塑膠為無害物質，改善地球的環
境。他們在生物及健康(初中組)獲
二等獎。
  中二光李晴恩、潘悅晴和黃天
悅同學以「利用萬樂珠與可樂的反
應做出清潔小丸」參加「香港青少
年科技創新大賽2019-20」。他們
希望利用日常生活常見的反學反應
製造更有效的清潔劑。他們在化學
及材料(初中組)獲優異獎。

國際生物奧林匹克─香港區比賽2019

  國際生物奧林匹克香港選拔是全港性的生物科學比
賽，目的是提高學生生物科學的認識和興趣，對象為高
中學生。在香港選拔中獲優良成績的同學，會獲邀參加
大學培訓課程，學習更多有關生物科學的知識，以及有
機會進入大學實驗室，學習生物科技的實驗技巧。本校
五正錢紀妍獲金獎及季軍、四正鄭思律亦獲金獎、三愛
方皓謙獲銅獎，四正張文彥獲優異獎，而我校更奪得最
佳學校表現季軍。

2020澳洲科學比賽

  澳洲科學比賽由Australian Science Innovations舉辦。本校共二十位同學參與科學科評估，一望
盧珮詩、二善蔡浩朗、四正唐鄯恆獲高級榮譽(High Distinction)，另有兩位同學獲優良(Distinction)
及五位同學獲良好(Credit)成績。

2020澳洲生物奧林匹克(ASOB)及澳洲化學奧林匹克(ASOC)

  澳洲生物奧林匹克(Australian Science Olympiad Exam-Biology)及澳洲化學奧林匹克(Australian 
Science Innovations-Chemistr y)均由Austral ian Science Innovations舉辦。本校共十三位同
學參與生物奧林匹克，五正錢紀妍、六正潘博文獲高級榮譽(High Dist inct ion)，兩位同學獲榮譽
(Distinction)及五位同學優良(Credit)成績。此外參加化學奧林匹克有十二位同學，三正鄧芷朗、五正
錢紀妍及六正潘博文獲高級榮譽(High Distinction)、四位同學獲榮譽(Distinction)及四位同學獲優良
(Credit)成績。

2020 加拿大化學奧林匹克(CCC)

    加 拿 大 化 學 奧 林 匹 克 ( C a n a d i a n  C h e m i st r y 
Contest)由The Chemical Institute of Canada舉
辦，本校五正錢紀妍獲金獎(Gold Award)、四正鄭
思律獲銀獎(Si lver  Award)，三正黃延彰獲優異獎
(Honorable Award)。

2020 英國生物競賽

  英國生物競賽(Intermediate  Biolog y 
Olympiad)由The Royal Society of Biology
舉辦，本校派出多位同學參賽，三正鄧芷朗
獲金獎、五正錢紀妍、四正鄭思律、五善林
靜嵐獲銀獎、五正史懷樂、四正姚涵瑛、二
善蔡浩朗、四正焦采溢獲銅獎。

獲二等獎同學。獲二等獎同學。
左起：張萃菁、蔡湧信、黃恩睎左起：張萃菁、蔡湧信、黃恩睎

獲優異獎同學。獲優異獎同學。
左起：李晴恩、潘悅晴、黃天悅左起：李晴恩、潘悅晴、黃天悅

獲獎同學與何校長合照：獲獎同學與何校長合照：
左起：何校長、錢紀妍、鄭思律、張文彥左起：何校長、錢紀妍、鄭思律、張文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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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科
Pui Ching Singing Contest 2019

  第三屆歌唱比賽Pui Ching Singing Contest 2019，參
賽人數打破歷屆記錄，全校師生共一百一十隊參加，反應
熱烈。決賽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晚上，在本校禮堂
舉行。經過初賽遴選，最後挑選九隊獨唱及六隊合唱進入決
賽。決賽由本校合唱團指揮曹永浩先生、歌唱老師謝瑞琼小
姐及關玉瓊小姐擔任評判。當晚更邀請了上屆優勝隊伍譚朗
晴、張家維兩位校友作壓軸表演。

海報設計﹕梁懷牽(4C)、張欣鎬(5A)海報設計﹕梁懷牽(4C)、張欣鎬(5A)

司儀：(左起)黎穎忻(4C)、羅浚樂(5F)、鍾晴(3C)司儀：(左起)黎穎忻(4C)、羅浚樂(5F)、鍾晴(3C)

合唱金獎：合唱金獎：
(左起) 何柏賢(3B)、王中道(3B)、陳柏義(3F)、梁卓言(3E)(左起) 何柏賢(3B)、王中道(3B)、陳柏義(3F)、梁卓言(3E)

合唱銀獎：合唱銀獎：
6F男神6F男神

合唱銅獎：合唱銅獎：
(左起)林儒楷(6B)、林儒杲(6C)(左起)林儒楷(6B)、林儒杲(6C)

獨唱組得獎者
金獎：金獎：

馮載欣(6B)馮載欣(6B)

銀獎：銀獎：
何佳興(6F)何佳興(6F)

銅獎：銅獎：
麥可欣(3A)麥可欣(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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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表演嘉賓：(左起) 張家維、譚朗晴校友表演嘉賓：(左起) 張家維、譚朗晴 評判：(左起)曹永浩先生、關玉瓊小組、謝瑞琼小姐評判：(左起)曹永浩先生、關玉瓊小組、謝瑞琼小姐

評判與獨唱得獎者合照評判與獨唱得獎者合照

校長與合唱得獎者合照校長與合唱得獎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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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樂團於香港青年音樂匯演獲金獎及銅獎

  本校管弦樂團、銀樂隊及中樂團參與「2019香港青年音樂匯演」，獲得優異成績。管弦樂團在魏
龍勝指揮帶領下，首次勇奪金獎；銀樂隊和中樂團亦喜獲銅獎。

中樂團團員與張顯斌指揮合照中樂團團員與張顯斌指揮合照

銀樂隊演出銀樂隊演出

銀樂隊隊員與蔡國田指揮合照銀樂隊隊員與蔡國田指揮合照

管弦樂團代表與評判合照管弦樂團代表與評判合照

管弦樂團不負眾望勇奪金獎管弦樂團不負眾望勇奪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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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團活動

  合唱團在培正道獻唱聖誕詩歌，以歌聲傳
播愛的喜訊，與途人分享聖誕節的歡樂。

  銀樂隊在運動場地進行步操，為陸運會揭開序幕，場面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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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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方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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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最終有22位同學入選成為學員，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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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越學生領導才能培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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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他們在過程中，能夠有機會與其他學校的精英同學有更多交流，由此擴濶視野，增廣
見識。本年度繼續有意加入更多初中同學，他們聯同高中同學參與不同的服務，又一起組織及策劃了多
項活動，包括以下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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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有以下同學順利完成課程，並且成績優異，
將有資格於2019年9月新學年繼續升讀下一階段課程。

  其中，李歷安同學是完成第二階段生命科學課程，並獲優異成績，可於下學年(10/2020)免費升讀
第三階段課程，於部分日常上課時間前往香港科技大學與大學生一起上課！

潘岐原(2E) 陳學賢(3D) 黃延彰(3F) 李歷安(4E) 岑杏琳(4F)

  「IFocus大使」計畫由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YMCA）舉辦，是選拔香港代表參與聯合國互聯網
管治論壇(IGF)的活動，是年計劃旨在鼓勵中學生以「數碼共融」為題，設計並舉辦活動，協助弱勢社
群善用資訊科技，消除數碼隔膜。經初賽評審後本校兩隊入選最後12強，包括五正羅浚樂與黃凱聰，
及四正胡穎琪與馬樂茵。他們各自按擬定的計劃，於暑假期間主動聯絡各大社福機構，尋找服務對象舉
辦工作坊，完成工作坊後，需提交檢討報告作為評選。
  最後，胡穎琪與馬樂茵獲得季軍，她們的服務對象是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目標是教授他們運用科
技學習知識、時間管理技巧及節省學習成本、內容包括學習的外語程式、網上學習平台以及時間管理的
應用程式等。

1. 「IFocus大使」計畫與聯合國互聯網管治論壇(I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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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知結果，同學們都喜出望外，欣慰暑假期間付出的努力沒有白費，更重要是活動令她們反思自
已有幸處於數碼強勢的環境，好應該將自己的數碼知識傳遞開去，相信只有這樣不斷感染身邊的人，
才能真正達成數碼共融，打破數碼隔膜。獲得季軍後，她們獲全數資助以「IFocus大使」的身分代表
香港出席2019年11月於德國柏林舉行的「聯合國網絡管治論壇」，她們出席論壇的詳情可見本期校
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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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受疫情影響，他們不得不改
變全部活動計劃，停課期間，他們設計不同有創意的網上活動和體驗遊戲，務求令更多同學對視障人士
的日常生活困難有更深的體會，詳情可見本期校刊內容。

2. 奧比斯學生大使運動

蘇洛弘(4C) 楊樂琛(4D) 楊詩慧(4D) 錢泓熙(4E) 陳可桐(4E) 葉澄(4E)
蔡卓霖(4E) 鄭芷晴(4E) 黃諾謙(4F) 鍾恩信(4F) 馬樂茵(4F) 吳哲朗(4F) 
郭芊璇(4F) 陳曉約(4F) 劉詠茵(4F) 胡穎琪(4F)

實踐擬訂的學習活動實踐擬訂的學習活動

教授科技知識教授科技知識

協助弱勢社群善用資訊科技協助弱勢社群善用資訊科技

舉辦工作坊舉辦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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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協助下，在校內成立了Unicef Club幹事會，目的是增加同學對兒童權
利的認識，了解和關心世界各地兒童的生活現況。今年度幹事會已踏入第六屆，名單如下：

3.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學校推廣活動 (Unicef Club)

  去年暑假期間，本校派出十位同學，前往上海參與了「第十屆全國中學生領導力展示會」，他們在
賽事前幾個月，以關懷弱勢社群為主題，作了深入的探討後，選定了南亞裔學童為服務對象，並積極主
動地籌備、策劃和實踐一系列的服務和活動，最後他們的努力獲得評審的認同和讚賞，並且獲得多個獎
項，詳情可見上期校刊的報導。

4. 第十屆全國中學生領導力展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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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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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
屆的訓練計劃：

5. 2019第十九屆『傲翔新世代』全方位青年領袖訓練計劃 (YLD)

屈凱澄(2B) 林瑋琪(2D) 楊栢喬(2F) 容心玥(3A) 鄭樂瑤(3A) 黃朗晴(3C)
鄧芷朗(3F) 吳梓銘(4C) 樊子晞(4F) 陳曉約(4F) 高楚嵐(5B) 莊曉蝶(5B) 
李逸詩(5B) 梁鈞凱(5B) 梁裕正(5B) 余思齊(5B) 蔡悅言(5C) 林棹昕(5D) 
沈鎧晴(5E) 王蔚瑤(5F) 陳凱琳(5F)

  今年受疫情影響，無論是校內或者聯校活動都難以推行，然而幹事們並沒有放棄，反而勇於嘗試突
破以往框框，更聯同本校英文學會，大家同心協力籌辦了一些網上直播及分享活動，無疑這次經歷不但
提高了同學們的組織、應變、領導和溝通能力，也踏出新嘗試，斯望能為日後籌劃服務和活動找到新方
向，詳情可見本期校刊。

蘇洛弘(4C) 吳哲朗(4F)
陳穎恩(5B) 蔡悅言(5C)
樊藹霖(5C) 陳敬賢(5F)
張綽軒(5F) 羅浚樂(5F)

左起：蘇洛弘、張綽軒、陳敬賢、羅浚樂、陳穎恩、樊藹霖、蔡悅言左起：蘇洛弘、張綽軒、陳敬賢、羅浚樂、陳穎恩、樊藹霖、蔡悅言

  同學們在此計劃中付出的努力，得到了認可和嘉許，在專題研習計劃匯報表現出色，獲頒「最佳舞
台表現獎」，另外，經過甄選後，蔡悅言(5C)同學入選服務體驗團，於去年暑假期間前往泰國清邁進行
五天的考察、交流及服務，詳情可見上一期校刊的報導。

80



中學記要 資優教育

  幾年來參與「卓越學生領導才能培育課程」的同學，有機會發揮領導和組織能力，並且他們都能夠
主動關心社會，服務社會，他們付出的努力，亦得到外界的嘉許和肯定。

  例如：君社鍾曉楠同學獲選「第十一屆九龍
地域十大傑出學生(高中組)」。

  六正陳恩臨同學於「2019明日領袖選舉」獲
選卓越獎(首10名)，五愛蔡悅言同學則獲優秀獎
(首20名)，此活動由傑出青年協會主辦，教育局協
辦，藉以培育及啟發青年領袖才能，並表揚學界
中的青年領袖。

  此外，五愛樊藹
霖同學獲選 「第六屆
九龍城區卓越學生領
袖獎勵計劃」優秀學
生領袖獎。

  三信容心玥及五望高楚嵐
同學分別獲選初中組及高中組
「九龍城區十大傑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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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曉楠(中)與頒獎嘉賓合照鍾曉楠(中)與頒獎嘉賓合照

陳恩臨(左)與頒獎嘉賓合照陳恩臨(左)與頒獎嘉賓合照

樊藹霖(右三)獲優秀學生領袖獎樊藹霖(右三)獲優秀學生領袖獎

九龍城傑出學生獎 (頒獎禮因疫情取消)九龍城傑出學生獎 (頒獎禮因疫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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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恒隆．築跡─年輕建築師計劃

(前排左起) 梁裕正、張欣鎬(前排左起) 梁裕正、張欣鎬
(後排左起) 陳量婷、沈廓、王蔚瑤(後排左起) 陳量婷、沈廓、王蔚瑤

頒獎嘉賓與得獎同學合照頒獎嘉賓與得獎同學合照

  此計劃自二零一七年起由恒隆
地 產 舉 辦 ， 每 屆 有 三 百 多 名 來 自
六十多間中學的學生參與。計劃由
建築師與專業團隊共同設計，以探
究學習模式，從不同角度讓參加者
認識建築設計的基本概念，認識香
港 不 同 時 期 的 建 築 及 城 市 發 展 歷
程，探討建築與社區及個人之間的
關係，並從多角度去反思社會未來
建築的發展路向。
    去 年 本 校 五 位 同 學 ， 張 欣 鎬
(五信)、梁裕正(五望)、王蔚瑤(五
正)、陳量婷(五正)、沈廓(五正)，
參與了第二屆的計劃，由二零一九
年九月至二零二零年七月，他們在
建築師的指導下，透過講座、導賞
團 和 工 作 坊 學 習 到 速 畫 、 模 型 製
作，繪製3D數碼設計、社區規劃
等有趣與實用技巧，並從小組討論
與匯報設計中得到建築師寶貴的意
見，學習多方思維。
    整 個 計 劃 最 後 透 過 「 敢 築 我
城」設計比賽，來評估他們如何靈
活使用計劃所學，融會貫通，如何
發揮團隊精神和創意，來打造未來
新社區。結果我校同學以跨代共融
為理念設計作品，在比賽中獲得亞
軍佳績，並獲評審讚許，其中一位
評審的評語如下：
  「同學們的作品設計外觀新穎
獨特，亦巧妙地將跨代共融的理念
融 入 到 設 計 當 中 ， 能 夠 以 建 築 回
應主題，十分有心思！欣賞同學在
整合整個建築設計意念時的探究過
程，將不同空間元素以連貫方式於
社區中呈現，實屬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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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是對建築行業有興趣的，甚至有組員已立志成為建築師。這活動是難得的機會，讓我們可
以實地考察，學懂欣賞和分析不同建築的特色和風格，又讓我們學習平常接觸不到的一些建築知識和
技巧，如速畫，平面圖繪製等，可惜後期因新冠肺炎停課影響，有些實地考察和工作坊都移至網上進
行，但我們都互相鼓勵，克服各種困難，積極參與。
    在「敢築我城」設計比賽中，我們旨在改造校園附近地區，運用虛擬軟件建設起理想社區。經
過詳細的實地考察，我們鎖定了「跨代共融」這個創作理念，以此建立休閒學習的舒適社區，取名
為「代計畫」。
    我們的作品中以改建社區中的公屋為「跨代屋」，實踐老少共居的標誌性建築，藉以解決獨居
老人難以獨力生活、同時年輕人難以支付租金等社會問題。而「城市綠洲」實踐社區持續發展的教
育概念，融社區發展和互動學習於一體。社區中加入體育館、城市綠洲、社區中心和地下商場，保
留街市，並且以行人天橋連接所有建築物，形成綠化生態圈。
    回想我們在剛開始設計時，正好撞上了疫情問題，導致我們在溝通上有不少阻礙，例如在不能
面對面討論主題的理念和設計時，難免出現不少分歧，其後，我們使用網上平台來進行討論，幸好
大家都能在短時間適應。在設計的不同階段，我們靈活運用遙距聯繫應用程式的功能：起初實時拍
攝手繪設計，繼而分享電腦屏幕建造模型，最後運用剪接錄音和製作動畫，替代原來的現場匯報，
成功完成作品及匯報。
    疫症停課期間，我們又會每星期定時開會，並把自己的想法上載至共用空間，討論過後進行有
效分工，每人在崗位上發展所長，學懂互相欣賞，合
作無間。過程我們不但有機會實地參觀考察，亦有機
會學習了多種建築設計技能，又有專業建築師從旁指
導，處處提供城市規劃的意見，使我們獲益匪淺。

感言

同學參與實地考察活動同學參與實地考察活動 同學們參與工作坊同學們參與工作坊

同學網上討論作品的設計同學網上討論作品的設計同學網上合作製作匯報同學網上合作製作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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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記要課外活動

第二屆恒隆．築跡參賽得獎作品的展示圖第二屆恒隆．築跡參賽得獎作品的展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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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柏林之旅─出席第14屆聯合國網絡管治論壇 
2019 14th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IGF) 

  每年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YMCA)舉辦IFocus大使計劃，旨在鼓勵中學生以「數碼共融」為題設
計活動，協助弱勢社群善用資訊科技，消除數碼隔膜。經過初賽後，四正馬樂茵及胡穎琪同學入選第
二階段，於去年暑假自行找到社福機構合作，成功將她們的計劃實踐出來，最後提交報告並獲季軍。因
此，她們獲全數資助，聯同另外四位得獎學生，以「IFocus大使」的身份代表香港出席了二零一九年
十一月廿五至廿九日於德國柏林舉行的「聯合國網絡管治論壇」。以下是她們的分享：

整理及匯報：胡穎琪、馬樂茵 中四正

  IGF是聯合國舉辦的網絡管理會議，主要以論壇、工作坊等形式進行，會議自由、開放、深入的探
討許多議題，如對數據的保護，兒童使用網絡的權利，人工智能的可持續發展等。今屆IGF的開幕禮由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及德國總理默克爾主持。
  在這幾天中會議中，我們參與了六場不同主題的工作坊，令我們更深入和更廣泛地了解到網路世界
上存在的問題。例如我們討論了有關個人隱私保護的議題，確實在節奏快的日常生活中，我們總是希望
迅速獲得更多資訊，而經常忽略網絡上的各種隱私協議，往往不甚了解便直接點擊按鈕，以致第三方可
以取得我們的個人資料。

胡穎琪(左)、馬樂茵(右)合照胡穎琪(左)、馬樂茵(右)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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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次參與不但使我認識到歐盟在保護市民的
個人資料有良好的機制，會議的自由和開放，還
令我們體會到鼓勵和尊重青年人參與的氣氛，我
們在會議期間也曾多次主動發言，反映了香港的
情況和青年人的心聲，實在十分難忘。
  除了工作坊，論壇會議還設有IGF Vil lage，
那是一個讓各地參與者，擺設攤位介紹自己國家
或組織的互聯網的發展成果，並讓各地參與者有
機 會 更 深 入 交 流 。 我 們 沒 有 浪 費 這 個 機 會 ， 積
極主動與不同國籍、背景的人交流，過程中甚富
挑戰性，因為參加者有來自非洲、歐洲等國家，
有時候我們要用身體語言來表達自己。非常感動
的是，當我們向其他機構介紹我們在本港推行的
數碼共融專題時，他們都表示支持，並指這是一
項有意義的工作，甚至邀請我們傳送計劃書給他
們，作進一步合作，能受到他人認同實在無比高
興。此外，我們也利用會議後的時間，參觀了柏
林當地名勝。總括而言，這一星期令我們大大開
拓了眼界，獲益匪淺。
  從德國回港不久，世界各地即爆發新冠病毒
疫 症 ， 在 疫 情 下 ， 令 我 們 對 是 次 活 動 有 更 多 啟
發。因為世界各地學生都受到停課的影響，要留

在家中進行「停課不停學」。我們留意到在疫情
期間，香港不少處於不利環境下的貧困學童，因
缺乏數碼裝置或未能免費連接互聯網，導致無法
進行線上課堂，難以跟上學校的教學進度。我們
相信世界各地，在疫情期間，社會上同樣還有不
少數碼弱勢群體，現時處於數碼強勢的青少年，
應該將自己的數碼知識傳遞開去，相信只有這樣
不斷感染身邊的人，才能真正達成數碼共融，打
破數碼隔膜。希望我們的計劃可以在未來幫助更
多的兒童，透過教導他們善用現有的資源，增加
獲取知識的途徑，真正有機會能達到自主學習。

馬樂茵(左二)與其他國家的參與者合照馬樂茵(左二)與其他國家的參與者合照

胡穎琪(左一)及馬樂茵(左二)參觀不同攤位並作交流胡穎琪(左一)及馬樂茵(左二)參觀不同攤位並作交流 胡穎琪(左)和其他與會者深入交流溝通胡穎琪(左)和其他與會者深入交流溝通

馬樂茵同學在會議上發言馬樂茵同學在會議上發言

馬樂茵(左)及胡穎琪(右)參觀當地名勝馬樂茵(左)及胡穎琪(右)參觀當地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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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度中一至中五第一學段、
中六畢業試優異生、勤學生名單

優異生
中一信
中一望
中一光
中一善
中一正 

陳彥嵐  賴巧翹  李道生  黃漢傑  王奕雯
何卓鏗  盧珮詩
葉靈鋒
何頌恩  楊沛錂
植康祺  關子淇  林曉澄  沈思維

中四信
中四愛
中四正

邵如雪
吳梓銘
岑杏琳  鄭思律  焦采溢  鍾恩信  吳哲朗  唐鄯恆  
黃瑞豐  姚涵瑛  楊汶璁

中二信
中二望
中二愛
中二光
中二善
中二正

連以心  吳諾恩
馮潔芯  詹子鎏  高凱翹  林施朗  黃浩桐
李晴恩  潘悅晴
張萃菁  蔡湧信  葉浩林
歐若林  陳玥爾  蔡浩朗  盧俊嶬  黃皓澄  王嘉建
郭思言  尹靖文  黃浩恩  楊栢喬

中五望
中五善
中五正

陳祉軒
林靜嵐
陳量婷

中三信
中三望
中三善
中三正

吳祖樂  容心玥
陳泰亨
歐曉諾  蘇羽年
陳栢羲  馮佩琦  吳子雋  鄧芷朗  黃延彰

中六愛
中六光
中六善
中六正

陳籽潼
林天晴  彭皕孜
陳悅雯  蘇詠然
張沛笙  徐勵謙  關朗曦  吳思卓  袁樂勤

勤學生
中一信
中一望

中一愛

中一光

中一善

中一正

陳以芯  張憬童  丁天悅  黃穎心
許玥瑜  賴心絃  林皜敏  林允賢  李雪溱  羅浚彥  
潘在霖  鄧向溢  任天馳  楊承羲
馮曉揚  許天正  葉欣兒  劉智恩  劉海晴  劉彥博  
李康悠  馬森樂  譚鎧忻  談安行  黃朗嘉  王子軒
楊樂偲
陳凱琦  陳熙瞳  陳彥弟  何柏樂  江涴瀠  林 浩  
林芷澄  林悅晴  李浩泓  佘婥然
鄭羽辛  卓瑞姸  周殷摯  林卓晞  林詠堯  劉浩陽  
李倩臨  莫子嬈  黃柏諭
陳樂心  何依穎  曾凱光

中四望
中四愛
中四光
中四善

中四正

陳鴻興  關皓澄  譚馨怡  徐啟朗
張蕙然  林嘉軒  李家悅  梁靖欣  尹卓瑩
鄧 燊  李珈汶  連韋澄  潘曉晴  施玉兒
陳可桐  鄭芷晴  鄭子欣  張靄祺  植家祺  丁天瑞  
范日稀  許綽允  金靖晞  金大衛  高楚翹  關頌曦  
林栢穎  劉覺恩  羅卓希  李歷安  吳仲翹  潘煦朗  
譚曉晴  錢泓熙  王鈺錕  黃亭嘉
翟凱澄  陳曉約  陳有駿  張文彥  樊子晞  符哲滔  
胡穎琪  郭芊璇  林正童  林日東  劉詠茵  李以正  
倫芷悠  龍瑞希  羅安琪  馬肇煒  黃諾謙  黃梓謙  
葉穎瑜  甄梓濠

中二信
中二望

中二愛

中二光

中二善
中二正

張舒婷  林毅泓  王爾臻
朱欣晴  范皓僑  謝思行  龔令剛  黎竣皓  石巧晴  
吳詠欣  葉松昀  楊皓晴
張凱晴  周駿祺  馮奧思  何文僖  黎亮希  李冠霆  
黃卓翹  黃天悅  余蔚淳
陳善樂  張菲彤  周雅妍  黃詠睎  郭正軒  麥禮謙  
黃恩睎
陳鈞澤  鄭思悅  林子皓  劉曉揚  黃 進  黃映蒨
郭子楷  郭倚祈  李俊謙  雷棨睎  莫一樂  柯栩華  
黃寶萱

中五信
中五望

中五愛
中五光
中五善

中五正

李止允  麥知言
陳穎恩  張藝瓊  莊曉蝶  周曉陶  許欣桐  梁鈞凱  
李逸詩  施紫茵  柁 鈴  王俊豪
蔡悅言  樊藹霖
吳宇康  庾藹嵐
歐子榆  周樂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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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綽軒  鍾繕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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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三信
中三望
中三愛
中三光

中三善

中三正

陳顥洋  陳僅彤  葉朗希  高兆廷  麥可欣
陳以諾  周溰晉  葉子聰
蔡昊朗  徐君陶  鍾 晴  曾憲鈞  黃朗晴  楊彥彤
陳學賢  章皓朗  植向峰  徐 希  黃悅晴  黃文禮  
黃衠凝
陳珈朗  張藝翰  何樂怡  李嘉尚  呂卓謙  王藹怡  
王祈恩
關少翀  毛湤雅  楊芷芊

中六信
中六望
中六愛
中六光
中六善

中六正

張卓薇  張詩晴
范小悠  沈思行  黃旭緯
林子希  梁詠然  黃宣霖
陳紀言  鄭嘉霖  林令丰  梁家琳  吳啓熙
周子然  陳嘉儀  張其蘅  馮奧朗  侯思薇  江卓思  
李家豪  梁紫惠  李懌一  彭樂研  唐偉誌  黃嘉雯  
黃衠瑤  黃子澔  余知行
陳晉傑  陳恩臨  鄭希哲  張顥正  莊子穎  鍾懷哲  
何佳興  林文傑  劉學頤  羅愷頌  李德謙  吳有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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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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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本校學生
參加校際比賽得獎錄

學 術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The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英語詩詞獨誦
Solo Verse Speaking

冠軍
1st Place

Chan Ho Tung, Ng Hon Ming, 
Ng Tsz Chun Justin, 

Tsang Lok Ching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亞軍
2nd Place

Chan Hok Yin,
Ho Darren Chun Hei,

Tsang Lok Lam Sophie, 
Siu Yu Nga, Wong Ka Kin

季軍
3rd Place

Chan Lok Sum, Choy Yan Hei,
Cheuk Sui Yin Chloe,

Cheung Phoebe Wai Yin,
Lo Sze Maan, Wong Yi Jun,

Wong Hoi Leong Mark

英語個人公開演說
Public Speaking Solo

亞軍
2nd Place Wan Cheri

季軍
3rd Place

Chen Hiu Yeuk,
Hui Cheuk Wan Nicole,
Lowther Rachel Anne,
Lee Kit Ching Trevor,
Ng Chit Long Isaac,

Wong Nok Him
英語團體公開演說

Public Speaking Team
季軍

3rd Place
Chan Pak Ka, Chiu Jerone,

Yip Wing Yu
英語散文獨誦

Solo Prose Reading
季軍

3rd Place Yee Ngoi Laam

英語戲劇表演
Dramatic Scenes

亞軍
2nd Place

Chong Hiu Tip, Chan Yin Ki,
Leung Kwan Hoi,

Fong Lok Yan, 
Leung Yu Ching

粵語詩詞獨誦
Cantonese Solo Verse 

Speaking

冠軍
1st Place 戴尚瑤、楊芷芊

亞軍
2nd Place 戴尚衡、何騏光

季軍
3rd Place 李綽嵐

粵語散文獨誦
Cantonese Solo Prose 

Reading

冠軍
1st Place 戴尚瑤、楊芷芊、梁卓言

亞軍
2nd Place 戴尚衡

季軍
3rd Place 馬凱悅

普通話詩詞獨誦
Putonghua Solo Verse 

Speaking

冠軍
1st Place 李海柔、王秉洋

季軍
3rd Place 梁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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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The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普通話詩詞獨誦
Putonghua Solo Verse 

Speaking

亞軍
2nd Place 林渭潼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季軍
3rd Place 蔡一非

普通話散文獨誦
Putonghua Solo Prose 

Reading

亞軍
2nd Place 馬凱悅、李海柔、盧俊嶬

粵語二人朗誦
Chinese Duologue

亞軍
2nd Place 黃旭緯、林子希

2019-2020中國中學生
作文大賽

China Essay Competition 
for Secondary Students 

2019-2020

香港賽區―初中組
Hong Kong Region-

Junior Secondary Level

金獎
Gold Award 丁思晴 香港中華文化

促進中心
Hong Kong Institution 

for Promotion of 
Chinese Culture

香港賽區―高中組
Hong Kong Region- 

Senior Secondary Leve

金獎
Gold Award 何佳興

「有聲好書」全港中學生
聲演比賽2020
“Audio Book” 

Competition for Hong 
Kong Student 2020

普通話組
Putonghua

冠軍
1st Place 李逸詩

香港電台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香港女性的故事」
全港文學創作比賽

中學組
Secondary Section

優異獎
Merit 柁鈴

香港各界婦女
聯合協進會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Women

校園作家大招募計劃 / 冠軍
1st Place 周沐恩

香港青年協會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中學組
Secondary Section

優異獎
Merit 吳祖樂

中國語文教育
研究學會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文協盃書法比賽
初中組

Junior Secondary 
Section

三等獎
Third-class 

Honour 容心玥
中國文化協會

青年藝術節書法比賽
初中組

Junior Secondary 
Section

季軍
2nd Runner-up 馬鞍山青年協會

2019第60屆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

60th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IMO)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銅獎
Bronze 湯諾陶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委員會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Organizing 
Committee

丘成桐中學科學獎(亞洲)
S.T. Yau High School 
Science Award (Asia)

科目範疇：數學
Subject Categories:

Mathematics

銀獎
Silver Prize 楊汶璁、姚涵瑛

香港科學院
The Hong Kong 

Academy of Sciences
科目範疇：
經濟金融建模

Subject Categories: 
Economic and 

Financial Modeling

優異獎
Honourable 

Mention
羅安琪、吳哲朗、焦采溢

丘成桐中學科學獎(決賽)
S.T. Yau High School 

Science Award (Finale)

科目範疇：數學
Subject Categories:

Mathematics

銅獎
Bronze Prize 楊汶璁、姚涵瑛

清華大學丘成桐數學
科學中心

Yau Mathematical 
Sciences Center, 

Tsinghu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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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
邀請賽(全國決賽)

Hua Luo-geng Golden 
Cup International Juvenile 

Mathematics Elite 
Invitational Competition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銀獎
Silver 陳善樂

全國華羅庚金杯少年
數學邀請賽

香港賽區組織委員會
The National 
Hua Luo-geng 

Cup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Hong Kong 
Committee

2019中國數學奧林匹克
Chinese Mathematical 
Olympiad 2019 (CMO)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銅獎
Bronze 楊汶璁

中國數學會奧林匹克
委員會

Chinese Mathematical 
Society Olympiad 

Committee

第1屆校際金融科技應用與
創新競賽

The 1st InterSchool Fintech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Competition

團 體
Group Event

亞軍
1st Runner-up 羅安琪、吳哲朗

中文大學系統工程與
工程管理學系、香港
津貼中學議會及香港
補助學校議會合辦

Hong Kong 
Subsidized Secondary 

Schools Council, 
Grant School Council 
and the Department 

of SEEM, CUHK

2018-2019中學數學
閱讀報告比賽

2018-2019 Mathematics 
Book Report Competi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s

初中組
Junior Secondary 

Category

二等獎
Second-class 

Honour
羅安琪、姚涵瑛

教育局數學教育組
Mathematics 

Education Section of
Education Bureau

高中組
Senior Secondary 

Category

一等獎
First-class 
Honour

柁鈴

二等獎
Second-class 

Honour
姚元悅、沈廓

2018-2019中學生統計
創意寫作比賽

2018-2019 Statistics 
Creative-Writing 

Competition f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高級組
Senior Section

優異獎 及 
最佳專題寫作獎
Distinguished 
Prize & Best 

Thematic 
Writing

翟凱澄、焦采溢、蔡卓霖
香港統計學會、
教育局

Hong Kong Statistical 
Society and

Education Bureau

優異獎
Distinguished 

Prize
梁紫惠、姚元悅

入選作品
Selected Entry

甄梓濠、鍾恩信、李以正
胡穎琪、林昕彤、馬樂茵
陳曉約、劉詠茵、倫芷悠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香港選拔賽初賽2019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Preliminary 

Selection Contest - Hong 
Kong 2019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銀獎
Silver 陳祉軒、楊汶璁、張沛笙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香港委員會
The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Hong Kong 

Committee

銅獎
Bronze 焦采溢、黃凱聰

優異獎
Honorable 
Mention

陳子賢

2019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
2019 World Class Tests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傑出表現獎
Most 

Outstanding 
Award

陳善樂
世界數學及解難評估

亞洲中心
World Class Tests 

Asia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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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第22屆美國高中
數學建模比賽

 The 22nd High School 
Mathematical Contest in 
Modeling 2019 (HiMCM)

團體
Group Event

一等獎
(全球首20%)
Meritorious

 陳祉軒、楊汶璁、
姚涵瑛、羅安琪

美國數學與應用
聯合會

The Consortium for 
Mathemat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COMAP)

2020第6屆國際數學
建模挑戰賽(中華賽)

 The 6th Annual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Modeling Challenge 2020 

(IMMC)
 (Zhonghua Round)

團體
Group Event

特等獎
Outstanding

 黃浩楠、龍瑞希、
岑杏琳、姚涵瑛

美國數學與應用聯合
會儒蓮教科文機構
中華國際數學建模挑

戰賽委員會
The Consortium for 
Mathemat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COMAP)
NeoUnion ESC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Modeling Challenge 
Committee 
(Zhonghua)

一等獎
Meritorious

羅安琪、容心玥、陳顥洋、
黃梓謙、陳祉軒、楊汶璁、
吳哲朗、焦采溢、黃浩桐、
馮佩琦

二等獎
Honourable 

Mention
蔡浩朗、甄梓濠

2020第6屆國際數學
建模挑戰賽(國際賽)

 The 6th Annual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Modeling Challenge 2020 

(IMMC) 
(International Round)

團體
Group Event

特等入圍獎
Finalist

 黃浩桐、吳哲朗、
馮佩琦、焦采溢

美國數學與應用聯合
會儒蓮教科文機構
中華國際數學建模挑
戰賽委員會

The Consortium for 
Mathemat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COMAP)
NeoUnion ESC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Modeling Challenge 
Committee 
(Zhonghua)

一等獎
Meritorious

 陳祉軒、姚涵瑛、
羅安琪、楊汶璁

二等獎
Honourable 

Mention

 容心玥、岑杏琳、
龍瑞希、黃梓謙

2019/20加拿大數學競賽
2019/20 Canad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中級組競賽(問答題) 
(中三、中四) 

Canadian Intermediate 
Mathematics Contest 

(Grade 9, 10)

獎牌
Medal 楊汶璁

加拿大滑鐵盧大學
University of 

Waterloo,
Canada

國際隊際第三名
Team Award
International 
Rank Position 

No. 3

楊汶璁、陳善樂、焦采溢、
黃進、黃凱翔

優異獎
Distinction 
(Top 25%)

陳善樂、焦采溢、黃進、
黃凱翔、鄧燊、姚涵瑛、
黃延彰、周溰晉、陳學賢、
羅安琪、蔡浩朗、譚馨怡、
黃浩桐、吳哲朗、陳顥洋、
蘇羽年、楊栢喬、容心玥、
馮奧思、高兆廷、馮佩琦、
俞磊、陳以諾、施玉兒、
王鈺錕、陳柏羲

高級組競賽(問答題)
 (中五、中六) 

Canadian Senior 
Mathematics Contest 

(Grade 11, 12)

獎牌
Medal 張沛笙

優異獎
Distinction 
(Top 25%)

陳祉軒、陳子賢、黃浩楠、
黃凱聰、朱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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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澳洲數學比賽
2019 Austral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卓越奬
Prize

陳善樂

澳洲數學基金會
Australian 

Mathematics Trust

優異獎
High Distinction

鄭羽辛、林毅泓、黃浩桐、
俞磊、林子皓、黃進、
高兆廷、黃凱翔、蘇羽年、
焦采溢、唐鄯恆、楊汶璁、
陳祉軒、張沛笙

優良獎
Distinction

何諾祈、梁逸翹、黃正濤、
范皓僑、馮奧思、陳紹亨、
林瑋琪、麥禮謙、蔡浩朗、
黃浩恩、楊栢喬、陳顥洋、
容心玥、周溰晉、陳學賢、
章皓朗、黃文禮、鄧芷朗、
黃延彰、羅安琪、吳哲朗、
姚涵瑛、甄梓濠、陳敬賢、
陳子賢、朱千和、沈廓

良好
Credit

共十六位同學獲獎

2019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
比賽―數學科

2019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Assessment for Schools- 
Mathematics

中一 S.1

獎牌
Medal

陳善樂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中二 S.2 高兆廷、陳以諾、黃凱翔
中四 S.4 陳祉軒、張綽軒
中五 S.5 張沛笙

中一 S.1

高級榮譽
High Distinction

連以心、俞磊、林子皓、
黃進、蔡浩朗、黃浩恩、
楊栢喬

中二 S.2
容心玥、陳顥洋、周溰晉、
蘇羽年、黃延彰

中三 S.3
姚涵瑛、吳梓銘、吳哲朗、
岑杏琳、郭芊璇、焦采溢、
鄭思律、黃梓謙、楊汶璁

中四 S.4
郭霆、朱千和、沈廓、
陳子賢、黃浩楠、黃凱聰、
鄭琛穎、羅浚樂

中五 S.5 莊子穎、潘博文

2020國際初中科學
奧林匹克―香港選拔賽

International Junior 
Science Olympiad-Hong 

Kong Screening 2020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一等獎
1st Honor 李翊華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及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Gifted Education 

Section of Education 
Bureau and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二等獎
2nd Honor 鄧芷朗、蔡浩朗、周溰晉

三等獎
3rd Honor 方皓謙、陳學賢

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2019-20

Hong Kong Youth Science 
&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mpetition 2019-20

生物及健康(初中組)
Biology and Health 
(Junior Secondary 

Division)

二等獎
Second Class 

Honor
蔡湧信、張萃菁、黃恩睎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科學創意中心
Hong Kong New 

Generation Cultural 
Association

化學及材料(初中組)
Chemistry and 

Materials (Junior 
Secondary Division)

優異獎
Merit 李晴恩、潘悅晴、黃天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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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生物奧林匹克―
香港區比賽2019

International Biology 
Olympiad – Hong Kong 

Contest 2019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金獎(季軍)
Gold 

(2nd Runner-up)
錢紀妍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Gifted 
Education

金獎
Gold 鄭思律

銅獎
Bronze 方皓謙

優異獎
Honourable 

Mention
張文彥

團體
Group Event

學校最佳表現
(季軍)

Best School 
Award

香港培正中學

2020澳洲科學比賽
Australian Big Science 

Competition 2020

中一級
Year 7

優異
High Distinction 盧珮詩

澳洲科學創新中心  
Australian Science 

Innovations

中二級
Year 8

優異
High Distinction 蔡浩朗

中三級
Year 9

優良
Distinction 鄧芷朗

中四級
Year 10

優異
High Distinction 唐鄯恆

優良
Distinction 姚涵瑛

2020澳洲生物奧林匹克
(ASOB)

Australian Science 
Olympiad Exam-Biology 

2020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高級榮譽
High Distinction 錢紀妍、潘博文

澳洲科學創新中心  
Australian Science 

Innovations

榮譽
Distinction 鄧芷朗、張文彥

優良
Credit

蔡浩朗、趙紳寶、馬肇煒、
李以正、鍾天朗

2020澳洲化學奧林匹克
(ASOC)

Australian Science 
Olympiad Exam-Chemistry 

2020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高級榮譽
High Distinction 鄧芷朗、錢紀妍、潘博文

澳洲科學創新中心  
Australian Science 

Innovations

榮譽
Distinction

唐鄯恆、翟凱澄、馬肇煒、
吳志杰

優良
Credit

岑杏琳、鍾天朗、黃詩淇、
陳城臻

2020加拿大化學奧林匹克
Canadian Chemistry 

Contest (CCC)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金獎
Gold Award 錢紀妍

加拿大化學學會
The Chemical Institute 

of Canada

銀獎
Silver Award 鄭思律

優異
Honorable 

Award
黃延彰

2020 英國生物競賽
Intermediate Biology 

Olympiad 2020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金獎
Gold Award 鄧芷朗

英國皇家生物學會
Royal Society of 

Biology

銀獎
Silver Award 錢紀妍、鄭思律、林靜嵐

銅獎
Bronze Award

史懷樂、姚涵瑛、蔡浩朗、
焦采溢

優異
Highly 

Commended
雷棨皓、吳宇康、孫詠晞

優良
Commended 歐子榆、葉穎瑜、梁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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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國際初中科學
奧林匹克

International Junior 
Science Olympiad 2019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銀獎
Sliver 鄭思律

國際初中科學
奧林匹克執行委員會
International Junior 
Science Olympiad 

(IJSO) Executive 
Committee

國際遺傳工程機器設計
競賽2019(iGEM)

團體
Group Event

金獎
Gold

李俊煒、楊詩慧、趙紳寶、
袁浩軒、袁浩軒、鄭芷晴、
張文彥、林日東、劉詠茵、
鄭思律、李以正、馬肇煒、
鍾天朗、黃詩淇、錢紀姸

iGEM
國際遺傳工程機器
設計競賽最佳模型5強

Best 5 Model

20th Lions International 
Youth Exchange 

Scholarship Essay 
Competition

/
8th Prize Yao Han Ying Lions Clubs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03 - Hong Kong & 

Macao, China9th Prize Luo On Ki

2019-20哈佛圖書獎
2019-20 Harvard Book 

Prize
/

大獎
Winner 陳祉軒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

Harvard Club of 
Hong Kong優異獎

Runners-up 陳量婷

2019第14屆聯合國
網絡管治論壇

14th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IGF) 2019

/
香港青年代表

Hong Kong Youth 
Ambassador

胡穎琪、馬樂茵

聯合國網絡管治論壇
秘書處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of the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第2屆「恒隆•築跡」―
年輕建築師計劃

「敢築我城」創意設計比賽
Hang Lung Young 

Architects Program 
(HLYAP)

“Sketch Your Sky” 
Creative Project

亞軍
1st Runner-up

梁裕正、張欣鎬、陳量婷、
沈廓、王蔚瑤

恒隆地產及活現香港
(文化)有限公司

Hang Lung Properties 
& Walk in Hong Kong 

Ltd.

資訊科技及設計科技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智能機械由我創2019
Robotics Intelligence DIY 

2019

EV3組別(中學)
LEGO Mindstorms 

Education 
EV3(Secondary)

一等獎及
最佳團體精神獎
First Merit Award 

&
Best Team Spirit 

Award

葉穎瑜、黃俊健、許海聰

香港科學館、康文署
及

創意動力教育協會
Hong Kong Science 

Museum, LCSD 
& Creative Power 

Education Association

2019世界奧林匹克
機械人競賽

(香港區選拔賽)
World Robot Olympiad

常規賽初中組
Regular Category 

(Junior)

一等獎
First Prize 陳昌澤、譚浚尉 世界奧林匹克機械人

競賽香港區組委會及
香港青少年
機械人教育協會

WRO(HK) & HKRTEA

常規賽高中組
Regular Category 

(Senior)

一等獎
First Prize 莫嘉浩、潘逸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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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術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2019年香港年音樂
匯演比賽

2019 Hong Kong Youth 
Interflows

中樂團比賽
(中學B組)

Chinese Orchestra 
Contest (Secondary 

School Class B)

銅獎
Bronze Prize 培正中學中樂團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音樂事務處

Music Office of th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管樂團(中學中級組)
Symphonic Band 

Contest (Secondary 
Schools Intermediate 

Class)

銅獎
Bronze Prize 培正中學銀樂隊

交響樂團比賽
(中學B組)

Symphony Orchestra 
Contest (Secondary 

Schools Class B)

金獎
Gold Prize 培正中學管弦樂團

體 育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中學校際越野跑比賽―
第一組

Inter-School Cross Country 
Competition-Division 1

女子乙組
Girls B Grade

季軍
3rd Place 譚曉晴

香港學體育聯會
Hong Kong Schools  
Sports Federation

中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第二組

Inter-School Table Tennis 
Competition-Division 2

男子甲組
Boys A Grade

殿軍
4th Place

培正男子乒乓球
代表隊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
第二組

Inter-School Basketball 
Competition-Division 2

女子甲組
Girls A Grade

季軍
3rd Place 培正女子籃球代表隊

男子甲組
Boys A Grade

季軍
3rd Place 培正男子籃球代表隊

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第一組

Inter-School Swimming 
Competition-Division 1

男子乙組50米自由泳
Boys B Grade 50m 

Free Style

冠軍
Champion

李昇海
男子乙組50米背泳
Boys C Grade 50m 

Back Stroke

亞軍
2nd Place

男子丙組團體
Boys C Grade Overall

殿軍
4th Place 培正男子游泳代表隊

女子乙組200米蛙泳
Girls C Grade 200m 

Breast Stroke

殿軍
4th Place 蘇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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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Saving Competition

男子乙組100米穿蛙鞋
拖帶假人賽

 Boys B Grade 100m 
Manikin 

Tow with Fins

季軍
3rd Place 李昇海

男子甲組拋繩賽
Boys A Grade Line 

Throw

季軍
3rd Place 孫弘毅、陳頌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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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傑出旅團奬勵計劃
Outstanding Scout Group 

Reward

童軍支部
Scout Branch

銀獎
Silver Award

九龍第77旅童軍團
77th Kowloon Scout Group

香港童軍總會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The Hong Kong Award 

For Young People
/

銀章
Silver Award

楊善如、李家悅、葉穎瑜、
李熙瑜、凌溢朗、林悅雅、
鍾嬿羚、黃詩淇、陳穎瑤、
布欣霖、庾藹嵐、莫嘉浩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The Hong Kong 

Award For 
Young People銅章

Bronze Award
馮雅媛、劉覺恩、林栢穎、
馬肇煒

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
2019-20

Kowloon City District 
Outstanding Student 

Election 2019-20

中學組
Secondary Section

傑出學生
(高中組)

Outstanding 
Student 

(Senior Section)

高楚嵐
九龍城區校長聯絡

委員會
Kowloon City District 

School Principal's 
Liaison Committee

傑出學生
(初中組)

Outstanding 
Student 

(Junior Section)

容心玥

2019明日領袖選舉
Future Leaders Election 

2019
/

卓越獎(首10名)
Excellence 

Award 
(Top 10)

陳恩臨
傑出青年協會

Outstanding Young 
Persons' Association優秀獎

Outstanding 
Awards

蔡悅言

第10屆全國中學生領導力
展示會

The 10th N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Leadership 

Convention

優秀項目展示
(幫助弱勢社群)

優秀學校特等獎 高楚嵐、梁裕正、李逸詩、
柁鈴、林棹昕、陳凱琳、
張綽軒、羅浚樂、黃凱聰、
王蔚瑤

中國教育學會
The Chinese Society 

of Education最美紫荊
公益團隊獎

第19屆「傲翔新世代」
全方位青年領袖訓練計劃
The 19th Youth Leadership 

Development Scheme

/ 專題報告
最佳舞台表現獎

蘇洛弘、吳哲朗、陳穎恩
蔡悅言、樊藹霖、陳敬賢
張綽軒、羅浚樂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YMCA of Hong Kong

第6屆九龍城區
卓越學生領袖獎勵計劃
The 6th Kowloon City 

District- The Outstanding 
Student Leaders Award 

Scheme

中學組
Secondary Section 優秀學生領袖獎 樊藹霖

九龍城青年協進會
The Kowloon City 
Youths Association

第11屆九龍地域
傑出學生選舉

The 11th Kowloon Region 
Outstanding Student 

Election

高中組
Senior Form

傑出學生
Outstanding 

Student
鍾曉楠

九龍地域校長聯會
及香港青年協進會
Kowloon Region 

School Heads 
Association & The 

Kowloon City Youths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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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記要 小學動態

  停課期間，老師為着學生能「停課不停學」，精心製作教學簡報。老師不斷完善教學簡報，按着
各科課程規劃，加入老師聲音導行、動畫、按課程課題加入拍攝教學短片及自學元素的教材等，而功
課方面，除了紙本功課，各主科亦加入互動評估練習，能評估學生的學習進度，並立即核對答案，作
為回饋。

停課不停學

停課不停學 課程特色

拼音聆聽

德育培養

課程規劃

自製動畫

聲音導航

自製教學短片

解題技巧解題技巧 樂器教授樂器教授

藝術欣賞藝術欣賞 鍛鍊體魄鍛鍊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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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記要小學動態

  另外，學校引入實時師生互動時間，由高至低年級逐級進行中文、英文、數學及常識分科時段。學
生可於該時段發問網上預習內容遇到的問題，老師亦預備問題及相應的預習內容重點，於該時段考核學
生及與學生溫習。

  停課期間，音樂科及視藝科分高低年級進行互動教學活動直播，與學生分享不同主題。

實時師生互動時間實時師生互動時間

跟着節奏跳！跳！跳！跟着節奏跳！跳！跳！

循環再用循環再用

做紙黏土人像，做紙黏土人像，
記得濕水、刮花記得濕水、刮花
及施壓！及施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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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記要 小學動態

  培正小學於六月復課，師生滿心期待，盼望回校一起學習，
並向同學互相祝福問安。工友們一早嚴陣以待，帶備消毒好拍檔-
口罩、手套、1:99漂白水，把所有病菌病毒趕盡殺絕，絕不放過
校園課室內每個角落，務求讓小朋友在閃亮清潔的環境中，精神
奕奕的上課，這就是培正的防疫日常。
  復課真好！學生們雖戴着口罩，但也難掩他們天真的笑容，
從一雙雙精靈的小眼睛中，無不流露他們興奮的心情。學生在課
室內，遇上問題可即時舉手向老師發問，老師回饋時又可從學生
的眼神中看穿他們明白多少。同學雖然隔行就坐，保持了一定的
社交距離，但也無阻學習上、思想上的撞擊交流。體育堂上，我
們也沒有鬆懈，課前課後都清潔雙手。一隻隻培正馬騮頭，活潑
地進行個人伸展活動及體能鍛鍊，就是要強健體魄，提升個人免
疫力，那麼疾病便不易入侵了。祝願各位老師同學，主恩滿載，
開心上課，健康回家！

開心上課，健康回家

細心清潔課室每個角落細心清潔課室每個角落

工友團隊齊心抗疫工友團隊齊心抗疫

先量體溫才踏入校門先量體溫才踏入校門

精精神神上課精精神神上課

強健體魄，身體健康強健體魄，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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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記要小學動態

  為秉承培正的傳統，每學年均在小五年級成立級社，薪
火相傳；讓培正紅藍兒女能緊密聯繫，發揮互助互愛，團結
一致的紅藍精神。本年度小五年級定名為《崇社》，於二零
二零年七月十日順利舉行崇社成立典禮。當天出席嘉賓包括
香港培正小學王寧添校監、香港培正小學張廣德校長、香港
培正中學何力高校長、香港培正同學會劉詩韻副會長、香港
培正同學會雷禮和副會長及香港培正同學會蕭寅定總幹事。

小五級社成立

一眾出席的嘉賓到台上拍照留念一眾出席的嘉賓到台上拍照留念

張校長與眾嘉賓出席崇社成立典禮張校長與眾嘉賓出席崇社成立典禮

張校長訓勉崇社同學張校長訓勉崇社同學 社旗設計的冠、亞及季軍得獎學生社旗設計的冠、亞及季軍得獎學生

王校監頒獎給優異獎同學王校監頒獎給優異獎同學 培正中學何校長頒獎給優異獎同學培正中學何校長頒獎給優異獎同學

培正同學會劉副會長頒獎給優異獎同學培正同學會劉副會長頒獎給優異獎同學 培正同學會蕭總幹事頒獎給優異獎同學培正同學會蕭總幹事頒獎給優異獎同學

學生代表陳傲晴同學將學生代表陳傲晴同學將
社旗交予劉副會長社旗交予劉副會長

培正同學會將口罩頭帶贈送給崇社同學培正同學會將口罩頭帶贈送給崇社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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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記要 小學動態

  一月廿二日為本校學習日，各級有不同校內
外的學習活動，同時有賴家長義工的協助，讓同
學們收獲豐富的學習體驗。

年級 地點
小一 九龍公園
小二 大埔嘉道理農場
小三 香港動植物公園
小四 海洋公園—無飲管講座
小五 消委會2038 地球人計劃
小六 科學館

戶外學習日—學習無界限

同學在九龍公園中認識不同的樹木同學在九龍公園中認識不同的樹木

認識可愛的動物認識可愛的動物

讓我記下土沉讓我記下土沉
香的樣子！香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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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記要小學動態

輕輕鬆鬆認識本地的海洋生物輕輕鬆鬆認識本地的海洋生物

齊來成為2038 地球人齊來成為2038 地球人

科學館的遊戲真有趣！科學館的遊戲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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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記要 小學動態

  一連三天的年宵及大掃除活動於一月二十至廿二日期間舉行。
  年宵開幕禮有花式跳繩隊及中國武術班同學帶來精彩演出，而中樂團、中國武術班及中國舞班同學
亦在中午演出，為校園增添歡樂氣氛。本年度各年宵攤位各具特色，同學投入活動賺取代幣後，便到家
長義工安排的禮物換領處去換領糖果及爆谷，大家都滿載而歸。
  此外，小一至六年級同學亦在課室內進行大掃除，同心合力送舊迎新，期望新一年大家身體健康、
學業進步！

年宵活動

一眾嘉賓與參加開幕禮及表演的同學一同合照一眾嘉賓與參加開幕禮及表演的同學一同合照

外籍老師也一同來感受外籍老師也一同來感受
中國傳統節日的氣氛中國傳統節日的氣氛

同學和大家拜年，祝大家身體健康同學和大家拜年，祝大家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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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記要小學動態

大家又玩又吃，滿載而歸大家又玩又吃，滿載而歸

中樂團的演奏為校園增添歡樂氣氛中樂團的演奏為校園增添歡樂氣氛

中國武術隊同學舞獅助興中國武術隊同學舞獅助興

鼓聲雷動，祝願大家新一年充滿活力鼓聲雷動，祝願大家新一年充滿活力

大掃除，擦擦擦，齊心大掃除，擦擦擦，齊心
營造美好校園營造美好校園

盡力清潔每個角落盡力清潔每個角落

同學翩翩起同學翩翩起
舞，把祝福舞，把祝福
傳遍校園傳遍校園

104



小學記要 小學動態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2019/20」

教職員新春盆菜宴活動

  本校數位高年級同學參加了由和富青少年網絡主辦
的「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2019/20」。是次活動同學
需要參加訓練營及多個講座，以了解及關注社會上弱勢
社群的需要，並透過參加社會服務，實踐仁愛精神。本
校五善班周可悅同學在三百多位參加同學中脫穎而出，
勇奪獎項及「十優大使」殊榮，成績令人鼓舞。以下是
本校同學獲得的獎項：

  培正小學在二零二零年一月廿二日晚
上於本校操場舉行盆菜宴。當晚近一百位
教職員及嘉賓聚首一堂，品嚐傳統圍村風
味盆菜，場面熱鬧，温情洋溢。
  為令大家更大快朵頤，享用盆菜後加
添火鍋美食，一盆二食，別有一番滋味。
期間備有幸運抽獎環節，整晚氣氛輕鬆愉
快，慶盡而歸。

獎項 獲獎同學姓名
小學組 十優大使 五善 周可悅

卓越參與證書 六正 冼近昕

嘉許證書 五善 羅頌靈
六光 陳海賢 周可悅同學從三百多位同學中脫穎而出，周可悅同學從三百多位同學中脫穎而出，

並獲得「十優大使」殊榮。並獲得「十優大使」殊榮。

嘉賓及教職員聚首一堂，起筷未呀？嘉賓及教職員聚首一堂，起筷未呀？

幸運抽獎環節中，看誰是幸運兒！幸運抽獎環節中，看誰是幸運兒！

飽飽了！太美味啊！給個讚！飽飽了！太美味啊！給個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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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活動

英語科活動

校外中文寫作比賽
    停 課 期 間 ， 同 學 們 無 減 對 寫
作 的 熱 情 ， 踴 躍 參 與 校 外 的 寫 作
比賽，令寫作技巧更上一層樓。於
小麥文化「全港小學生創意寫作比
賽2020」中，喜見同學們獲得嘉
許 ； 葉 浩 正 同 學 更 在 「 《 鬥 嘴 一
班》創意故事續寫比賽2019」中
表現出色，榮獲優異獎。

保良局全港小學校際辯論賽
  除了寫作以外，同學們的辯論技巧、思辨能力也同樣出色。本年
度上學期，培正中文辯論隊參加了「保良局主辦：第十屆全港小學校
際辯論賽」，經過連番脣槍舌劍，擔當「攻辯」的許梓晴同學表現最
為亮眼，勇奪最佳辯論員。

小麥文化「全港小學生創意寫作比賽2020」小麥文化「全港小學生創意寫作比賽2020」

《鬥嘴一班》創意故事續寫比賽2019《鬥嘴一班》創意故事續寫比賽2019

保良局主辦：第十屆全港小學校際辯論賽保良局主辦：第十屆全港小學校際辯論賽

English Debate Team
  Despite the school suspension, the debate 
students of Pui Ching Primary School continued 
their training online with their teachers. The 
Junior division and Senior division participated 
in the HKPTU online debating competition and 
managed to bag the 2nd runner up prize for 
both! The students showed their resilience and 
grit to practice and perform in the competition 
despite all odds. Their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are all very proud of their achievements.

A snapshot of our A snapshot of our 
training – Learning to training – Learning to 
present in front of an present in front of an 
audience!audience!

The second runner ups of the The second runner ups of the 
Junior Debating CompetitionJunior Debating Competition

The second runner ups of the The second runner ups of the 
Senior Debating CompetitionSenior Debating Competition

The Pui Ching Primary School Debate Team of 2019-20The Pui Ching Primary School Debate Team of 2019-20

A snapshot of our training – Learning A snapshot of our training – Learning 
to present in front of an audience!to present in front of an audience!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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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Budding 
Poets (English) Award
  This year, 21 students participated 
i n  t h e  H o n g  K o n g  A c a d e m y 
Gifted Education’s Budding Poets 
competition. Our very own Edith Ho 
(5B) won the Silver Award for her 
poem, “Our Nature”. Her poem reflects 
on the beauty of nature and persuades 
us all of the need to protect it. “Let’s 
treasure our home before it ’s too 
late, and make the Earth once more be great,” she writes. Using rhyme, rhythm, metre and other poetic 
devices, she manages to captivate the readers and also make them think deeply.

Edith Ho,  the Si lver Edith Ho,  the Si lver 
Awardee of the Budding Awardee of the Budding 
Poets CompetitionPoets CompetitionEdith's Award-winning PoemEdith's Award-winning Poem

數學科校內及校外比賽
校內比賽
  本年度的校內比賽分別有小一和小三年級的迷宮設計比賽和棋盤設計比賽。

小一迷宮設計比賽小一迷宮設計比賽

冠軍冠軍
小一光 梁秀玥小一光 梁秀玥

亞軍亞軍
小一善 麥澄小一善 麥澄

季軍季軍
小一信 陳仕然小一信 陳仕然

優異獎優異獎
小一望 楊曉悅小一望 楊曉悅

優異獎優異獎
小一愛 李煥晞小一愛 李煥晞

優異獎優異獎
小一正 蔡卓縈小一正 蔡卓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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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比賽
  本年度校隊成員參加了多
項數學比賽，同學們傑出的表
現，在比賽中取得佳績，令人
十分鼓舞。

  小六信鍾獻華、小六愛董啓朗、小六愛黃唯罡、小六善楊俊傑、小五望陳樂希及小五真郭朗希參加
了第十屆魔力橋邀請賽。同學們認真比賽，棋藝高超，經過四輪賽事後，本校榮獲團體亞軍，當中董啓
朗更連續兩年勇奪個人冠軍！表現出眾！

    本 校 派 出 小 一 至
小 六 的 同 學 參 加 「 世
界 數 學 邀 請 賽 2 0 2 0 」
(WMI)，學生們於比賽
上取得優秀的成績，而
本校更榮獲小學校隊組
冠軍，成績驕人！

小三棋盤設計比賽小三棋盤設計比賽

冠軍冠軍
小三信 黃裔男小三信 黃裔男

亞軍亞軍
小三善 黃騫諾小三善 黃騫諾

季軍季軍
小三光 蔡旼希小三光 蔡旼希

優異獎優異獎
小三信 張倬愷小三信 張倬愷

優異獎優異獎
小三信 黃晞桐小三信 黃晞桐

優異獎優異獎
小三善 盧元中小三善 盧元中

小六愛董啓朗小六愛董啓朗
獲得個人冠軍獲得個人冠軍 團體亞軍團體亞軍 魔力橋好好玩！魔力橋好好玩！

恭喜各位得獎同學！恭喜各位得獎同學！

小三誠方智彥及小五愛鍾承佑小三誠方智彥及小五愛鍾承佑
更是比賽成績首十名的學生！更是比賽成績首十名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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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
  由新一代協會主辦的「第22屆香港青少年創新大賽」於六月
上旬完滿結束。雖然這次比賽在疫情下閉門作賽，但同學的表現未
有影響，在各評審前詳述自己的科學作品。本校共有三個隊伍入圍
決賽，並勇奪以下獎項：

常識科活動

參賽同學 作品 獎項名稱

曹皓欣 (五望)
陳彥潼 (五望)
葉沛晴 (五望)

太陽能、風能、防毒煙智
能窗門 小學發明品 二等獎

譚聯栢 (六信)
文曦朗 (六信)
石祐勤 (六信)

隔塵網警示器 小學發明品 優異獎

彭樂心 (六真)
黎恩悅 (六真)

探究何種顏色的衣物最能
減低紫外線強度的影響 小學論文 優異獎 恭賀各位小發明家及小科學家奪得獎項，恭賀各位小發明家及小科學家奪得獎項，

期望你們能在這次比賽中能夠大開眼界。期望你們能在這次比賽中能夠大開眼界。

音樂科活動
合唱團比賽
  因應疫情停課前，合唱團E團有幸於農曆新
年假期前參與了香港校際合唱節比賽，最終以
“Come and Praise the Lord!”及“We are 
the Music-Makers”獲得評判讚賞學生聲線優
美和諧而榮獲銀獎，實在可喜可賀！

出發前大合照出發前大合照

直至出發前最後一刻仍努力練習直至出發前最後一刻仍努力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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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活動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HKSSA
  屈臣氏集團每年邀請各校提名一位有運動潛質及品行優良的學
生成為「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得主。而本年度，我校提
名小六善班—黃倚慧同學。黃同學除了品學兼優外，運動成績亦
出眾，既是網球隊校際代表，亦是田徑隊主力一員，更加參與香港
網球總會的港青訓練計劃，成為香港網球隊青年軍。
  成為運動員獎得主，黃同學參與領袖才能工作坊，與一眾精英
運動員，進行歷奇活動，提昇體育精神及促進個人發展。

Youtube直播活動
  在疫情停課期間，為讓我校學生能善用時間接觸更多音樂活動，音樂科於六月舉行了四節的網上直
播活動。
  直播活動因應高小和初小的能力而設計了不同的內容，包括音樂唱遊、玻璃杯音樂、自製樂器和小小
貝多芬體驗。雖然只是透過網絡跟同學們
見面，但在這四次的直播活動均能維持高
度觀看人數，可見同學都非常支持直播的
老師。而在直播期間，同學亦積極在留言
區回應活動中的提問，除了增加老師與同
學之間的互動，同時也能見證到同學們的
音樂能力以及對音樂的熱愛。相信直播活
動絕對能做到停課不停學的效果，同學亦
能得到課堂以外的樂趣。

小小貝多芬的直播吸引了小小貝多芬的直播吸引了
很多高小的同學一同參與很多高小的同學一同參與

老師之間合作無間老師之間合作無間 美妙的玻璃杯音樂原來美妙的玻璃杯音樂原來
是這樣誕生的！是這樣誕生的！

看看老師們在直播活動中多麼投入！看看老師們在直播活動中多麼投入！

黃倚慧小檔案

校際網球比賽
女子乙組 — 優異
女子甲組—亞軍

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擲壘球—亞軍
女子甲組擲壘球—冠軍

區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擲壘球—全港冠軍
校際網球代表校際網球代表

黃倚慧於校外比賽獲獎黃倚慧於校外比賽獲獎

參與領袖才能工作坊參與領袖才能工作坊

自製樂器的過程一點也不容易啊！自製樂器的過程一點也不容易啊！

110



小學記要 學與教

恒生乒乓球學院獎學金獎勵計劃—最支持學校大獎
  為提高學生對乒乓球運動的興趣，本校一直致力推廣乒乓球運動。除校隊培訓外，本校亦舉辦不同
校內活動，如章別獎勵計劃考核及校園乒乓球大挑戰，讓各級同學能參與其中。學校和同學在乒乓球運
動上的支持和出色表現亦獲恒生乒乓球學院加以肯定，更連續三年獲頒「恒生乒乓球學院獎學金獎勵計
劃—最支持學校大獎」以表彰及鼓勵本校球員的付出。

獲頒最支持學校大獎獲頒最支持學校大獎

與友校進行友誼賽與友校進行友誼賽

乒乓球隊成員參與各項賽事乒乓球隊成員參與各項賽事 同學們努力練習同學們努力練習

體育組大挑戰
    在 疫 情 停 課 期 間 ， 體
育 組 老 師 們 希 望 大 家 能 維
持 健 康 身 體 ， 對 抗 病 毒 ，
拍 攝 了 一 連 三 集 的 「 體 育
組 大 挑 戰 」 影 片 ， 讓 同 學
能 透 過 有 趣 的 挑 戰 鍛 鍊 身
體 。 大 挑 戰 既 有 不 同 的 活
動 ， 亦 有 不 同 的 難 度 ， 讓
各 級 同 學 都 能 發 揮 所
長 。 老 師 更 邀 請
同 學 將 挑 戰 的
影 片 傳 送 回
校，經挑選
後亦會寄回
小禮物，讓
師生仍能於
疫 情 期 間 好
好互動。 鍾浩揚同學收到小禮物鍾浩揚同學收到小禮物

葉副校長接受挑戰葉副校長接受挑戰

老師為挑戰作示範老師為挑戰作示範

一眾體育老師進行拍攝一眾體育老師進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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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年級超社及小五年級班際（輕排）排球比賽
  小六年級超社及小五年級班際（輕排）排球比賽經已於十二月十二日圓滿結束。為讓比賽更刺激及
讓更多同學樂在其中，本年度於賽制上參考（簡易）四人迷你排球賽制，縮小比賽範圍，同時只準以下
手發球，增加賽事的觀賞性，同時鼓勵同學以「球不着地，永不放棄」的精神完成賽事。
  最終，小六善班成為超社班際（輕排）排球比賽冠軍，而亞軍及季軍分別由小六愛班及信班奪得。
小五年級班際（輕排）排球比賽則由小五真班奪得冠軍，而小五望班及小五信班分別奪得亞軍及季軍。

小六年級冠軍小六年級冠軍——六善六善 小五年級冠軍小五年級冠軍——五真五真

小六亞軍小六亞軍——六愛六愛 小五亞軍小五亞軍——五望五望

場外有「迷你打氣團」為哥哥姐姐打氣場外有「迷你打氣團」為哥哥姐姐打氣 冠軍六善班的打氣團隊冠軍六善班的打氣團隊

場內激烈對賽場內激烈對賽 只要球不着地 同學永不放棄只要球不着地 同學永不放棄 以發球擊破對方防守以發球擊破對方防守 全力扣殺全力扣殺

友誼第一 比賽第二友誼第一 比賽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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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活動
視覺藝術展異彩
  我校學生多才多藝，於不同範疇，均有卓越成績，本
年度同學們踴躍參與多項校外比賽，均獲理想成績。部份
獎項如下。
  三善黃頤同學於法國皇宮國際兒童繪畫比賽中獲桂冠
三等獎，二望陳遨芝於香港青少年兒童繪畫大獎賽中獲少
兒組冠軍，二望方芷穎於第十六屆德藝雙馨（水彩及粉彩
畫組別香港區賽）獲冠軍，二望陳穎璇於第十六屆德藝雙
馨（香港區賽）獲冠軍，小一光梁秀玥於都會國際青年藝
術節2020全港視藝大賽中獲冠軍，六誠洪琬喬於國際青少
年文藝培訓中心主辦第九屆國際公開視覺藝術比賽中獲金
獎，六信楊洛宜於第三屆童夢歷奇繪畫比賽中獲特等獎，
另外楊同學亦於當代青少年及兒童藝術節新春繪畫比賽中
獲季軍。六正林煒靜於國際傑出藝文視覺藝術比賽中獲亞
軍，二望吳旻澔於第六屆全港兒童繪畫比賽中獲二等獎。
  希望各同學再接再厲，來年取得更多佳積！

三善黃頤得獎作品三善黃頤得獎作品

一光梁秀玥領獎一光梁秀玥領獎

二望陳傲芝領獎二望陳傲芝領獎
二望.陳傲芝得獎作品二望.陳傲芝得獎作品

二望方芷穎得領獎二望方芷穎得領獎

六信楊洛宜得獎作品六信楊洛宜得獎作品 六誠洪琬喬得獎作品六誠洪琬喬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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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是「培正創校130周年福音週」。本年主題是「你聽見嗎？」主題經文出自約
翰福音十章二十七節：「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着我。」今年福音週的活動，除
了有三天的午間攤位遊戲，包括「齊齊上方舟」、「我是主的羊」、「投投主的道」，供全校學生參與
外，還有師生詩歌大合唱。此外，培恩天地更幫忙為小五、小六年級學生設計了一個關於聽主聲音的課
堂體驗活動，名為「密室逃脫之靠主過關」，學生都十分投入活動。
  另一方面，我們於星期一的品訓堂及星期三的的集會堂，分別邀請了恩典浸信會的鄭國邦傳道和周
玉琴傳道，以及萬國兒童佈道團，為低年級及高年級同學分享福音信息，當中有四百八十二位學生決志
信主，感謝神！

福音週

以攤位遊戲配合主題以攤位遊戲配合主題——你聽見嗎你聽見嗎

我是主的羊我是主的羊

家長也一同參與扮牧羊人家長也一同參與扮牧羊人

大家來，一同投入主的道大家來，一同投入主的道

學生在台上參與佈道會遊戲：殺射病毒學生在台上參與佈道會遊戲：殺射病毒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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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從話劇中認識信仰學生從話劇中認識信仰
「生鬼」的同工為學生帶來歡笑「生鬼」的同工為學生帶來歡笑

感謝萬國兒童佈道團的幫忙感謝萬國兒童佈道團的幫忙

低年級同學於大合唱中表演低年級同學於大合唱中表演

高年級同學活力十足高年級同學活力十足

同學們都非常投入唱詩歌同學們都非常投入唱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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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訂四月三日的復活節崇拜，因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停課而改為四月八日(星期三)於網上直播。這是
本校第一次利用Facebook直播復活節學生崇拜，約有八百多人同步收看，感謝神。
  當天由葉副校長當司儀及帶領整個聚會的程序。崇拜開始，我們先播放全體老師一同預拍的詩歌
MV《空空的墳墓》 作敬拜。接着，由恩典同工鄭國邦傳道和江思滿傳道帶領現場遊戲，周玉琴傳道分
享復活節信息，隨後張校長分享及主任報告，崇拜順利完成。

復活節崇拜

校長、主任、老師一同參與直播崇拜校長、主任、老師一同參與直播崇拜

第一次透過網上直播與全校學生玩遊戲第一次透過網上直播與全校學生玩遊戲 鄭傳道、江姑娘帶領家庭觀眾玩遊戲鄭傳道、江姑娘帶領家庭觀眾玩遊戲
大家猜猜是甚麼大家猜猜是甚麼

老師忙於電話聯絡家中同學回答問題老師忙於電話聯絡家中同學回答問題 疫情下現場觀眾疫情下現場觀眾

周姑娘分享我們都是蒙恩的人周姑娘分享我們都是蒙恩的人

校長勉勵同學在疫情下對神要有信心校長勉勵同學在疫情下對神要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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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活動
SBT 歷奇挑戰營
  SBT 成員於十二月完成四天三夜的歷奇挑戰營，
在這訓練營中，學生需接受不同的任務，例如煮食、
個人挑戰及團體活動等。雖然這幾天他們面對不同的
挑戰，但所有成員都憑着毅力完成所有任務。透過這
次的訓練營，學生無論在自信心、自律精神、團隊合
作和人際關係等方面都有所成長，希望同學們日後都
能把學習所得的應用於生活中。由於疫情關係，下學
期的訓練活動需要取消，但相信所有成員透過短短的
訓練都有所成長，做到「突破自我，攀越高峰」！ 校長為成員祈禱及祝福校長為成員祈禱及祝福

SBT團體大合照SBT團體大合照

合力完成團體挑戰合力完成團體挑戰

齊心協力，完成美麗的創作畫齊心協力，完成美麗的創作畫

順利完成挑戰營，充滿成功感順利完成挑戰營，充滿成功感

提昇自理能力提昇自理能力

團隊建立團隊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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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自信表現自信

共享快樂時刻共享快樂時刻

投入參與投入參與 共享努力付出的成果共享努力付出的成果

一起煮出美味的晚餐一起煮出美味的晚餐

自己的事自己做！自己的事自己做！

大家分工合作預備晚餐大家分工合作預備晚餐
專心準備晚餐專心準備晚餐

齊心就事成！齊心就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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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草地家長工作坊
  本校輔導組於九月至十二月份舉行了三次的「青草地」家長工作
坊，在恩典浸信會協助下，註冊社工潘秀妍姑娘訂定了不同的主題，配
合各年級家長的需要。除親自分享教養子女的心得外，本校更邀請了一
些專業人士分享有關訊息，期望透過短講、小組討論、短片分享等，讓
家長互相分享教導子女的心得，了解子女成長的情況及需要，從而學習
有效的管教技巧，幫助孩子身心健康成長，提升親子關係。

張校長推動張校長推動
家校合作家校合作

張校長勉勵家長張校長勉勵家長 社工潘姑娘用心分享社工潘姑娘用心分享

家長互相鼓勵及支持家長互相鼓勵及支持

互相討論，分享經驗互相討論，分享經驗

家長投入小組分享家長投入小組分享 家長踴躍參與家長踴躍參與

互相分享管教子女心得互相分享管教子女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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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於一月十五日順利完成，我校為協辦學校之一，共派出四十多位運動員
參與賽事，而本年度更創出培正歷年最佳成績，奪得六個團體獎項，當中更有組別勇奪團體冠軍，亦有
隊員打破九南校際紀錄、奪取多項冠軍等。
  感謝張校長、副校長抽空來臨支持打氣，亦感謝各位家長的支持及協助，期望隊員保持勝不驕，敗
不餒的精神，繼續為培正田徑努力！
  比賽成績如下：

九龍南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
60米 季軍 六愛 薛諾言

200米 冠軍(全港賽代表) 六望 區梓譽
400米 第八名 六善 彭子晉
跳遠 第六名 六誠 鄧安傑

4乘100米接力 冠軍(全港賽代表)
團體 亞軍

男子乙組
60米 亞軍(全港賽代表) 五誠 林柏言

100米 季軍 五光 蕭仲言
跳遠 第五名 五善 廖凱信

4乘100米接力 季軍
團體 季軍

男子丙組
60米 殿軍 四誠 林倬行

100米 季軍 四望 張展朗
跳遠 亞軍(全港賽代表) 三誠 方智彥

4乘100米接力 亞軍
團體 冠軍

女子乙組
60米 季軍 五信 吳芓樂

100米 季軍 五信 林欣翹
擲遠 第八名 四善 蕭栩瑩

4乘100米接力 第五名
團體 第六名

女子丙組
60米 殿軍 四真 吳卓萓

100米 殿軍 四誠 胡善昕
跳遠 冠軍(全港賽代表) 四善 彭以淇

4乘100米接力 亞軍
團體 亞軍

女子甲組
100米 第六名 六望 羅鎧妍
400米 第六名 六望 楊芷喬
跳高 殿軍 六愛 吳恩悅
跳遠 殿軍 六望 郭思妤

擲遠 冠軍(破記錄及
全港賽代表) 六善 黃倚慧

鉛球 冠軍(全港賽代表) 六誠 陳沅滺
4乘100米接力 第五名

團體 季軍

田徑隊的薛隊長田徑隊的薛隊長

女子甲組代表女子甲組代表

區梓譽區梓譽
男甲200米冠軍男甲200米冠軍 百米飛人胡善昕百米飛人胡善昕

一整年的訓練，開心大合照一整年的訓練，開心大合照

合照又怎能少了司徒教練合照又怎能少了司徒教練 男子甲組代表男子甲組代表

男子丙組代表男子丙組代表 男甲接力冠軍男甲接力冠軍 高舉男乙團體獎盃高舉男乙團體獎盃

女子乙組獲得團體獎盃女子乙組獲得團體獎盃小四接力隊開餐喇！小四接力隊開餐喇！女丙接力隊女丙接力隊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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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教學影片
  停課期間，學校透過新增設的Youtube頻道，每星期上載不同的短片，讓學生能在家中繼續學習書
本 以 外 的 知 識 ， 擴 闊 視 野 。
上 載 的 內 容 大 多 與 音 樂 、 體
育 及 視 藝 科 相 關 ， 如 敲 擊
樂 、 籃 球 、 素 描 等 ， 內 容 應
有 盡 有 、 多 不 勝 數 。 多 元 化
的 學 習 內 容 ， 迎 合 不 同 學 生
的 興 趣 和 需 要 ， 讓 學 生 的 停
課生活更多姿多彩。

有趣的水墨畫課有趣的水墨畫課 打鼓示範打鼓示範製作香蕉太妃批製作香蕉太妃批

蒲公英畫蒲公英畫 體適能訓練體適能訓練 齊來學劍擊齊來學劍擊

活動停不了

網上教學直播
  「你訂閱左未啊？」五至六月期間，我校透過培正ECA 
YouTube直播，舉辦網上實時教學，當中包括音樂、體育和
視藝科活動等，共製作廿七課節，總觀看次數超過八千八百次
呢！透過直播，學生和導師可以在聊天室交流，使導師能即時
提供反饋，從而提高教學互動性和趣味，促進教學。直播更可
於課後隨時重溫，方便同學溫故知新呢！

齊來踢足球齊來踢足球

體適能鍛練體適能鍛練 製作渲染心意卡製作渲染心意卡 節拍樂繽紛節拍樂繽紛

正在教授投籃的技巧正在教授投籃的技巧 悅耳的敲擊樂聲音悅耳的敲擊樂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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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真 陳愛聆 (足球)四真 陳愛聆 (足球)

  大家好！我是小四真班陳愛聆。感謝老師的提名，
讓我參加了香港女子足球U12代表隊的選拔，經過三回激
烈的輪選，我很榮幸入選成為香港女子足球代表隊的成
員！我熱愛足球，即使在疫情期間，我也沒有鬆懈！在
家會不時練習控球和體能，空閒時更會到公園練習。最
後，我衷心感謝校長、老師、教練及父母的支持，未來
我會繼續努力為港為校爭光！以下是我的比賽成績：

卓越表現學生介紹

2018-2019年度足動全城女子七人賽 第5名
香港足球總會賽馬會

青少年足球發展計劃訓練計劃
2019-20 女子U11 五人賽

杯賽—冠軍

二信 廖善萱 (足球)二信 廖善萱 (足球)

  各位好！我是小二信班廖善萱。我現正是香港女子
足球U10發展隊成員。我的夢想是成為一位職業足球員，
代表香港出賽女子世界盃。為了實現夢想，每星期除了
港 隊 訓 練 外 ， 我 也 有 參 與 校 外 球 隊 及 培 正 足 球 隊 的 訓
練。即使在疫情停課期間，我亦沒有鬆懈，改為zoom訓
練及拍下短片匯報教練！以下是我的比賽成績：

2018-2019年度足動全城女子七人賽 第5名
香港足球總會賽馬會青少年足球發展

計劃訓練計劃2019-20 女子U11 五人賽 碟賽—冠軍
二信 廖善萱二信 廖善萱

四真 陳愛聆四真 陳愛聆

四光 葉信賢 (水球)四光 葉信賢 (水球)

    大 家 好 ！ 我 是 小 四 光 班 葉 信
賢。我是本年度的香港幼青水球代
表隊成員。我從小熱愛游泳和球類
運動，兩年前有幸接觸水球，一種
刺激和節奏快速的運動！我將會繼
續努力，下個目標是入選香港青少
年代表隊！以下是我本年度的比賽成績：

第二屆吉隆坡迷你水球錦標賽 U14組別—季軍

四光 葉信賢四光 葉信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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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誠 林蘊晞 (空手道)六誠 林蘊晞 (空手道)

  大家好，我是小六誠班林蘊晞。我
學習空手道已經有八年。我在去年的五
月和八月分別參加了韓國國際公開賽和
惠州的全國賽(搏擊)，分別取得了金牌和
銅牌。我的目標是希望可以代表香港出
戰奧運。以下是我本年度的比賽成績： 六誠 林蘊晞六誠 林蘊晞

2019全國空手道道館聯賽(廣東站) 季軍

全港小學校際網球女子甲組 單打—亞軍
獅子會社區青少年網球年終賽 U12女子單打—亞軍

沙田區分齡網球比賽 2020 女子單打FI組—冠軍
日清香港青少年巡迴賽2019 (第二賽站) U12女子單打—冠軍
日清香港青少年巡迴賽2019 (第一賽站) U12女子雙打—冠軍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 運動員獎 (網球)

Clearwater Bay Junior Cup
U12女子單打—冠軍
U14女子單打—冠軍

六善 黃倚慧 (網球)六善 黃倚慧 (網球)

  我是小六善班黃倚慧，是香港青少年網球代表隊成員。經過幾年來的努力訓
練，今年有幸在全港小學校際網球比賽中，取得了女子甲組亞軍，增加了我的自

信心。在往後的比賽中，我希望可以繼續代表香港參加青少
年國際賽事，為港爭光。以下是我本年度的比賽成績：

六善 黃倚慧六善 黃倚慧

六真 葉宇軒 (體育舞蹈)六真 葉宇軒 (體育舞蹈)

  大家好！我是小六真班葉宇軒，是香港體育舞蹈
總會2020香港代表隊成員，本年度的排名暫列冠軍。
將來目標希望可以協助培正小學成立「標準舞」舞蹈
會 ， 在 校 內 發 展 體 育 舞 蹈 ， 讓 更 多 同 學 認 識 這 項 運
動！以下是我本年度的比賽成績：

2020香港代表隊選拔賽第一站 14-15歲男女混合組
標準舞五項— 冠軍 六真 葉宇軒六真 葉宇軒

五真 鍾浩揚 (足球)五真 鍾浩揚 (足球)

  大家好！我是小五真班鍾浩揚，本年度培正小學足球隊隊長。我在
去年入選香港U10代表隊，一整年的訓練真的是獲益良多！今季能參與
香港代表隊U11的訓練，雖然辛苦，但十分值得。因為這些訓練都是為
了提昇技能和比賽意識。原訂三月可到日本福岡參加Copa Torero Cup 
U11 國際比賽，可惜因疫症關係，訓練和比賽也被迫暫停。而在這期
間，為了保持狀態，我每天在家中做體能訓練及練習控球技術，也有參
與學校體育組大挑戰！希望疫情盡快過去，可以與隊友再次比賽！五真 鍾浩揚五真 鍾浩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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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式跳繩隊憑着出色表現於十二月的小學校際聖誕跳繩表演賽取得優異成績。是次比賽隊伍由花式
跳繩初階班的同學組成，大部份都是第一次參加比賽的同學，賽前十分緊張！在隊員們賽前努力不懈地
練習和臨場穩定的發揮下，最後奪得創意無限獎及九龍區冠軍。希望同學們繼續累積經驗、再接再厲，
在未來再創佳績！

小學校際聖誕跳繩表演賽2019

我們獲得冠軍了！我們獲得冠軍了！

比賽獎品十分豐富！比賽獎品十分豐富！

花式跳繩隊合照花式跳繩隊合照

  聖誕節假期間，合
唱 團 D 團 及 E 團 於 烏 溪
沙青年新村完成三日兩
夜的合唱訓練營，團員
們於訓練營中努力練習
歌唱技巧。田徑隊亦於
烏溪沙進行校際賽前集
訓，積極備戰一月中進
行之校際賽。

聖誕音樂及體育訓練營

合唱團大合照合唱團大合照 培正田徑大家庭培正田徑大家庭

一眾田徑小隊員的宿營體驗一眾田徑小隊員的宿營體驗 劉老師帶領合唱團練習劉老師帶領合唱團練習

賽前練習賽前練習

投入比賽投入比賽

賽後檢討賽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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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獎項

喇沙小學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 亞軍
最佳陣容球員獎
六愛 羅禮豪、六真 周雋翹、六誠 鄧安傑

DSA國際學校小學
籃球邀請賽

男女子混合組U10 冠軍
男女子混合組U12 冠軍
最具價值球員U10 四望 陳曜男
最具價值球員U12 六善 梁浚匡

忠愛盃小學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 亞軍
最佳陣容球員獎
六愛 羅禮豪、六愛 勞子祐

基崇盃小學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 冠軍、女子組 第六名
正風盃小學籃球賽 男子組 亞軍

英華盃 男子組 亞軍
廠商會小學籃球邀請賽 女子組 亞軍、男子組 季軍

粵港澳青少年籃球邀請賽 男子組U12 季軍

DSA賽事U10、U12DSA賽事U10、U12
最具價值球員最具價值球員 入選忠愛盃最佳陣容入選忠愛盃最佳陣容

基崇盃冠軍基崇盃冠軍

2019年度男子U10、12籃球隊合照2019年度男子U10、12籃球隊合照 挑戰列強，取得U12季軍挑戰列強，取得U12季軍

前往廣州比賽前往廣州比賽

低位防守低位防守
DSA國際學校籃球DSA國際學校籃球
邀請賽U10代表邀請賽U10代表

衝啊！！衝啊！！

跳投跳投

籃球隊戰況匯報
  培正小學男、女子籃球隊，於十月至十二月期間，參加多項
比賽，當中包括國際學校邀請賽、粵港澳青少年籃球邀請賽和本
地賽事等等，與不同地區/國籍的選手較量，累積比賽經驗，建立
友誼。在家長的支持和球員們的努力下，男、女子籃球隊獲得多
項獎項，其中男子隊首次在中國比賽中獲得前三名，而女子隊亦
在廠商會小學籃球邀請賽奪得亞軍，取得近年最佳成績！籃球隊
會繼續努力，為來年度校際賽準備，期望再創佳績，為校增光！
賽事成績如下(節錄)如下：

廠商會盃女子組亞軍廠商會盃女子組亞軍

2019年度男、女子籃球隊合照2019年度男、女子籃球隊合照

左路突破左路突破

中距離投籃中距離投籃

嚴密的防守嚴密的防守

能夠與國內選能夠與國內選
手較量，實是手較量，實是
難得的機會難得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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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奪冠的吳子軒跆拳道奪冠的吳子軒

  六信班吳子軒同學，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份分別出戰了由「香港跆拳道協會」主辦的「香港小學
跆拳道隊際賽2019」第二回合及「香港男子青少年跆拳道比賽2019」第二回合賽事，於男子兒童色
帶B組(出生年份2008-2009及44公斤以上而不超過47公斤)的組別賽事中再添殊榮，分別奪得冠軍及
亞軍獎項。一信班何語同同學於「精英跆拳道品勢比賽2019」奪得兩項亞軍。
  此外，六誠林蘊晞同學更代表香港隊，遠赴廣東省參加「2019年
全國空手道道館聯賽(廣東站)」，其間力壓多地對手，最終奪得季軍。
  跆拳道及空手道比賽成績總結：

  網球隊大師姐六善班的黃倚慧同學，繼學期初贏得校際網球比賽的女子甲組亞軍後，亦於「社區
少年網球賽2019總決賽」中奪得亞軍。而於二零二零年更有一個好開始，於「沙田區分齡網球比賽
2019/2020」的女子青少年FI組勇奪冠軍，期望黃同學於將來能成為香港網球界的第一人！

跆拳道及空手道比賽

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0三區社區少年網球賽2019總決賽
及沙田區分齡網球比賽2019/2020

社區少年網球賽2019總決賽社區少年網球賽2019總決賽——亞軍亞軍沙田區分齡網球比賽冠軍！沙田區分齡網球比賽冠軍！

班別 姓名 活動 項目 奬項

六信 吳子軒

第13屆國際會兒童青少年
跆拳道邀請賽搏擊2019

男子色帶丙組
(40.1KG-43KG) 冠軍

2019年度跆拳道搏擊邀請賽 
(樂華跆拳道會)

男童色帶B 組
(10歲至11歲) 

輕中量級
(41公斤以上而
不超過44公斤)

冠軍

香港小學跆拳道隊際賽2019
第二回合

男子兒童色帶B組
出生年份2007-2008

（44公斤以上而不超過
47公斤)

亞軍

香港男子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2019第二回合

男子兒童色帶B組
出生年份2008-2009

（44公斤以上而
不超過47公斤）

冠軍

一信 何語同 精英跆拳道品勢比賽2019

品勢(太極四章) 亞軍
6-9歲女子組別

力量踢擊賽
女子21-25KG組別

亞軍

六誠 林蘊晞
(港隊代表)

2019年全國空手道道館聯賽
(廣東站) 女子兒童12-13歲-38KG 季軍

網球隊大師姐網球隊大師姐
黃倚慧同學黃倚慧同學

吳子軒連年出戰吳子軒連年出戰
跆拳道賽事跆拳道賽事

吳子軒同學再添殊榮吳子軒同學再添殊榮

何語同個人何語同個人
奪得兩銀奪得兩銀

小小年紀便有出小小年紀便有出
色表現的何語同色表現的何語同

林蘊晞於大型林蘊晞於大型
賽事奪季而回賽事奪季而回

代表香港站在頒獎台代表香港站在頒獎台
上的光榮時刻上的光榮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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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排球隊於去年十一月參加本年度的第一場比賽，
隊員們憑着出色的表現，在比賽中取得季軍。是次比賽有
幾位初次以排球校隊身份參加比賽的球員，雖然比賽前都
十分緊張，但在教練和隊友的支持和鼓勵下，最終以穩定
的球技和團體合作，順利完成比賽。
  男子排球隊於一月參加英華盃，憑着各隊員們賽前努
力不懈地練習和建立球員之間的默契，並在比賽期間表現
出色，穩定地發揮球技和團體合作，最終奪得亞軍！比賽
十分精采，透過隊員們的努力和堅持，以「球不着地」的
精神守好每一球，更成功以反超前勝出並進入決賽。是次
比賽讓男子排球隊與不同學校的排球隊較量，汲取更多比
賽經驗，為來年度校際賽準備。 
  最後，感謝各位家長到來打氣支持及協助，期望隊員
保持勝不驕，敗不餒的精神，
不斷增值自己！希望同學們繼
續累積比賽經驗，加強鍛鍊自
己的體能和球技，好好裝備自
己，與隊友合作並共同建立球
隊的默契，再接再厲，在未來
再創佳績，繼續為培正排球努
力為校增光！

迦密愛禮信球類邀請賽和英華盃

排球比賽

球員們認真聆聽教練劉sir的指導球員們認真聆聽教練劉sir的指導 超強力發球超強力發球

全力扣殺！！！！！全力扣殺！！！！！ 恭喜男子排球隊取得季軍恭喜男子排球隊取得季軍

恭喜男子排球隊取得亞軍！恭喜男子排球隊取得亞軍！

即使面對攔網，即使面對攔網，
亦毫不畏懼亦毫不畏懼 隊員們集中精神！隊員們集中精神！

各隊伍準備頒獎典禮各隊伍準備頒獎典禮
好好準備下一場比賽好好準備下一場比賽

大合照大合照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認真守好每一球認真守好每一球

球員們準備迎接一整球員們準備迎接一整
天的賽事，蓄勢待發天的賽事，蓄勢待發 球不着地，永不放棄！球不着地，永不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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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二真班鍾綽恩同學參加「第四屆香港兒童及青少年藝術體操錦標賽」，於
賽事中有出色表現。憑着優美悅目的姿態和穩定的技術發揮，鍾同學分別在Level 4組別獲得個人全能
亞軍、繩操亞軍及圈操季軍，實在可喜可賀。

  中國舞隊在本屆學校舞蹈節憑着出色舞藝，以朝鮮族舞
蹈─喜之悅獲得中國舞(小學高年級組)甲級獎。希望同學
能再接再厲，來年繼續為校增光！
  除了參加校際比賽，中國舞隊同學亦受邀到啟德遊藝嘉
年華及學校的年宵活動表演，讓本校學生、家長和老師一睹
校隊同學風采。

第四屆香港兒童及青少年藝術體操錦標賽

第五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鍾綽恩同學繩操表現鍾綽恩同學繩操表現 比賽中的優美悅目姿態比賽中的優美悅目姿態 賽事中穩定的技術發揮賽事中穩定的技術發揮 鍾綽恩終奪個人全能亞軍鍾綽恩終奪個人全能亞軍

在啟德跑道公園表演，風景怡人~在啟德跑道公園表演，風景怡人~

學校年宵表演學校年宵表演

出場前，先拍照！出場前，先拍照！

落力演出落力演出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功 128



小學記要 幼稚園零訊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為幼稚園聖誕
節崇拜，當天小朋友於聖誕祟拜中一同慶祝
主耶穌降生，透過唱詩、讀經、舞蹈等讚美
敬拜主耶穌，一起頌讚天父的大愛。當天亦
感謝家長義工們為我們表演話劇，更有恩典
浸信會周玉琴傳道為我們分享訊息，傳揚聖
誕節的意義。

幼稚園聖誕節崇拜

小朋友準備一同參與崇拜小朋友準備一同參與崇拜

頒發聖誕禮物頒發聖誕禮物

家長義工表演話劇家長義工表演話劇

小朋友一同歌頌主耶穌降生小朋友一同歌頌主耶穌降生

東方三博士來見小小主耶穌東方三博士來見小小主耶穌

小朋友們以歌聲讚美主耶穌小朋友們以歌聲讚美主耶穌

小朋友們載歌載舞小朋友們載歌載舞

聖誕哥哥姐姐帶領小朋友唱聖誕歌聖誕哥哥姐姐帶領小朋友唱聖誕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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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稚園年宵活動已於一月廿二日順利進行，家長義工們負責設計及籌備年宵攤位，內容豐富，小朋
友們當日都非常投入和興奮。

2019年幼稚園年宵活動

年宵開幕禮的表演非常精采年宵開幕禮的表演非常精采 小朋友們一起舞龍舞獅小朋友們一起舞龍舞獅 老師與小朋友一起進行攤位遊戲老師與小朋友一起進行攤位遊戲

一起製作精美的揮春一起製作精美的揮春 多元化的攤位遊戲多元化的攤位遊戲 義工家長們為小朋友製作麥芽糖餅義工家長們為小朋友製作麥芽糖餅

校長、家長義工和小朋友一起大合照校長、家長義工和小朋友一起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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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課期間，學校安排了各級學生進行實時互動教學，並製作了不同主題的網上教學片段，提供多元
化的教學材料，讓小朋友在家中也能與老師進行交流，持續學習，並緊貼教學進度。

停課不停學

老師與小朋友進行實時互動教學老師與小朋友進行實時互動教學

在學校直播復活節崇拜在學校直播復活節崇拜 老師正在錄影網上教材老師正在錄影網上教材

一起拍攝精彩片段送給生日的小朋友一起拍攝精彩片段送給生日的小朋友 老師在早會時間一起跳讚美操老師在早會時間一起跳讚美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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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稚園高班學生於六月復課，全體師生均須戴上口罩、量體溫、用搓手液消毒。此外，更在學生
桌面增設防飛沫擋板，以確保學生在安全和衞生的環境下學習。

疫情下復課的情況

進行模擬小一活動進行模擬小一活動

小朋友參觀小學小朋友參觀小學

大家一起進行體能活動大家一起進行體能活動

在學生桌面增設防飛沫擋板在學生桌面增設防飛沫擋板
分小組進行體能活動分小組進行體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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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記要 幼稚園零訊

  本年度繼續舉辦畢業襟花設計比賽，為畢業的同學們設計畢業禮襟花，送上祝福。畢業襟花設計
比賽已經完滿結束，感謝各位家長的參與，恭喜四位得獎家長。

2019年畢業襟花設計比賽結果

冠軍
高善班　劉盈妤高善班　劉盈妤

家 長：劉斯凱家 長：劉斯凱

優異 優異 優異
低信班　吳韋廷低信班　吳韋廷

家 長：馬蔚汶家 長：馬蔚汶

高愛班　郭嫣琳高愛班　郭嫣琳

家 長：張淑莉家 長：張淑莉

高毅班　陳俊燊高毅班　陳俊燊

家 長：林樂怡家 長：林樂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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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得獎獎項
班別 姓名 比賽名稱 項目/組別 獎項 主辦機構

上幼光 劉尚桓 第三十七屆GAPSK全港
普通話朗誦比賽 K1/幼稚園組：兒歌獨誦 冠軍 GAPSK普通話朗誦比賽

執行委員會
上幼光 劉尚桓 2019亞洲校際朗誦比賽 K1組 普通話兒歌 冠軍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協會
低光班 丁彥中 2020「香港盃」朗誦才藝

故事演講大賽 普通話古詩獨誦 K2組 冠軍 思研動力語言藝術學社

低望班 潘啟豪 2020年度港澳台兩岸
奧數盃初賽 K2 金獎 港澳學術交流會、

國際教育研究文化事業
低愛班 薛偉霖 2020年度港澳台兩岸

奧數盃初賽 K2 銀獎 港澳學術交流會、
國際教育研究文化事業

低望班 蔡紫晴 第三十七屆GAPSK全港
普通話朗誦比賽

K2/幼稚園組：
小小朗誦王 冠軍 GAPSK普通話朗誦比賽

執行委員會
低善班 盧顧之 第三十七屆GAPSK全港

普通話朗誦比賽 K2/幼稚園組：童詩獨誦 冠軍 GAPSK普通話朗誦比賽
執行委員會

低真班 許天諾 FSA Fencing Competition 2020 U6 Boys' Plastic Foil Champion Fencing Sport Academy
低信班 陳柏熹 FSA Finals 2019 U4 Boys' Foil Champion Fencing Sport Academy
低信班 陳梓喬 JC CUP 2019 U4 Mixed Foil 2nd place Joytiquette Fencing Academy
低望班 鄭睿滔 2nd Quarter 2020 Fencing 

Competition U5 Boy Beginner's Foil 2nd 
Runner-up Academy of Fencing (Hong Kong)

低真班 許天諾 第二屆「楊士海盃」
全港學界圍棋大賽 幼兒組 亞軍 楊士海棋院

高望班 潘諾 WMI世界數學邀請賽2020 幼稚園組 金獎 The World Mathematics Invitational 
Organizing Committee

高正班 陳朗然 WMI世界數學邀請賽2020 幼稚園組 金獎 The World Mathematics Invitational 
Organizing Committee

高光班 葉毅謙 WMI世界數學邀請賽2020 幼稚園組 銀獎 The World Mathematics Invitational 
Organizing Committee

高真班 何紫晴 WMI世界數學邀請賽2020 幼稚園組 銀獎 The World Mathematics Invitational 
Organizing Committee

高正班 徐鋒 WMI世界數學邀請賽2020 幼稚園組 銅獎 The World Mathematics Invitational 
Organizing Committee

高誠班 劉宇軒 WMI世界數學邀請賽2020 幼稚園組 銅獎 The World Mathematics Invitational 
Organizing Committee

高信班 陳靖謙 全港學生數學精英賽 數學組(K2-K3 Group) 1st place 第一教育
高正班 陳朗然 全港學生數學精英賽 數學組(K2-K3 Group) 2nd place 第一教育
高信班 陳靖謙 香港數學挑戰賽2019 幼稚園高班K3組 二等獎 香港資優數學協會
高愛班 蘇泳霏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Open Ages 5 and 6 First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高正班 曾巧晴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Prose Speaking-
Open Ages 5 and 6 Second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高正班 黃靖斐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Open Ages 5 and 6 Third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高毅班 陳力行 71ST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Open Ages 5 and 6 Third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高望班 林宏修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幼兒獨誦—普通話 榮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正班 袁鎵豪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幼兒獨誦—普通話 榮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誠班 黃思翰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幼兒獨誦—普通話 榮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忠班 曾令齊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幼兒獨誦—普通話 榮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正班 李諾恩 第三十七屆GAPSK全港普通話

朗誦比賽 K3/幼稚園組：自選誦材 亞軍 GAPSK普通話朗誦比賽執行委員會

高正班 徐鋒 FSA Finals 2019 U5 Boys' Foil 2nd 
Runner-up Fencing Sport Academy

高真班 林琛凝 第七屆香港國際青少年
表演藝術節2019國際總決賽

木管樂公開分齡組—
兒童組 冠軍 香港青少年表演藝術交流發展協會

高信班 李思齊 第四屆（台灣）亞洲．愛琴海藝術
講堂及音樂大賽香港區選拔賽 2020

幼兒音樂才藝表演藝術組
鋼琴項目 季軍 兩岸音樂藝術教育交流協會

高望班 郭明希 第三十四屆全國青少年
科技創新大賽 少年兒童科學幻想繪畫 三等奬 第三十四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

賽組織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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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一、養兵千日 用在一時
  二零二零年一月，迎來了一場災難性的疫情，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的出現，令全
球陷入了恐慌之中，在面對「停課不停學」的境況下，教育界迎來了史無前例的挑戰。如何把教學
場景從面授遷移到網絡之上？如何確保學生們都能線上學習？教師都能掌握線上教學的技巧嗎？
中學、小學、幼兒教育三個不同階段的學生，教師應該如何幫助學生及家長進行在家學習？家長應
該如何在家指導自己的孩子進行學習？這些系列問題，在停課不停學期間，帶來了重大挑戰。其
中，國家教育部於二月十二日印發了《關於中小學延期開學期間「停課不停學」有關工作安排的通
告》，其中再次強調「各地要結合本地學習資源，統籌安排，針對不同情況，實事求是，避免「一
刀切」，特別要防止各地各校不顧條件都組織教師錄課，增加教師不必要的負擔」，並且「要堅持
學校教師線上指導幫助與學生居家自主學習相結合，學校教師要指導幫助學生選擇適宜的學習資
源，限時限量合理安排學習，促進學生全面發展、身心健康。」至於澳門教育暨青年局，也在疫情
期間多次向學校發出指引，其中二月廿七日在其官網上發佈的重點是：「教青局亦強調停課期間學
校可因應實際情況，適當提供學習內容，彈性處理不同教育階段學生的學習所需。而停課期間的學
習內容，不進行測驗及考試，亦不計分。復課後，倘學校安排學生進行補課，宜以輔助保底方式處
理，最終以學校自主為原則。」
  澳門教育界面對這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大家都想方設法如何幫助教師、學生、家長進行線上
學習。就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刻，正好為澳校以電子學習為骨幹的課程改革，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實
戰機會，正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充分體現了這十年來，澳校師生共同努力下的一個電子
學習的成果。

澳校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停課不停學」教學活動實施系統澳校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停課不停學」教學活動實施系統

澳校疫情下的電子學習，見證十載課改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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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中 學 數 學 教 師 善 用中 學 數 學 教 師 善 用
Zoom網上平台，與Zoom網上平台，與
學生進行互動教學學生進行互動教學

小學英文教師利用ZOOM進行重點小學英文教師利用ZOOM進行重點
教學及利用Q2進行即時檢測教學及利用Q2進行即時檢測

學生使用 ZOOM 視像教學的情況學生使用 ZOOM 視像教學的情況

小學數學教師利用Zoom向學生解題小學數學教師利用Zoom向學生解題小學常識科教師於線上指導學生學習小學常識科教師於線上指導學生學習

幼稚園教師疫情期間透過社交平台定時與小朋友傾下偈幼稚園教師疫情期間透過社交平台定時與小朋友傾下偈

  面對疫情在澳門不斷蔓延時，澳校在不足一週時間，在高校長的領導下，馬上啟動了「停課不停
學」的籌備學習方案，其中，由不同教學階段的教務主任主導教師進行課程的調整，打破了原有的課程
框架，共同設定一個適合學生網上學習的時間表。當每週課程確立以後，師生透過一直以來，學校所提
供的電子學習平台為核心，尤其在收集學生的學習數據、上網學習的時間，以及教師的教案等，均利用
學校原有的電子學習系統來進行教學，之後再旁及一些網上平台，作為教師與家長之間的互動溝通，而
教師和學生則利用這些平台，進行互動教學，在停課期間，澳校教師開了超過二百個網上教室，與學
生進行線上學習。澳校教師們大致用了PowerLesson 2、WeChat、Google Classroom、YouTube、
Zoom、Skype、UPad等平台進行教學。
  至於教師在線上課的情況，剛開始進行的第一、二天，不管是師生或家長，確實是有些手忙腳亂
的，然而過了兩天後，澳校教師很快就能調整步伐，並且釋除大部份學生及家長在電子學習的疑慮，很
快進行了教學的調整。另外，外界很多人認為，這段停課期間，難以開展日常的餘暇活動及聯課活動，

的確，有些項目，是不能開展的，如球類等，但有些項目，不但可以開展，還有
如能善用這次的網上資源來為學生做輔導的話，復課後，將是一個更好的契機，
可以打破了空間的限制，在線上進行會議及分析指導，如青少年創新科技賽，培
正師生通過線上會議，從高小至高中學生也一同參與線上報告，然後由評委向學
生提問及進行評審，這樣的一個過程，打破了過去面授的局限，開拓了另一道更
開揚的風景，給師生未來有更多可以發揮的可能性。面對疫情下的教學困局，澳
校願意多踏出一步，克服困難，嘗試開拓出一條新的教學路。以下有兩個關於教
師線上教學的短片，教師利用了網上平台為學生進行教學，解答學生疑難。

  小學教師也會適時利用網上平
台進行教學外，還支援學生在學習
上及情緒上的需要。對大班學生進
行即時線上課堂及講解，也透過即
時互動遊戲，增加學生的學習積極
性；網上即時通訊軟件亦方便了教
師 對 個 別 後 進 學 生 進 行 個 性 化 教
學，加強學生的學習效果。在面對
網速、網絡平台的不穩定性、學生
的專注等問題，在校方、教師、家
長、學生多方面的配合下，令到網
上教學都能順利開展及完成。

  至於幼小學生，澳校特意安排《小朋友傾吓偈》活動，幼稚園教師每兩星
期與學生視像見面一次，分7個時段，每個時段安排6位學生，透過WeChat家
長群組與學生會面，雖然這活動是自由參與的，但報名情況踴躍，學生在見面
時除見見面，談談天外，學生還展示在家完成的功課、美勞作品等，是次活動
了解了在疫情間學生在家學習的情況，生活習慣等。透過視像電話，一是可解
小孩子對教師的思念，二是可以家校溝通交流，在疫情期間帶來了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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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適時課程 保持教學質量
  澳校在籌備「停課不停學」的學習方案時，
訂立了一個很清晰的方向，就是啟動全線的電子
學 習 時 ， 必 須 在 「 保 持 教 學 質 量 」 的 前 提 下 進
行，尤其必須調整原本的課堂內容，製作及選取
適合當下學生必須學習的知識來進行教學，就如

在疫情期間，網絡上充斥了很
多不實的資訊，令市民感到不
安，於是中文科、數學科及地
理科等學科，馬上啟動了讓學
生分辨新聞資訊真偽的閱讀素
材，從中教會學生在眾多的訊
息中，懂得分析真偽，以下是
部份內容：

數 學 科 利 用 新 聞 材數 學 科 利 用 新 聞 材
料，為學生製作出數料，為學生製作出數
學素養題目，分辨新學素養題目，分辨新
聞的真偽聞的真偽

中文科透過線上教學，教師幫助學生利用閱讀中文科透過線上教學，教師幫助學生利用閱讀
素材來分析訊息的真偽素材來分析訊息的真偽

  至於地理科，也嘗試利用網上數據庫來教導
學生繪製疫情分析圖，首先教師利用網上數據庫
先請學生每天讀一下全球疫情數據，然後教師請
學生觀看地圖製作示範Tutorial影片，教師指導學
生找出全球確診情況，教師最後請學生完成這個
全球的疫情分佈圖。

地理科教師指導學生完成全球疫情分佈圖地理科教師指導學生完成全球疫情分佈圖

  另外，中學生在
教師的指導下，完成
了一本合共二百廿五
版，名為《詩經》選
讀的作品，讓學生一
邊學習詩經，一邊學
習點評分析。

在鍾春暉老師的指導在鍾春暉老師的指導
下，學生完成了一本名下，學生完成了一本名
為詩經選讀的作品為詩經選讀的作品

  另外，由於小學及幼稚園學生年齡比較細，
但經過十年的電子學習經驗，教師也希望能透過
製作一些網上適合小朋友的校本課件，讓學生們
藉着這個停課期間，除了有些時間需要家長陪伴
學習外，更希望小朋友能慢慢培養自主學習的能
力。以小學英文科為例，教師們嘗試把自己變成
KOL，為教學帶來新嘗試，由教師親自製作一些
教學短片或簡報，嘗試利用新模式進行教學。小
學數學科則利用電子平台，佈置相關的練習題，
讓學生觀看影片後即時做練習，教師在製作過程
中，深感這些網上課件，可以發揮出線上教學更
具個性化及彈性的優勢，因為學生能適時在不明
白之處暫停或反覆重溫。

    有 家 長 回 饋 表
示：「老師，我的孩
子很喜歡你錄製的影
片」。小學常識科則
以創意為題，讓學生
在家動手創作，以下
是以「廢物轉型」為
題，發揮學生創意。

利用Zoom重溫網課利用Zoom重溫網課

學生利用廢棄物設計的用具學生利用廢棄物設計的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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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疫情期間，為了鼓勵學生以正面積極的態度來面對疫情及關心家人，聖經科老師以挑戰站的形
式，連續五周發放為期三十天為疫情禱告的禱文，邀請同學們一同為疫情受控、各地前線人員及人民禱
告，藉以教導學生們恆切禱告的習慣，以及學習關愛身邊人、社區及世界。

同心守望，以禱告抗疫同心守望，以禱告抗疫 同心守望，為前線工作抗疫人員禱告同心守望，為前線工作抗疫人員禱告 結合時事，將感謝卡電子化結合時事，將感謝卡電子化

  由於小學生不論在課堂中或下課後都很喜歡玩ScratchJr及Scratch3.0，學生透過創建互動的故事
和情景，利用圖形化的程序積木讓角色移動、跳躍、舞蹈、唱歌。學生根據教師教授的編程邏輯，先想
清楚程式的步驟和結果，並結合自己的創意設計，過程中自己不斷探索並發現新的積木功能。通過反覆
實驗，跟同學分享發現，學生們完成了共同學習的良好體驗。

資訊科技教師製作教學影片資訊科技教師製作教學影片

初小學生作業初小學生作業
同學完成完整的Python文字編程課程同學完成完整的Python文字編程課程

  至於藝術學科，學生在老師的悉心指導下，完成了很多創作。

小六學生以杯子為材料小六學生以杯子為材料
自製樂器並演奏自製樂器並演奏

小一學生自製樂器作品小一學生自製樂器作品

小五級社準備節目練習視頻小五級社準備節目練習視頻
母親節分享母親節分享

小二親子創意歌曲表演小二親子創意歌曲表演 小三節奏遊戲小三節奏遊戲 疫情打打氣疫情打打氣——海報設計海報設計 書籤創作書籤創作 標語創作標語創作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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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幼稚園教師，每周在eClass校園綜合平台發佈學習內容，工作紙等；亦在EVIGarten自主探索
學習天地選擇合適的課件及上傳由教師製作的教學視頻，供
幼稚園學生在家中學習。是次的網上課程全按着幼稚園各級
的進度及課程而設計，課件包括中、英、數、常、美、音、
體等充足及合適的視頻及教學課件，供家長按自己的實際情
況對其子女作出合適的安排。另各班亦開設一個微信教師家
長群組，希望在「停課不停學」期間，學生在學習上遇到問
題，教師可即時解答，以下是幼稚園教師在疫情期間通力合
作下，製作的課件，其中一個幼兒教育課件，更是指導家長
進行親子教具製作。

幼兒教育課件幼兒教育課件——
愛玩遊戲的圓圈愛玩遊戲的圓圈

幼兒教育課件幼兒教育課件——
親子教具創作親子教具創作

教師製作網上分辨職業的教材教師製作網上分辨職業的教材 幼稚園生進行iPad課堂幼稚園生進行iPad課堂 幼稚園生在家進行iPad體育課堂幼稚園生在家進行iPad體育課堂

  至於中學及小學，老
師也嘗試製作一些課件，
供學生自主學習。

小學英文科課件小學英文科課件——
keep cleankeep clean

小學數學科課件小學數學科課件——
認識重量認識重量

中學數學科翻轉課堂中學數學科翻轉課堂
之微課之微課——正弦函數正弦函數

  另外，在開始「停課不停學」之時，大家都不能外出，只能留
在家。基此，澳校的電子學習，還關顧到學生在家的健康狀況，每
天也訂出一個建議學生在家做運動的時間，開始時，利用網上已有
的資源，建議學生跟着做，並且不斷以文宣工作鼓勵同學做運動。
然後，當一切安定下來時，開始製作一些由體育教師示範的校本運
動，讓學生們更感親切。

教師們為宣傳疫情期間教師們為宣傳疫情期間
的體育課進行拍攝的體育課進行拍攝

教師將動作示範拍攝成短片教師將動作示範拍攝成短片 常見錯誤動作示範常見錯誤動作示範

體育科教師製作的一體育科教師製作的一
套在家運動短片套在家運動短片——
TABATATAB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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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校在停課期間，在中、小、幼教師的努力下，悉心製
作教學內容，以學生為中心，也設有師生互動的時段，為學
生解難，讓學生在家自主學習。基於資源共享的理念，澳校
決定把這些教學資源按教育階段和科目分類，放在一個公開
的平台：https://tplan.puiching.edu.mo/，盼與教育同仁
共享，攜手為學生學得更到位而努力。

澳校停課不停學教學資源分享澳校停課不停學教學資源分享

三、善用數據 提昇學生自學能力
    在 「 停 課 不 停 學 」 開 始 時 ， 澳 門 有 很 多 教 師 和 家 長 怨 聲 載
道，教師的抱怨是做了大量工作，學生們卻不懂感恩，只懂埋怨
教師們排山倒海的作業，令學生們吃不消；至於家長，則抱怨不
知道如何教導自己的子女，如何在家充當教師的角色？由於澳校
教師經過了長時間的電子學習訓練，在籌備課程時，這些問題，
都是意料之中。多年來，澳校的電子學習，其中最強的一環是利
用收集得來的數據，進行科學性的分析，讓不同的教育持份者，
都知道學生的學習情況，繼而調整課程，並且為學習能力不同的
學生，確立一些不同的教學方案，基於此，在停課期間，這些數
據更顯價值。其中，澳校認為學生的學習態度，尤其是中學生，
在 這 段 停 課 期 間 ， 至 為 重 要 ， 因 為 學 生 在 家 學 習 ， 很 容 易 會 鬆
懈，一旦養成了壞習慣，就難以修正過來。所以，澳校每天都開
放不同的時段，讓學生在線報告一下自己的學習情況，就算學生
不 回 答 ， 教 師 也 不 會 懲 罰 ， 而 是 用 關 心 的 角 度 去 了 解 學 生 的 情
況，這段時間，師生之間的溝通，並未因為停課而疏遠。以下是
中學生在家的部份學習數據：

停課期間中學生每天網上學習的簽到情況停課期間中學生每天網上學習的簽到情況

停課期間中學生每天網上學習的簽到時間停課期間中學生每天網上學習的簽到時間

  中學生每天還需要自行檢視當天完成學
習的狀況，這裏所說的學習任務，包括有完
成作業，也有不用完成作業，只完成教師當
天 派 來 的 學 習 任 務 就 可 以 了 ， 如 預 習 一 個
章 節 ， 複 習 過 去 的 知 識 等 。 另 外 ， 學 校 也
安 排 每 天 讓 學 生 在 e C l a s s 填 寫 學 習 情 況 ，
如遇困難，可以在此告知教師。整個停課期
間，中學生在網上完成學習任務的完成率為
94.76%，由此可見，澳校中學生在教師沒有
鬆懈的網上指導下，自律性還是很強的，大
部分學生都能抓住停課期間的學習時間。透
過這些統計數字，老師能隨時掌握學生在家
學習的情況，包括學業上或是情緒上的，讓
老師能及時予以輔導。

停課期間中學生每天停課期間中學生每天
網上學習的完成率網上學習的完成率

停課期間教師每週收集學停課期間教師每週收集學
生是否完成作業的統計生是否完成作業的統計

停課期間中學生每天也可以通過停課期間中學生每天也可以通過
eClass平台告訴教師學習情況eClass平台告訴教師學習情況

教師善用網上平台收集學生學教師善用網上平台收集學生學
習數據，從而調整網上教學習數據，從而調整網上教學

中學英文教師收集學生完成作業情況中學英文教師收集學生完成作業情況 中學數學教師收集學生中學數學教師收集學生
不同層面的學習數據不同層面的學習數據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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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小學及幼稚園學生，比較需要家長的支援，尤其初小學生，基本上都是由家長輔導下完成的。
當然，教師們在社交平台與家長溝通時，也教導了一些方法，讓不同年齡的學生，都能在其年齡層裏，
養成自主學習的能力。從小、幼數據顯示，在家學習的孩子亦能完成教師學習任務，而且完成的比例也
很高，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對於初小學生，開始在家學習的一二天，家長們都很緊張，深怕追不上進
度，然後，經教師和家長溝通了解後，教師們基本上不會追收學生作業，因為知道他們都要在家長陪同
下 完 成 ， 所 以 ， 只 是
不 間 斷 地 把 學 習 內 容
合 理 的 放 在 網 上 ， 讓
孩 子 們 任 何 時 間 ， 在
家 長 陪 同 下 完 成 ， 以
免增加家長的壓力。

  澳校在分析這些數據的同時，教師們也透過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調整相關的課程，尤其過去一直
強調必須讓學生養成自主學習的能力，利用電子學習來培養學生這方面的能力，基此，透過這次的停
課，讓全體教師以真實的場景來體驗一下過去學校一直推動學生自主學習的情況，數據顯示，當算不
錯，然而過程中，也發現了不少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尚待提高，這正好給予教師一個反思的機會，掌握
了當前的一些問題，優化未來的工作。

小學生每級也有完成網上學習的統計小學生每級也有完成網上學習的統計 幼稚園學生的學習情況幼稚園學生的學習情況

四、善用評核　關顧拔尖保底及中游同學
  在「停課不停學」期間，最多人關心的，是如何保持教學質量？如何令學生在線學習也能得到適切
的指導？這確是一道好問題。當然，眾所周知，教師的價值在於：傳道、授業、解惑，就算網上資源多
豐富，也難以取代教師向學生面授的價值。然而，處於這個疫情下，停課期間，學生只能在家學習，並
且不是一二天的事，如何透過網上課程，做好評核工作，從而讓教師能掌握不同能力的學生的學習情
況，在網上教學的資源上，做好拔尖保底的工作，以至如何讓中游同學有向上流動，這些日常在面授課
程上的教學，於網上課堂時，澳校一點也不鬆懈，既能分好學生程度，又能抓住適時的教學時機；基於
此，儘管在停課期間，社會各界都認為是「宜鬆不宜緊」，也不能算上分數時，但澳校在高校長大力的
呼籲下，即便分數宜鬆，但教學質量，學生的學習態度等基本學習要領，一點也不能鬆懈，因為學生一
旦養成不良習慣，對於他們整個學習生涯，會受到極大影響。澳校就在這個大方向下，卻堅持要做好
在線評核的工作，因為要達到自主學習的門檻，必須和評核結合起來，否則，是無法保證教與學的質

量的。這方面，澳校教師把學習內容放上校內的
eClass網站，然後由教師引導學生搜尋資料，再
予思考及分析，完成任務後，學生可以即時檢視
自己的學習進度。其中值得參考的是，因為高三
年級同學疫情期間要面對不同的升大入學試，教
師如何在線指導？且看以下一些學科的做法：生 物 科 教 師 利 用 網 上 平生 物 科 教 師 利 用 網 上 平

台，一步一步地指導學生台，一步一步地指導學生
完成升大考試試題完成升大考試試題

英文科教師在線上指導高三英文科教師在線上指導高三
同學進行四校聯考的模擬試同學進行四校聯考的模擬試

中學英文科收集學生在家中學英文科收集學生在家
學習英文四個技能的情況學習英文四個技能的情況

中文科利用eClass的評估工中文科利用eClass的評估工
具，讓學生在線作答題目，具，讓學生在線作答題目，
並即時測出學生的水平並即時測出學生的水平

中學數學教師善用網上中學數學教師善用網上
平台進行教學平台進行教學

中學物理教師統計學生的中學物理教師統計學生的
學習表現，從而調整課程學習表現，從而調整課程141



澳門校聞
  在「停課不停學」期間，很多人
都擔心拔尖保底的同學，是否有關顧
到這些分層學生的需要？眾所周知，
拔尖的同學，由於自學能力強，停課
期間，絶對有利於這些學生的學習情
況，然而，關鍵在於，教師如何幫這
些同學解難，基於此，培正啟動了一
向 以 來 輔 導 這 些 同 學 的 電 子 學 習 方
案，可以說和平時學習沒差別，甚至
課程也需要調整，繼續向前邁進。

    至 於 保 底 同 學 ， 由 於 他 們 在 平 常 的 課 堂 也 未 見 積
極 ， 所 以 ， 在 家 學 習 期 間 ， 是 對 於 教 師 及 家 長 一 大 挑
戰。基本上，教師也和其他同學一樣，會安排一週的學
習內容給他們，只是班主任及科任教師，會根據這些同
學的特質，為他們度身訂造一個網上教學時間，鼓勵同
學多些與教師交流溝通，有不明白之處，可以個別輔導
之餘，也藉以給他們多點關愛。

教師自編了一個自學app，輔導教師自編了一個自學app，輔導
參加國際考試的同學參加國際考試的同學

學生透過老師研發的app，學生透過老師研發的app，
進行模擬國際考試進行模擬國際考試

評核後，教師掌握了學生的學習情況，會利用評核後，教師掌握了學生的學習情況，會利用
如Wechat等社交平台，以亦師亦友的方式，如Wechat等社交平台，以亦師亦友的方式，
和學生進行大班輔導或個別輔導和學生進行大班輔導或個別輔導

  至於小學及幼教學生，澳校也因着不同年齡層的同
學，設計他們合適的評核內容，有的是學生自行完成，有
的則由家長陪同下完成，卻在這個停課期間的原則是，不
是勉強幼教及初小同學完成，而是讓教師、家長也掌握學
校的教學內容，不會因為停課而影響了學生的學習態度。
以下是小學及幼稚園教師其中一些評核內容： 小學教師也有就着學生的程度，進行網上小學教師也有就着學生的程度，進行網上

即時評核，以掌握更多學生的學習情況即時評核，以掌握更多學生的學習情況

幼稚園學生在家學習的網上學習人數幼稚園學生在家學習的網上學習人數

幼稚園學生網上學習情況幼稚園學生網上學習情況

幼稚園老師與學生進行網上形成性評核幼稚園老師與學生進行網上形成性評核

幼稚園學生在幼稚園學生在
網上進行形成網上進行形成
性評核性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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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線上指導　發揮學生創意
  停課期間，學生的活動及比賽，幾乎進入一個寒冬期，然而，不少學生，尤其中游同學，他們過去
都是透過教師創設的平台，讓他們發光發亮。基於此，澳校教師除了正常的學習內容外，還鼓勵一些因
應不同興趣的同學，教師在線指導，讓他們的能力能在疫情期間展現，而且也透過活動學會感恩。在
此，值得一提的是，在停課短短一週時間，很多同學的作品已相繼推出，並且其創意無限，其中小學生
在中文科教師的指導下，設計了名為「武漢來信.澳門回信」的活動，成為了社會焦點，不同的媒體也
作報道，澳門中聯辦微信號也有轉載；相關資訊，可瀏覽以下網
站：https://mp.weixin.qq.com/s/exX6AMuGwfnZN_7alIdwrQ
（ 誰 給 武 漢 帶 句 話 ？ 1 9 個 澳 門 孩 子 要 寄 信 ！ ） 出 自 LOT UST V 
蓮 花 傳 媒 二 月 廿 二 日 。 以 及 h tt p s : / / m p .w e i x i n . q q . co m / s /
hClAMsj4kzyfGKpVodZ8og（武漢來信收到了澳門回信！有一種
善良叫為人着想）出自LOTUSTV 蓮花傳媒二月廿四日。

  又如由武漢大學深圳校友會和廣東省南方珞珈教育發展基金會等單位
聯手發起「一萬盒自加熱煲仔飯」項目，培正學生「為抗疫打打氣」創作
的作品，送到武漢醫院病房內展出，並印在送給醫護人員的「自加熱煲仔
飯」箱子上等。培育創新型人才及培育學生創意思維，都是澳校一直推動
的成果。以下截取了一些同學作品：

《武漢小學生天地》雜誌的報道《武漢小學生天地》雜誌的報道

小六望班陳昕曈同學小六望班陳昕曈同學
製作的視頻在武漢市製作的視頻在武漢市
民萬謙老師微博上的民萬謙老師微博上的
點擊量達4.4萬次點擊量達4.4萬次

「傳承•傳情」歷史「傳承•傳情」歷史
文化進校園活動，在文化進校園活動，在
Facebook專頁「紅Facebook專頁「紅
藍小視界」發佈藍小視界」發佈

「為抗疫打打氣」學生作品「為抗疫打打氣」學生作品
小六級 郭芷璿小六級 郭芷璿

「為抗疫打打氣」學生作品「為抗疫打打氣」學生作品
初二級 麥嘉恩初二級 麥嘉恩

抗疫海報抗疫海報
小五級 甄浠小五級 甄浠

標語創作標語創作
小二級 竹之內一希小二級 竹之內一希

心意卡心意卡
小四級 歐錦亮小四級 歐錦亮

書籤創作書籤創作
小一級 周紀君小一級 周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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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以外，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在疫情期間創作了很多鼓勵人心的作品，既能撫慰心靈，為社會
帶來正能量，也能從學術的角度來剖析疫情下的社會面貌。

葡語戴口罩葡語戴口罩 葡語頻道葡語頻道——新冠肺炎新冠肺炎
下的特別報導下的特別報導

「為抗疫打打氣」學生作品「為抗疫打打氣」學生作品
高一級 潘保縈高一級 潘保縈

中學生創作的抗疫詩句中學生創作的抗疫詩句

在教師的引領下，同學依據現實疫情在教師的引領下，同學依據現實疫情
對社會經濟產生的影響，選取任意對社會經濟產生的影響，選取任意
一件社經小事，進行分析，並畫出一件社經小事，進行分析，並畫出
簡要邏輯圖簡要邏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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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期間，澳校小學二至六年級共四十七位同學，
由宣然老師、李凱勤老師作為教練組織參加三月廿三日至
四月廿七日由國家體育總局棋牌中心（又稱中國棋院，是
中國智力運動，中國體育總局屬下管理五棋一牌的機構）
舉辦的「“眾志成城抗疫情”2020年全國五子棋網絡大
賽」，該比賽共有廿八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香港特別
行政區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將近七百名小棋手參加，其中
包括一位曾經拿過世界冠軍內地選手及十一位曾經拿過全
國比賽冠軍內地的選手，以下是同學們的網上參賽情況：

  至於停課期間，培正電子學習的經驗，也被傳媒報道，內容可詳見：「澳門培正中學中文科與疫同
行——停課不停學（上）及（下）」，網站是：http://www.vakiodaily.com/news/view/id/372389
及http://www.vakiodaily.com/news/view/id/373710。
  二零二零年一月，全國正迎來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抗疫期間，停課不停學的措施，確
實為教育界帶來很大的挑戰，學校如何利用在線學習，為廣大學生保持在家學習的正確態度，當中面對
的難題很多，如網速是否能支援，選擇那個平台教學，如何收集有關教與學的成效等，都是教育界面對
的問題。俗語有云：當危機來臨之時，應該抱着「有危險就有機會」的心態去應戰。誠然，澳校的電子
學習，歷經十年寒暑，面對這次疫情帶來的停課安排，必須在短時間內安排所有師生在線學習，對推動
了十年電子學習的澳校來說，是一場真實的考驗。從以上介紹了停課期間，澳校教與學的安排，過程
中，雖然充滿了挑戰，然而，澳校教師很快就調整過來，選擇用真實的教學場景及數據，來釋除社會各
界及家長的疑慮，最重要是證明大部份學生，是可以從中養成自主學習的能力，誠然，還有一些同學自
主能力尚待加強，也讓教師們全面檢視了一次這十年來的課程改革的成效，從而優化未來的方向。
  一場大家認為對教育界的危險，變成了培育學生的契機，與此同時，教師們有了之前的基礎，目前
也藉着這個停課機會，可以說是一夜之間，全面提昇了教師們的資訊素養，並且很快地找到不同種類，
合適與學生互動教學的網上平台來支援這一次的在線教學。
  澳門學生因疫情而停了課約為三個多月時間，學生需要在家學習，澳校也在正常的教學軌道上運
作，並且抓住這個時機，開拓更多在線教與學的機會，藉以完善未來的電子學習方向。

小棋手對弈風采小棋手對弈風采

同學切磋同學切磋
羅振軒109手盤端五連絕殺對手羅振軒109手盤端五連絕殺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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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學校動態

  本校獲澳門電訊邀請，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廿九日參加了「澳門
電訊5G應用合作意向啟動儀式暨5G智慧生態座談會」，成為澳門
電訊5G服務落戶校園的首間中學。期間，高校長於座談會上分享了
本校未來利用5G發展的方向。
    首 先 ， 高 校 長 表 示 5 G 智 慧 生 態 可 以 應 用 於 本 校 創 新 科 教 館
(FabLab)的服務型機械人項目。因為這種服務型機械人牽涉到大量
的運算需求，只有大量的運算才能產生效用及進行相關任務。通過
5G網絡的快速數據傳輸，進行相對的實時運算和資料交換，使得機
械人不必配置大型電腦在旁，增加機械人的靈活性。以往，即使是機械人配置了大型電腦，其運算能力
也很有限，但經5G數據傳送了在後台運行的數據後，對於電腦的運行能力其實就不受體積的限制，打
破了瓶頸。
  此外，5G技術應用到學校的科學實驗室當中，學生所做之研究，將會提昇到一個新的高度，他們
所做的，已經不是「現在的」研究，而是在5G技術支援下，先走一步，走上「開創性」研究之路途，
使學校的實驗室真正擁有了自己的技術研發能力。
  高校長分享到第三個例子是，本校設有創新科教館(FabLab)及中華文化館兩大教研平台，積極探
索將創新科技與文化教育整合，譬如開創STEAM─AR、VR課程，為本校中華文化館建立虛擬實境。讓
學生依教師建議，在文化館裡挑選藏品，了解藏品背後的歷史文化意義後，嘗試用更清晰而準確的語言
來表達藏品的故事，進而透過VR和AR技術，發揮創意，展現學習心得。有了5G技術，將會大為助力學
生建成「手機上的文教平台」。可以說，5G為本校現有的人工智慧、虛擬實境等技術的應用發展提供
廣闊空間。利用好5G高速度、大容量、低延時等特徵，我們可以深度挖掘沉浸式體驗教學，打造逼真
學習環境；發揮遠端教育的作用，對個性化學習進行有效指導；進一步推動人工智慧發展大飛躍。
  最後，高校長表示，5G技術為教育界帶來了更多應用，同時也帶動引領教育行業向着更遠的未來
前進。
  座談會期間，中國銀行澳門分行陳曉平副行長也分享到與培正中學兩年前已開展智慧金融課程，期
望透過未來的5G服務，共同培育更多具開創性及前瞻性的年輕人，為澳門打造智慧城市而努力。

培正成為澳門電訊5G服務落戶校園的首間中學

高校長分享學校未來利用5G發展的方向高校長分享學校未來利用5G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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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零 二 零 哈 佛 中 國 教 育 論 壇 盛 大 舉 行 ， 本 校 高 錦 輝 校 長 獲 邀 參 加 並 在
STEM及創新教育範疇中發表演講，接受與會者的提問，分享見解，並作深度
交流。活動吸引三千人報名參加。
  論壇成立於二零一零年，是北美高校中關於中國教育而享譽盛名的年度大
會，旨在連接教育實踐者、學者、政策制定者及各界人士，促進與中國教育相
關的討論並展示成果。今年是第十一屆論壇，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全球的影
響，本屆亦是首次線上論壇，在北京及美國東部作實時同傳，論壇於北京時間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八至二十日在線上舉行。

  本屆論壇主題為「打破壁壘，深度對話：中國教育的契機與展望」，共設有八大主題活動、三大特
別活動，邀得三十七位中外教育行業學者和實踐者分享教育經驗。在STEM及創新教育範疇中，學者們
從「教育思維的創新」和「領先科技力量的支持」兩個話題展開討論。高錦輝校長以「擁抱新時代發
展，讓STEM教育開啓人才之門─以澳門培正中學的教育經驗為例」為題，發表專題演講。他從宏觀
剖析目前國際上對人才的看法，進而談及基礎教育如何培育優秀的人才，並以培正為例，分享如何透過
德育、正規課程、聯課活動來培育兼備傳承中華文化與創新科技能力的人才，從中讓與會者了解培正的
辦學理念、發展過程、課程改革的成效等。
  論壇上，演講嘉賓就中美不同文化環境下的STEM及創新教
育與傳統全日制學校模式的結合進行探討，同時交流中國教育發
展現狀，分析課程設計、師資建設、運營管理、質量評估等體
系，並討論未來教育的發展方向。高校長表示，是次論壇別具意
義，一方面能以培正為例，向各界展示澳門創新教育的發展，另
一方面亦把寶貴經驗帶回來，優化課程；另外，受疫情影響，更
突顯創新科技為電子學習帶來的新機遇，打破教學空間的壁壘，
值得教育界深入思考。

哈佛中國教育論壇 培正談創新教育

高校長在論壇上高校長在論壇上
發表專題演講發表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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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台灣政治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周祝瑛、澳門培正中學校長高錦輝編著，文化公所出版並發行的
《十年蹤跡十年心：澳門培正中學課程改革》一書，於七月廿五日在文化公所首發。該書是紀念培正
中學創校130周年的其中一本出版物，記錄了本校在過去十年進行課程改革的理念、實踐與成效。新書
首發儀式由澳門中聯辦教育與青年工作部副部長苟人民、教育暨青年局副局長梁慧琪、文化產業基金
行政委員會委員朱妙麗、澳門日報社長陸波、澳門文教出版協會理事長林發欽、澳門
培正中學校長暨該書作者高錦輝主禮。
  高校長表示回歸以來，澳門政府對教育的支持和投入，讓澳門教育事業穩
步發展，成效彰顯。是次邀請到台灣學者周祝瑛，加入該書編輯團隊，為培正
的課程把脈。一方面憑藉其在內地、澳門、美國、維也納等高校擔任訪問學者
的豐富經驗，較全面地檢視澳門教育，用國際標準對培正課程改革進行檢視；
更重要的是，希望藉着出版，分享培正課改的同時，把澳門教育的成功經驗與
其他地區分享，與世界各地教育界同仁共同探索。

《十年蹤跡十年心：澳門培正中學課程改革》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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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培正課改十年，本校最初通過數據分析，確立學
科改革的次序、內容和形式，再從個別學科、個別班級落
實改革的方向，逐步推廣至全校各科，最後成功開闢了一
條前人未曾走過的路。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逼使全澳
停課達三個月之久，培正在「停課不停學」的落實上充分
體現了電子教學和自主學習的成效。在教青局宣佈停課不
到一週，本校各科線上課程已有序開展，令學生抗疫、學
業兩不耽誤。
  未來，本校願意繼續用心與時代同行，乘風破浪，為
特區政府「教育興澳、人才建澳」的育才方針，培養能把
握區域、時代發展機遇的創新型人才而努力。澳門文教出
版協會理事長林發欽致辭時表示，培正中學是富有特色並
在各個領域，各個學科全面發展，取得均衡成功的一所澳
門學校，高錦輝校長一直推動課程改革。書中記錄了最近
十年培正課程改革的理念、實踐與成效，是國際教育改革
趨勢與澳門校本行動方案的互動成果，也是培正十年課改
的一次宏觀「行動研究」，從中揭示了一所澳門優質學校
成功的奧秘「培正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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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旗向抗疫烈士及逝世同胞誌哀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按照國務院辦公廳發出的通知，在二
零二零年四月四日全國性哀悼活動期間，所有懸掛國旗或區旗
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駐外辦事
處、學校、公共設施及地點等下半旗誌哀，並停止公共娛樂活
動，以及所有具慶祝或喜慶性質的活動。二零二零年四月四日
十時起，全澳居民默哀三分鐘，以表達澳門特別行政區對在新
冠肺炎疫情中犧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

培正感謝各界捐抗疫物資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全球，互助愛心卻不受阻，社會各界熱心人士向培正捐送抗疫善款，還有各
種物資，包括口罩、消毒物品等。
  四月中旬，澳門培正同學會會員大會主席莫志偉、理事長黃漢堅、監事長黃慕貞及副會長們到校，
了解復課準備工作，並向母校捐贈款項，以作購買防疫物品及助學之用。同學會亦呼籲各級社同學們支
持母校，獻一分力量。校方則介紹學校的停課不停學措施及復課準備工作。在停課期間，培正訂立網上
教學方向，各科開展多元的教學內容，與疫同行，迎來了挑戰，也獲得學與教的新體會。校方亦不斷通
過網上會議，與老師溝通，了解教學情況，也為評核方法作了充分的討論。
  本校已加強各項衞生設施，例如加裝洗手盆、改善洗手間設備等，亦進行了復課演習，員工們為各
項預案做好準備。本校亦設立特殊助學金，向受疫情影響的學生家庭提供援助。
  高校長感謝社會各界對培正的關懷，在此期間，收到不少校友、家長，以及社團、機構送來各種物
資，如口罩、消毒物品、抗疫善款等，目前計有：教育暨青年局、澳門培正同學會、澳門中華教育會、
澳門工程師學會、東莞市台港澳局、王巧雲、王家海、何萍萍、吳海峰、李萬寧、張國平、畢志健、陶
仙蓉、楊以雋、趙燦文、鄭國恆、龍業成，以及一眾熱心人士，校方感謝各界的支持，定必上下一心，
共同守護校園。

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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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停課後 高中率先復課
  二零二零年五月四日，全澳高中教育階段率先復課，本校高中十五個班學生回校上課，師生進入校
園前必須進行健康申報、測量體溫、戴口罩、消毒雙手，進入校園情況順暢。
  為減低同學在樓層聚集，校方重新安排高中各課室；亦按教青局指引完成各項衞生防疫措施，加強
校園各處的清潔和增加消毒設備，課後則徹底消毒課室和清潔有關設施，做好衞生防疫工作；教職員工
完成核酸檢測，齊心守護校園安全。
  首天回校上課，校方採取統一廣播代替集會進行德育工作；適逢復課首天為五四青年節，培正鼓勵
學生要傳承和弘揚「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五四精神」，並要勇於承擔社會責任。此外，本校
的牧師和社工鼓勵同學，照顧心靈需要。為加強復課後的衞生防疫管理及開展健康教育工作，校方早前
製作了關於復課回校指引的短片，內容包括復課後的員工及學生個人健康管理、進校流程、用餐安排
等，讓師生和家長了解學校的防疫工作。
  教青局龔志明副局長於復課首日上午到校視察本校復課情況。高錦輝校長表示，停課三個月來，教
職員工緊守崗位，表現出教育工作者的專業精神；期間適時進行網上會議，與全校老師溝通，商討工作
配合政府指引。在復課前，已進行復課演習，亦發出指引給予師生和家長，清晰復課相關事項。

初中復課 小幼友善措施順利開展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上午，澳門初中學生復課。本校承高中復課順暢的措施並加以優化，中學各
級學生進入校園秩序良好，初中課室重新配置在不同教學樓，以減低學生在樓層聚集，中學復課整體情
況理想。
  本校早前接受有需要的家長申請，為幼稚園至小三年級的學生提供友善措施，並回應家長需求，開
設校本延展服務，申請者眾，校方安排適當的照顧和看管服務。為順利開展相關措施，重整了課室設備
供小幼同學使用，午膳和午睡亦保持適當距離；此外悉心製作了指引短片(小幼版)，內容包括學生個人
健康管理、進校流程、用餐安排等，讓已
獲通知參與友善措施或延展服務的學生和
家長了解相應指引，配合學校的安排。
  本校按教青局的指引，做好衞生防疫
工作，師生進入校園前必須填寫校本健康
申報、測量體溫、戴口罩、消毒雙手。除
加強校園清潔外，校方一直重視課室的通
風條件，復課前夕，再進行實際測試，以
專門儀器監測空氣質量，一直維持在優質
水平。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起，中學各級
復課，重回校園生活。校方按教青局指引
進行教學活動，保障安全；亦作出課程調
整，上學日延至七月底，確保教與學。

H座增設洗手區H座增設洗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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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友善措施及延展課程
  按教青局發佈之復課指引，幼稚園學生須於初中復課首週起，即二
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起為幼稚園學生提供友善措施，供不具備條件照顧
學生的家庭申請。同時本校並回應家長的要求，繼續開設延展服務。本
校參加友善措施及延展服務的學生約三百零七人。
  為預防新冠狀病毒感染，本校做好防禦措施。為學生悉心製作了進
校流程的短片，師生及家長進入校園前要填寫健康申報表或健康碼、戴
上口罩、測量體溫，消毒雙手。而幼稚園按教青局的指引，更改了上課
的安排，為避免人群在教學樓層聚集，上午回校須在B座雨天操場集中，由老師帶上課室。而課室、午
膳座位及午睡位置亦保持安全距離。校方亦為學生提供適合之泡泡洗手液、獨立的口罩盒、備用口罩及
酒精搓手液等供學生使用。

迎接小學復課進行預演
  小四至小六年級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廿五日復課，小學與中學錯峰回校。當日，校方為做好迎接小學
復課進行預演，適逢天雨，結果仍能順利完成，校方對小學復課充滿信心。

  為疏導入校人流，本校二號門及四號門除原
有測溫門通道外，在上午上學時段，測溫門旁邊
各 增 加 兩 條 人 工 額 探 通 道 。 同 學 及 家 長 入 校 門
時，可靈活採用較少人的通道前行，避免阻塞。
  校方提醒師生，出門前，須留意交通消息、
關心天氣狀況，佩戴口罩，作健康申報，入校家
長準備澳門健康碼，提早出行。入校後洗手，注
重個人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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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四至六年級復課
  二零二零年五月廿五日，本校小四至小六級復課。闊別學校四個月後，四至六年級小學生重返校
園。各項工作充分準備，防疫措施步步到位，學生入校、教學、課間、就餐等各環節秩序平穩。
  吸取中學順利復課的經驗，本校進一步細化完善防疫安排，調整了小學部上午上學及放學時間：上
午，小五六級、小四級分別與中學錯峰返校，以預防校門口因學生體溫篩查造成人員滯留；中午，中學
放學避開小學家長接送高峰，緩解學校門口擁堵。
  德育處錄製視頻，在各課室內播放宣講防疫措施、注意事項，並結合抗疫小故事，加強衞生教育、
感恩教育。社工、班主任以「高小復課心身調適」為主題，與學生互動分享，協助學生調整狀態。校方
為每位小幼學生準備了口罩盒，提醒學生妥善擺放處理口罩。
  隨着復課日程的推進，教學日趨常態化，確保防疫不鬆懈，以保障師生健康安全，亦成為常態化工
作中重要一環。

小一至小三級復課
  六月一日，國際兒童節，小一至小三級復課。
  雖經三次順利復課，防疫設備、物資、流程、細節等均已落實到位，但面對校園人數的進一步增
加，學校仍嚴陣以待。在入校及離校人流高峰時段，學校行政仍駐守各通道，並增加職員值日，負責指
引並分流人群，處理特別及突發情況。除高三外，中小學各級到校，秩序井然。校門外見警員增加，疏
導了交通，學校周邊交通狀況良好，有助學生返校。
  小一至小三級約四百六十位學生回校，與已參加三週友善措施的同學們在原課室匯合。大家各就各
位，特別的日子開始了特別的學段。復課，是最好的禮物。隔着口罩，師生們仍難掩重逢的喜悅。學校
特備書局及食物小賣部禮券，獎勵停課期間網上學習達標的同學們，獲獎者眾。
  幼稚園友善及延展措施進入第四周，老師們如常站在操場迎接早上回校的
同學們，並送上節日的祝福。

更改本學年評分及考核制度
  本校高錦輝校長早前接受《澳門日報》訪問，談及本學年因應新冠疫情而更改的評分及考核制度。
  因應早前停課，學校更改本學年的評分及考核制度，小學至高二級不設大考，採用形成性評核，通
過平日作業或小測等評定分數。同時調整升留級標準，對小六、初三、高三畢業班學生，校方提供多次
補考機會及教師個別輔導。其餘年級則略為降低升級標準，如過往中學允許帶兩個單位不合格升級，調
整至本學年允許帶四個單位不合格升級，且增至兩次補考機會，響應局方「宜鬆不宜緊」政策。

153



澳門校聞學校動態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廿六日，澳視澳門播出《澳門人•澳門事》，見證培正創校一百三十周年。
  「培正培正何光榮，教育生涯慘淡營」以這兩句培正的校歌歌詞，便能體會到當時創校的路上十分
艱辛。二零一九年是培正創校一百三十周年，澳門培正中學一直秉承以「至善至正」為校訓，堅持「德
智體群美靈，六育均衡發展」的目標去教育下一代。現時全球的電子科技不斷進步，電子教育亦開始普
及，培正中學近年在教學上推動電子教育，學生在上課的過程新穎又豐富。除此之外，在教學內容、方
式和標準上亦不斷提昇和進步，致力發展優質教育，培育人才，回饋社會。

  高校長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九至十三日出席政協甘肅省十二屆三次會議，期間利用休會時間聯同其他
澳門委員參觀中科院蘭州分院中學，獲該校王彥強校長等熱情接待；又向民勤縣送上本校同學去年春節
後所捐贈的部份防沙治沙款項五萬元人民幣，由馬世友縣長接受。

  二零二零年一月，本校小四學生陳家熙、陳國熙之家長
向我校中華文化館贈送了一批工藝精湛的商周青銅器仿製
品，深具歷史文化與藝術價值。

澳門電視台專訪培正校慶

向甘肅民勤縣捐送防沙治沙款項

家長贈中華文化館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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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國家教育部調整了內地高校招收澳門保送生的政策，大幅增加保送名額，增加科系專業選擇
及擴大優化整合保送地區，給予本地學子更多升學選擇途徑及充足機會以升讀內地著名學府。
  培正十分重視內地高校招生的機會，為配合國家的發展及讓同學有更好的升學選擇，在保送階段前
夕，已在校內向同學宣傳有關政策，並積極鼓勵有興趣且能力達標的高三同學按照自己的所好選擇學
科。此外，亦邀請在內地就讀的校友回校作分享，讓同學更了解在內地升學的優勢。二零一九學年申請
內地保送的培正學生共八十九位，且接近九成四的同學已被內地名校錄取，對比往年再創新高。
  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五日上午，培正舉辦了內地高校同學分享會，校長高錦輝祝賀獲內地高校錄取的
同學，亦勸勉同學要把握得來不易的機遇，未來要繼續堅持努力，學習專業知識，日後回澳貢獻社會。
同時要牢記老師的栽培與前人的努力，並寄語同學升大學後仍不忘紅藍精神，讓培正的形象深入到各所
高校當中，為學弟學妹創造更多機會。
  分享會上，就讀清華大學的校友周悅暉、復旦大學的黃俊銳、上海財經大學的葉靖宜，回校與學弟
學妹分享求學經驗和心得，以及當地生活及就讀環境。他們指出，升讀大學後，更要學會自律，規劃屬
於自己的時間表，在學習與社團之間取得平衡。另外，內地學習風氣濃厚，學生求學認真，鼓勵一眾學
弟妹要學會調整心態，不應鬆懈，亦不要輕易言敗，只要堅持努力，定能趕上。

本校內地保送再創新高 高校長勸勉把握機遇

圖書館消息

校友分享大學的學習生活校友分享大學的學習生活 高校長勉勵同學努力高校長勉勵同學努力

體驗中國文化，舉辦中國繩結工作坊
  圖書館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舉辦繩結工作坊，讓同學
們從中感受中國文化的豐富，增添節日趣味。

加強社員凝聚，歡度聖誕佳節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圖書資訊社舉行聖
誕聯歡，透過團隊遊戲，加強社員間的默契，提
高合作的能力，建立優質的服務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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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躍弄墨迎新春」，培育鍾愛國粹之心
  二零二零年一月，圖書館舉辦「鼠躍弄墨迎新春」活動，邀請本澳著名書法
家、澳門大瘋堂藝舍理事長蔡傳興老師向師生家長講解漢字演變的歷史，蔡老師
即席示範及對同學所寫書法作指導點評。活動氣氛熱烈，師生們獲益匪淺。

推介《中國古代四大發明》，體驗中國文化
  二零二零年一月份，圖書館向同學們推介《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並舉辦印刷術體驗活動及造紙術
體驗工作坊。活動生動有趣，讓同學們歡愉地認識中國文化。

停課不停學，

加強電子閱讀教育
  抗疫期間，圖書館不斷搜集最新最強
的世界各地抗疫資訊，加強在網上向師生
及社區宣傳，三個月內推出十一期不同主
題的電子書刊，以及推出「家裡的STEAM
小時間」影片，讓同學們在家中也能進行
雲端閱讀及體驗活動，充實自己。

社員透過相片文字，

為世界醫護打氣
  防疫停課期間，圖書資訊社的師生及校友趁二零二零
年四月七日世界衞生日(World Health Day)，在Facebook
（面書）上一同為世界醫護打氣，瀏覽量多達三千多次。
母親忍痛放開懷中的嬰孩，子女毅然告別年邁的父母，
無數勇士離開安逸的生活，無畏無悔地沖向沒有硝煙的
戰場，共同迎戰狡猾又危險的疫情，而我們會留在家
中，避免聚集，令您們能盡早凱旋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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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配合防疫指引，優化閱讀環境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發展，圖書館於二零二零年五月
四日起對本校師生開放，並配合教青局之「分階段復課」指
引，暫停社區開放及調整閱讀空間。包括延長師生的圖書借
閱期限、調整座位距離及實施人流管制、加強環境及圖書之
消毒及館內清潔；為方便讀者更在接待處增設臨時還書區，
給師生們提供優質健康的閱讀空間。

舉辦「抗疫知識小達人」活動，

倡導關懷世界
  圖書館為鼓勵同學在抗疫期間傳遞正確抗疫知識，
推動學生關心社會及世界大事。在停課期間舉辦了線上
「抗疫知識小達人」及「抗疫知識小達人」(世界篇)有
獎問答活動，兩場活動參與者眾，深受歡迎。

舉行「齊抗疫‧同讀
書」活動，鼓勵同學

多線上閱讀
  「停課不停學」期間，圖書館
為鼓勵同學們多加善用時間輕鬆讀
好書，增廣知識，特設閱讀電子書
刊活動。是次參與人數眾多，借閱
總數達六千多次。圖書館獎勵借閱
量前二十名的同學。

社員積極參與服務，榮獲教青局嘉許
  圖書資訊社社員高一愛朱雅祁、高一善吳雨晴積極參與
義工服務，參加教育暨青年局主辦之二零一九年青年義工獎
勵計劃，榮獲青年義工銅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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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長在華夏園丁大聯歡開講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廿九日上午，高校長獲「2019華夏園丁大
聯歡」組委會邀請，以「擁抱新時代發展，讓STEAM教育開啟人才
之門」為題，向來自內地、台灣、新加坡、香港、澳門五個地區，
接近五百位園丁進行演講。
  高校長表示澳門自回歸以來，教育得到長足發展，從PISA二零
一八的卓越成績，以致澳門學生屢次在國際舞台上綻放光芒，足以
證 明 特 區 政 府
多 年 來 對 教 育

的投入，不遺餘力。高校長分享時，以培正為例，
闡述了學校培育人才的重要方向，並且配合國家發
展的步伐，發展以STEAM教育為核心的課程，努力
營造一個能培育創新型人才成長的環境，同時也透
過科技來弘揚中華文化，感受家國情懷，從而培養
出一批批愛國愛澳，且具有創新力的未來棟樑。高
校長在分享時，迎來與會者此起彼落的熱烈掌聲，
對於澳門教育，也深表認同。

華夏園丁到訪本校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上午，來自內地、香港、台灣、新
加坡、澳門四個地區的「華夏園丁」到訪本校，由高校長、郭副
校、陳副校等老師接待。園丁們先後參觀了中華文化館、創新科
教館(FabLab)、LEGO實驗室；隨後，郭副校長以「擁抱未來」
為題，向園丁們介紹本校推行電子學習的情況，並藉着評估模式
的改變來推動課程改革。園丁們對澳門教育深入了解，並稱讚培
正在辦學上能落實培育出一批批創新型人才，傳承中華文化。

高校長分享本校的STEAM課程高校長分享本校的STEAM課程

華夏園丁們參觀中華文化館華夏園丁們參觀中華文化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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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迎鼠年宵義賣花市
  培正集喜氣迎新年，首屆迎鼠年宵義賣花市「福杯滿溢」於一月初在培正操場舉行。校園內設有近
三十個各具特色的花巿攤位，除售賣中國傳統特色的賀年物品，也有學生動手設計的物品，以及策劃不
同的遊戲攤位，活動吸引多人參與，現場氣氛歡欣。本次義賣花巿活動是培正商業知識、設計及工藝等
課程跨科合作的成果，活動一方面讓學生感受中國傳統文化，另一方面能運用課堂所學的知識，汲取營
商實戰經驗。
  開幕式於當天下午三時舉行，校長高錦輝表示，義賣花市活動是把本校商業知識和STEAM中的設
計與工藝課程相融，讓學生能在過程中了解澳門目前的商業環境和法務條例，能真正把課堂上的知識和
實際應用結合，做到學以致用。同時感謝同學們的積極參與、老師和家長的全力配合，使這次義賣花市
活動得以成功舉行。
  活動負責老師李棟表示，年宵花市對學生而言，不僅是賀年活動，也是他們取得營商實戰經驗的平
台。是次活動能讓學生身體力行來體驗商業行為，包括制定商品、入貨、定價、宣傳、售賣及會計等營
商技巧。學生通過自己動手，感受澳門商業文化和氛圍，同時亦能鍛煉團隊協作，表達能力，溝通能力
等，而課堂所學的採購、定價、銷售等商業策略，都能大派用場。負責老師尚有吳穎祺和溫紫峰，他們
均認為活動對學生學習意義重大。
  一連兩日的迎鼠年宵義賣花市活動，由學生動手策劃不同的賀年攤位，活動亦獲得中國銀行、好時
行有限公司、澳門可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的贊助。活動所得收益扣除成本後將會全數捐予甘肅作慈善用
途，發揚關懷助人的精神。

薛展充老師數學論文獲特等獎
  本校中學數學科薛展充老師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廿七
至廿八日赴廣州天河外國語學校參加廣東省初等數學學會
第二屆第二次學術研討會暨第二次常務理事會議，並發表
論文《一些正棱錐的邊染色計數問題研究》，獲大會評為
特等獎。
  在此次論文評比中，大會共收到一百五十篇初等數學
研究和初等數學教育研究成果，共評出特等獎三篇，一等
獎四十七篇，二等獎八十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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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文章入編澳門教育叢書
  一月，由澳門中華教育會出版的《澳門中華教育會澳門教育叢書創新
教育—澳門教育文選（第六輯）》，本校小學中文科主任施虹冰老師及
中學中文科黃耀鋒老師，分別以文章「閱讀推薦策略，踏雪無痕方有效」
及「中文課大不同—校園電視台」獲輯錄其中。

中華教育會辦基本法賽 本校獲教師組一等獎
  為響應政府「停課不停學」號召，中華教育會舉辦「全澳師生基本法網上學習和基本法網絡有獎問
答比賽」，第一週比賽中，本校容穎亨老師榮獲教師組一等獎。

深圳僑香學校到訪
  為團結澳門深圳教育交流，一月十六日上午，來自深圳市福田區實驗教育集團僑香學校的師生們到
訪本校，由高錦輝校長、鄺卉妍副主任、楊宇恆老師等接待。僑香師生們先後參觀中華文化館、創新科
教館FabLab；隨後，由高二望何穎彤同學示範、初三級同學以「中英雙語」的嶄新方式教授中華文化
之「茶文化」課程，其間僑香同學反應熱烈，活動氣氛愉快，本校同學們展現出「以中華文化為主流，
多元文化並存」的交流合作精神。透過此次交流研習除了能增進兩地學生友誼外，本校同學亦得到平台
和機會展現英語水平、中華文化的知識和修養、傳承中華文化。

中文老師應邀參與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調研項目
  一月，本校中學中文科教師鍾春暉、陳子明、張柏恩，應邀參與國家
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十三五」科研規劃二零一九年度重點科研項目：
《漢字文化圈主要國家（地區）中學母語教育教學資源建設狀况調查與研
究》，負責澳門地區的調研，為期一年；另外，三位老師亦同時擔任廈門
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重大項目培育計劃：《東亞片區主要國家基礎教育母語
能力要求及資源建設研究》，為期兩年。

僑香同學體驗「茶文化」課程僑香同學體驗「茶文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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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五夜貴州從江義教暨探訪生活體驗營
  本校義工隊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至廿五日前往貴州從
江進行「六日五夜義教暨探訪生活體驗營」，先後到訪「從江
縣小學」、「丙妹鎮長寨小學」進行義教及園遊會活動，更與
「從江縣往洞中學」進行交流，當中義工隊總、副領隊介紹我
校義工隊的服務與發展，兩校師生互相分享。是次的體驗活動
中，我們透過與當地各類群體的深入交流，反思日常的義務工
作在面對各類群體的需要時，如何能繼續做得更好。

「義工隊樂施行動組陪你健康過肥年」學校年宵攤檔
  本校義工隊參加由學校舉辦的年宵攤檔，所義賣的均是公平貿易產品。「義工隊樂施行動組」自二
零一八年起開始關注不公平貿易所引起的問題，過去曾在學校鄰近的商店宣傳公平貿易的概念、在酒店

的嘉年華設攤檔作公平貿易的
宣傳教育、於澳廣視電台「小
城大愛」節目分享他們行動的
心 得 和 經 歷 。 是 次 年 宵 活 動
中，隊員為同學、家長、社區
人士詳盡講解公平貿易產品背
後的意義，鼓勵多支持公平貿
易，讓更多的農民能夠得到合
理的報酬。我們透過活動進行
推廣教育，讓大家對公平貿易
有更深的了解。

年度小學義工隊燒烤活動
  春節前夕，中學管理小組成員及校友
為小學義工隊籌備年度燒烤活動。目的為
鼓勵同學積極參與義工隊活動，了解中學
各項工作等。

義工隊消息

於丙妹鎮長寨小學義教後與同學合照於丙妹鎮長寨小學義教後與同學合照

與從江縣往洞中學師生留影與從江縣往洞中學師生留影探訪當地敬老院時合照探訪當地敬老院時合照

年宵活動工作人員大合照年宵活動工作人員大合照 隊員正在介紹各種隊員正在介紹各種
公平貿易產品公平貿易產品

隊員、校友和導師於活動後合照隊員、校友和導師於活動後合照161



澳門校聞訓與輔

「青年義工獎勵計劃2019」
  本校義工隊參與由教育暨青年局主辦之「青年義工獎勵計劃2019」。
  義工隊自二零零七年成立起，致力為學生開展多元的服務平台。近年，各類恆常服務從學校推廣至
社區當中。義務工作是不求回報，但在義務工作的過程中，經過義工們認真服務、學習和反思，並根據
服務對象和社會需要開展合適的服務，學生的成長和社會的改善將會讓我們社區的人、事物變得更好，
最終回報在我們每一位身上。
  本社學生服務認真積極，本年度共十七位學生獲獎，獲獎名單如下（排名不分先後）：

銀獎：謝茜雯、黎宇軒、余維盈、鮑翰林、鄭智泓
銅獎：鄭愷亭、關穎彤、霍靉雯、朱嘉琳、馮藹晴、伍卓霖、袁潤菁、吳卓蔚、朱凱晴、何思韻、
 余若彤、李凱琳（臻社）

歡送高三隊員
  每年各小隊隊長會為即將畢業的高三隊員
籌 備 歡 送 會 ， 是 次 活 動 中 ， 高 三 隊 員 的 分 享
充滿着義工隊點點滴滴的回憶，有歡樂，有學
習，有成長，亦有遺憾的地方。期望畢業隊員
能謹記在義工隊內所學，在人生中學以致用。
最後，義工隊祝願各位畢業隊員前程似錦，一
帆風順，在義務工作方面能保持初心，繼續積
極參與各類義務工作。

部分獲奬隊員合照（左至右分別為鄭愷亭、部分獲奬隊員合照（左至右分別為鄭愷亭、
何思韻、余若彤）何思韻、余若彤）

部分獲奬隊員合照（左至右分別為謝茜雯、部分獲奬隊員合照（左至右分別為謝茜雯、
馮藹晴、吳卓蔚、袁潤菁、鄭智泓）馮藹晴、吳卓蔚、袁潤菁、鄭智泓）

第五小隊歡送例會第五小隊歡送例會

第四小隊歡送例會第四小隊歡送例會
第一小隊歡送例會第一小隊歡送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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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基督教事工

集思會崇拜
  在一月五日集思會前的崇拜上，歐陽效鴻牧師以林前13：5及10：23-24分享「愛—不求自己的
益處」信息，鼓勵教職員愛主愛人，不要求自己的益處，乃要求別人的益處。

福音劇
  在一月六日的小五、六週會上，青皮人藝術協會三位成員演出福音劇，教導同學禱告的道理。

曾俊豪校友見證分享
  在一月十三日的初一週會及十四日的
初三至高三的週會上，曾俊豪校友分享見
證，講述他如何靠着耶穌，生命得改變；
他亦在教職員靈修會上分享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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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學生活動

參與學界青年大匯演
  由教育暨青年局主辦，慶祝新
中 國 成 立 七 十 周 年 暨 澳 門 回 歸 祖
國二十周年學界青年大匯演於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六至七日假綜藝館舉
行，本校近三十位學生參與多項演
出，表演節目多姿多采。

學生參加澳門國際幻彩大巡遊
  中學舞蹈團及本校小學生分別以《心聲》及《歸來吧》參與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八日的澳門國際幻彩
大巡遊，吸引不少市民及遊客觀看。巡遊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文化為主題，展現澳門歷史城
區的獨特景貌，宣揚「愛、和平與文化共融」的理念，呈獻慶祝澳門回歸祖國的年度慶典。

珠澳學生文藝晚會慶回歸廿載
  本校學生馬志宜、鄧蘊翩、徐泓雋、余泳霖、唐瑤、
胡 雨 芊 、 何 嘉 汶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參 與 在 珠 海 大
劇院舉行的「珠澳學生慶祝澳門回歸祖國二十周年文藝晚
會」演出。晚會以「逐夢大灣區，奮進新時代」為主題，
珠海兩地青年學子載歌載舞，表達對澳門回歸祖國二十周
年的美好祝福，搭建起珠澳兩地心心相通的情感橋樑。

中學舞蹈團以《心聲》參加澳門國際幻彩大巡遊中學舞蹈團以《心聲》參加澳門國際幻彩大巡遊 本校小學生於澳門國際幻彩大巡遊上演出《歸來吧》本校小學生於澳門國際幻彩大巡遊上演出《歸來吧》

劍擊校園挑戰盃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劍擊校園挑戰盃的中小學賽事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熾烈舉行！本次比賽的
反應非常熱烈，參賽人數的規模更是高達六百多人，創下歷史新高。培正中學劍擊隊及各位參賽者們感
謝校方的支持、鼓勵和投入，同時亦非常感謝家長們百忙中抽空為劍手們加油打氣。劍手們在賽場上無
與倫比的精彩發揮令各位觀眾熱血沸騰，讓劍擊文化以親身體驗的方式得以廣泛推廣，令是次活動非常
圓滿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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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學生活動

參與「濠江情•中國心」慶祝澳門回歸祖國
二十周年文藝晚會演出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晚，「濠江情•中國心」慶祝澳門回歸
祖國二十周年文藝晚會在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舉行，國家主席習近
平等出席欣賞。本校合唱團、話劇組及學生、校友等傾力參與演出，
展現無限青春與活力，對澳門寄予美好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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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學生活動

特區升旗禮 本校同學唱國歌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八時，澳門特別
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升旗禮於金蓮花廣場舉行，本
校中學同學及合唱團同學負責在現場唱國歌。

龍紫嵐同學赴京在政協茶話會演出
  全國政協二零二零年新年茶話會《同
心迎小康奮進新時代》演出盛會，於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在北京舉行，
習近平主席等領導人出席，本校小六學生
龍紫嵐赴京參加演出，廣受歡迎。

本校小學同學參加河南春晚演出
  本校李莘越、高晴、曾煒彬、丘賢龍、陳上禮五位小學同學，在陶仙蓉老師帶隊下，代表澳門赴河南
省參加「龍騰黃河中國年2020年河南省鄭州市春節文藝晚會」，參加歌舞表演《龍的傳人》，表現優秀。

龍紫嵐同學赴京參加中央電視台春晚演出
  龍紫嵐同學獲邀於中央電視台春晚中領唱《七子之歌》及參演開場歌舞《春潮頌》，表現出色，得
到導演與觀眾們的讚賞。

龍紫嵐同學獲邀赴京參加中央電視台
《機智過人》錄製

    《 機 智 過 人 》 二 零 一 九 年 先 鋒 盛 典 是 央 視 綜 合 頻 道
(CCTV-1)特別策劃的年度科技盛典，聚焦二零一九年最有影
響力、最受老百姓關心的國家級大工程、大事件，本校龍紫
嵐同學獲特邀參與節目錄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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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學生活動

赴南寧參與跨國春節晚會錄製
  由南寧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主辦，南寧廣播電視台聯同十三個國家和地區廿一家媒體共同舉辦的
「春天的旋律•二○二○」跨國春節晚會完成節目錄製，並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二日假南寧邕州劇院圓
滿公演。由導師顏展紅、梁富祥率領的培正中學學生司徒玥明、周子喬、林灝朗、林柏希應澳門廣播電
視股份有限公司邀請，作為澳門少年代表，與來自印尼、泰國、菲律賓、新西蘭等國家，及南寧當地的
少年兒童一起組成「快樂同伴」中國—東盟少年合唱團，一連八天赴廣西南寧市參與節目錄製，並獻

唱《和睦吉祥》主題歌曲，為全球華人獻上春節祝福。
  連日來，澳門學生與各地青少年一同排練、一同演出，
相互交流、彼此學習，搭建起跨越國界的文化橋樑。
  是次春晚節目於二零二零年春節期間在澳廣視，以及中國
與東盟、北美和大洋洲部份地區的電視節目及網絡平台播出。

受邀參與大型科技科普展
  二零二零年一月上旬，藉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由澳
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辦，由中國科學技術館、澳門科學館、澳門科學技術協進會承
辦「大型科技科普展—科技創新讓生活更美好」之展覽和系列科普活動，我校有三份作品受邀參展，
展示了我校幾年在國際及全國賽獲得的優異成果。

同學講解其參展作品同學講解其參展作品

本校學生參加
廣東春晚演出

  本校龍紫嵐、曾煒彬、張正同學，獲邀作
為澳門唯一代表團演出，參加廣東省聯歡春節
晚會，表現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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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學生活動

人工智能與日常生活科普講座
  二零二零年一月三日下午，本校化學小組邀請了倫敦大學學院博士研究生葉啟浩先生進行題為「人

工智能與日常生活」的科普講座。講座介紹人工智
能的原理及其於日常生活上應用的利弊，並以遊戲
方式引導學生思考人工智能；還利用手機應用實例
進行解說，再透過醫療、金融、服務行業、工農業
等不同方面進行討論。學生反應熱烈，在過程中不
斷提出問題與講者互動。講座有效使學生明白多元
思考在科學教育的重要性。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五日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特區政府今年設立「國家安全走進校園」網絡圖片
展，向公眾介紹和展示「總體國家安全觀」，敬請瀏覽國家安全教育展專題網頁https://eesn.gov.mo

新年校園定向活動
校園 X 中華文化

  在二零二零年一月八日國學文化班迎來二零二零年
第一個活動—「新年校園定向活動」。這次的活動與
國學文化班以往的活動不一樣，加入了校園定向遊戲的
元素，讓參加的同學們邊玩邊學，透過活動中各式各樣
的遊戲學到新年的習俗和中華文化。

參與大灣區青少年公益年會
  二零二零年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公益年會一月十七至十九日
在中山舉行，本校應澳門基金會的邀請，由鍾子程老師帶領高一
善班李樹濠、劉皓弘、黃禧蕾、張雅汶、余維盈、鄭愷亭和梁馨
月同學出席此活動。
  在十八日早上的開幕儀式上，劉皓弘同學更成為澳門代表之
一，在台上宣讀二零二零年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公益年會倡議
書。三天活動中，同學除了對中山的公益
事業有初步認識外，當天下午還和中山紀
念中學的同學進行交流，晚上參加了中山
電視台有關公益活動的現場直播節目。
  十九日早上同學們觀看在中山舉行的
棒球表演賽，同學們第一次觀看棒球比賽
都相當興奮。透過此次活動，同學們除了
認識中山的公益事業發展外，更對祖國的
國情有進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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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各項比賽獎項

澳門優秀人才獎勵計劃頒獎
    二 零 二 零 年 一 月 ， 我 校 何 旻 駿 、 劉 尚 學 團 隊 以
INTEL ISEF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項目榮獲二
零一九「澳門優秀人才獎勵計劃」。該計劃旨在鼓勵
和支持澳門居民提昇自身知識、技能，參加國家級或
以上級別比賽或活動，或於專業領域取得卓越成就為
澳門增光，達到營造勤學苦幹、力爭上游社會氛圍，
促進人才成長及社會和諧發展的目的。

學生獲週期表美術設計
世界賽一等獎

    香 港 保 良 局 主 辦 「 2 0 1 9 國 際 化 學 元 素 週 期
表美術設計創作比賽」，本校學生羅倩怡、馬筱
婷、楊穎彤的作品—Element Hunt，取得世界
賽的一等獎。

學生羅倩怡、馬筱婷、楊穎彤的作品匠心獨運學生羅倩怡、馬筱婷、楊穎彤的作品匠心獨運

學生參加澳門小特首計劃
  由澳門婦女聯合總會主辦的「澳門小特首計
劃」嘉許禮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廿九日舉行，該
活動首次舉辦，透過逾三個月的培訓課程、團隊
歷奇、外出考察等，鼓勵兒童關心社會，提昇觀
察能力、書寫能力、演講能力。旨為提供平台讓
兒童參與社會、發表意見，更好地推廣《兒童權
利公約》。本校齊振安(S2A)、施人瑋(S2B)、施
人銘(S1A)、施懿軒(P6A)參加了該項活動，皆獲
嘉許，其中齊振安獲得團隊合作優秀獎，施人瑋
獲得團隊積極參與優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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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各項比賽獎項

赴中山參加粵港澳模擬聯合國大賽獲多個獎項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廿一至廿二日，我校同學蕭顯華、葉偉雄、李靜然、胡嘉葆、陳顥齊、李希怡、馮
俊熙等同七位同學在鄧毅靜老師的帶領下，前往中山市實驗中學，與來自粵港澳各地名校的三百多位同學
齊聚一堂，進行由共青團廣東省委員會及廣東省學生聯合會聯合主辦的第五屆粵港澳模擬聯合國大賽。
  大會設置青少年受教育權、伊朗核問題、國際氣候治理的多邊行動與機制完善、消除貧困四個議題
及一個主新聞中心，學生透過模擬世界各國的國家代表及各國報社的新聞記者等角色，在為期兩天的六
個會期中，歷經立場文件撰寫、磋商、辯論、協作、採訪、召開新聞發佈會及起草決議草案等過程，綜
合能力在短時間內獲得高效提昇。
  在與眾多精英學生激烈的角逐中，陳顥齊同學獲得「最佳代表獎」，蕭顯華同學獲得「最佳稿件寫
作獎」，葉偉雄、胡嘉葆、李靜然、李希怡、馮俊熙五位同學獲得積極參與嘉獎，澳門培正中學獲得
「最佳組織獎」，鄧毅靜老師獲得「優秀指導教師獎」。

深港澳模擬聯合國大會獲最佳代表獎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至廿一日，楊宇恆老師帶領本校同學參加二零一九年「一帶一路」深港澳中
學生模擬聯合國大會，榮獲獎項如下：

全場唯一隊伍獎項—最佳代表獎：高二善羅家瀠、高一望盧詠珈、高三善朱豈鋒
個人獎項：高二善羅家瀠、初三信鄭愛華
友好特邀代表：羅家瀠、盧詠珈、朱豈鋒、鄭愛華、吳卓蔚、麥子純
唯一最佳指導老師：楊宇恆老師

  其中高二善羅家瀠同學更獲得全場所有獎項，所有獎項中均有本校學生獲獎。
  二零一九年「一帶一路」深港澳中學生模擬聯合國大會是深圳目前最高端、最專業的模聯大會。本
次大會共計四十餘所來自深港澳地區的中學報名，有超過二千名學生選手參加大會，經過全市範圍內初
賽、複賽的激烈角逐，最後篩選出三十九支來自深港澳地區的優秀模擬聯隊伍進入最後的決賽，而澳門
培 正 中 學 亦 是 唯 一
受 邀 參 賽 之 澳 門 中
學 隊 伍 ， 同 學 們 經
過 今 次 歷 練 後 ， 在
團 隊 溝 通 、 撰 寫 文
章 以 及 演 講 技 巧 均
獲得很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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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各項比賽獎項

廣東創意機器人賽獲特別獎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下旬，由廣東科學中心舉辦之「2020廣東省創
意機器人大賽」中，本校中學組學生古曉童、林俊翹、陳彥銘、麥家浩
參加了「基礎組」中學組比賽。小學組梁志美、彭焯謙、布晞彤參加了
「基礎組」小學組比賽。本次比賽分為「基礎組」及「編程組」，「基
礎組」要求參賽學生根據比賽場地，組合一邏輯電路組成一台可巡線行
走之機械人，而「編程組」要求參賽學生為控制板編寫程式進行巡線。
兩組學生皆在本次賽事中獲得「港澳特別獎」。

江港澳青少年創客展獲金獎及創客文化傳播獎
  在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廿七至廿八日，本校同學在陳小欽老師帶領下，參加了第二屆江港澳華裔青少
年創客成果展，在此期間，同學們表現出色，培正中學在此活動中獲得「創客文化傳播獎」，而同學獲
獎情況如下：
1. 項目名稱：雙功能類沸石咪唑骨架結構硫化磷

鈷納米粒子嵌磷、硫、氮摻雜催化劑研發及其
鋅空氣電池中的應用
組  員：佘佐晴、盧詠珈、許庭蔚
獎  項：金獎
指導老師：陳家綱

2. 項目名稱：「酵」are you—多用途環保清潔
劑研究
組  員：莫雅婷、羅榆姍
獎  項：銀獎
指導老師：陳小欽

3. 項目名稱：葉之魔力
組  員：李心瑩、彭開元、李嘉寶
獎  項：銅奬
指導老師：古成威

4. 項目名稱：渣出個未來
組  員：葉皓軒、侯之琳、梁晉寧
獎  項：銅奬
指導老師：曾玉金

5. 項目名稱：Ark水上救援系統
組  員：胡嘉葆、梁浩誠、黃文軒
獎  項：銅獎
指導老師：陳家綱

6. 項目名稱：科學茶餐廳—新型多媒體科學知
識學習平台
組  員：區樂熙
獎  項：銅奬
指導老師：曾玉金、古成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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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各項比賽獎項

全國青少年誦讀徵集活動獲一等獎
  由共青團中央主辦，思路文化傳播港澳區承辦，中央電視台、中
國 教 育 電 視 台 、 北 京 電 視 台 、 中 國 青 年 報 、 人 民 網 、 新 華 網 、 環 球
網等支持的「我愛祖國，童頌中華」全國青少年誦讀徵集活動於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廿九日在北京圓滿落幕。經過全國各地區的海選，我校
小六愛班鄭承熹同學，榮獲了港澳賽區一等獎，並作為唯一的澳門代
表與八十九名全國各賽區代表參加了北京總決演。該節目將通過央視
網在全國播放。
  在總決演中，各賽區的優勝選手與表演嘉賓紛紛表演歌
舞才藝。我校鄭承熹同學代表澳門，與香港選手代表一起，
在 著 名 朗 誦 大 師 米 鷗 先 生 的 指 導 下 ， 朗 誦 了 以 「 澳 門 新 八
景」主題的散文《雙湖塔影》。其優異的表現和風度，得到
專家評委的一致好評；其自信和從容，展現了澳門學子的優
良素養和美好形象，為校、為澳門爭光。

商業挑戰賽獲最佳個人獎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二零二零年一月一
日，由陝西省學聯主辦的第六屆中學生商業挑戰賽在
西安舉行。我校由林奕奇老師帶隊，李棟老師指導，
四名高二善班學生參賽。比賽模擬真實商業環境，進
行 各 個 貿 易 公 司 之 間 的 經 營 角 逐 ， 考 核 學 生 商 業 知
識、危機處理、決策分析、環境認知、團隊合作和組
間協調等。經過兩日比拼，高二善班劉華睿獲得大賽
最佳個人獎（全省10人）。是次比賽我校學生首次參
加，在知識理解和競賽過程上充滿挑戰，師生表示競
賽真實有趣，學以致用。

理財短片賽奪冠
    二 零 二 零 年 一 月 ， 為 鼓 勵 學 生 善 用 電 子 媒
體，透過短片形式，向大眾宣揚正確的理財觀念
及知識，澳門基督教青年會舉辦「理財短片創作
比 賽— 人 生 理 財 精 算 家 」 。 本 校 同 學 積 極 參
與，且表現出色。其中，由伍家明老師指導的高
二級的關嘉琪、關泳棋、周思妍、李呈童以短片
《COIN》奪得高中組冠軍，初三望方良宇、劉曉
樂、鄧光普、何忻桐、鄭麗汶以短片《經「理」
與總「財」》取得初中組亞軍，初三望尤啓樂、
陳 君 維 、 李 善 揚 、 彭 宇 恆 、 嚴 嘉 欣 以 短 片 《 5 0
元生存一日挑戰》取得初中組季軍。由黃耀鋒老
師指導的高一級周婉怡、朱嘉駿、劉慧珊以短片
《您才理財》取得高中組季軍。

鄭承熹同學與香港選手代表一起朗誦鄭承熹同學與香港選手代表一起朗誦

172



澳門校聞 各項比賽獎項

讀後感比賽獲一冠一亞一季
  二零二零年六月六日，由澳門基金會及澳門日報聯合主辦「第廿五屆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
頒獎典禮在教科文中心舉行。本校初三信韓冷憑〈我的故鄉情—《巴金自傳》讀後感〉獲初中組冠
軍，並代表初中組講話，初二信黃浩政獲初中組優異奬；高一愛杜雨潔憑〈讀《蘇菲的世界》有感〉獲
高中組亞軍，高二信項一凡憑〈時間在哪，我在那〉獲高中組季軍，高一信莫梓健、高一望林庭頡、高
一正柯展偉、高二善陳顥齊，以及高三望何玉榮均獲高中組優異奬。

持續教育徵文賽取佳績
  二零二零年一月，本校師生參加由澳門持續
教育協會主辦的「2019持續教育」徵文比賽，透
過文字對「持續進修發展計劃」恆常化的利與弊
發表見解，獲取佳績。高一望胡元楚及盧詠珈、
高一善鮑翰林、高二望梁子豐及許以琛、高三望
何杰燊獲優異獎；麥芷琪老師獲公開組優異獎。

「澳門與我一起成長」
徵文賽獲佳績

  二零二零年一月，本校同學參加由澳門南海
海外留學生聯盟主辦的「澳門與我一起成長」徵
文比賽，獲取佳績。初二愛楊穎浠、江禧源分別
獲初中組二等獎、三等獎；初二信黃璽諾、初二
愛王明睿、初三信何曉晴獲初中組優異獎；高一
望叢培羲、高三信何雅芷及羅榆姍、高三正勞詠
芯獲高中組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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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各項比賽獎項

德國柏林馬拉松國際繪畫比賽獲季軍
  BMW舉辦「Berlin-Marathon 14th Drawing Competition 2019」
柏林馬拉松繪畫比賽，與來自世界各地共一千八百多幅作品中，小五正
甄 浠 同 學 以 其 作 品 H a p p y 
R u n n e r （ 快 樂 的 跑 手 ） 於
七至九歲組別獲得國際組季
軍，亦是澳門首位獲獎者。
因疫情影響，德國的獎項由
高校長及郭副校長頒發。

抗疫小戰士繪畫活動獲一等獎
  疫情期間，本校小五正甄浠參加由上海安徒生童話樂園舉辦的
《我們都是抗疫小戰士》主題繪畫活動，獲得一等奬。
  孩子以畫言志，以畫傳情，在線上聲援抗疫，傳遞大愛，喊出
了「武漢加油，中國加油」的心聲，表達了孩子對最美逆行者的敬
仰和讚美，以上作品指導老師為黃慧儀。

桂澳寫生活動獲金獎
  由澳門國際創價學會、澳門中華教育會、廣西藝術學院聯合主辦的「桂澳學生寫生交流活動」於二
零二零年一月四日在宋玉生公園舉行，學生即席揮毫創作，頒獎禮當晚舉行，我校參與同學成績卓越。

高中組金獎：劉穎蓉；優異獎：黃康庭、鄭皓仁、胡凱琳、戴恩霖
初中組銀獎：高譽愷、阮曉明、麥軒朗；優異獎：陳恩琦、陳熙陽、張樂庭、鄭善云、
 黃昊洋、米弘睿

我校同學喜獲佳績我校同學喜獲佳績 同學們展示其作品同學們展示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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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各項比賽獎項

澳門工程挑戰賽衛冕兩冠
  我校VEX機械人團隊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二日於澳門科學館參加第四屆澳門工程挑戰賽，參加此次
比賽的有來自澳門、香港和內地的各路強隊，而此次表現優秀的隊伍將能夠代表澳門出戰世錦賽。我校
派出了兩支高中隊伍5868A、5868B和兩支初中隊伍5868C、5868D進行參賽，以期能夠奪得這份榮譽。
  在資格賽中，每組同學都需要同其他隊伍展開八輪角逐，每一場比賽同學們不僅需要跟現場分配的
隊友進行默契的配合，而且需要應對對手隨時給予的挑戰，這十分考驗同學們的機動性和抗壓能力。但
在一輪輪的激烈比拼中，同學們頂住了壓力，一路披荊斬棘，分別有A組、B組、D組挺進了複賽。在複
賽中，同學們繼續乘風破浪，A組和D組同學勢如破竹，一舉擊敗了各個強勁的聯盟，衛冕冠軍。B組同

學在最後的決賽中與A組會師，但由於經驗上沒有A組豐富
而惜敗，取得了整場比賽的亞軍。
  在專項獎中，D組同學的綜合表現得到了全場評委的高
度認可，最終被頒予整場的最高榮譽—表現卓越獎，並獲
代表澳門出戰VEX世錦賽的資格。A組同學的表現也不凡，
在機械人結構設計、編程和操作上得到充分肯定，勇奪最佳
設計獎和最佳技能獎。
  通過這次比賽，同學們不僅在比賽中了解自己，而且學
會了如何調整自己去應對面臨的困境，培養不屈不撓、永不
言棄的精神。

軟件技能賽奪PowerPoint項目亞軍
  二零二零年六月廿七日，由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
心主辦的第十二屆澳門學生Office軟件技能比賽中，本校初
三級吳粲然同學在林秀蘭老師的指導下，於眾多參賽者中
脫穎而出，勇奪PowerPoint項目亞軍及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國際認證。
    另 外 ， 在 是 次 比 賽 中 ， 本 校 共 有 廿 七 位 同 學 分 別
獲得了Excel、PowerPoint及Word的Microsoft  Off ice 
Specialist國際認證，其中十位同學更是獲得九百分以上的
好成績。

學生吳粲然勇奪亞軍學生吳粲然勇奪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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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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正專業書院 1,000 楊國雄博士伉儷獎學金

1964年級協社 10,000 協社金禧紀念獎學金

陳樹森學長(1976年級捷社) 美元12,903 梁寒操老師中文科獎勵計劃

黃思豪學長(1983年級凱社) 5,000 黃增玲先生獎學金(2021-22年度)

昇 / 培社同學 1,000 黃逸樵、梁君偉、林敏初老師獎學金

教育發展
捐贈者/捐贈機構名稱 捐贈金額(港幣) 捐贈項目用途

孫啟烈學長(1972年級賢社) 50,000 香港培正中學高爾夫球隊
發展經費

許家泰學長(1998年級鷹社) 20,800 排球隊教練費用(2019-2020)
(捐款名錄截至2020年5月31日止)

防疫物資
捐贈者 / 捐贈機構名稱 捐贈物資數量 捐贈項目

呂氏基金有限公司
(呂榮義學長) 1,843個 環保口罩

美國美東(紐約)培正同學會
常健會長(1965年級耀社) 1,000個 口罩

廖約克學長(1963年級真社) 240個 環保口罩

溫哥華培正同學會
章子惠學長(1976年級敏社) 400個 口罩

孫啟烈學長(1972年級賢社)
300支
100支

3支
3部

50亳升酒精搓手液
300亳升酒精搓手液

5公升酒精搓手液
自動感應搓手液機

陳鴻杰學長(1979年級榮社) 3,000個 口罩

1981年級勁社 8盒 口罩

中一光陳梓業家長 30盒
30支

口罩
消毒洗手液

(防疫物資捐贈名錄截至2020年7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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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正專業書院 HK$1,000.00 楊國雄博士伉儷獎學金

Mr. and Mrs Edward C.M. Wong Foundation Ltd HK$38,000.00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林偉棟 HK$10,000.00 幼稚園家長義工捐贈學校

2016-2017年度幼稚園高誠班 HK$5,131.65 高誠班畢業生捐贈學校
李啓初 (1970年級謙社) HK$3,000.00 林英豪校長教育發展基金

冠忠遊覽車有限公司 HK$2,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體育先鋒有限公司 HK$1,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天藝廣告製作公司 HK$1,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金綸服裝有限公司 HK$100,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英利音樂有限公司 HK$3,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官玉麟先生 HK$1,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童閱出版有限公司 HK$1,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STANFORD HOUSE HK$2,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文錦強牙科醫生 HK$1,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偉記装修建造工程 HK$2,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陳偉生 HK$2,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Koo Ming Kown HK$4,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Lau Chin Chiu HK$1,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香港培道中學法團校董會 HK$500.00 學校發展基金
Mr Yiu Tommy Kwok Ming HK$10,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LEE KOK MING & FUNG YU SUM GLORIA HK$80,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DOS INTERNATIONAL LIMITED HK$2,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Lee Man Electrical Company Ltd. HK$1,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保嬌麗公司 BIGUERLAI COMPANY HK$1,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泳天游泳中心有限公司 HK$3,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陳力行 HK$1,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ActiveKids Ltd HK$2,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Joy Treasure Ltd HK$2,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金邊焗油有限公司 HK$3,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何浩元 HK$5,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李小玲主任、區笑梅老師 HK$1,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民生書院幼稚園 HK$1,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鄭作豪 HK$2,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譚家昌 HK$1,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捐款名錄截至2020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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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廣德校長為一九七六年級敏社校友，
六十年代入讀培正的他在幼稚園、小學和中學
度過了十三年快樂的校園生活。一九八一年大
學畢業後，張校長隨即投身教育事業，同時接
受教師培訓。一九八四年培正中小學分拆，時
任的李校長親自邀請張校長回小學執教，展開
於培正服務三十五載的里程。

    張校長凡事親力親為，積極參與培正各項
事務，盡心盡力服務學校。他憑着資深的教
學、行政管理經驗及豐富的學識，從輔導主
任、事務主任、副校長晉升至校長。校長的工
作雖然繁忙，但他仍然以身作則，不斷自我增
值，更完成了教育碩士學位。

    張校長在任期間秉承着紅藍精神，發揮培
正優良傳統，與教職員團結一致，為學校的
發展鞠躬盡瘁。為了進一步提昇師生對培正的
認識與歸屬感，張校長於上任初期已陸續籌劃
及舉辦小五尋根之旅、小四自理營、水運會、
陸運會等各類大型學校活動。為了配合體藝發
展和提升教學質素，張校長亦竭力改善學校環
境，為學生提供不同類型學習的設施和設備，
令學生有更全面的發展。

    全心全意服務培正三十五載的張校長今年
榮休了。我們懷着不捨及感恩之情，衷心祝福
張校長退休後一切順利，主佑平安。

張
廣
德
校
長榮

休
專
輯

前 言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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