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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校創建校史檔案室
      引入現代檔案學系統

    一八八九年，培正於廣州創校，並於一九三三年在香港建立分
校，至今已有八十餘載。多年以來，大量行政文件記載了學校的教
學政策、行政工作、學生活動、校舍設施等不同範疇的情況與變
遷。學校也在同學日、陸運會、水運會等大型活動拍下不少珍貴照
片，校刊、畢業班同
學錄、學生報等各類
刊物亦成為學校歷史
及同學成長的重要見

證。儘管部份資料已經散
佚，但所保留下來的文字類

和非文字類資料仍浩如煙海。這些歷史資料對
於我們了解前人對培正的努力和貢獻，乃至培
正的歷史發展，都有莫大裨益。
    適逢慶祝創校一百三十周年，中學部圖書
館幸得基社李思廉學長慷慨捐助重修，加上
原來放置學校文件的房間改劃為輔導處，兩項
工程成為了整理大量學校典籍、文物和文件的
契機，因而萌生設立「培正校史檔案室」的念
頭，以期妥善保存彌足珍貴的文物，更有系統
地整理不同類型的歷史資料。 1936年10月修訂版《培正年表》

記述本校創立至1936年的學校發展

香港培正中學70周年紀念刊

1950年度《培正校
刊》香港版第1卷
第1期報道林子豐
先生接任本校校長

引言



專題
檔案學

檔案學與圖書館學的分別
  本校的檔案室採用了西方現代檔案學的理論來整理史料，並且參考國際檔案學理事會的
權威性準則〈國際檔案描述通用標準〉作為編目的依據。然而，論到檔案學，它與圖書館學
兩者很容易令人混淆，檔案館及圖書館亦時常被當作相同性質的機構，但是透過理解兩者的
分別，可以幫助我們明白檔案作為史料的價值，以及怎樣保存檔案，可以發揮其最大的歷史
作用。
  檔案學與圖書館學最大的分野在於，圖書館學已有既定的分類編目系統，例如〈美國國
會圖書館圖書分類法〉中，每一種書籍題材都已經有一個對應的代碼，只要把館中書籍按題
材分類及編碼便可。然而，學校檔案生成是一個十分有機及自然的過程，過往學校任何公
務過程所產生的文件或物件，到了今天都會成為檔案的一部份，例如：學生週記習作、訓導
處通告、大樓開幕的照片、周年校慶徽章等，其包涵的文件及物件種類繁多，內容亦包羅萬
有。正因如此，近代檔案學大師希拉里•贊堅臣(Hilary Jenkinson)，形容檔案為「擁有神聖的
證據」，讀者透過閱讀檔案，可以直接與檔案生產者接觸，重現人物的神韻，重建事件的次
序與細節；但亦因如此，每一間機構的檔案編目體系都必須度身訂造，依據其行政架構來策
劃。

檔案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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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本校檔案室整理檔案的方法及程序

　　為了保存這種最原始的神性，本校檔案室建基於現代檔案學兩大原則下開展─來源原則
(Principle of Provenance)和原始次序(Original Order)。來源原則強調同屬一個生產者的檔案，應歸
類在一起，在學校的範疇下，亦即是一個部門的檔案，應歸於同一個大類之中。在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存放學校檔案的倉庫共點算到一百四十一箱來源不一的檔案，有的來自校友的捐
贈、有的經當年員工整理過、有的只是一整箱飄散的紙張。檔案室團隊着手整理的第一步稱
為「接管登記」(Accession)，以「挨箱逐紙」的方式，仔細地考究每一份文件或物件的生產
部門，然後歸類到所屬的部門類別中。
    在這個過程中，為了建設一個完整的編目體系，檔案室團隊必須對學校的行政架構有完
全的了解，並且明白部門之間的分工，方可為文件與所屬部門作出正確的配對。為此，檔案
室團隊與不少資深老師進行了口述歷史訪問，透過他們的記憶，繪畫學校的部門網絡和每個
部門的功能。有一些表面簡單的問題，有時也需要深究：誰負責邀請嘉賓出席畢業禮？誰負
責制定防火演習？小食部是由哪個部門管理？並且培正歷史悠久，有些名詞即使是培正的畢
業生也未必認識，例如〈經公科1981年度第二次會議紀錄〉，甚麼是經公科？〈1960年度
課餘管理員輪值表〉，課餘管理員的職責是甚麼？由哪個部門負責調配？經過一個月的努力
及明查暗訪，檔案室成功設計了校史檔案的初步體系，並且將一百四十一箱文件都歸類到所
屬的部門。

檔案室團隊面對堆積成
山的史料 接管登記的工作情況，將史料按部門分類

    在緊接其後的六個月，檔案室進入了第二階段的工作─「整理編目」(Arrangement and 
Description)。在接管登記工作成功後，需要在知識及物質層面上，對檔案作出更完全的管
理。
    整理及編目是兩個不同的過程。整理的階段着重建立整個檔案庫的結構，以及檔案的
秩序。我們建立了一個共五個層級的分類系統，按先後次序為「範疇」、「全宗」、「系
列」、「案卷」、「單件」。先以史料的基本類型分為五個「範疇」，其後以其所屬部門劃
分「全宗」；然後在每個「全宗」之下，按部門的功能劃分不同的「系列」。例如我們收集
到事務部的檔案共有五種不同的功能類型，包括校園工程管理、校園設施管理、小食部管
理、工友管理、校服管理，我們便由下而上地設計出相關檔案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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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檔案

事務部檔案

校園工程
管理

校園設施
管理

小食部
管理

工友
管理

校服
管理

事務部檔案結構範例

    每個「系列」之下，若有多份同屬一個專案項目的文件，會歸納為一個「案卷」，如果
只是一份單獨存在的檔案，則以「單件」的形式存在。最後以原始次序的原則，將「案卷」
與「單件」以時間先後排序，年代久遠者為先，並且為每一個層級的記錄安排相應的參考編
號，作為獨特的記認。下表是一個例子：

參考編號 層級 標題
PAS 範疇 培正檔案
PAS7 全宗 事務部檔案
PAS7/1 系列 校園工程管理
PAS7/2 系列 校園設施管理
PAS7/3 系列 小食部管理
PAS7/4 系列 工友管理
PAS7/5 系列 校服管理
PAS7/5/1 單件 1988年夏季校服價目表
PAS7/5/2 案卷 1992年事務處關於校服的建議

    在整理工作完成後，我們會為每一個記錄編寫目錄，記錄其重要的資訊，以方便讀者查
閱之用，亦包含校方用來管理檔案的資訊。我們設計的目錄共有十二個基本條目，包括：參
考編號、標題、檔案層級、物件編號、電子檔編號、接管編號、創作者、日期、儲存位置、
閱讀限制、範疇及內容、管理記錄。這些條目會按未來需要而有所增減，但主要目的都是為
了對每一份校史文物有更為全部的掌握和管理。關於目錄的詳細資料可以參考下頁表一。

本校檔案室保存檔案的方法
    校史檔案的保存與其知識管理有相同的重要性。由於大部
份文件都放在普通紙皮箱中，為了改善文件保管的環境，檔案
室於二零二零年三月廿一日完成了九個移動式文件櫃的安裝，
將檔案移到離開地面的架上存放。而檔案室的保存策略主要是
利用紙本物質作為裝載檔案的容器，因為紙張在受控環境下，
氧化損毀的程度相對更低，所以檔案室在嘗試過本港四間公司
的產品後，決定將紙張及相片皆存放在紙本快勞內，再將快勞
存放於紙製的A3及A4紙箱中，將室內溫度控制在攝氏17–19
度、相對濕度45–50%。若將來有更多可調動的資源，則可進一步放置在無酸性的快勞及紙
箱內，可以保存更為長久的時間。

文件櫃內紙盒排列的情況

移動式文件櫃安裝後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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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關於目錄的詳細資料
1. 參考編號(Reference ID) 按範疇及層級安置
2. 標題(Title) 概括檔案主題
3. 檔案層級(Level of Description) 範疇、全宗、系列、案卷、單件五層
4. 物件編號(Item ID) 由電子檔案管理系統自動生成每一個檔案的獨特編號
5. 電子檔編號(Rendition ID) 文件被拍攝或掃瞄後，該電子檔的名稱
6. 接管編號(Accession ID) 根據第一階段整理所安置的編號，顯示每份單件的來源
7. 創作者(Constituent) 該文件牽涉的人物或組織
8. 日期(Date) 文件產生的日期
9. 儲存位置(Storage Location) 文件正本在檔案室的位置
10. 閱讀限制(Access Restriction) 培正作為非政府機構，不受《公開資料守則》規管，故並無法律義務公開

任何文件，但為尊重研究，以及鼓勵歷史保存。讀者可要求查閱所有文
件，但暫設置三級閱讀限制：

a. 一般文件(General) 無敏感資料，任何人也可申請查閱，經檔案主管批核，並且檔案主管擁有
最終決定權

b. 限制文件(Restricted) 涉及個人私隱資料，或對現職／退休（並在生）職員聲譽構成影響的敏感
資料，若非當時人申請查閱，需經校方及檔案主管批核，並且校方擁有最
終決定權

c. 機密文件(Secret) 涉及校方高層決策、財政及法律方面的敏感資料，任何人申請查閱，也需
經校方及檔案主管批核，並且校方擁有最終決定權

11. 範疇及內容(Scope & Content) 對文件內容的簡單描述
12. 管理記錄(Archival History) 記錄每份文件的整理日期和負責人員

二千檔案．洪流契機-目前工作成果與展望
    成立檔案室的目的是要為讀者提供搜尋的工具，以及檔案閱覽的服務。直至目前，我們
已經完成了第二階段的工作，全部校史檔案已經完成接管登記，在二零二零年六月完成檔案
結構的框架設計，將文件各自分到所屬的部門，並且已在「系列」層級上完成了整理，「系
列」之下的史料亦已有完整的名單，可由檔案室的成員查閱。
    現時校史檔案室的文物分為「培正檔案」、「培正文獻」、「培正文物」、「培正媒
體」和「培正書刊」五大「範疇」，「案卷」及「單件」的記錄共計一千九百八十二項。
    展望將來的時間，檔案室將會全力投入電子化的工程，電子化既是一種保存手段，亦是
知識管理的深化。檔案室的「培正媒體藏品」記錄多達八百零四項，是眾多個「範疇」之
首，當中包括很多珍貴的相片，由於相片感光成份難免會退化，比起紙張文件受損的速率更
高，檔案室會優先掃瞄年代久遠或珍稀的照片，以作保存。在文物電子化的過程外，校方亦
已購入一電子檔案管理系統，檔案室長遠會將整個目錄資料移植到該系統中，作為更完善的
管理及保存。該系統更有提供讀者介面，將來若有讀者對檔案室的藏品感興趣，可使用該系
統作為搜尋工具，以關鍵字尋找所需要的內容。
    私人機構的檔案在國外已有多年歷史，尤以教會檔案居於首位。本港檔案學的起步較
緩，中學檔案更是寥寥可數，但近年政府開始就《檔案法》展開公眾諮詢，多間老牌企業也
已開始自設檔案室，香港檔案學會亦漸漸關注學校檔案保育的
潛力，在今年的國際檔案日，舉辦了題為《學校檔案的保育與
推廣》的網上講座。培正中學在這個時局中興辦校史檔案室，
實在歷史洪流中找到契機。我們期望檔案室的整理與電子化工
作可以盡早完成，讓讀者可以開始到檔案室進行研究，或以檔
案文物作為出版的材料，一方面宣揚培正多年辦學的歷史，亦
持續提高本地對機構檔案的關注。

培正中學增建校舍動土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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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學校檔案包羅萬有

1952年上學期教職員表

榮休校長葉賜添博
士（1973年級勤
社）在1960年代
末學費收據正單

港澳兩地就1989年級禮社成立的書信

1947年運動大會特刊
1948年聖誕特刊

50周年紀念特刊

1959年團契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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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光緒年代新約全書

八十周年紀念盾牌

舊拓印工具

拓印校徽圖案

珍貴圖書藏品：
《新青年》

1971年級剛社
中六愛名單

社長：譚世英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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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1951年校際戲劇比賽《月亮上升》劇照

《月亮上升》劇本手稿

鍾景輝博士（1955年級忠社）
參演《史嘉本的詭計》

1953年校際戲劇比賽《史嘉本的詭計》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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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不少謙社學長曾在
紅藍文苑投稿

青蔥歲月浮現眼前-
張小靈學長（1970年級謙社）感言

    歷史是擦不去的，這是我們生命的一部份。在籌備謙社金禧紀念活動時，我們很希望可
以好好蒐集、整理以往在學的資料，於是我們回到了母校，嘗試翻查相關內容。當我們看到
各樣相片和文字資料，不少回憶湧上心頭，感覺既驚訝、亦驚喜，更感恩。
    驚訝──有些同學已經不記得原來當年自己曾經寫過這樣的文章，現在重看這些久違的
記憶，非常難得。驚喜──有些相片，除了可以看見謙社同學之外，也看到了其他級社的同
學。還有，有不少相片是同學們，包括我自己都未曾看過的，直至此刻才發現原來自己曾被
拍過這些照片，現在更可以讓家人、好友看看自己昔日的光彩。感恩──母校保存了這麼多
資料，讓我們可以重遇這些照片和文章，過往的青蔥歲月仿佛在瞬間浮現眼前。而且，當我
們向同學分享這些舊日足跡時，亦引起了他們的興趣，從而發掘更多有用的資料，對我社金
禧特刊《金謙薈萃》的製作更添色彩。最後，希望日後會有更多人使用這些校史資料，更全
面和完整地重塑昔日校園生活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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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1960年代學生照片

謙社的老師：1967年全體教職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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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動態中學記要

「謙社金禧室」正式開幕
  十一月廿一日謙社學長濟濟一堂，在培正中學舉辦「謙社金
禧同樂日」，透過視像會議，連繫世界各地的同窗社友，一同主
持「謙社金禧室開幕剪綵禮」，並攜手起動「金謙薈萃」網頁，
展示謙社學長為金禧紀念努力的成果。在此，我們恭賀謙社畢業
五十年，祝願各位謙社學長身體健康、友誼長存、主恩常在。
  同時，我們再次衷心感激謙社學長對母校的濃情厚愛，慨捐
三十八萬元支持母校翻新使用多年的教員休息室。新教員休息室
命名為「謙社金禧室」(位於F座LG1樓層)，旨在為教職員提供舒
適環境，有助提昇同工的身心健康和教學質素。我們希望「謙社
金禧室」 日後能凝聚更多紅藍兒女，讓各級社學長在此聚首一
堂，聯繫感情。

謙社慷慨支持母校翻新教員休息室

謙社金禧室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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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動態 中學記要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中六奕社畢業典禮-
梁廼聰教授主禮

  中六奕社（2020年級）畢業典禮，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十日（星期
六）下午三時正假香港培正小學基社李思廉禮堂舉行，由羅慶才牧師祈
禱和祝福，校董張金城先生讀經，署理校監羅永祥博士致辭。
 是次主禮嘉賓為梁廼聰教授（1982年級駿社）。梁教授於香港中
文大學修讀數學課程，然後到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及麻省理工學院
攻讀博士學位，在取得博士學位後，曾在明尼蘇達大學任職助理教授至
正教授。二零零四年梁教授回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科學研究所及數學系任
教至今。
  梁教授分享了在培正讀書的經歷，指出興趣是學習最重要的動力，勉
勵同學找到興趣，訂立目標，想辦法去達到，過程中不要害怕失敗，因為
適當的壓力往往能突破自己，最重要是從中領悟到道理。

主禮嘉賓梁廼聰教授
勉勵畢業同學

  校董鄭成業先生、羅志強先生、李黃敏儀女士、張金城先生、陳炳祥博士、家長教師會主席郭愛
玲女士、副主席麥志偉先生、香港培正同學會會長何浩元先生、香港培正小學校長葉展漢先生也有蒞
臨頒發獎學金及嘉許狀。中六愛陳籽潼同學和中六正關朗曦同學獲中六畢業班品學兼優獎。

畢業禮表演  小組獻唱The Power of the Dream

典禮完結前由羅志強校董（ 左）致謝辭
及羅慶才牧師（右）祝福

奕社代表致送紀念品給母校中六奕社社長黃嘉雯同
學代表畢業同學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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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動態中學記要

學業成績優良獎獲獎同學

林英豪獎獲獎同學

操行獎獲獎同學

史帶獎學金獲獎同學

  因疫情關係，畢業禮一再延期，長期服務獎及榮
休同工紀念品改於七月廿四日全體教職員會上頒發。
獲獎同工為服務滿十年：鄭英煒老師、楊新苗老師；
服務滿二十年：梁子敏老師；服務滿三十年：潘嘉衡
老師、梁廼文老師、葉劍初先生；榮休同工：鄧慧漣
女士和張偉強先生。
  是日到場嘉賓除教牧長執、同學家長、校友會代
表等。典禮於下午五時三十分結束。

中六愛陳籽潼同學（左二）
和中六正關朗曦同學（右二）
獲品學兼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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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動態 中學記要

羅 校 監 、 何 校 長 、 各 位 嘉 賓 、 老 師 、 家 長 、 同
學：  
    很 高 興 今 天 回 到 母 校 跟 大 家 談 談 自 己 的 經
歷，我在培正十四年，培正可說是我的大家庭，
對我的成長幫助很大。培正學習環境非常好，又
很有特色，讓我們不單學習知識，還培養人與人
之 間 的 關 係 ， 教 我 們 學 會 做 人 的 道 理 。 很 多 同
學、校友對培正都很有歸屬感，尤其是居於外國
的校友，在培正大家庭中都維持着團結的關係。
  我在培正認識了很多好老師，教我知識，亦
提 點 我 處 事 待 人 。 大 家 在 培 正 生 活 了 這 麼 長 時
間，都應該懷有一顆感恩的心，感謝學校無論在
什麼環境下都支持我們，也要感謝老師對我們的
幫助。當然更應感謝父母一直的愛護和鼓勵，無
論外面風雨多大，家庭永遠都是最重要的後台。
  我在培正的成績屬中上，開始有改變是在中
四的時候，那一年數學科老師的課堂很有趣，但
影響我更大的，是中五教數學的黃逸樵老師。培
正 有 很 多 著 名 的 數 學 老 師 ， 黃 老 師 就 是 其 中 一
位，丘成桐教授、蕭蔭堂教授都是他的學生。他
教學到底有什麼不同，是不是他會教一些秘技令
學生應考數學時特別容易呢？當然不是。其實他
的教學並不是特別清晰明白，課堂也不是特別有
趣，更不是有秘技讓我們考好公開試；而是他上
課時很喜歡教書本以外的知識，在過程中，會讓
你感受到他非常熱愛數學，他所講授的都是他覺
得 有 趣 的 數 學 題 材 。 所 以 ， 大 家 是 被 他 的 熱 情
感染，很好奇想了解老師為什麼對數學深感興趣
的 呢 ？ 我 也 是 其 中 一 個 學 生 ， 希 望 想 辦 法 去 找
答案，找出老師熱愛數學的原因，而正正是這一
點，改變了我去讀數學，甚至變成了我的終生事
業。
  這改變的過程是怎樣的呢？起初當然改變不
大，而是由於老師教了一些課本以外的知識，所
以我就去找課外書來看。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
大家喜歡一門學問，不能只聽老師說，而要自己
去找其他方法學習。當年沒有互聯網，我是去旺
角的樓上書局找課外書，要找這類書而又適合自
己程度的機會不大，所以偶爾找到一本，心情就
特別興奮。做數學就像玩一場有挑戰性的策略遊
戲，想辦法、找竅門去拆解難題，這些課外書就
像秘笈，讓我學懂一些其他同學不會的方法去解
決數學難題。這種興奮其實跟玩電子遊戲過關一
樣，起初可能常常輸，但如堅持繼續玩下去，就
能熟習和過關，甚至超越其他同學，於是便會慢
慢 沉 迷 。 中 五 那 一 年 ， 我 就 沉 迷 了 數 學 這 個 遊
戲，而這一年亦是培正剛剛成立數學學會，我很
榮幸當選第一屆會長。

畢業禮主禮嘉實
梁廼聰教授演講辭（撮要）

  離開培正後，我入讀中文
大 學 數 學 系 。 上 課 第 一 天 ，
有 一 門 數 學 課 叫 「 集 合
論」，老師一開始先作簡
介，然後拿出三本很厚的
參考書，告訴大家課程的
內 容 是 依 據 這 三 本 書 來
準備筆記的。我想只看筆
記不夠，如果全本參考書
都 看 過 豈 不 是 更 好 ？ 所 以
一下課，我就向教授借閱這
三本書。因為這三本都是絕版
書，圖書館僅有的藏品都在教授
手上了。教授當然不想借，但我再三請求，並保
證影印後第二天立即交回，最後我成功了，下課
後便立即乘巴士前往影印。那天是開學第一天，
在巴士站遇到入讀中大的培正同學，大家都很開
心，聊個不停，連巴士來了都沒留意，到發現時
大家急忙衝上去，還很慶幸趕得及。等到車子開
了，我才想起三本書遺留在候車站，於是趕快在
下一站轉車折返，可惜書已不在。當時我不知所
措，不知道應如何向教授交代。到了第二天，我
只 好 如 實 將 事 情 經 過 告 訴 教 授 。 我 本 想 有 好 表
現，一下子卻變成給教授壞印象，感覺真的很難
受。由是我更下定決心要努力讀好這一科，結果
亦很成功，令教授對我改觀。這件事由壞事變成
一件好事，最後這教授更給予我很多幫忙。分享
這些事是想讓同學知道，對所學有興趣是很重要
的動力，而有適當的壓力可激發未知的潛能，有
機會突破自己。如果沒有這次事件，我未必會下
定決心要更努力讀好這一科。
    此 外 ， 我 們 也 應 有 不 同 類 型 的 興 趣 調 劑 身
心，例如我喜歡攝影和美食。因為我跟國內外很
多教授有交流和合作，所以經常有機會去世界各
地，在工作之餘，也可以品嚐當地美食和遊覽美
麗的風景。我是研究數學幾何的，範疇廣闊，做
數學研究往往要花很長時間，所以一定要找方法
調劑生活。
  做數學研究，要解決重要的難題，首先要有
好的數學基礎訓練，更重要是多嘗試新的辦法，
從失敗中學習，這也適用於其他範疇的研究。中
學階段就是培養各位同學良好的基礎，但中學畢
業後，無論繼續讀書或者工作，就會很不一樣，
不再有既定的框框。當你有了好的基礎後，就要
為 自 己 訂 立 目 標 ， 並 想 辦 法 達 成 目 標 及 付 諸 行
動 。 大 家 毋 須 太 保 守 ， 所 訂 的 目 標 不 妨 進 取 一
些，並容許自己在過程中犯錯和失敗，以至可以
從失敗中學習，達到更高的目標。
    各 位 同 學 ， 你 們 最 大 的 財 富 就 是 你 們 的 青
春、活力、衝勁，所以不要害怕失敗，最重要是
在失敗中學到道理。努力吧！希望大家都找到理
想的事業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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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中六畢業生名單
中六信

陳瑜予 周文軒 陳梓藝 張卓薇 張愛林
張詩晴 蔡宗軒 何彥彤 葉穎臻 祁朗賢
林嘉敏 羅永悅 李艷如 盧冠豪 雷卓琳
馬朗希 吳家鋒 蘇愛琳 施卓瑶 譚樂臨
王嘉謙 黃安晴 薛舒悅

中六望
陳嘉曦 陳泳霖 莊曉悠 鍾愫殷 范小悠
范慧喬 馮載欣 何卓朗 何臻妮 林俊岳
林心愉 林儒楷 劉卓敏 梁梓樂 李卓熹
盧以心 麥竣傑 莫曉彤 吳碩楠 彭穎琳
沈思行 謝依霖 黃旭緯 楊雅雯 楊柏聰

中六愛
陳功亮 陳星呈 陳詩朗 陳詩韻 陳籽潼
鄭竣瑋 鄭曉欣 鄭    橋 張晉熙 蔡逸希
崔凱婷 馮思珮 何式琦 黎穎霖 林佩芝
林子希 林儒杲 李嘉翹 李君堯 梁詠然
盧展喬 吳佩珮 顏凱晴 施諾怡 曾己澄
黃靖堯 黃宣霖 黃巧兒 王愷蕎 黃樂程
黃以襄 余樂軒 容善蘅 容梓樂

中六光
陳卓怡 陳政希 陳紀言 陳恩晞 陳城臻
鄭嘉霖 鄭詠珩 張肇軒 何佳臻 郭雋謙
郭愷祐 郭珮盈 林令丰 林天晴 劉采君
李銘軒 梁綽恩 梁皓怡 梁家琳 梁禮程
梁浚軒 林梦妃 林榆凱 盧俊樂 吳志杰
吳啓熙 彭皕孜 潘敬茵 阮朗程 蔡穎曦
崔梓灝 杜達人 黃樂恩 葉倬軒

中六善
貝恩雅 陳柏熹 陳潁榆 周子然 陳嘉儀
陳悅雯 張其蘅 張肇謙 馮奧朗 何朗生
侯思薇 許天慧 江卓思 關敏行 賴頌恩
林海晴 劉裕珈 李家豪 梁展臻 梁紫惠
李懌一 麥欣然 梅令淳 彭樂研 施洋洋
蘇詠然 田庚祐 唐偉誌 曾兆航 黃穎德
黃澤欣 黃嘉雯 黃衠瑤 黃子澔 余沚峰
余知行

中六正
陳晉傑 陳恩臨 鄭希哲 張顥正 張沛笙
遲凱文 莊子穎 徐勵謙 鍾懷哲 傅仰灝
何佳興 關朗曦 林文傑 劉學頤 劉慕言
劉穎澄 羅愷頌 李德謙 梁皓寧 梁鈞樂
李一鳴 吳思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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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采臻 袁樂勤

姓名 成績 最佳五科
成績 姓名

成績 最佳五科
成績5** 5* 5 5** 5* 5

蘇詠然 6 1 35 王皓湋 2 3 2 32
吳思卓 5 2 35 姚元悅 2 3 1 32
關朗曦 5 1 1 35 孫樂衡 2 2 3 31
林天晴 4 3 34 陳柏熹 2 2 2 31
潘博文 4 3 34 陳籽潼 1 6 31
袁樂勤 4 3 34 陳嘉儀 1 5 1 31
彭皕孜 4 1 2 34 彭樂研 1 5 1 31
黃嘉雯 3 4 33 陳悅雯 1 5 31
黃宣霖 3 2 2 33 羅愷頌 1 3 2 30
張沛笙 2 4 32 徐勵謙 1 3 1 30
范小悠 2 3 2 32 鍾懷哲 1 3 1 30
陳恩臨 2 3 2 32

二零二零年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學生
（ 最佳五科成績達30分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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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考生 5**-5級(%) 5**-3級(%) 5**-2級(%)

中文 培正 36.8% 89.2% 99.5%
全港 10.2% 57.2% 85.9%

英文 培正 34.1% 95.1% 100.0%
全港 9.7% 53.7% 79.9%

通識 培正 30.3% 91.9% 97.8%
全港 6.9% 64.6% 87.6%

數學 培正 51.4% 93.0% 98.9%
全港 14.7% 58.3% 81.4%

數學M1
(微積分與統計)

培正 33.3% 87.5% 100.0%
全港 26.9% 71.9% 86.9%

數學M2
(代數與微積分)

培正 47.1% 100.0% 100.0%
全港 36.5% 80.2% 92.0%

生物 培正 50.0% 93.9% 98.8%
全港 18.7% 71.4% 89.7%

化學 培正 66.7% 97.6% 100.0%
全港 24.5% 75.2% 87.5%

物理 培正 60.3% 92.6% 100.0%
全港 26.3% 72.5% 90.1%

資訊及通訊科技 培正 60.5% 93.0% 100.0%
全港 8.7% 52.9% 80.6%

中史 培正 25.0% 87.5% 100.0%
全港 12.5% 67.2% 90.9%

歷史 培正 25.8% 93.5% 100.0%
全港 13.2% 74.6% 94.6%

地理 培正 44.1% 89.7% 98.5%
全港 11.8% 64.3% 87.7%

經濟 培正 51.8% 95.2% 100.0%
全港 17.9% 68.2% 85.4%

文學 培正 25.0% 50.0% 75.0%
全港 13.2% 65.2% 88.5%

音樂 培正 33.3% 100.0% 100.0%
全港 22.3% 82.7% 96.4%

二零二零年中六畢業生升學人數統計
大學 中大 港大 科大 浸大 理大 城大 嶺大 教院 公大 其他 海外升學 總數

學位課程 47 27 13 3 14 12 0 0 5 8 28 157
副學士/ 

高級文憑/
基礎課程/

其他
1 3 9 1 1 1 9 25

二零二零年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統計

16



學校動態中學記要

1. 雋社校友曾路德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就

讀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成績優異，獲大學

頒發書院學業優異獎狀 (College Certificates of 

Academic Merit)。

2. 雋社校友麥凱婷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就

讀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成績優異，獲大學

頒發獎項 (Best Drawing Prizes)。

3. 哲社校友林子喬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年度

就讀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成績優異，名列

學院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 及學院榮譽獎狀

(College Head's List)，並獲大學頒發獎學金

 (Y C Liang Scholarship) (GOAL Programme 

Non-local Service-Learning Scholarship)。

4. 哲社校友羅樂生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年度

就讀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成績優異，名

列學院榮譽獎狀(College Head's List)、學院

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並獲大學頒發獎學

金 (Luk Hang Henry and Luk Kwok On Terry 

Scholarship)。

5. 哲社校友區曉琳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就

讀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成績優異，名列學院成

績優異榜 (Dean's List)。

6. 哲社校友李尚賢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

就讀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成績優異，名列學

院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獲大學頒發獎學

金 (HKSAR Government Scholarship Fund – 

Researching Out Award)。

7. 哲社校友黃慶昇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就

讀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成績優異，名列學院成

績優異榜 (Dean's List)。

畢業生消息
8. 哲社校友林嘉堯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就

讀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成績優異，獲大學頒發

獎學金 (International Enrichment Grant)。

9. 哲社校友陳安來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就

讀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地理社會科學)成績

優異，名列學院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

10. 哲社校友張盈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就讀

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宗教、哲學及倫理)成績優

異，名列學院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

11. 哲社校友黎弘毅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就

讀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中醫學及生物醫學)

成績優異，名列學院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

12. 創社校友黎祉穎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就讀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成績優異，獲大學頒

發獎學金 (Fung Scholarships)。

13. 創社校友李詠妍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就

讀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成績優異，名列學

院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並獲大學頒發獎

學金 (Chung Chi Scholarship for Excellence) 

(Kunkle and Pommerenke Scholarship 

(NFY))。

14. 創社校友姚子慰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就

讀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成績優異，獲大學

頒發獎項 (Best Drawing Prizes)。

15. 創社校友陸文妤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就

讀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成績優異，獲大學頒發

獎學金 (University Scholarship)。

16. 創社校友薛芷穎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就

讀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電影)成績優異，名列

校長榮譽榜 (President's Honour Roll)。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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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創社校友鄧曉嵐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就

讀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電影)成績優異，名列

學院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

18. 愛社校友林耀獻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

就讀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成績優異，獲

大學頒發獎學金 (Department/Programme 

Scholarships)。

19. 愛社校友劉在心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

就 讀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社 會 科 學 院 成 績 優 異 ，

獲大學頒發獎學金 (Talent  De velopment 

Scholarships)。

20. 愛社校友沈鎧霖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

就讀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成績優異，獲

大學頒發獎學金 (Chung Chi Scholarship for 

Excellence) (Dr. Charles Wang Cheung Tze and 

Mrs. Wang Chan Yuk Man Scholarship) 、學院

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

21. 愛社校友黃天穎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就

讀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成績優異，獲大學

頒發獎學金 (GOAL Programme Scholarship) 

(Zengzik Scholarship for Social Justice 

Journalism)。

22. 愛社校友梁彩意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就

讀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成績優異，獲大學頒發

獎學金 (University's Scholarship Scheme for 

Continu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23. 臻社校友盧逾仲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就

讀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成績優異，名列學

院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

24. 臻社校友蔡依彤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就

讀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社 會 科 學 院 成 績 優 異 ， 獲

大學頒發獎學金 (Admission Scholarships 

for Local Students)、榮譽新生獎(Honours 

at Entrance)、外展體驗獎 (Reaching Out 

Award)、名列學院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

25. 臻社校友饒沛樂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度就

讀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成績優異，名列學

院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並獲大學頒發獎學

金 (Admission Scholarships for Local Students

及Yee Sui Cheong Memorial Scholarship)、外

展體驗獎 (Reaching Out Award)、榮譽新生獎

(Honours at Entrance)。

26. 臻社校友陳珊珊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就

讀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成績優異，名列學院成

績優異榜 (Dean's List)。

27. 臻社校友容芷茵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就

讀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成績優異，獲大學頒

發獎學金 (HKSAR Government Scholarship) 

(University Scholarship)。

28. 臻社校友陳安祈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

就讀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公關及廣告)成績

優異，名列校長榮譽榜 (President's Honour 

Roll)。

29. 臻社校友陳穎彤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就

讀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成績優異，名列

學院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

30. 臻社校友溫寶渝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就

讀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社會科

學)，名列學院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

31. 臻社校友羅進曦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就

讀香港浸會大學理學院(計算機科學)成績優異，

名列校長榮譽榜 (President's Honour Roll)、學

院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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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臻社校友任穎珊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就

讀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歷史)成績優異，名

列學院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

33. 臻社校友蘇賢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就讀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體育及康樂管理)成績

優異，名列學院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

34. 臻社校友曾憲維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就

讀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歷史及通識教學教育)成

績優異，名列學院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

35. 君社校友馮廸思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就

讀香港浸會大學理學院(商業計算及數據分析)成

績優異，名列學院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

36. 君社校友盧樂瑤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香

港浸會大學文學院(英國語言文學及英語教學

教育)成績優異，名列學院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

37. 君社校友顏厲行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香

港浸會大學文學院(創意產業音樂)成績優異，名

列學院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

38. 君社校友曾樂勤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就

讀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成績優異，名列學院

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獲大學頒發獎學金 

(University Scholarship)。

39. 君社校友黃皓桁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就

讀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成績優異，名列學院成

績優異榜 (Dean's List)。

40. 君社校友陳世協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

就讀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成績優異，獲大學

頒發獎學金 (The Commercial Radio 50th 

Anniversary Scholarship)。

41. 君社校友溫學蘊於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就

讀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名列

學院成績優異榜 (Dean's List)。

42. 奕社校友陳城臻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入讀

香港科技大學入學成績優異，獲大學頒發獎學

金 (HKUST Dean of Engineering Scholarship 

2020)。

43. 奕社校友黃嘉雯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入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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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校友至善獎學金─

培正旭社獎學金。

44. 奕社校友陳詩朗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入讀

香港中文大學入學，因中學課外活動表現優

異，獲大學頒發崇基學院優異課外活動新生獎

學金。

45. 奕社校友張沛笙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入讀

香港中文大學入學，因中學課外活動表現優

異，獲大學頒發崇基學院優異課外活動新生獎

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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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期考
中一至中六各級優異生、勤學生名單

優異生
中一信
中一望
中一愛
中一光
中一善
中一正

陳以芯  陳彥嵐  賴巧翹  李道生  黃漢傑
何卓鏗  賴心絃  林皜敏  盧珮詩  鄧向溢  
劉智恩  談安行  黃朗嘉  
陳熙瞳  林芷澄  葉靈鋒  
楊沛錂  
植康祺  關子淇  林曉澄  沈思維

中三信
中三望
中三愛
中三光
中三正

葉朗希  吳祖樂  容心玥
陳泰亨  葉子聰
曾憲鈞
徐 希
陳柏羲  馮佩琦  吳子雋  鄧芷朗  黃延彰

中二信
中二望

中二愛
中二光
中二善
中二正

連以心  吳諾恩  王爾臻
范皓僑  馮潔芯  詹子鎏  高凱翹  林施朗  
黃浩桐
何文僖  李晴恩  潘悅晴  黃天悅
張萃菁  蔡湧信  葉浩林
歐若林  陳玥爾  蔡浩朗  盧俊嶬  黃皓澄
郭思言  尹靖文  楊栢喬  莫一樂

中四信
中四愛
中四正

邵如雪
吳梓銘
焦采溢  吳哲朗  黃瑞豐  姚涵瑛  楊汶璁

中五望
中五善
中五正

陳祉軒  柁 鈴
林靜嵐
陳量婷  鄺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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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憬童  蔣日僖  盧天諾  丁天悅  黃穎心  
王奕雯  
陳恩琳  許玥瑜  林允賢  李雪溱  羅浚彥  
潘在霖  任天馳  
馮曉揚  劉海晴  李康悠  馬森樂  譚鎧忻  
黃思銘  王子軒  楊樂偲
陳凱琦  陳彥弟  何柏樂  江涴瀠  林 浩  
林悅晴  李浩泓  佘婥然
鄭羽辛  卓瑞姸  何頌恩  林詠堯  劉浩陽  
李倩臨  黃柏諭
李心悅  魏弘正  蘇芷蔚  曾凱光  曾樂霖

中四望
中四愛
中四光
中四善

中四正

陳上恩  陳鴻興  譚馨怡  徐啟朗
張蕙然  林嘉軒  李家悅  梁靖欣  蘇洛弘  尹卓瑩  
陳 悅  鄧 燊  李珈汶  連韋澄  潘曉晴  施玉兒
陳可桐  陳煥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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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浩霖  劉覺恩  羅卓希  李歷安  
吳仲翹  譚曉晴  王鈺錕  黃亭嘉
岑杏琳  翟凱澄  陳柏嘉  陳曉約  陳有駿  鄭思律  
張文彥  鍾恩信  樊子晞  符哲滔  胡穎琪  郭芊璇  
林正童  林日東  劉詠茵  李傑正  李以正  倫芷悠  
龍瑞希  羅安琪  馬樂茵  馬肇煒  唐鄯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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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毅泓  李海柔  龍卓琳
朱欣晴  謝思行  龔令剛  黎竣皓  石巧晴  
吳詠欣  葉松昀  楊曉雯  楊皓晴  屈凱澄
張凱晴  周駿祺  馮奧思  黃卓翹  余蔚淳
陳善樂  張菲彤  鄒凱喬  張婉淳  黃詠睎  
郭正軒  麥禮謙  溫劭祈  黃恩睎
陳芷晞  鄭思悅  林子皓  劉曉揚  黃 進  
王嘉建  黃映蒨
何翊蓁  郭子楷  郭倚祈  林穎雅  劉心妍  
李俊謙  梁鈞皓  雷棨睎  莫一樂  柯栩華
黃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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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俊豪  黃皓研  蔡悅言  莊旻穎  
樊藹霖  文惠怡
吳宇康  庾藹嵐
歐子榆  張紫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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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玉琂  麥可欣
陳以諾  周溰晉
蔡昊朗  徐君陶  鍾 晴  林子軒  黃朗晴  
楊彥彤
陳學賢  章皓朗  章詩晴  植向峰  黃文禮  
黃衠凝  姚洁林
張藝翰  何樂怡  李嘉尚  呂卓謙  蘇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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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學校動態中學記要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獲頒獎狀學生名單
品學兼優獎 陳籽潼  6C 關朗曦  6F

學業成績優良獎

李道生  1A 盧珮詩  1B 黃朗嘉  1C 陳熙瞳  1D 楊沛錂  1E 關子淇  1F
吳諾恩  2A 林施朗  2B 李晴恩  2C 蔡湧信  2D 蔡浩朗  2E 楊栢喬  2F
吳祖樂  3A
容心玥  3A 葉子聰  3B 曾憲鈞  3C 徐 希  3D 蘇羽年  3E 黃延彰  3F

邵如雪  4A 徐啟朗  4B 吳梓銘  4C 施玉兒  4D 鄭芷晴  4E 焦采溢  4F
麥知言  5A 陳祉軒  5B 樊藹霖  5C 吳宇康  5D 林靜嵐  5E 鄺 達  5F
張詩晴  6A 范小悠  6B 陳籽潼  6C 林天晴  6D 陳悅雯  6E 關朗曦  6F

林英豪獎 (學業成績優異) 關朗曦  6F 潘博文  6F 陳籽潼  6C 范小悠  6B 張沛笙  6F

學業成績進步獎

盧天諾  1A 郭文迅  1B 梁善知  1C 陳芷彥  1D 袁楚嵐  1E 曾樂霖  1F
張希桐  2A 許芷欣  2B 陸綺婷  2C 鄒凱喬  2D 李灝章  2E 李欣允  2F
黃海瑤  3A 鍾子文  3B 林子軒  3C 許希怡  3D 譚浚尉  3E 潘子皓  3F
盧雪藍  4A 陳上恩  4B 梁懷牽  4C 葉皓泓  4D 植家祺  4E 翟凱澄  4F
廖承希  5A 盧雅姿  5B 李華雋  5C 陳麗嵐  5D 蔡欣希  5E 羅浚樂  5F

操行獎

李道生  1A 盧珮詩  1B 楊樂偲  1C 陳熙瞳  1D 卓瑞妍  1E 林曉澄  1F
連以心  2A 林施朗  2B 陳可晴  2C 麥禮謙  2D 黃皓澄  2E 楊栢喬  2F
李泳澄  3A 葉沚喬  3B 曾憲鈞  3C 章皓朗  3D 阮 晴  3E 鄭巧璇  3F
邵如雪  4A 黃婕妤  4B 吳梓銘  4C 施玉兒  4D 吳仲翹  4E 焦采溢  4F
李止允  5A 梁鈞凱  5B 蔡悅言  5C 庾藹嵐  5D 姚旻希  5E 陳量婷  5F
張詩晴  6A 謝依霖  6B 余樂軒  6C 彭皕孜  6D 侯思薇  6E 關朗曦  6F

服務獎

陳彥嵐  1A 高穎勤  1A 陸熙哲  1A 潘在霖  1B 任天馳  1B 葉愷信  1B
譚鎧忻  1C 唐翊琳  1C 梁家橋  1D 吳卓禧  1D 佘婥然  1D 周柏森  1F
劉懷謙  1F 曾凱光  1F 區孝勤  2A 李海柔  2A 王爾臻  2A 范皓僑  2B
許芷欣  2B 龔令剛  2B 林梓瑞  2C 黃卓翹  2C 鄺心悅  2D 李心靜  2D
薛諾行  2D 陳鈞澤  2E 黃 進  2E 郭思言  2F 彭敬朗  2F 尹靖文  2F
陳僅彤  3A 李敬生  3A 容心玥  3A 何卓殷  3B 梁晉騏  3B 楊禮謙  3B
黃朗晴  3C 植向峰  3D 蔡昊霖  3D 姚洁林  3D 張安迪  3E 何樂怡  3E
蘇羽年  3E 關少翀  3F 李樂軒  4A 廖珮婷  4A 汪夏禾  4A 陳奕文  4B
徐啟朗  4B 王欣同  4B 區梓雋  4C 黎穎忻  4C 蘇洛弘  4C 陳明真  4D
周樂恒  4D 楊樂琛  4D 陳可桐  4E 葉 澄  4E 羅卓希  4E 馬肇煒  4F
唐鄯恆  4F 黃諾謙  4F 凌溢朗  5A 蔡一非  5A 殷文謙  5A 陳穎恩  5B
陳彥琪  5B 梁鈞凱  5B 莊旻穎  5C 樊藹霖  5C 容朗天  5C 歐陽天晴 5D
林棹昕  5D 黃耀陞  5D 周樂晴  5E 羅星俞  5E 余穎欣  5E 王蔚瑤  5F

週記獎

陳以芯  1A 陳彥嵐  1A 蔣日僖  1A 賴巧翹  1A 李道生  1A 許天正  1C
梁善知  1C 談安行  1C 陳熙瞳  1D 李浩泓  1D 葉靈鋒  1D 周曉樂  1E
林卓晞  1E 楊沛錂  1E 吳子柔  1F 李主禧  2A 施津怡  2A 尹嘉賢  2A
黃樂欣  2A 陳柏豪  2D 周雅妍  2D 謝思遠  2D 黃詠睎  2D 鄺心悅  2D
鄭思悅  2E 劉曉揚  2E 盧俊嶬  2E 黃皓澄  2E 黃映蒨  2E 馮雅媛  3E
庾霽昊  3E 陳柏嘉  4F 陳曉約  4F 鄭思律  4F 胡穎琪  4F 郭芊璇  4F
葉巧雯  5A 陳彥琪  5B 周曉陶  5B 李皓誼  5B 李逸詩  5B 柁 鈴  5B
莊旻穎  5C 關心怡  5C 劉馥嫻  5C 陸綺彤  5C 伍逸木  5C

聖經獎

李道生  1A 盧珮詩  1B 黃朗嘉  1C 江涴瀠  1D 袁楚嵐  1E 關子淇  1F
張希桐  2A 朱欣晴  2B 潘悅晴  2C 黃詠晞  2D 黃皓澄  2E 郭思言  2F
麥可欣  3A 葉子聰  3B 曾憲鈞  3C 姚洁林  3D 張安迪  3E 馮佩琦  3F
姚樂儀  4A 劉心弦  4B 吳梓銘  4C 陳 悅  4D 植家祺  4E 焦采溢  4F
羅永悅  6A 楊雅雯  6B 何式琦  6C 黃樂恩  6D 梁紫惠  6E 張沛笙  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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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獎學金得獎者名單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黃汝光博士紀念基金獎學金(社長服務優良) 陳彥嵐 信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社長服務優良) 陳彥嵐 信
周公諒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優異) 陳彥嵐 信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陳彥嵐 信
李文健老師紀念獎學金(英文科成績進步獎) 張卓成 信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曹皓天 信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蔣日僖 信

王祖詒老師紀念獎學金(初中書法比賽成績優異) 高穎勤 信
高雁雲老師紀念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李道生 信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李道生 信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李道生 信

張春煦老師紀念夫君廖師沅先生獎學金
(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李道生 信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黃漢傑 信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黃穎心 信
李文健老師紀念獎學金(英文科成績進步獎) 陳樂晴 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陳樂晴 望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李雪溱 望

朱達三老師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盧珮詩 望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盧珮詩 望
謝恩獎學金(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盧珮詩 望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電腦科成績優異) 盧珮詩 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盧珮詩 望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盧珮詩 望
一九六六年級皓社獎學金(人文科成績優異) 盧珮詩 望
劉彩恩老師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盧珮詩 望
張春煦老師紀念夫君廖師沅先生獎學金
(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盧珮詩 望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盧珮詩 望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成績優異) 盧珮詩 望

史帶獎學金(英語會話傑出表現) 邵愉雅 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杜羨恩 望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電腦科成績優異) 葉愷信 望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陳晞裴 愛

李文健老師紀念獎學金(英文科成績進步獎) 何諾祈 愛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品行優良男生) 談安行 愛

張春煦老師紀念夫君廖師沅先生獎學金
(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談安行 愛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談安行 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黃朗嘉 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黃思銘 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陳熙瞳 光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最佳進步獎) 陳芷彥 光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張薾云 光
李文健老師紀念獎學金(英文科成績進步獎) 馮其鏗 光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冼澤康 光

王祖詒老師紀念獎學金
(初中書法比賽成績優異) 王小北 光

張春煦老師紀念夫君廖師沅先生獎學金
(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葉靈鋒 光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葉靈鋒 光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鄭羽辛 善
黃逸樵老師紀念獎學金
(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鄭羽辛 善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梅雋霆 善

李文健老師紀念獎學金(英文科成績進步獎) 溫梓淇 善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王亦山 善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楊沛錂 善
張春煦老師紀念夫君廖師沅先生獎學金
(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楊沛錂 善

李文健老師紀念獎學金(英文科成績進步獎) 陳栢熙 正
一九五八年級銳社北美同學獎學金
(學業成績優良) 鄭清源 正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張珍亮 正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品行優良女生) 關子淇 正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關子淇 正
張春煦老師紀念夫君廖師沅先生獎學金
(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沈思維 正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沈思維 正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曾樂霖 正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黃正濤 正
孫瑋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創作比賽成績優異) 楊悅霏 正

中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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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年級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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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最佳進步獎) 張希桐 信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李主禧 信

梁玉愛老師紀念獎學金(英文科成績進步獎) 龍卓琳 信
謝恩獎學金(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吳諾恩 信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吳諾恩 信
張春煦老師紀念夫君廖師沅先生獎學金
(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吳諾恩 信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吳諾恩 信
孫瑋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創作比賽成績優異) 王爾臻 信
黃汝光博士紀念基金獎學金(社長服務優良) 范皓僑 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社長服務優良) 范皓僑 望
孫瑋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創作比賽成績優異) 馮潔芯 望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最佳進步學生) 許芷欣 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龔令剛 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林施朗 望
張春煦老師紀念夫君廖師沅先生獎學金
(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林施朗 望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林施朗 望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石巧晴 望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黃浩桐 望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黃浩桐 望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黃浩桐 望
梁玉愛老師紀念獎學金(英文科成績進步獎) 胡朗晞 望
王擴實李璧華伉儷紀念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最佳進步) 胡朗晞 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蔡家逸 愛
梁玉愛老師紀念獎學金(英文科成績進步獎) 何臻藍 愛
羅雪婉女士紀念韓建勳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何文僖 愛

盧太夫人獎學金(家政科成績優異) 李晴恩 愛
高雁雲老師紀念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李晴恩 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李晴恩 愛
張春煦老師紀念夫君廖師沅先生獎學金
(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李晴恩 愛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最佳進步學生) 陸綺婷 愛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潘悅晴 愛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黃卓翹 愛

梁玉愛老師紀念獎學金(英文科成績進步獎) 陳柏豪 光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陳善樂 光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陳善樂 光
黃逸樵老師紀念獎學金
(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陳善樂 光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最佳進步學生) 鄒凱喬 光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史帶獎學金(校外科學比賽成績優異) 張萃菁 光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蔡湧信 光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蔡湧信 光
史帶獎學金(校外科學比賽成績優異) 蔡湧信 光
張春煦老師紀念夫君廖師沅先生獎學金
(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蔡湧信 光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鄺心悅 光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電腦科成績優異) 麥禮謙 光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麥禮謙 光

史帶獎學金(校外科學比賽成績優異) 黃恩睎 光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葉浩林 光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俞    磊 光
一九五八年級銳社北美同學獎學金
(學業成績優良) 陳玥爾 善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蔡浩朗 善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蔡浩朗 善
史帶獎學金(校外科學比賽成績優異) 蔡浩朗 善
張春煦老師紀念夫君廖師沅先生獎學金
(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蔡浩朗 善

梁玉愛老師紀念獎學金(英文科成績進步獎) 劉曉揚 善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劉曉揚 善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最佳進步學生) 李灝章 善

朱達三老師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黃    進 善
胡英才先生紀念獎學金(設計科技科成績優異) 黃    進 善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黃    進 善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黃    進 善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品行優良女生) 黃皓澄 善

史帶獎學金(英語會話傑出表現) 王嘉建 善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王慧琪 善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郭思言 正
一九六六年級皓社獎學金(人文科成績優異) 郭思言 正
梁玉愛老師紀念獎學金(英文科成績進步獎) 李欣允 正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最佳進步學生) 李欣允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科學比賽成績優異) 李翊華 正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黃寶萱 正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黃寶萱 正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楊栢喬 正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品行優良男生) 楊栢喬 正

周公諒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優異) 楊栢喬 正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楊栢喬 正
張春煦老師紀念夫君廖師沅先生獎學金
(綜合科學科成績優異) 楊栢喬 正

張華羅老師紀念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楊栢喬 正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成績優異) 楊栢喬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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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年級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陳顥洋 信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陳僅彤 信
一九六四年級協社金禧獎學金(傑出服務生) 鄭樂瑤 信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高兆廷 信
紅藍獎學金(初中音樂科成績優異) 麥可欣 信
周公諒老師紀念獎學金(中國歷史科成績優異) 吳祖樂 信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吳祖樂 信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吳祖樂 信
王擴實李璧華伉儷紀念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最佳進步) 黃海瑤 信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最佳進步學生) 黃海瑤 信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最佳進步獎) 黃海瑤 信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容心玥 信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容心玥 信
李廷棟夫人紀念李廷棟醫生獎學金
(生物科成績優異) 陳泰亨 望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陳以諾 望
史帶獎學金(校外科學比賽成績優異) 周溰晉 望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最佳進步學生) 鍾子文 望
王祖詒老師紀念獎學金
(初中書法比賽成績優異) 何卓殷 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蘇惜賢 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葉子聰 望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徐君陶 愛
史帶獎學金(校外科學比賽成績優異) 方皓謙 愛
史帶獎學金(校外生物比賽成績優異) 方皓謙 愛
史帶獎學金(英語會話傑出表現) 許詩曼 愛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最佳進步學生) 林子軒 愛
紅藍獎學金(初中藝術科成績優異) 戴尚瑤 愛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品行優良男生) 曾憲鈞 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曾憲鈞 愛
紅藍獎學金(初中體育科成績優異) 曾憲鈞 愛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黃凱翔 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黃柏勵 愛
劉彩恩老師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陳學賢 光
史帶獎學金(校外科學比賽成績優異) 陳學賢 光
黃汝光博士紀念基金獎學金(社長服務優良) 植向峰 光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社長服務優良) 植向峰 光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徐    希 光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周沐恩 光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最佳進步學生) 許希怡 光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林良鍵 光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電腦科成績優異) 黃文禮 光
劉彩恩老師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陳昌澤 善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何樂怡 善
一九五八年級銳社北美同學獎學金
(學業成績優良) 黎心悅 善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蘇羽年 善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蘇羽年 善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最佳進步學生) 譚浚尉 善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余紹霖 善
高雁雲老師紀念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陳柏羲 正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歷史科成績優異) 陳柏羲 正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陳柏羲 正
周公諒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優異) 馮佩琦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馮佩琦 正
黃逸樵老師紀念獎學金
(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馮佩琦 正
張春煦老師紀念家翁廖徽芝先生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呂䓪賢 正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品行優良女生) 吳靖晴 正
真社三十五周年紀念獎學金(地理科成績優異) 吳子雋 正
一九六六年級皓社獎學金(人文科成績優異) 吳子雋 正
一九七八年級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最佳進步學生) 潘子皓 正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鄧芷朗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科學比賽成績優異) 鄧芷朗 正
朱達三老師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黃延彰 正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黃延彰 正
李廷棟夫人紀念李廷棟醫生獎學金
(物理科成績優異) 黃延彰 正
張啟滇老師紀念獎學金(化學科成績優異) 黃延彰 正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黃延彰 正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黃延彰 正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中文科、英文科及數學科成績優異) 黃延彰 正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陳啟潛老師紀念獎學金(人文學科成績優異) 鍾浩程 信
周公諒老師紀念獎學金(中國歷史科成績優異) 邵如雪 信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邵如雪 信
林天蔚老師紀念獎學金(歷史科成績優異) 邵如雪 信
陳啟潛老師紀念獎學金(人文學科成績優異) 邵如雪 信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黃楹雅 信

中四年級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王擴實李璧華伉儷紀念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最佳進步) 陳奕文 望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異) 徐啟朗 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徐啟朗 望
周麗兒老師紀念獎學金(操行進步獎) 關皓澄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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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梁泳釗醫生紀念獎學金(學業成績優良) 馬梓馨 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史俊希 望
周公諒老師紀念獎學金(中國文學科成績優異) 韓    穎 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李家悅 愛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品行優良女生) 吳梓銘 愛

利榮達先生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吳梓銘 愛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吳梓銘 愛
黃汝光博士紀念基金獎學金(社長服務優良) 吳梓銘 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社長服務優良) 吳梓銘 愛
周公諒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優異) 吳梓銘 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吳梓銘 愛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品行優良男生) 蘇洛弘 愛

史帶獎學金(校外生物比賽成績優異) 趙紳寶 光
李廷棟夫人紀念李廷棟醫生獎學金
(銀樂隊服務優良) 何旨悠 光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李俊煒 光
史帶獎學金(校外生物比賽成績優異) 李俊煒 光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施玉兒 光
一九五八年級銳社北美同學獎學金
(學業成績優良) 施玉兒 光

史帶獎學金(校外生物比賽成績優異) 楊詩慧 光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最佳進步獎) 葉皓泓 光
李廷棟夫人紀念李廷棟醫生獎學金
(生物科成績優異) 鄭芷晴 善

趙鈞淇趙鈞浩先生紀念趙熙垣翁獎學金
(地理科成績優異) 鄭芷晴 善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鄭芷晴 善
史帶獎學金(校外生物比賽成績優異) 鄭芷晴 善
謝恩獎學金(聖經成績優異) 植家祺 善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范日稀 善
趙民重先生紀念趙國俊翁獎學金
(經濟科成績優異) 王鈺錕 善

史帶獎學金(校外生物比賽成績優異) 袁浩軒 善
謝恩獎學金(體育科成績優異) 譚曉晴 善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岑杏琳 正
梁泳釗醫生紀念獎學金(學業成績優良) 岑杏琳 正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鄭思律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科學比賽成績優異) 鄭思律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生物比賽成績優異) 鄭思律 正
吳宣倫吳胡淑慈伉儷獎學金
(成績優異升讀本校中四級) 鄭思律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生物比賽成績優異) 張文彥 正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焦采溢 正

中五年級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孫瑋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創作比賽成績優異) 李芷薏 信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麥知言 信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麥知言 信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王祖詒老師紀念獎學金(物理科成績優異) 焦采溢 正
張啟滇老師紀念獎學金(化學科成績優異) 焦采溢 正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焦采溢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焦采溢 正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焦采溢 正
一九七六年級捷社致敬林贊孫老師獎學金
(中文科及化學科成績優異) 焦采溢 正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中文科、
英文科、數學科及通識科成績優異) 焦采溢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焦采溢 正
吳宣倫吳胡淑慈伉儷獎學金
(成績優異升讀本校中四級) 焦采溢 正

孫瑋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創作比賽成績優異) 郭芊璇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生物比賽成績優異) 林日東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生物比賽成績優異) 劉詠茵 正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羅安琪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羅安琪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生物比賽成績優異) 李以正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梁家朗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龍瑞希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生物比賽成績優異) 馬肇煒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吳哲朗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姚涵瑛 正
美東培正培道同學會紀念李故校長錦綸先生
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葉穎瑜 正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葉穎瑜 正
史帶獎學金(英語會話傑出表現) 葉穎瑜 正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數學科(理組)成績優異) 楊汶璁 正
高雁雲老師紀念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楊汶璁 正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電腦科成績優異) 楊汶璁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楊汶璁 正
一九六六年級皓社獎學金(通識科成績優異) 楊汶璁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楊汶璁 正
黃逸樵老師紀念獎學金
(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楊汶璁 正

林藻勇老師紀念獎學金
(校外資訊科技及創意設計成績優異) 楊汶璁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王俊稀 正
林藻勇老師紀念獎學金
(校外資訊科技及創意設計成績優異) 王俊稀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黃梓謙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黃梓謙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甄梓濠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甄梓濠 正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陳祉軒 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陳祉軒 望
黃逸樵老師紀念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陳祉軒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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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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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祖詒老師紀念獎學金(物理科成績優異) 陳祉軒 望
汪鎮國先生獎學金(數學科成績優異) 陳祉軒 望
李俊庭老師紀念獎學金(學生長服務優良) 周曉陶 望
陳文彬先生紀念陳國勳翁獎學金
(音樂科成績優異) 方諾恩 望

一九五五年級忠社金禧獎學金(服務優良) 高楚嵐 望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最佳進步獎) 盧雅姿 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勞蘊霖 望
一九五八年級銳社北美同學獎學金
(學業成績優良) 施紫茵 望

孫瑋老師紀念獎學金
(中文創作比賽成績優異) 柁    鈴 望

周公諒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優異) 柁    鈴 望
周公諒老師紀念獎學金
(中國文學科成績優異) 柁    鈴 望

林天蔚老師紀念獎學金(歷史科成績優異) 柁    鈴 望
美東培正培道同學會紀念李故校長錦綸先生
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黃君彥 望

伍治澄女士紀念姐丈李孟標校長獎學金
(聖經科成績優異) 莊旻穎 愛

梅李美煥女士獎學金(地理科成績優異) 莊旻穎 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樊藹霖 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關心怡 愛
史帶獎學金(校外生物比賽成績優異) 鍾天朗 光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吳宇康 光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杜焯樂 光
王擴實李璧華伉儷紀念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最佳進步) 庾澄稀 光

梁泳釗醫生紀念獎學金(學業成績優良) 陳穎瑤 善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陳    溢 善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林靜嵐 善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林靜嵐 善
史帶獎學金(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林靜嵐 善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一九七六年級捷社致敬林贊孫老師獎學金
(中文科及化學科成績優異) 林靜嵐 善

一九六六年級皓社獎學金(通識科成績優異) 林靜嵐 善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品行優良男生) 羅星俞 善

胡英才先生紀念獎學金(生物科成績優異) 孫詠晞 善
史帶獎學金(校外生物比賽成績優異) 黃詩淇 善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品行優良女生) 陳量婷 正

張啟滇老師紀念獎學金(化學科成績優異) 陳量婷 正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陳凱琳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陳子賢 正
黃逸樵、梁君偉、林敏初老師獎學金
(數學科成績優異) 陳子賢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鄭琛穎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生物比賽成績優異) 錢紀妍 正
史帶獎學金(英語會話傑出表現) 鄺    達 正
美東培正培道同學會紀念李故校長錦綸先生
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鄺    達 正

高雁雲老師紀念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鄺    達 正
楊國雄博士伉儷獎學金(電腦科成績優異) 鄺    達 正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鄺    達 正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中文科、
英文科、數學科及通識科成績優異) 鄺    達 正

林藻勇老師紀念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及創意
設計成績優異) 劉芷儀 正

黃汝光博士紀念基金獎學金(社長服務優良) 羅浚樂 正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社長服務優良) 羅浚樂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潘逸朗 正
趙鈞淇趙鈞浩先生紀念趙熙垣翁獎學金
(中國歷史科成績優異) 孫弘毅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黃浩楠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黃凱聰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黃浩楠 正
美東培正培道同學會紀念本校九十五周年校
慶獎學金(藝術科成績優異) 王蔚瑤 正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余守初余伯偉父子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張詩晴 信
黃增玲先生獎學金(中國歷史科成績優異) 吳家鋒 信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王嘉謙 信
林英豪獎(學業成績優異) 范小悠 望
美東培正培道同學會紀念李故校長錦綸先生
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范小悠 望
余守初余伯偉父子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范小悠 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何卓朗 望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林皚婷 望
黃增玲先生獎學金(歷史科成績優異) 梁梓樂 望
一九五五年級忠社紀念羅慷烈老師獎學金
(中國文學科成績優異) 黃旭緯 望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陳籽潼 愛

中六年級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林英豪獎(學業成績優異) 陳籽潼 愛
黃增玲先生獎學金(地理科成績優異) 陳籽潼 愛
余守初余伯偉父子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陳籽潼 愛
一九五五年級忠社金禧獎學金(品學兼優) 陳籽潼 愛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品學兼優) 陳籽潼 愛
王國璇會佐紀念獎學金(聖經科成績優異) 何式琦 愛
黃增玲先生獎學金(數學科(文組)成績優異) 梁詠然 愛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王愷蕎 愛
王擴實李璧華伉儷紀念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最佳進步) 陳卓怡 光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陳紀言 光
余守初余伯偉父子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林天晴 光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體藝服務綜合表現優異) 劉采君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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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一九五五年級忠社紀念關存英老師獎學金
(中文科成績優異) 彭皕孜 光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品行優良女生) 彭皕孜 光
一九六六年級皓社獎學金(通識科成績優異) 彭皕孜 光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貝恩雅 善
余守初余伯偉父子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陳悅雯 善
一九七六年級捷社致敬林贊孫老師獎學金
(中文科及化學科成績優異) 陳悅雯 善
美東培正培道同學會紀念李故校長錦綸先生
獎學金(英文科成績優異) 賴頌恩 善
黃增玲先生獎學金(經濟科成績優異) 蘇詠然 善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體藝服務綜合表現優異) 黃澤欣 善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學生會服務優良) 黃嘉雯 善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社長服務優良) 黃嘉雯 善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社長服務優良) 黃嘉雯 善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體藝服務綜合表現優異) 黃衠瑤 善
何鴻佳伉儷紀念獎學金(服務優良) 陳恩臨 正
汪鎮國先生獎學金(電腦科成績優異) 鄭希哲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鄭希哲 正
林藻勇老師紀念獎學金
(校外資訊科技及創意設計成績優異) 鄭希哲 正
林英豪獎(學業成績優異) 張沛笙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數學比賽成績優異) 張沛笙 正
汪鎮國先生獎學金(生物科成績優異) 張沛笙 正
一九七四年級基社紀念羅蔭權教授物理獎學
金(物理科成績優異) 徐勵謙 正
培正中學教職員會紀念本校六十五周年校慶
獎學金(中學畢業班教職員子女成績優異) 鍾懷哲 正

畢業班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一九六九年級昇社致敬陳允武老師榮休獎學
金(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物理科成績優異) 周朗聰 君社
史帶獎學金(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語文成績優異
並在本港大學主修語文相關學科) 林翠怡 愛社
史帶獎學金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陳正睿 君社
史帶獎學金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林皚婷 君社
史帶獎學金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林玿瑜 君社
史帶獎學金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羅皚殷 君社
史帶獎學金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廖曼旭 君社
史帶獎學金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劉映廷 君社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史帶獎學金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雷震豪 君社
史帶獎學金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黃鈺芝 君社
史帶獎學金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黃鈺瑩 君社
史帶獎學金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楊思卓 君社
史帶獎學金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葉譯涵 君社
史帶獎學金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文及英文科成績優異) 葉卓穎 君社
史帶獎學金(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生物成績優異
並在本港大學主修醫護相關學科) 葉卓穎 君社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優異) 葉卓穎 君社

獎學金項目 得獎者 班別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鍾懷哲 正
梁寒操老師紀念獎學金(中文科成績進步獎) 蔡逸曦 正
一九七四年級基社紀念羅蔭權教授物理獎學
金(物理科成績優異) 關朗曦 正
李孟標校長及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品行優良男生) 關朗曦 正
余守初余伯偉父子紀念獎學金(班成績優異) 關朗曦 正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學業成績優異) 關朗曦 正
林英豪獎(學業成績優異) 關朗曦 正
一九五五年級忠社金禧獎學金(品學兼優) 關朗曦 正
黃故校長啟明先生紀念獎學金(品學兼優) 關朗曦 正
張啟滇老師紀念獎學金(化學科成績優異) 關朗曦 正
一九二四年級群社獎學金(體育科成績優異) 梁鈞樂 正
一九六四年級協社金禧獎學金(傑出運動員) 梁鈞樂 正
一九七四年級基社紀念羅蔭權教授物理獎學
金(物理科成績優異) 吳思卓 正
香港培正中學家長教師會獎學金(中文科、
英文科、數學科及通識科成績優異) 吳思卓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吳有孚 正
林子豐博士獎學金(數學科(理組)成績優異) 潘博文 正
一九五五年級忠社致敬張啟滇老師化學獎學
金(化學科成績優異) 潘博文 正
林英豪獎(學業成績優異) 潘博文 正
一九五八年級銳社北美同學獎學金
(學業成績優良) 衛家熙 正
梁泳釗醫生紀念獎學金(學業成績優良) 衛家熙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衛家熙 正
林藻勇老師紀念獎學金
(校外資訊科技及創意設計成績優異) 衛家熙 正
史帶獎學金(校外資訊科技比賽成績優異) 袁樂勤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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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新聘教職員

獲任重道遠獎、長期服務獎及榮休教職員

1) 陸迪生先生(1995年健社) 
職  務： 教師 
學  歷：香港教育學院中學教育榮譽學士，
 主修體育及運動科學
           香港教育學院中學教育證書課程，
 主修體育、副修中文
任教科目：中一至中六體育兼任訓導助理

2)黃小娟女士(2005年廉社)
職  務： 教師 
學  歷：香港中文大學文學碩士，
 主修中國語言及文學
  香港大學文學士，
 主修中國語言及文學、比較文學
   香港中文大學學位教師教育文憑，
 主修中文教育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輔導專業文憑
任教科目：中一、中四中文、中三中史

3) 熊偉靖女士
職  務：教師
學  歷：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
 主修語言學及翻譯、副修西班牙語
任教科目：中一至中二中文、中一中史

4) 徐鑰因女士
職  務：助理教師
學  歷：香港科技大學理學士，主修生物科學
任教科目：中一至中二科學

 5) 張灝樑先生
職  務：實驗室技術員 (化學室)
學  歷：香港城市大學理學士，主修化學

6) 周嘉玲女士
職  務：中文科教學助理
學  歷：香港城市大學文學碩士，主修中文
   香港樹仁大學(榮譽)文學士，
 主修中國語言文學

   二零一九年度任重道遠獎、長期服務獎及榮休紀念品已於二零一九年七月廿四日全體教職員會上
由何力高校長頒發。任重道遠獎是表揚在一整學年沒有遲到和病假的教職員。

獲任重道遠獎同工

陳孟斌老師、陳雁容老師、甘麗芳老師、關旻浩老師、羅子揚老師、羅恩銘老師、李冠儀老師、
李敏儀老師、梁偉雄老師、梁文傑老師、梁廼文老師、龍麗貞老師、馬億洋老師、蘇栢楊老師、
司徒志輝老師、譚嘉銘老師、尹重儀老師、黃志偉老師、黃祖佑老師、黃子榮老師、葉天健老師、
周錦棠先生、謝寶倫先生及梁麗娟女士。

獲重道遠獎教職員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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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長期服務獎同工及榮休同工

服務三十年

服務二十年

服務十年

榮休

潘嘉衡老師 梁廼文副校長

葉劍初先生

梁子敏老師

鄭英煒老師 楊新苗老師

鄧慧漣女士 張偉強先生（鄭景亮副校長補頒）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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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 名 職稱／授課科目
00 何建宗 校監
01 何力高 校長/ 戲劇
02 鍾偉東 副校長/ 電腦                    
03 梁廼文 副校長/ 生物
04 李敏儀 副校長/ 中文科主任II/ 中文

05 黃子榮 助理校長/ 學務主任/ 化學科主任/     
化學  科學                

06 李灝峰 助理校長/ 助理數學科主任/  數學                 
延伸數學

07 梁振忠 基督教事工主任 / 歷史 生命教育 
08 歐震國 訓導主任/ 數學
09 尹重儀 輔導主任/ 數學         
10 呂艷蘭 升學就業輔導主任/ 電腦            
11 潘嘉衡 課外活動主任/ 體育       
12 區志玲 事務主任 I / 家政科主任/ 家政 
13 陳孟斌 事務主任II/ 數學 媒體藝術  

14 馬凱雄 資訊科技統籌主任/ 圖書館主任/ 
電腦

15 林慧嫻 公民教育主任/  歷史  生命教育  

16 吳雯靜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輔導助理/           
通識 生命教育   

17 黃祖佑 助理學務主任/ 數學 延伸數學               
生命教育

18 陳永鏗 助理課外活動主任/ 
設計科技科主任/ 設計科技  

19 張嘉亮 學務助理/ 歷史科主任/ 歷史   

20 林溢朗 輔導助理/ 助理中文科主任/ 中文 
中史 生命教育              

21 李鳳華 訓導助理/ 化學
22 馬億洋 訓導助理/ 英文 中史   
23 錢  澄 訓導助理/ 英文 通識 
24 陸迪生 訓導助理/ 體育 
25 熊潔婷 輔導助理/ 中文 生命教育

26 羅子揚 升學就業輔導助理/ 
通識 經濟 生命教育              

27 潘曉玲 公民教育助理/ 中文 中國歷史
生命教育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教職員一覽表

編號 姓 名 職稱／授課科目

28 梁柏鍵 中文科主任 I/ 中國歷史科主任/   
中文 中國歷史 

29 段麗珊 中國文學科主任/ 助理中文科主任/                                
中文 中國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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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楊偉樂 科學科主任/ 科學 化學 生物            
生命教育 

41 梁文傑 電腦科主任/ 電腦                       
42 黃志偉 地理科主任/ 地理                          
43 鍾少雲 音樂科主任/ 音樂 生命教育                        
44 鍾靈秀 體育科主任/ 體育  
45 司徒志輝 視覺藝術科主任/ 視藝 媒體藝術         
46  林向秀 中文 中史                 
47 陳雅君 中文 生命教育 
48 虞美曄 中文   
49 趙翠琼 中文 生命教育 
50 王錦虹 中文 中國文學 中史 生命教育  
51 陳思敏 中文 生命教育 
52 熊偉靖 中文 中史 
53 黃小娟 中文 中史                 
54 陳雁容 英文 生命教育 
55 陳嘉蓁 英文
56 陸雁璇 英文 生命教育 
57 鄭英煒 英文 
58 周慈蓮 英文 
59 鄧巧思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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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 名 職稱／授課科目
60 蔣肇麟 英文 生命教育
61 胡基信 英文 英語會話  
62 楊新苗 英文 生命教育   
63 吳美芬 英文 
64 沈昕華 英文 生命教育 
65 甘麗芳 英文 生命教育 
66 梁子敏 數學 
67 王敏瑒 數學 
68 蘇栢揚 數學 電腦 設計科技
69 黃偉豪 數學 延伸數學 生命教育
70 關旻浩 數學 延伸數學 
71 黃小燕 物理
72 林紫媚 生物 
73 羅恩銘 體育 電腦 
74 陳卓偉 電腦 生命教育 
75 李少媚 歷史
76 李冠儀 音樂 生命教育 
77 謝淑晴 音樂 生命教育 歷史
78 黃麗賢 地理
79 譚嘉銘 地理 經濟
80 何卓蘊 地理 通識
81 曾靜雯 中國歷史 生命教育   
82 蔣嘉俊 科學 化學 生命教育
83 許懷恩 科學 化學 生命教育            
84 徐鑰因 科學            
85 陳俏華 通識       
86 王明輝 通識 歷史 生命教育            
87 陳曉晴 通識 歷史 生命教育  
88 周嘉玲 教學助理(中文)
89 郭卓穎 教學助理(英文、生涯規劃)          
90 羅與轅 教學助理(數學)
91 黃趣儿 教學助理(公民教育、輔導)
92 張均樂 學校體育推廣主任
93 莫均翹 活動助理(體育)
94 林培烽 資訊科技技術員(統籌)
95 謝寶倫 資訊科技技術員
96 梁子呈 舞台及多媒體技術員

編號 姓 名 職稱／授課科目
97 劉婉微 實驗室技術員聯絡(科學)
98 葉劍初 實驗室技術員(物理)
99 周錦棠 實驗室技術員(生物)

100 張灝樑 實驗室技術員(化學)
101 鄭景亮 學校發展項目經理
102 方文英 行政主任 
103 曾美美 秘書
104 歐慶良 會計主任
105 林偉傑 執行主任 
106 梁玉琼 助理執行主任 
107 黎嘉文 書記
108 陳婉婷 助理書記
109 徐海茵 助理書記
110 郭永琴 會計文員
111 尤文祺 社工
112 岑嘉怡 社工
113 麥穎輝 社工
114 鍾珮琪 教育心理學家
115 巫炳光 技工
116 李小梅 工友
117 梁麗娟 工友
118 歐東明 工友
119 雷淑琼 工友
120 方翠勻 工友
121 張彩霞 工友
122 方瑞容 工友
123 譚秀蘭 工友
124 黎錦榮 工友
125 許麗天 進修一年

(2020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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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各委員會名單
校長/副校長 委員會 主席 委員

1

何力高
校長

危機處理委員會
何力高

副校長及助理校長

2 標書批核委員會 校董會代表一人 PTA家長代表一名 
教師代表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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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商業活動監管及開標委員會 陳孟斌 區志玲  李少媚  方文英  家教會代表 
教員代表

6 傳訊及對外事務委員會 馬凱雄 譚詠嫺  潘曉玲  陳俏華  吳美芬 方文英 

7 體藝發展委員會 何力高 潘嘉衡  鍾靈秀  鍾少雲  李冠儀  謝淑晴 
陸迪生

8 教職員諮詢及福利委員會 委員
互選 教職員互選

9

鍾偉東
副校長

、
黃子榮

助理校長
、

李灝峰
助理校長

學務委員會
(*實驗室安全小組) 黃子榮

鍾偉東  李灝峰  黃祖佑  張嘉亮  各科主任 
(*理科、家政科、設計科技科老師及實驗室
 技術員)

10 學術發展委員會 李灝峰 黃子榮  梁偉雄  梁柏鍵  張嘉亮  楊偉樂 
蔣肇麟  譚嘉銘

11 獎學金委員會 呂艷蘭 鍾偉東  黃子榮  尹重儀  吳美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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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學校自評委員會 黃子榮 李灝峰  梁偉雄  李國柱  羅恩銘 

14 升學就業輔導委員會 呂艷蘭
黃子榮  羅子揚  李家傑  譚詠嫺  黃志偉 
張浩嘉  吳美芬  何卓蘊  馮君玲  謝淑晴
中六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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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梁廼文
副校長

、
李敏儀
副校長

輔導委員會
(# 學生支援組)

(& 學生關顧小組)
尹重儀

吳雯靜  熊潔婷  林溢朗    
(#  吳雯靜  黃子榮  熊潔婷  梁子敏  陸雁璇  王敏瑒)  
(& 李敏儀  虞美曄  陸雁璇  黃小燕  李少媚  黃麗賢)

18 訓育委員會 歐震國 李敏儀  李鳳華  馬億洋  錢澄  陸迪生
19 生命教育委員會 梁廼文 李敏儀  梁振忠  林慧嫻  黃祖佑  馬億洋  羅子揚    

20 公民教育委員會 林慧嫻 梁振忠  潘曉玲  鄭英煒  何卓蘊  王明輝  陳曉晴  
陸雁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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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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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PTA委員會 李敏儀 潘嘉衡  吳雯靜  梁文傑  陳卓偉  林向秀 趙翠琼  
羅子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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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晉升及調配
1. 有關本年度教師晉升安排，校董會成立遴選委員

會，成員包括：何建宗校監、何浩元會長、羅永
祥博士、何力高校長、麥志偉先生。

2. 由二零二零年九月一日起，吳雯靜老師、張嘉亮
老師、黃祖佑老師由署理高級學位教師晉升為高
級學位教師；鍾靈秀老師由學位教師晉升為署理
高 級 學 位 教 師 ； 黃 子 榮 老 師 兼 任 為 助 理 校 長 職
位；李灝峰老師由署理高級學位教師晉升為高級
學位教師並兼任助理校長；李敏儀老師由高級學
位教師晉升為署理首席學位教師並兼任為副校長
職位；梁廼文副校長由高級學位教師晉升為署理
首席學位教師；許麗天老師赴加拿大進修，停薪
留職至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法團校董會消息

家長教師會年會

二零二零年度法團校董會成員
主席 何建宗教授, BBS, JP

秘書 何力高校長

司庫 羅志強先生

核數 王寧添博士

校董
(排名不分先後)

辦學團體校董：
何建宗教授(校監)、王寧添博士、
鄭成業先生、羅永祥博士、
陳炳祥博士、羅志強先生、
張金城先生、何力高校長
獨立校董：李黃敏儀女士
校友校董：何浩元先生
家長校董：麥志偉校董、
郭愛玲女士 (替代校董)
教師校董：李敏儀副校長、
黃子榮助理校長(替代校董)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家長教師會年會已
於十月十六日順利舉行，經投票選舉，選出新學
年九位家長執委，包括：郭愛玲女士 (主席)、陳福
琴女士 (副主席)、麥志偉先生 (司庫)、汪世彬先生 
(文書)、馬嬋柔女士、林嘉儀女士、朱佩宜女士、
林雅惠女士、王燕燕女士。執委將在新一年擔任
家長及學校之間的橋樑，為締造理想的學習環境
出一分力。當晚邀得曾潔雯博士太平紳士 (香港大
學 社 會 工 作 及 社 會 行 政 學 系 副 教 授 )  擔 任 演 講 嘉
賓，主題為「疫情下親職的挑戰與出路」，啟發
家長如何與子女一起面對逆境挑戰。 

  受疫情影響，上學年二月舉行的親子盆菜宴
及五月舉行的體驗培中活動被迫取消。惟各委員
熱心不減，在疫情稍為緩和的六月份依期舉行敬
師日，並在暑假期間，改以網上會議方式舉辦兩
次正向教育工作坊。
  新學年儘管疫情持續，家教會仍於十二月中
利用網上會議，以分班形式，連續兩晚舉辦「中
一家長黃昏小聚」，當晚邀請多位高年級家長及
學 生 長 向 中 一 家 長 分 享 子 女 適 應 中 學 生 活 的 心
得。明年各執委仍致力籌辦各項分享活動，讓培
正家長深入交流，關顧彼此。

嘉賓曾潔雯博士（中）與新一屆家長執委、教師執委合照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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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事工部

中一團契
中二團契

中三團契

中四團契

福音週
  本年度福音週已於十二月十四至十九日舉行，主題是Certainty in Uncertainities。但由於疫情影
響，內容轉變在網上平台進行。內容包括：

1. 早禱：在福音週預備週(十二月七至十一日)的五天早禱，分別有五位老師以福音週主 題分享、
福音週期間五天早禱，內容是以聖經人物作主題分享。

2. 午間點唱：老師組成敬拜隊，在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三時三十分，YouTube live形
式舉行。學生可以在活動舉行三天前開始點唱，老師會在現場讀出他們的點唱內容，師生們都
很踴躍參與。

3. 佈道會：初中及高中佈道會都以錄播形式進行，由本校敬拜隊負責詩歌分享，初中和高中佈道
會分別邀請了馬億洋老師和高銘謙牧師主領佈道訊息，佈道會結束後班主任提示學生填寫回應
表。

4. 團契：各級團契分級舉行，約七十位學生參與，主題環繞福音週主題。

信仰狀況統計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廿八日，初中基督徒學生三百廿三人（其中有十七人在福音週決志、七十八
人重新決志），高中基督徒學生合共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六位在福音週決志、廿四位為重新決志)，全校
基督徒學生合共六百廿二人，比例佔56.49%。

團契
  學生基督徒團契仍在每星期三下午舉行，分級在網上平台聚會。

中五團契

中六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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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長訓練活動
  學生長會已於十一月廿一日舉行了本年度第一次學生長訓練活動。是次活動由八位學生長組長籌
辦，讓學生長了解團隊的架構運作和職責、互相認識及訂立目標。透過一連串團體活動及回顧環節，建
立學生長之間緊密的合作關係、激發彼此的主動性、勇於表達及冷靜處事的能力。
  本次活動由四個遊戲串連而成，包括破冰遊戲及三個主題遊戲。破冰遊戲「心臟病」可聯繫組員關
係，讓學生長更深入地彼此了解。各主題遊戲背後都有寓意，帶出學生長團隊最重視的三項特質─「觀
察力」、「溝通」和「關心」，希望透過介紹這些特質，
提高學生長的自我要求。遊戲的設計亦可訓練學生長的溝
通、分工和協調能力，培養及促進彼此間的默契。
  疫情依然肆虐，一切充滿未知之數，但仍希望學生長
團隊能迎難而上，化危為機，在人生旅途上添上不平凡的
一筆。本會期望於來年，各學生長能夠繼續肩負匡正校風
的責任，盡忠職守，服務學校。希望各同學能與學生長互
相配合，共同建立及維護培正的良好校風。

八位組長籌備活動

破冰遊戲

猜猜彼此的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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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8人)
總學生長：吳哲朗 5F	 	 	 	
組  長：譚曉晴 5E 陳曉約 5F 樊子晞 5F	 	
組  員：吳梓銘 5C 蘇洛弘 5C 許綽允 5E 姚涵瑛 5F	

中四級(8人)
總學生長：周沐恩 4B	 	 	 	
組  長：李泳澄 4B 吳靖晴 4B 徐君陶 4F	 	
組  員：鄭巧璇 4E 鄭樂瑤 4E 鍾玉琂 4E 黃朗晴 4F	

中三級(13人)
副 組 長：李海柔 3A 潘悅晴 3C 楊栢喬 3F
組  員：連以心 3A 徐 咏 3A 范皓僑 3B 林施朗 3B 歐若林 3E
     郭思言 3F 郭子楷 3F 莫一樂 3F 彭敬朗 3F 尹靖文 3F

中二級(15人)
組  員：陳彥嵐 2A 賴巧翹 2A 陸熙哲 2A 許玥瑜 2B 盧珮詩 2B
     羅浚彥 2B 任天馳 2B 譚鎧忻 2C 談安行 2C 楊樂偲 2C
     何柏樂 2D	 林 浩 2D 梁家橋 2D 林卓晞 2E 魏弘正 2F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學生長名單

學生長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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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

舉辦「月餅盒回收行動」
  公民教育部門一直鼓勵師生將環保融入生活中，亦不定期舉辦環
保活動。今年中秋佳節後，公民教育部門聯合社會服務團同學，於E
座圓樓梯大堂舉行為期一週的「月餅盒回收行動」，是次活動體現了
師生們濃厚的環保意識。

向新生及新教職員工派發環保餐具
  鼓勵師生從餐具源頭「走塑」，是公民教育部門推廣環保教育的
重要一環。自上學年向全校學生及教職員派發精美便攜的不鏽鋼餐具
套裝，並和小食部合作推廣餐具「走塑」後，得到了不少好評。新學
年實施面授課堂後，續向新生和新入職教職員派發加入了不鏽鋼筷子
的改良版環保餐具套裝，盼能同心為環境保護出一分力。

協辦「拾落穗者•社區食物
銀行」捐贈活動
  二零二零年香港飽受疫症影響，經濟與
民生大受打擊，基層家庭生活更是艱難。有
見及此，公民教育部門聯同社會服務團舉辦
了「拾落穗者‧社區食物銀行」捐贈活動，
冀 在 校 園 內 收 集 超 級 市 場 禮 券 、 快 餐 店 餐
券、米、罐頭(魚類、肉類、湯類)、食油等，
透過機構轉贈有需要之基層家庭。
  突如其來的停課，使原定舉行三天的活
動，縮減至一天。儘管活動時間不長，但師

生都積極捐贈，發揮關愛精神，為有需要人士送上食物和多家超市/食肆的現金券，在寒冬中送暖。

參加「第十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為提高同學對祖國的認識，培養家國情懷，公民教育部門帶領學生參加「第十屆全港學生中國國
情知識大賽」。同學們積極備賽，透過閱讀各項相關書籍和資料，進一步增加對祖國的認識。比賽於
在十一月十四日舉行，參賽同學都能發揮團隊精神，學以致用。

參加「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為提高同學的公民意識、加強同學對時事的關注，公民教育部門本學年繼續鼓勵全校同學參加學
友社主辦的「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活動於十一月廿四日至十二月十七日舉行，同學透過網上
投票，選出本年度最受關注的十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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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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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照顧校園內的伙伴。
  本年度共招募了七十一位中三級至中五級的
學生參與計劃，可惜受疫情影響未能舉辦朋輩輔
導員活動營，只能於九月中旬進行一次網上朋輩
輔導員簡介會及訓練。九月下旬，校方安排新生
分班回校進行輔導，朋輩輔導員得以與中一學生
交流、參觀校園，期望短暫的相聚和網上交流仍
能為中一同學建立朋輩支援網絡，幫助新生適應
疫情下的新常態及中學的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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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校園作家計劃首屆冠軍
簡介

  為了鼓勵學生發揮寫作才能，透過文字表達自己，以及進一步提昇中學生中文寫作的水平及興趣，
並營造校園寫作風氣。由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支持及語文基金撥款，香港青年協會專
業叢書統籌組於二零一九年九月至二零二零年八辦首屆「校園作家大招募計劃」，計劃透過一系列學
習、培訓、實踐和比賽活動，包括「寫作訓練工作坊」、「寫作訓練營」，以及「校園作家選拔賽」，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創作，並透過出版屬於他們的書籍，實踐創作夢。

評審推薦
  「作者細膩的筆觸，對這個城市濃厚的感情及對親情友情那獨到的觀察和描述，還有背後那顆悲天
憫人的善心，實在深深吸引着我。 」

-2020香港書展年度主題作家、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委員 
— 羅乃萱B.B.S.,M.H.,J.P.

  「以獨創的書寫方式在真實和虛幻之間，將一腔無從寄語的情懷，伴隨汩汨熱淚訴諸筆端。一頁頁
翻閱，彷彿在觸摸這代人的脈搏和心跳，人民思想，自由的精神，躍然於字裡行間。」

— 作家韋婭

羅乃萱學長訪談節目 （左為羅學長，右為香港青年協會副總幹事魏美梅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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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言
周沐恩  悅社  

  在老師的推薦下，我於中三上學期參加了由香港青年協
會舉辦的校園作家計劃。計劃提供為期四個月的培訓，在各
本 地 作 家 及 文 字 工 作 者 的 指 導 下 ， 我 的 原 創 散 文 作 品 面 世
了，並獲第一屆校園作家冠軍的殊榮。三萬餘字的作品《花
說——綻放有時》成功出版，消息一傳出，立馬收到海量的
祝賀和讚賞。始料不及，受寵若驚的我，腦海中一片混沌，
慢慢理清思緒後，心中清晰浮現的就是感恩。
  一直以來，我只視寫作和閱讀為興趣，從沒覺得自己文
采出眾。記得收到通知得獎的電話，我第一句問的是：「還
可 以 再 改 文 稿 嗎 ？ 」 這 些 連 自 己 都 沒 信 心 登 大 雅 之 堂 的 文
字，竟能得到他人賞識，各界對我的包容、提擕，教我如何
不感恩？
  但在經歷改稿、處理出版事宜、參與設計、分享作品、
接受多個訪問等一系列事宜的過程中，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快樂。原來能尋覓到屬於自己的舞台，並在
其上努力演出，是一件多麼幸福的事情。我深信，若然是朝着正確的目標，只要努力奔跑，不管你走
到哪個階段，都能感受到幸福。
  對我而言，寫作是追憶來自生活的感悟，記錄由心而發的敏感。滿腔情感逆流成河的我，總能透
過文字與自己溝通，在字裡行間，邊寫邊把那些纏繞成團的情思慢慢梳理整齊，邊寫邊思考出一些新
的領悟，邊寫邊以筆尖更深入地觸碰自己內心最深處的柔軟。從來沒想過要通過寫作來獲得甚麼，但
結果卻是寫作帶給了我這麼多。有幸能通過校園作家的計劃一圓作家夢，並發掘自己的潛能，奠定日
後發展方向。
  也許我還是會徬徨，還是會浮躁，還是會力不從心，還是會感到迷惘和失落。但是我在享受自己
經歷的每一個階段，我想這樣就足夠了。
  《花說》不止是我個人的成長里程碑，更紀錄了在大時代背景下種種本土化的細膩，盼望能帶給
香港人一些共鳴和感動。願各人能在自己的舞台上發光發亮，亦願文字能繼續帶領我，開闢出新的道
路，謝謝。  

青協新書發佈會直播

香港電台《我們不是怪獸》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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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

楊汶璁同學勇奪國際大都會奧林匹克(資訊科技組)金牌
  四正楊汶璁同學於八月的港隊遴選賽脫穎而出，獲選代表香港參加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六至廿二日
的第五屆國際大都會奧林匹克(資訊科技組)賽事。楊同學發揮出色，奪得一面金牌，協助香港隊於隊際
總成績取得一等獎。
  楊汶璁同學於二零二零年在國際電腦奧林匹克競賽(IOI)、全國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NOI)、國際大
都會奧林匹克(IOM)等多個全國或國際比賽都獲得獎牌，實乃紅藍之光。
  國際大都會奧林匹克是一項涵蓋資訊科技、數學、物理和化學四個學科的國際比賽。受疫情影響，
參賽者只在所屬國家或城市參賽。本屆賽事共有來自三十一個國家或城市，約二百三十位學生參與。我
校連續四屆均有同學代表香港出戰國際大都會奧林匹克且取得獎牌，分別是愛社黃梓駿同學、愛社黃亦
駿同學、奕社衛家熙同學、奕社袁樂勤同學及潔社楊汶璁同學，可見紅藍兒女持續在學術上表現卓越。

IOM官方網頁: http://megapolis.educom.ru/
政府新聞網: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12/23/P2020122300316.htm
HKOI外地比賽成績網頁: https://hkoi.org /zh/external-competitions/

右二：楊汶璁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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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2020 
  四正楊汶璁同學、六正衛家熙同學及鄭希哲同學於「國際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2020─香港遴選
賽」中脫穎而出，代表香港參加於九月十三至十九日在新加坡舉行的國際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由於
疫情關係，香港參賽者留在香港於網上同步比賽。楊汶璁同學及衛家熙同學於比賽中獲得銅牌。
  國際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是每年舉行的中學編程比賽，全球各地的參賽地區最多派出四名代表，
各自完成兩天的比賽，比賽中需要利用編程完成不同任務，考驗選手的解難能力。

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2020
  四正楊汶璁同學、六正鄭希哲同學和袁樂勤同學於八月十六至廿一日代表香港參加湖南長沙舉行
的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由於疫情關係，香港參賽者留在香港於網上同步比賽。其中楊汶
璁同學和袁樂勤同學在比賽中獲得銅牌。
  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競賽是每年舉行的全國編程比賽，旨在向中學生普及計算機科學知
識，給有才華的學生提供相互交流和學習的機會，通過競賽和相關活動培養和選拔優秀計算機人才。

左一：楊汶璁同學、右二：衛家熙同學、右一：鄭希哲同學

右一：鄭希哲同學、右二：楊汶璁同學、右三：袁樂勤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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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翻新
  學校積極改善校園環境和設備，為學生提供優良的學習環
境。本校正門牌樓為三級歷史建築，見證着培正的成長發展。
正門牌樓於暑假進行保養維修，修補大門外牆裂縫及油漆，於
十一月初重開。
  此外，校方將泳池更衣室翻新，變得更寬闊，更方便；改
建D座辦公室及校長室，變成一間新的知識寶庫  圖書館，
讓學生有更佳的學習園地。同學們可以從閱讀中學習，汲取知
識，增廣見聞，培育出獨立思考和建構新知識的能力。在此，
亦特別感謝熱心學長捐贈大量圖書，以豐富本校圖書館館藏。希望同學們可以多閱讀，互相分享讀書
心得，享受閱讀樂趣，養成良好的閱讀習慣。

以紅藍色作為主色，紅藍兒女一
定喜歡！

圖書館新面貌

翻新後的正門牌坊

煥然一新的更衣室

新建玻璃幕牆看台，可以觀察學生游泳學習情況
翻新後的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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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中小幼聯合教師發展日
  九月十八日培正中學、小學及幼稚園首次舉行聯合教師發展日，
近三百名教職員聚首一堂。發展日分成兩部份，第一部份由前中文大
學校長沈祖堯教授蒞臨訓勉，並勸勉大家持守聖經真理以應對複雜多
變的世代。
  培訓日的第二部份讓教職員更了解「培正一家親」的精神。先由中
小學教師聯合敬拜隊帶領詩歌敬拜，再請資深教師及校友教師暢談他們
眼中的培正，從不同崗位認識培正的教育理念。在中小課程銜接上，會
上邀請中小學的音樂科與數學科科主任分享中小學的合作經驗和未來大
計，希望讓學生有更全面的一條龍教育。最後由中小學的校監和校長分
享他們對培正發展的願景。整個發展日的內容豐富，不但加強老師對培
正的了解，亦有助老師反思其教學工作，為老師注滿新動力！

沈祖堯教授分享親身經歷，鼓勵
眾教師以愛心、接納和信任去陪
伴學生面對成長中的風雨

中小幼校長、校監與嘉賓合照

中小學數學科科主任分享

中小學音樂科科主任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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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超社畢業禮
  本年是難忘的一年，由於疫情緣故，很多大型活動都被迫取消，本年度
的超社畢業禮亦改為網上直播舉行。雖然畢業生及家長未能親身到場參
與，但仍隔空感受到家長與畢業生之喜悅。
  網上畢業禮首先由奏國歌及唱校歌開始，然後由何建宗校董領
禱，何鏡明校董讀經，校監王寧添博士致辭，並恭請主禮人張廣德校
長為畢業生訓勉。接着播放由全體畢業生於早前錄影的短片《I will 
sing you the stars》，以歌曲互相勉勵祝福。隨後，各班主任代領
畢業證書、王校監致送紀念品予長期服務獎同工，表揚各人多年來為
本校熱心服務。最後播放一段由任教小六年級的老師錄製的一首詩歌短
片，送贈予各位畢業生，詩歌歌名為《最好的福氣》，期望各畢業生得
着神賜下的祝福與恩典，努力走前面的路。

主禮人及嘉賓

張校長榮休

張校長致訓勉辭

獲頒升中獎學金同學一同拍照留念

王校監為畢業生祝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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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代領畢業證書

班主任宣讀畢業生名單

畢業生獻唱I will sing you the stars

祝福張校長退休生活美滿

陳小妹女士服務本校二十年
黃麗芬老師服務本校三十年

林美英女士服務本校二十年

頒發長期服務獎
服務滿二十年：陳小妹女士
       林美英女士
服務滿三十年：黃麗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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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獎錄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畢業班各獎項得主名單

六年級
品學兼優獎：楊芷喬（小六望）

國文科分科獎：楊芷喬（小六望） 英文科分科獎：區雅媛（小六誠）
數學科分科獎：陳正喬（小六真） 常識及資訊科技科分科獎：楊芷喬（小六望）
聖經科分科獎：韓悅澄（小六信） 視覺藝術科分科獎：楊洛宜（小六信）
音樂科分科獎：陳映竹（小六誠） 體育科分科獎：黃倚慧（小六善）

獎學金名稱 學科名稱 得獎者 班別

1 美東培正培道同學會紀念李故校長錦綸先生獎學金 紅藍卓越表現
黃倚慧 
葉宇軒 
林蘊晞

小六善
小六真
小六誠

2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畢業班品學兼優 楊芷喬 小六望

3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升讀本校中學成績優良 何卓諾
羅鎧姸

小六望
小六望

4 一九五六年級瑩社鑽禧獎學金 升讀本校中學成績優良 郭睿而 小六愛

5 吳宣倫吳胡淑慈伉儷獎學金 升讀本校中學成績優良 譚聯栢
曾柏程

小六信
小六愛

6 皓社升中獎學金 升讀本校中學成績優良
石祐勤
鄧巧嵐
植向言
蘇安琳

小六信
小六望
小六善
小六善

7 廣州培正香港分校一九三四年級傑社升中獎學金 升讀本校中學成績優良 陳汶希 小六真
8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畢業班傑出社職員 區雅媛 小六誠
9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男生品行優良 何卓諾 小六望

10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女生品行優良 彭樂心 小六真
11 香港浸信會聯會獎學金 傑出學生 許梓晴 小六信
12 羅其銘、李淑芬獎學金 國文科成績優良 楊芷喬 小六望
13 一九七六年級捷社向李仕浣老師致敬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良 區雅媛 小六誠
14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數學科成績優良 陳正喬 小六真
15 伍治澄女士紀念先父伍漢華先生獎學金 常識及資訊科技科成績優良 楊芷喬 小六望
16 一九七一年級剛社珊瑚禧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成績優良 楊洛宜 小六信
17 梁泳釗、曾海球、李明慶校友獎學金 音樂科成績優良 鄧巧嵐 小六望
18 陳漢基先生紀念陳聯芬先生獎學金 體育科成績優良 黃倚慧 小六善
19 陳瑾瑛女士紀念陳光振先生獎學金 聖經科成績優良 韓悅澄 小六信
20 羅英奇主任紀念獎學金 畢業班教職員子女成績優良 鄭甯哲 小六真
21 楊國雄博士伉儷獎學金 數學傑出表現 李厚賢 小六愛
22 一九四六年級雁社鑽禧紀念獎學金 視覺藝術表現傑出 區雅媛 小六誠
23 梁泳釗、曾海球、李明慶校友獎學金 音樂傑出表現 蔡愷軒 小六望
24 尹奇敏先生獎學金 游泳傑出表現 丁善珩 小六光

25 李明慶校友獎學金 乒乓球傑出表現 陳頌鏗
陳凱晴

小六愛
小六善

26 紀念虹社楊國禮先生獎學金 環保比賽表現傑出 賴昱誠 小六誠
27 紀念虹社楊國禮先生獎學金 環保表現優良 黃思衡 小六善
28 美東培正培道同學會紀念李故校長錦綸先生獎學金 校園風紀服務優良 石祐勤 小六信
29 紀念伍滌塵先生獎學金 幼童軍服務優良 黃思衡 小六善

30 何志堅先生紀念何壽康先生獎學金 校外英語比賽表現傑出
黃思晴
王朗然
區雅媛

小六善
小六正
小六誠

31 紀念伍滌塵先生獎學金 服務傑出表現 黃詠珈 小六光
32 莫與競先生榮休獎學金 圖書館服務優良 黃詠珈 小六光
33 紀念伍滌塵先生獎學金 公益少年團服務優良 陳浚銘 小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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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度畢業生名單
六信 六望 六愛 六光 六善 六正 六真 六誠

陳芷璇
陳慧兒
張清心
張殷瑤
陳霈霖
鄭曉鳴
鍾獻華
房靖晞
傅子晉
韓悦澄
許梓晴
葉家晴
黎曉朗
劉希哲
劉詠詩
李皓澄
梁信謙
梁智朗
梁耀一
雷梓晧
文曦朗
吳子軒
潘煦芊
石祐勤
冼頌鈞
譚聯栢
王藯潔
謝語菲
楊皓翹
楊洛宜
楊子樂
葉以諾

區梓譽
陳凱彤
陳迪晞
陳奕搴
鄭峻鵬
張鎮夫
張文雋
張子朗
蔡愷軒
蔡恩予
何卓諾
郭思妤
劉卓媛
劉子楹
李功昕
梁芷樂
李瑋狄
李玥興
羅鎧姸
吳縉橋
潘諾晴
鄧巧嵐
詹玄之
黃仲翹
黃皓曦
胡雅芝
鄔 軼
楊曉諾
楊芷喬
余 峯
余樂韻
鄭相陽

區瑋晴
陳頌鏗
張志霖
鍾樂賢
郭睿而
郭珮晴
劉承希
李厚賢
利 樂
梁修銘
梁昕善
連皓揚
羅禮豪
勞子祐
呂肇瑜
呂彥橋
吳凱翹
柯栩璇
彭櫻茶
蕭子晴
薛諾言
薛名棋
鄧弘睿
曾柏程
徐翊軒
董啓朗
黃敏熙
黃唯罡
吳恩悦
任籽柔
丘鎧婷
葉浩正

陳鎧彤
陳海賢
陳朗軒
陳爾證
陳雍允
鄒明謙
朱珀鋋
朱恩晴
鍾秉燁
許欣沛
熊鎧蕎
江韋樂
劉俊毅
劉諾君
劉博研
劉沛榆
劉以祈
李悦朗
李 后
盧靖朗
呂卓庭
呂昊樺
雷穎心
陸凱棓
倫戩宏
蕭晉宏
丁善珩
王嘉進
黃梓維
黃詠珈
王昕蕎
嚴仁傑
臧洢康

陳皓怡
陳凱晴
植向言
周家月
徐君溢
鍾致遠
熊軒毅
郭瑋翹
林素穎
劉正楠
李鉞星
梁浚匡
李心寶
凌傲然
盧梓豫
麥頔恩
倪子桉
彭子晉
蘇安琳
譚伊庭
譚旭然
曾昭毅
蔡明樂
黃思晴
黃思澄
黃思衡
黃思齊
黃倚慧
楊俊傑
余紹源
張耀顥

區鈞皓
區尚宬
陳曦同
鄭一康
趙康晴
趙加蓁
蔡儆翹
徐 圓
鍾睿禛
何嘉悦
何勇行
洪曉揚
龔令德
林靖陶
劉旖晴
劉彥彤
林煒靜
文雅妍
吳子蔚
魏進軒
柯曉瑩
冼曙政
冼迎昕
鄧學韜
鄧新諾
温善瑜
王朗然
楊穎謙
余保宏
張睿文
謝璟濤

蔡家悦
陳正喬
陳靜賢
陳浚銘
陳汶希
陳穎約
鄭甯哲
周雋翹
周梓晴
馮栢賢
何穎宜
葉宇軒
高天博
黎恩悦
林樂俊
李康祈
李穎恩
李歷恩
廖曉朗
雷梓暉
陸峻康
吳諾行
彭樂心
蕭祉霖
鄧寶琪
鄧芷樂
曾天慧
黃俊澔
余家希
翁梓斐

區雅媛
陳莉珈
陳一諾
陳映竹
陳沅滺
鄭曉琦
張樂恩
趙敬之
鄒愷昕
鍾家傑
馮保臨
洪琬喬
賴君悦
黎泓羲
賴昱誠
林蘊晞
梁曉楠
梁康承
盧祉叡
伍彥澔
鄧 朗
鄧安傑
鄧奕藍
湯蔚喬
謝君豪
黃雋傑
王晞同
黃康翹
黃朗熙
王元熙
王恩睿
楊志臻

共25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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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度小一至小五獎學金得獎人名單
一年級

獎學金名稱 學科名稱 得獎者 班別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學業成績優良 方伽銣 小一光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男生品行優良 袁諾謙 小一正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女生品行優良 招心弦 小一誠

香港浸信會聯會獎學金 傑出學生 鄭璟曦 小一正
紀念周公諒老師獎學金 國文科成績優良 方伽銣 小一光

一九四六年級雁社鑽禧紀念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良 方伽銣 小一光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數學科成績優良 林曉柔 小一愛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數學科成績優良 楊曉悦 小一望

真社三十五周年紀念獎學金 常識及資訊科技科成績優良 鍾柏熙 小一望
陳瑾瑛女士紀念陳光振先生獎學金 聖經科成績優良 周靖濤 小一信

一九四九年級堅社藍星禧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成績優良 黃詠暄 小一望
梁泳釗、曾海球、李明慶校友獎學金 音樂科成績優良 鄭璟曦 小一正

紀念虹社楊國禮先生獎學金 環保表現優良 游知衡 小一正

二年級
獎學金名稱 學科名稱 得獎者 班別

美東培正培道同學會紀念李故校長錦綸先生
獎學金 紅藍卓越表現 廖善萱 小二信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學業成績優良 任步昇 小二信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男生品行優良 陳楚晞 小二望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女生品行優良 梁仲祈 小二光

香港浸信會聯會獎學金 傑出學生 陳穎璇 小二望
紀念周公諒老師獎學金 國文科成績優良 陸羿宏 小二望

一九七六年級捷社向李仕浣老師致敬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良 石祐暘 小二誠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數學科成績優良 甘釺渘 小二善

美東培正培道同學會紀念李故校長錦綸先生
獎學金 常識及資訊科技科成績優良 甘釺渘 小二善

陳瑾瑛女士紀念陳光振先生獎學金 聖經科成績優良 冼鈞朗 小二正
一九七一年級剛社珊瑚禧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成績優良 甘釺渘 小二善

梁泳釗、曾海球、李明慶校友獎學金 音樂科成績優良 吳坤奇 小二望
紀念虹社楊國禮先生獎學金 環保表現優良 吳希蕾 小二愛

陳漢基先生紀念陳聯芬先生獎學金 小童軍服務優良 鄭臻善 小二愛
一九六四年級協社金禧獎學金 受助生成績良好 賴卓鋒 小二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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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
獎學金名稱 學科名稱 得獎者 班別

張亦文夫人關翠鏞女士獎學金 學業成績優良 連以加 小三愛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男生品行優良 林思贊 小三信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女生品行優良 郭芊蔚 小三光

香港浸信會聯會獎學金 傑出學生 方智彥 小三誠
紀念周公諒老師獎學金 國文科成績優良 李肇朗 小三誠

一九七六年級捷社向李仕浣老師致敬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良 黃晞桐 小三信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數學科成績優良 連以加 小三愛
一九四六年級雁社鑽禧紀念獎學金 常識及資訊科技科成績優良 盧元中 小三善

伍治澄女士紀念姐丈李孟標校長獎學金 聖經科成績優良 張 喆 小三信
梁泳釗、曾海球、李明慶校友獎學金 音樂科成績優良 盧彥霖 小三正

區重堅老師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成績優良 陳善朗 小三真
紀念駱遠明老師獎學金 體育科成績優良 方智彥 小三誠

紀念虹社楊國禮先生獎學金 環保表現優良 鄧朗然 小三望

四年級
獎學金名稱 學科名稱 得獎者 班別

美東培正培道同學會紀念李故校長錦綸先生
獎學金 紅藍卓越表現 葉信賢 小四光

美東培正培道同學會紀念李故校長錦綸先生
獎學金 紅藍卓越表現 陳愛聆 小四真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品學兼優 鍾旻諭 小四信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男生品行優良 黃冠喬 小四愛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女生品行優良 吳芷萱 小四光

香港浸信會聯會獎學金 傑出學生 吳芷萱 小四光
李明慶校友獎學金 國文科成績優良 鍾旻諭 小四信

一九七六年級捷社向李仕浣老師致敬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良 朱海彤 小四望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數學科成績優良 凌竣樂 小四愛

余伯偉先生紀念獎學金 常識及資訊科技科成績優良 凌竣樂 小四愛
伍治澄女士紀念先父伍漢華先生獎學金 聖經科成績優良 鄭甯素 小四望

區重堅老師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成績優良 黃皓潼 小四信
梁泳釗、曾海球、李明慶校友獎學金 音樂科成績優良 陳勇成 小四愛

陳漢基先生紀念陳聯芬先生獎學金 體育科成績優良 彭以淇 小四善
何志堅先生紀念何壽康先生獎學金 校外英語比賽表現傑出 蔡悅宜 小四善

紀念虹社楊國禮先生獎學金 環保表現優良 陳一心 小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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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級

獎學金名稱 學科名稱 得獎者 班別

美東培正培道同學會紀念李故校長錦綸先生
獎學金 紅藍卓越表現 鍾浩揚 小五真

何壽南先生獎學金 品學兼優 李文謙 小五信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男生品行優良 徐恪 小五誠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女生品行優良 楊嘉文 小五誠

香港浸信會聯會獎學金 傑出學生 蕭仲言 小五光

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成績躍進 黎心怡 小五正

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成績躍進 黃子曦 小五光

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成績躍進 李卓汶 小五善

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成績躍進 許詩幸 小五望

英社珊瑚禧獎學金 成績躍進 黃軼雋 小五望

李明慶校友獎學金 國文科成績優良 陳傲晴 小五正

一九七六年級捷社向李仕浣老師致敬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優良 李文謙 小五信

李孟標夫人伍文中女士紀念獎學金 數學科成績優良 許以信 小五正

一九四六年級雁社鑽禧紀念獎學金 常識及資訊科技科成績優良 何曼筠 小五望

伍治澄女士紀念姐丈李孟標校長獎學金 聖經科成績優良 陳恩琦 小五望

區重堅老師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成績優良 李絡堯 小五光

梁泳釗、曾海球、李明慶校友獎學金 音樂科成績優良 陳沚桓 小五善

一九七一年級剛社珊瑚禧獎學金 體育科成績優良 林欣翹 小五信

何志堅先生紀念何壽康先生獎學金 校外英語比賽表現傑出 陳沛恩 小五光

何志堅先生紀念何壽康先生獎學金 校外英語比賽表現傑出 程琬昕 小五望

一九七一年級剛社珊瑚禧獎學金 英文寫作傑出 何曼筠 小五望

余伯偉先生紀念獎學金 數學傑出表現 鍾承佑 小五愛

余伯偉先生紀念獎學金 科學創作傑出表現 葉沛晴 小五望

余伯偉先生紀念獎學金 科學創作傑出表現 陳彥潼 小五望

余伯偉先生紀念獎學金 科學創作傑出表現 曹皓欣 小五望

紀念陳光振先生獎學金 資訊科技傑出表現 黃煦朗 小五望

尹奇敏先生獎學金 游泳傑出表現 梁睿謙 小五善

尹奇敏先生獎學金 游泳傑出表現 袁可悠 小五光

尹奇敏先生獎學金 游泳傑出表現 馬高鈞 小五信

紀念虹社楊國禮先生獎學金 環保表現優良 黃以琳 小五正

一九六四年級協社金禧獎學金 受助生成績良好 吳恩盈 小五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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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文署活動「一人一花」
  本年度「一人一花」的主題花為「石竹」，有關花苗已在十月上旬時
派發予全校學生。石竹花色豔麗，並且有着不同的花色，同學紛紛期待石
竹花盛放，欣賞天父創造萬物之美。

石竹小資料
學名 Dianthus chinensis

原產地 中國
花色 紅色、粉紅色、紫紅色、白色等
花期 十月至翌年四月

資料來源：康文署石竹簡介單張

在同學悉心照料下，
花苗定必能茁壯成長

教職員會消息
  本年度小學及幼稚園教職員會選舉已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一日完成，並成功選出新一屆教職員會執
委。過去數月，教職員會為一眾教職員提供連串精彩的活動和服務，包括中秋獻心意、代訂印章及電腦
軟件等。未來，教職員會將繼續盡心服務各教職員！

二零二零年度執委名單:
主  席 – 陳敏鎧 副主席 – 許堃賢
司  庫 – 仇苡珊 司 庫 – 柯瑞綿
文  書 – 于曉楓 福 利 – 鄧立群
福  利 – 王鍵怡 福 利 – 陳博思
靈  修 – 袁惠美 學 術 – 陳嘉恩

同學會代表 – 嚴子淇

中秋獻心意 老師留影

執委會與校長、副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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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if Channel
  今年培正舉辦新活動 - What-if Channel，希望同學能盡情發揮創意，多角度思考。第一次的主題
為「自由聯想」，反應熱烈，精心挑選數十份優異作品，以下為得獎名單（排名不分先後）及部分得獎
作品：

最傑出影片：林思贊(四信)

最具創意獎：
林 愉(一信)、戚本悠(一信)、吳苡穎(一光)、胡俊迪(一光)、范福恩(一光)、葉恩語(一光)、
鄭敏熹(一光)、蔡睿行(一真)、麥 澄(二望)、黃芍霖(二愛)、王彥灃(二誠)、李功煒(三望)、
瞿 詠(三愛)、鍾青言(三光)、邵逸升(三誠)、梁康愉(三誠)、李善盈(四信)、蔣溢進(四信)、
巫睿瞳(四望)、黎允祈(四愛)、趙旭臻(四正)、李絡堯(六光)、羅卓寧(六真)

最靚靚大獎：
郭明希(一光)、畢伊晴(一光)、黃沛晴(一光)、林雅賢(一光)、張穎萱(一光)、關沚晴(一真)、
李倖如(一誠)、陳愷霆(二望)、黃婧曦(二愛)、黃 凝(二愛)、劉浩俊(二愛)、鄭璟曦(二愛)、
蕭文軒(二光)、黃德熙(三信)、梁芷瑜(三信)、雷 希(三信)、甘釺渘(三善)、李清瑤(三善)、
許以愛(三善)、吳一川(三誠)、黃裔男(四信)、吳秋瑩(四真)、彭湛淳(五善)、郭朗希(六真)、
雷 穎(六正)

「自由聯想」題目 戚本悠（一信） 鄭敏熹（一光） 黃芍霖（二愛） 鍾青言（三光）

甘釺渘（三善） 黃裔男（四信） 彭湛淳（五善） 羅卓寧（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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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新圖書館
  深受同學們喜愛的圖書館搬家了，在暑假期間，由Ｂ座一樓遷至Ｄ座
一樓，昔日張校長的辦公室改成同學們的閲覽室，地方寬敞，光線充足。
為了保障同學們的健康，圖書館進行了徹底的清潔及消毒，亦加設了消毒
用品供同學使用。每個書架上加上圖書分類的顏色標籤，讓同學們能更容
易找到心愛的圖書。
  經過多月的準備，圖書館原定十一月廿三日重開，可惜受疫情影響，
學校再次改為網上授課，同學們又要推遲使用新圖書館了。現在讓我們先
從照片中參觀一下我們的新圖書館，希望疫情盡快過去，新圖書館能早日
投入服務。

新圖書館正門

進入圖書館要先消毒
雙手，確保衞生

新圖書館一角

全新的閲覽室原來是昔日張校長的辦公室

同學們可以在舒適的閲覽室內閲讀雜誌

館內的圖書按編號分類擺放在書架

每個書架均有圖
書分類的標籤，
一目了然

同學很喜歡科學
類的圖書

三年級的同學要做專
題，可以到館內查閲
史地類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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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漫「話」成語
   本年度中文科新元素  漫「話」成語，同學們透過自己的理解，將成語的精髓現諸於漫畫。於漫
「話」中，同學們糅合不同的元素，視角奇妙，點子新奇，以「話」和「畫」演繹成語，作品中盡顯創意。

三愛 莫俊陶 三誠 莫心桐

四光 郭芊蔚 四正 許靖淳

五愛 馬凱逸五愛 梁恩澄

六善 郭謙晴 六真 容芷詠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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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ctivities
English Debate Team
  Learning from home or school-students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world of critical thinking. In the 
online debate classes, students are learning the art of rhetoric, the science of research and the skill of 
public speaking. Soon they will be ready to compete in inter-school competitions. 

Creative Writing Class
  Creativity doesn’t wait for the 
lockdown to end. As students have 
been learning from home, their minds 
are expanding beyond the four walls of 
their house. In Creative Writing Class, 
students are learning to harness their 
creativity and put pen to paper. From 
imagining life at sea to visualising the life 
of a seal — their minds know no bounds!

A photo of this year's English Debate Team on 
Google Meet.

Mr Adam and Ms Ho tutoring the 
debate team online.

A photo of this year's Creative Writing Class on Google Meet.

Ms Melissa and Ms Aarshi teaching the 
lesson on Mood.

Students write their assigned 
mood according to the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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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愛-鍾承佑
問： 你為什麼喜歡數學?
方智彥： 因為由小學開始，每當學到新的數

學課題，都能令自己思考更清晰，
日常生活上更有條理。而且我很喜
歡解決難題，能解決數學的難題給
我帶來滿足感，令我更有動力去學
習數學。

鍾承佑： 年幼時爸爸時常跟我玩數學遊戲：
撲克遊戲、腦筋急轉彎，亦有邏輯
推理遊戲。我覺得很有趣，亦慢慢
培養起對數學的興趣。另一方面，
我 希 望 變 得 更 加 聰 明 。 數 學 可 以 訓 練 我 的 邏 輯 思 維 能
力，使我儼如一個大偵探，通過推理和分析找出答案，
從而解決問題。

問： 請分享你一次印象最深刻的校外數學比賽的經歷。
方智彥： 最 深 刻 的 一 次 是 到 日 本 的 福 岡 參 加 W M I  ( W o r l d 

Mathematic Invitational)。這次比賽我拿到了最高級
別的鑽石奬，也是第一次和妹妹一起參加海外的數學比
賽。比賽前後還逗留了兩個多星期到日本各處遊覽，非
常好玩。

鍾承佑： 最 令 我 難 忘 的 比 賽 是 參 加 二 零 二 零 年 的 世 界 數 學 邀 請
賽。經過辛苦的備戰，我獲勝成為香港賽區小五組的冠
軍，可以代表香港出戰馬來西亞總決賽。穿着香港隊的
戰衣，舉着香港區旗，我覺得好自豪。可惜，總決賽因
疫情而取消了，我希望下年可以繼續在這個比賽取得好
成績。

問： 請跟同學分享一下如何學好數學？
方智彥： 要學好數學，要先明白當中的原理，不可只把做法死記

硬背。明白後，再多做題目，熟悉每種題目的做法。
鍾承佑： 我認為要學好數學，首先是不要害怕計數。其次我覺得

數 學 跟 運 動 差 不 多 ， 如 果 你 想 跑 得 快 ， 就 一 定 要 多 練
習，強化肌肉。同樣道理，如果想數學學得好，一定要
多做相關的練習。

問： 你有為將來定下目標嗎？
方智彥： 我希望能繼續於數學比賽中獲得佳績，同時為培正小學

爭光。將來則希望能從事改善人類生活及推動社會發展
的工作，可能成為醫生，或是跟電腦、科技、人工智能
等相關的工作。

鍾承佑： 我 短 期 的 目 標 是 希 望 疫 情 快 些 過
去，讓我可以到不同的國家參加數
學或國際象棋的比賽，多認識其他
國家的學生，交流心得。將來的我
或對編程和人工智能等的工作感興
趣，我希望有更多機會接觸相關的
事物。

未來數學家
  我校的學生人才輩出，在數學方面有傑出成就的亦不可勝數。多年來，不少學生在校內和校外的數
學比賽都獲得驕人的成績。為了更了解他們，我們特地訪問了這班未來的數學家，好讓我們借鏡，向他
們好好學習。

小一正-何紫晴
問： 你喜歡數學嗎?
答： 我 很 喜 歡 數 學 ， 因 為 數 學

很 有 趣 。 我 可 以 透 過 參 加
不 同 的 比 賽 ， 來 挑 戰 自
己。

問： 你有為將來定下目標嗎？
答： 我 的 短 期 目 標 是 學 習 其 他

難 度 更 高 的 數 學 和 奧 數 知
識 ， 學 懂 透 過 靈 活 運 用 知
識 ， 長 大 後 希 望 可 以 成 為
一位科學家。

小四誠-方智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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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科-專訪：紅藍小小發明家
  本校小六同學曹皓欣、陳彦潼及葉沛晴同學以發明品「太陽能、風
能、防毒煙智能窗門」，獲得第廿二屆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的「小
學發明組二等獎」。三位同學更於早前獲本地電腦雜誌《e-zone》進行
專訪。她們也很樂意為大家分享創作的心路歷程，以下是她們的創作心
得：

Q1 ： 你的創作意念從可而來？
答 ： 我們是從報章及網上資料得到創作意念  空氣污染、火警濃煙

及其他毒煙往往危害我們的健康，加上環保能源及智能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所以我們希望透過智
能電話結合物聯網(IoT)技術，並配備太陽能及風能兩個可再生能源設備，在任何時間和地方都實
現環保的遙距家居監控，以提昇家居安全水平。

Q2 ： 這個裝置如何運作？
答 ： 我們的作品以窗門模型作示範，模擬有毒煙進入室內時裝置的應對情

況：
1. 當窗門的感應器偵測到有高濃度的毒煙時，裝置會以Wi-Fi傳送指

示到智能電話上，並顯示出毒煙數據及警告訊息。
2. 使用者可利用智能電話內的應用程式作出指令，例如控制窗門、

抽氣扇、警鐘聲及LED燈的開關。
3. 當裝置偵測到毒煙濃度下降至較低水平時，使用者可利用智能電話以遙距方式打開窗門。
4. 整個系統以太陽能板及風能提供電源，目的是減少碳排放量。

三位小小發明家合力裝嵌組件

三位小女孩認真進行組件測試

終於大功告成！Yeah！

三位小小發明家展示成果

Q3 ： 在創作過程期間，你們遇上了甚麼困難？如何解決這些困難？
答 ： 當初我們只是以紙及薄膠片製作窗門模型，但後來發現模型不堅固，部件

容易鬆散。另外，我們也不懂如何把電線穩固地接上太陽能板，只以膠水
簡單接駁，導致電線時常鬆脫，情況不理想。及後，我們請教了家人和老
師。我們到訪了專門售賣裝修材料的地方，發現利用亞加力膠板更適合成
為模型的支架，也學會了如何利用銲錫器接駁電線，增加模型的穩定性。
在這個過程中，除了讓我們學習了不少相關的知識外，最重要是明白到遇
上困難時不退縮、主動尋求解決問題方法的態度，使我們獲益良多。

Q4 ： 你認為作品仍有優化的空間嗎？
答 ： 當然有！我們希望能夠增加感應及消毒功能，例如系統能偵測下雨後可以

進行遙距關窗，或者是加入紫外線消毒燈進行消毒，我們將會繼續研究這
兩個功能在應用上的可行性。

Q5 ： 對於今次奪得獎項，你們有甚麼感想?
答 ： 首先，我們要感謝培正小學提供了優質的學習場地，營造了濃厚的創科氣

氛，使我們能夠在良好的土壤上播下創作的種子。老師及父母的教導，以
及他們背後的支持和鼓勵更是推動我們創作的原動力。這次的獎項不但是
對我們的努力作出肯定，更重要是令我們經歷了很多不一樣的學習經驗，
也學習了不少課外的科學知識。期望我們能在往後日子不斷進步，以獲得
一等獎為目標。謝謝大家的支持！

三位小小發明家接受雜誌專訪

58



小學記要 學與教

疫情下的音樂科
音樂科課程
  疫情緣故，音樂科課程內容大多以網上形式進行，卻不減同學對學習音樂的熱誠。除了於網上完成
音樂欣賞工作紙外，亦將高小的直笛課及合唱團排練轉為影片教學形式。希望同學透過網上學習，也能
吸收到課堂知識。

 同學們都十分專心地吹奏直笛 看看指揮如何把合唱團排練轉為影片教學吧！

直播活動
  除課程外，音樂科透過網絡進行虛擬音樂活
動，與課外活動組合作，於逢星期一放學時間進
行直播。首當其衝當然是「老師表演」，第一場
節目由所有音樂老師參與，每人都使出渾身解
數，為同學帶來一首又一首精彩絕倫的音樂表
演。當天的觀看人數亦非常高，相信各位同學都
非常享受老師們的表演，而且樂在其中。

你看游老師彈
得多麼投入！

老師們合作無間

老師們一同合奏首首悅耳的
曲目

由六位老師組成的樂隊帶來精彩的表演！

即使戴着口罩也無阻
老師們投入地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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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音樂科新成員
  本年度音樂科多了六位新成員
（由左至右）：梁家翹老師、郭家
碧 老 師 、 楊 婉 銣 老 師 、 冼 于 桐 老
師、龔泳翹老師及謝旭明老師，每
位老師都身懷絕技。雖然我們還戴
着口罩，但相信經過十月的老師表
現環節和日常音樂課，同學對新老
師都有一定的認識了。希望疫情過
後，同學都可以與各位音樂老師有
更多的交流！

新老師們朝氣勃勃

網上報佳音
  今年的聖誕節報佳音活動雖然不能於
校園內舉行，亦無阻培正為大家傳遞聖誕
的喜悅！於十二月，同學透過影片合奏、
老師也一同演奏手鐘，希望通過影片讓大
家感受到聖誕節的氣氛。

即使疫情也阻不了同學們的合唱

你看同學們唱得多麼投入

音樂科老師也一同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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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體育課 發展學生潛能
  為推動學生多元化發展，我校透過教授各種運動技能及知識，培養學生
良好運動習慣，鼓勵發揮運動潛能。體育課程設計注重六大學習範疇，
包括：體育技能、健康及體適能、運動的價值觀和態度、安全知識及實
踐、活動知識及審美能力。
  在低小的學習階段中，課堂以教授基礎動作技能為主，包括移動
技能、平衡穩定技能及操控用具技能，日後將所學的技能應用或轉移
到其他不同專項運動中。
  而高小的學習階段則以教授各項體育活動基本技能為主，當中涵蓋
範疇有田徑、球類、體操、水上運動、舞蹈、體適能等，為學生提供寬
廣而均衡的體育學習經歷。 持拍擊球

高小體適能活動

一起跳土風舞！

小四年級學習跳遠
齊來伸展 放鬆身體

足球盤球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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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體育代表隊伍
  培正體育人才濟濟，同學們代表學校各體育隊伍參與不同校際賽事，盡顯運動潛能，發揮紅藍精
神！

香港培正小學體育隊伍
游泳隊 田徑隊 籃球隊 足球隊 乒乓球隊 排球隊 羽毛球隊 網球隊
壁球隊 手球隊 劍擊隊 體操隊 欖球隊 花式跳繩隊 中國舞

羽毛球隊隊員一同訓練 手球隊賽前信心十足！

賽前先來一張大合照各隊伍參與不同賽事 增加比賽經驗

中國舞代表盡顯才能

62



小學記要 學與教

停不了的體育課
  疫情停課，卻停不了體育課！
  網上體育課以韻律、體適能等個人項目為主題，同學只需準備
瑜珈墊及水樽就能輕鬆參與體育課。有些課堂則會請同學以家中用
品代替運動器材，練習不同運動技能。
  而體育科老師的上課地點亦由操場轉移到課室，老師會利用課
室投影機、iPad等器材，與同學實時互動，根據同學的課堂表現調
整教學進度。
  網上體育課讓學生在家中亦能舒展筋骨、保持身體健康。期望
疫情過後我們能回到學校操場一起上課！

教授基本瑜珈動作

同學們做得有板有眼！
練習拋接技巧

在家也能一起上體育課！

同學齊跳舞

老師們透過影片示範舞步

跳得十分落力！

教授跳舞動作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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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
視覺藝術科教學分享會
  為提昇本科教學水平，視藝科會定期舉行教學分享會，學習視覺藝術範疇內的知識、分享不同的
教學法及了解各級的課程設計重點及評分準則。透過輕鬆的交流，加深彼此的認識外，亦能提升教學
質素。
  是次分享會中，老師們探討了課程設計、改良方案及如何提昇學生的創作水平，老師們各自分享
了課程設計的重點，透過集體的評賞學生作品、討論，以便日後修正教學內容及深度、學習課堂上提
供中期評估，讓學生了解創作的進度，又讓新任教的老師了解評分方式，提高整體教學效能。

老師們正在討論教學重點 分享教學經驗，一同進步

視藝網上直播樂趣多
  由於疫情關係，學校課程改為半天上課，為照顧不同學生的學習需要，我
校音、體、藝分別推出網上直播活動，讓學生因應自己喜歡的學習範疇，自
行選擇感興趣的課外活動節目去觀看學習。
  視覺藝術科老師為提高學生參與興趣，搜羅最有趣味的藝術活動，於節
目內與同學一同進行創作，節目分別於初小有紙燈籠／吊飾、轉轉四季樹、
創意水墨（畫植物）、動物書籤、粉彩技巧、仿真輕黏土食物製作、動物紙
杯、中式瓷器創作。高小則有紙漿生物、留白水彩卡、創意廣告彩技巧、水彩
星空、彈跳紙杯動物、人物比例、動感人物畫法、幻彩紙轉、零食包裝環保袋，
節目可謂包羅萬有。
  為照顧不同進度同學，直播時除了有老師現場示範之外，我們更實時於Google classroom提供即
時回饋，幫助有需要同學。

鄧老師示範彈紙杯動物手工

利用Google zoom，老師提供即時回饋 冼老師示範製作幻彩紙轉 同學們成功製成幻彩紙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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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科     
生命的教育
  聖經堂就是等於聽聖經故事？可能有些人會有這個想法。其實，聖經課就是宗教教育，宗教教育就
是關乎生命的教育。在課堂上，聖經老師會透過聖經故事、耶穌的比喻、門徒的見證等帶領學生認識生
命的創造主、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培養良好的品格，這些都是生命的教育、都是基督教的核心教育。
  在九年的聖經課中，盼望同學都能學習聖經中屬靈的果子，建立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
良善、信實、溫柔、節制的生命素質。
  在疫情之下，本學期初我們請學生在聖經課時寫下感恩見證。我們很開心看見同學們除了為自己能
回校上學、有健康身體而感恩外，也懂得為醫護人員的努力而感恩。這些都是生命教育的小成果。

感恩父母仍能工作

感恩可以再次看見老師和同學感恩我很幸福

感恩我擁有很多東西 感謝在疫情中為市民服務的人

我對聖經堂感受      
六正 戴梓翹

  在培正上聖經課已有九年，當中令我最大領悟
是聖經教導我要愛人如己和承認自己的過犯。在往
後日子，我願意向身邊的人傳遞神的話語。

我對聖經堂感受    
五信 陳俊熹

  我由小一開始上聖經堂，我從中
學會了聽從主的話，要孝順父母、不
作假見證和做一些正確的好事。

感恩可以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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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組活動
禮貌標語創作比賽
  開學之初，各班同學一起創作禮貌標語，老師把同學們的佳作製作成精美的海報於課室內展示，讓
同學時刻記着要做個有禮貌的好孩子。

小一作品

小四作品

小五作品

小二作品

小三作品

小六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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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貌小貼士
  有禮貌不分環境場合，葉展漢校長、石麗芬副校長及各老師特意為大家製作「禮貌小貼士」，逢星
期二、四於早禱時段內播出。老師同學親身參與，以不同的情景教導同學如何表現得有禮貌，提醒大家
在不同場合展現出培正學生有禮貌的特質。

葉校長打響頭炮，為同學能
表現得更有禮貌而加油

石副校教我們用二十一日
去建立良好的習慣

杜老師提醒我們要先叩
門才進入課室

在麥sir的帶領下，同學們都起立站好

雙手接物最有禮

NET Teacher也一起來提醒同學上課要專心坐好

培正之星
  為了鼓勵同學們保持良好的學習氣氛，學校於上學期舉辦了為期一個月的「培正之星」計劃。在
第九至十二週的每一個上課天，授課老師會根據每個課堂的秩序給予分數。累積一個月後，每級都得
出冠、亞、季軍。而全校最高分數的班別，更會得到「星中之星」的榮譽。

上學期培正之星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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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中之星 二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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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活動
SBT攀峰及飛翔計劃
  SBT於本年度上學期為小四學生進行六節主題式訓練活動，當
中包括自我認識、解難能力、情緒管理等。老師透過遊戲、情境討
論、做手工、故事分享等，讓學生能在過程中刺激思考、自我反
省及發掘潛能，從而幫助學生建立自信、提昇解難能力、學習情
緒管理和人際關係，做到「突破自我，攀越高峰」。

每堂呼叫SBT口號

透過遊戲，欣賞自己長處

提昇自信小貼士

分享勵志故事—蘇樺偉

分享勵志故事—力克 透過繪畫，學習情緒管理

老師與學生互相分享

老師為SBT同學打氣

與學生一同分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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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草地」家長工作坊
  「青草地」家長工作坊於本年度上學期舉
行了三次講座，由本校社工潘姑娘主講，當中
包括短講、短片及情境分享等。上學期的工作
坊以錄播形式進行，期望在疫情期間，為家長
提供不同管教子女的方法，促進家長與子女間
的親子關係。

與孩子建立
作息時間表

親子間建立互信

稱讚孩子的品格

每個人都會經歷不
同情緒

透過鏡子認識情緒

情緒三步曲

與孩子辨認不同的情緒

潘姑娘為家長分享正
面管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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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週
  十月十九至廿三日是本校一年一度的的感恩週，今年的主題是「讓我感恩」。主題經文來自《哥林
多後書》九章十一節：「叫你們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捨，就藉着我們使感謝歸於神。」雖然今年因疫
情關係，以致午間活動取消，但仍不減學生們知足感恩的心。
  一連五天的感恩週早禱中，老師透過聖經的教導及學生的分享，提醒
和勉勵同學要有感恩的生活態度，還把學生於聖經課寫下的感恩話語，製
作成感恩詩歌影片，並在早禱中向全體師生播放分享。又於品訓堂介紹
油麻地基道堂「油踐入心」的地區的工作，讓師生更了解他們從收集物
資、分類及送到有需要人士的過程。此外，培恩天地家長義工協助籌劃
及錄影了每級三個的感恩遊戲，由班主任於班務堂帶領進行活動，學生們
都踴躍參與，使課室充滿笑聲。
  除了培養學生有知足感恩的態度外，更要學習關愛身邊有需要的人，能把
自己擁有的與人分享。今年物資捐贈活動收集得來的物品已送往三間機構（中華基督教會油麻地基道
堂、工業福音團契及宣道會泰人恩福服務中心），再轉贈給有需要家庭。同學捐贈的物資多元化，包括
防疫用品、日用品和食物。學生們對施予的熱切和投入，實在是活出了「施比受更為有福」的生活態
度。盼望同學們能多多數算主恩，使感謝歸於神。

感恩收買佬遊戲中付出的愛心

小小的愛心，大大的祝福

愛心滿校園

受惠機構傳來的感謝

工友們合力搬運物資送往受惠機構

同學們在生活中實踐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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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團契
  本年度教師團契的主題是來自《詩篇》二十八篇七節「耶和華是我的
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裏倚靠祂，就得幫助。」在團契中，教師們會
透過詩歌、遊戲和分享去互相關懷和鼓勵。第一次團契是十月九日的
迎新會，藉此歡迎新同事加入培正大家庭，並向大家介紹祈禱小組
的功能，此外亦透過遊戲彼此認識。十一月份的團契由科任及小
五年級的祈禱小組帶領，以「『家』一點愛」為主題，由三位
老師分享生命中的喜悅和生活中的抉擇，從不同老師的分享
中，探討信仰和彼此認識，最後二人一組分享，並互送寫有金
句的木盒，彼此守望及勉勵。每次教師團契後備有茶點，都是老
師們親自預備的，讓大家的身心靈都得飽足。

新老師的真情分享

 來個團契大合照

教師親手繪製的木盒

互送金句寶盒

教師們用聖經金句彼此勉勵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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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月一次的教職員靈修會中，教職員透過詩歌、信息、活動，一起
分享生命和探索信仰。十月份的教職員靈修會，由恩典浸信會主領，分享
有關感恩的信息。他們也動員了培恩天地的家長，為幼小教職員親手製作
布口罩，以延續感恩週的精神，向老師們表達感謝。十一月份的教職員靈
修會由徐倩然牧師分享，從靈修傳統角度闡述天父的愛。

教職員都十分投入，聆聽信息分享

培恩天地的家長
親手製作口罩

培恩天地的家長親手製作的口罩

徐倩然牧師分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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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會中分享健康美食，身心靈都健壯
各人都戴上家長義工親手縫製的溫暖牌口罩參加祈禱會

教職員靈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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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少年團
  公益少年團團員積極參與不同的活動，以體驗及實踐本團的宗旨  「認識、關懷、服務」。陳
皓怡同學代表本團參與由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三〇三區主辦，主題為《和平之旅》的「和平海報設
計比賽」，並成為全港五十名優異獎得主之一，實屬難得。

  此外，本團團員在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一日與童軍
一同參與遠足活動。為認識環境保護的重要，團員身
體力行，到訪鰂魚涌緩步徑觀察及了解政府對自然保
育工作，學習如何為大自然出一分力。

和平海報設計比賽得獎作品

遠足活動

學習研習徑內不同植物的名稱

遊覽古蹟

和平海報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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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直播節目
「你訂閱咗未啊?」
    在 剛 過 去 的 十 月 至 十 一 月 期 間 ， 我 校 透 過 Yo u Tu b e 頻 道
「PCPS ECA」進行了網上課外活動直播，同學們更可同步登入
Google Meet，在家中安心參與課外活動，讓老師實時觀察，給
予回饋。
  直播內容相當豐富，例如音樂老師表演、不同體育運動的遊
戲及親子活動、繪畫、雕塑等，每次皆由不同老師教授，不少同
學都成為觀看直播的常客，成為「終極粉絲」呢！
  為配合不同學習需要，直播活動分為初小、高小兩節，共製
作四十七課節，總觀看次數超過一萬次！錯過了直播的同學亦不
用失望，因為每次直播節目均可在課後於YouTube頻道收看，讓大家溫故知新！

音樂科老師們的精彩演出

「同學們午安！今天的課堂是音樂家介紹。」

YouTube直播與Google Meet回饋同時進行

跟王老師做足
熱身參與體育
科直播

眼明手快搶水樽

勝利手勢 叫我體適能「包剪揼大王」

動物書籤很可愛呢

牙刷可以畫出美
麗的星空

中國特色瓷器創作

以零食包裝
製作環保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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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活動班
活動停不了！ 
  本年度我校提供了不同種類的網上課外活動班，讓同
學們能在家中繼續學習，擴闊視野，當中包括毛筆書法水
墨畫、Phonics、機械人工程師、廣告彩畫班等，同時更
增設了不少新課程，如小寫作大創意工作坊、國際象棋
（入門班及預備校隊）、桌遊 Splendor《璀璨寶石》、
Roblox遊戲設計等，報名共超過五百人次，反應熱烈。
  透過網上實時教學，學生和導師可在Google Meet交
流，導師亦能即時提供回饋，提高教學的互動性和趣味
性，促進教學效能。課外活動種類多樣化，學校提供各項
課外活動給同學選擇，以迎合不同學生的興趣和需要，學
習課本以外的事物，令生活更多姿多彩。

同學們，一起看看我的畫作  小鳥和花兒

國際象棋真好玩

來挑戰我吧

同學們努力學習寫書法

導師認真地教授繪畫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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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器班
  本年度樂器班首次以網上形式進行，為使課堂暢順，導師對教學作出相應調整，例如利用輕便的
鼓板取代大型的敲擊樂器；同學在家中學習期間，亦同步安裝兩個鏡頭，以便導師觀察、講解、跟進
樂理練習等，令同學在暫停面授課期間，仍能保持學習。期望疫情盡快改善，恢復面授課，讓同學們
有更多公開演奏的機會。

同學與法國號老師一同吹奏

上樂理課時，同學專心聆聽老師講解

同學上敲擊課的情況

同學吹奏樂曲給導師聆聽

同學努力練習拉弦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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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團網上大合奏
  合奏是音樂訓練中不可或缺的部份，每年各樂團的學生都會進行樂團排練，甚至善用假期加時排
練，為各項音樂表演及比賽作好準備。
  本年度各樂團的同學對音樂充滿熱情，社交距離未有阻礙他們合奏的決心。弦樂團、管樂團、敲
擊樂團和中樂團的同學於九至十二月期間，參與了多次網上課堂，在老師和導師的教學下，如各聲部
小組訓練、為學生的錄影片段給予回饋等，努力練
習，並各自錄影一段段優美的演奏。老師收集了同
學們的短片後，利用電腦軟件剪輯成合奏片段，讓
人欣賞。
  即使只能透過網絡進行學與教，在同學們、老
師和導師們的努力，以及家長們的支持下，各樂團
把最動聽的音樂呈獻給大家。這些經歷亦成為同學
們的美好回憶，不忘合奏的樂趣。

管樂團學生為聖誕佳節進行四重奏表演

敲擊樂團學生為聖誕佳節表演

中樂團學生為演奏新曲努力練習

弦樂團學生的四重奏表演很有氣勢

指揮耐心地在網上課堂教導團員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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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九旅小童軍及幼童軍

A. 榮譽及獎項
1. 金紫荊章獲獎名單
  金紫荊章是幼童軍支部最高榮譽獎章，亦是眾多幼童軍夢
寐以求得到的獎章。要獲得這個獎章，幼童軍需通過一連串嚴
格的考驗才能獲得。我校本年度共有六位成員獲得此項榮譽，
恭賀各位獲獎團員。

其中四位獲獎成員出席了由何文田區會
童辦的「青少年獲獎人士頒獎典禮」，
並獲得「金紫荊章」嘉許證書

2. 傑出旅團獎勵計劃
  本旅於九龍地域傑出旅團獎勵計劃獲得不同團體獎項，所有成員將會得到「優異旅團章」嘉許，以
下是各旅團得獎情況：

「2020年傑出旅團獎勵計劃」七十九旅獲得獎項
小童軍支部 銀獎

幼童軍支部 – A團 金獎
幼童軍支部 – B團 銀獎

  期望各位成員來年多加努力，積極參與不同童軍活動及比賽，繼續為旅團爭光！

3. 何文田區會主辦「金禧慶祝活動 : 小幼童軍金禧填色比賽」
  本旅小童軍成員獲得上述比賽以下獎項，恭賀各位同學！

金禧慶祝活動：小幼童軍金禧填色比賽 得獎名單
二正 林千瑜

優異獎

三望 郭愷朗
三望 方芷穎
三望 何承軒
三愛 翟 詠
三愛 高樂謙
三光 鍾青言

2019-2020年度七十九旅獲得「金紫荊章」名單
六信 楊洛宜 六信 劉詠詩 六愛 郭睿而 
六正 鄧學韜 六正 徐 圓 六誠 梁康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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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七十九旅的學與教
1. 幼童軍支部網上集會
    本 旅 幼 童 軍 支 部 透 過 G o o g l e 
Classroom進行網上集會，各團員及領
袖老師均穿着整齊童軍制服出席，並學
習不同童軍課的理論知識，務求繼續完
成各項進度性獎章訓練，努力向最高榮
譽獎章「金紫荊章」目標進發。

疫情來勢洶洶，但無阻七十九旅舉行童軍集會

2. 領袖訓練班-幼童軍繩結
  為增加對幼童軍繩結教學的認識，本校四位領袖參加了由香港地域舉辦的領袖訓練班。除了對繩結
教學法有進一步認識外，更即場用不同繩結製作各項紮作！

訓練班使領袖老師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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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度幼稚園畢業典禮及幼低班結業禮
  幼稚園第七十五屆畢業典禮及幼低班結業禮改以網上直
播形式順利進行，感謝天父一直以來的保守及帶領，祝願各
位畢業生及幼低班小朋友鵬程萬里，身體健康，在新一年快
樂學習！

高班畢業典禮

幼低班結業禮

感謝校監、校長及各位嘉賓參與

高班畢業了

香港浸信會聯會傑出學生獎

幼低小朋友升班了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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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庭摺紙屋

2. 校園生活
  小朋友於疫情下復課，在老師用心設
計和編排的活動中，仍能見到小朋友積極
投入參與，疫情無阻課堂的學習氣氛，小
朋友都十分享受回到校園的生活。

體能時間

英文活動

在音樂室進行音樂遊戲

體能堂一起做熱身運動

在體能場進行遊戲

參與課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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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感恩週
  本年度感恩週定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九日至
廿三日舉行。老師透過不同的活動和遊戲帶出感
恩 的 訊 息 。 當 中 包 括 感 恩 行 動 卡 、 聖 經 故 事 分
享、捐贈文具活動，遊戲和跳讚美操活動等。讓
小朋友學習數算天父的恩典，學習聖經故事，並
在生活中實踐愛人愛天父的心。

小朋友分享感恩行動卡

捐贈文具活動

聖經故事遊戲

捐贈文具拍照留念

完成行動卡的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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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疫情關係，本年度上學期的活動班以網上形式進行，內容多元化，包括趣味英語、繪畫手工、體
適能等。

活動班導師與小朋友一起進行互動教學

班別 姓名 比賽名稱 項目 獎項 主辦機構

低信班 何玥 2020第二十六屆聖經朗誦節 K1獨誦
（廣東話） 亞軍 漢語聖經協會

低愛班 張卓謙 2020年全港兒童網上比賽 K1 朗誦  嗞嗞
叫（普通話） 亞軍 香港兒童表演藝術

交流協會
低光班 劉尚桓 2020香港數學及奧數公開賽 K2 數學組 亞軍 香港兒童數學協會

低光班 李進諾 粵港澳數學選拔賽  香港地區
初賽2020-2021 K2 銀獎 國際教育研究中心

高愛班 薛偉霖 WMI世界數學邀請賽2020 幼稚園組 銅獎
The World Mathematics 
Invitational Organizing 

Committee

高信班 吳韋廷 "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2020) K2 普通話兒歌組 金獎 香港海洋語言藝術

推廣中心

高善班 盧顧之 "海洋盃"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
(2020) K2 普通話兒歌組 金獎 香港海洋語言藝術

推廣中心

高望班 覃希峻 第六屆KPCC朗誦比賽 K2組普通話獨誦
比賽 亞軍 國際普通話水平測試機構

高光班 丁彥中 第六屆KPCC朗誦比賽 K2組普通話獨誦
比賽 亞軍 國際普通話水平測試機構

高信班 陳梓喬
Hong Kong Primary School & 

Kindergarten 
 Invitation Competition

Boy's Foil U5 Champion Hong Kong Fencing 
School

高愛班 鄧翱琳 創意總動員2020 幼稚園  心意
卡創作組 金獎 樂思教育出版有限公司

高誠班 陳旭升 香港青少年兒童繪畫大獎賽2020 幼童組  
 （ 主題：春 ） 亞軍 香港兒童文化藝術協會

二零二零校外比賽獎項記錄

幼稚園上學期網上活動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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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澳首間5G智慧應用研發實驗室落戶培正
  「澳門電訊x培正中學5G智慧應用研發實驗室揭牌儀式」於二零二零年九
月廿一日在本校禮堂隆重舉行。全澳首個在中學校園內的「5G智慧應用研
發實驗室」落戶培正，建構了一個全方位的5G智慧應用研發基地，讓師
生的無限創意和智慧應用構想能實踐。中聯辦、政府代表、社會人士等
均有出席，場面熱鬧。
  高錦輝校長在致辭時表示，從科技與經濟的發展角度看，5G是變
革世界連接、計算與通訊的網路平台，是數位經濟的全面實踐和完整
體現。CTM與培正合作，開啟5G試驗基地落戶培正。未來，教育同仁
將努力探索5G走進校園後，會對基礎教育帶來怎樣技術性的革新，在教
學模式、教學平台的構建上又會帶來怎樣顛覆性的創新，從而發展出一系
列與時俱進的教育實踐，為國家和澳門特區培養出優秀的科技人才。他相信，
5G技術會為教育帶來更多應用，同時也帶動引領教育行業向着更遠的未來前進。澳門感恩祖國，亦能
搭上科技快車，親歷5G帶來的方便。培正也藉着與澳門電訊的合作，希望為學生的學習帶來突破性的
發展，培養有家國情懷的下一代，更希望在澳門以至大灣區的非高等教育中帶出新的訊息。
  澳門電訊網絡服務副總裁梁沛雄表示，智慧社會離不開高速穩定的網絡基建，以及切合社會需要的
智慧應用。培正作為重要的5G應用合作意向伙伴，一直積極支持和參與推動更多切合澳門教學需要的
5G智慧應用，「5G智慧應用研發實驗室」是雙方成為5G應用合作意向伙伴的首個項目。他期望藉此能
夠實踐師生們的無限創意和智慧應用的構想，讓澳門在成為智慧城市的發展上獲得更大的動力。
  「澳門電訊x培正中學5G智慧應用研發實驗室揭牌儀式」的啟動，由一眾嘉賓手持平板電腦，透過
觸控平板電腦啟動掛牌儀式。其後，由本校溫紫峰老師進行5G智慧應用研發項目的介紹。儀式代表了
本校通過商校合作的形式，推動教育改革創新，與澳門電訊共同打造5G智慧校園的合作樣板。
  儀式後，一眾嘉賓分批到「5G智慧應用研發實驗室」參觀研發項目。現時，「5G智慧應用研發實
驗室」設有本校中華文化館VR館藏導賞應用，讓學生能夠藉助5G及VR眼鏡，欣賞各項館藏等文化瑰
寶，以加深對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的認識。同時，實驗室更設有服務型機械人和水底機械人研發中心，師
生們將藉助5G網絡超高速、低時延、大連接等特性，進行更多的研發工作。

  出席主禮嘉賓眾多，其中包括中聯
辦教育及青年工作部部長徐婷、郵電局
電信管理廳代廳長徐芬、教青局組織暨
資訊處處長黎玉燕、澳門電訊行政總裁
潘福禧、澳門中華教育會會長陳虹、天
主教學校聯會會長周伯輝、澳門電訊網
絡服務副總裁梁沛雄、培正同學會會長
黃漢堅、本校校長高錦輝及副校長郭敬
文，氣氛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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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助推科研教育發展
  科技結合教育早已不是新鮮事物，不少學校都應用電子教學E-class，尤其疫情下更顯電子、遙距
教學的重要。在現時已普遍使用電子教學的情況下，網速和海量連接尤為講究，有了5G之後，相信可
令教學質量更上一層樓。
  培正中學設計與科學科老師梁婉茵表示，現時一般學科也有用E-class 網上教學，但當上課學生人
數較多時，學生上傳功課練習的速度就會減慢，有礙老師收集學生的課堂作業。她舉例指自己授課的科
目，是通過樂高搭建機械人，再以電腦編程賦予機械人「生命」，學生要利用藍牙或數據線下載及上載
相關程式，老師即場批閱並指正。若日後能利用5G下載及上載，能省卻更多傳輸時間，老師盡快檢查
完程式，學生亦能更快進行下一步實驗，提昇課堂效率。

研家居機械人功能
  此外，5G的超高速、低時延、海量連接等特性，對於科研教育、機械人研發等亦起着巨大的作
用。該校家居人工智能服務機械人小組的導師林建源及學生梁梓堯介紹，他們研發的家居服務機械人有
很多不同的功能，其中「跟隨人」功能可以接收和完成人類發出的指令，如協助行動不便人士拿取家中
物品等；這功能依賴到機械人身上的鏡頭，其中圖像辨識功能可作為機械人的「眼睛」，讓它可以了解
人類世界的運作、認知物件，更好完成拿取物品等指令。
  林建源解釋，在現有科技圖像傳輸方面，需要六十個FPS（即每秒鐘要傳送六十幀圖片到伺服
器），才可令肉眼看到一幕順暢動畫。他們亦曾做過測試，對比2.4G的路由器與5G路由器的能力，前
者相對較舊的路由器完全不能負擔上述傳輸能力，會不斷出現畫面停頓。
  梁梓堯補充，該機械人的三個鏡頭中，其中一個為紅外線鏡頭，可以通過射出紅外線探測物件，再
收回一張黑白的紅外線構圖，且因為個別原因，紅外線構圖不能壓縮傳輸，若要傳輸大量圖片以執行指
令，會大大減慢機械人的執行速度，甚至無法執行指令。故他們亦十分期待5G技術的應用，更好推動
機械人的發展。

提昇思維研發層次
  培正中學校長高錦輝指出，5G推動教育方面，若相關技術更成熟、覆蓋面更廣，將來有利於老師
直播教學；站於學生的角度，都能令他們的思維空間更廣闊。因現時學生大部分的科技發明或創作，都
是建基於4G技術層面，面對許多如網速等問題，只能將就配合。但隨着5G的到來，相信許多舊有的問
題都能迎刃而解，師生均能提昇思維、研發及教學各方面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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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蹤跡十年心：澳門培正中學課程改革》自二零二零年七月新書發佈會後，吸引本澳、內地等
教育界的注視，馬上加印。第二版更與台灣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同發行，並且將會在台灣銷
售。培正十年課程改革，碩果累累，為教育界帶來啟發。

《十年蹤跡十年心：澳門培正中學課程改革》
第二版推出

澳門中銀行長參訪培正盼加強合作
  十月廿八日上午，中國銀行澳門分行行長李光一行
蒞臨培正參觀交流，本校行政熱情接待。在校長高錦
輝、副校長陳敬濂等陪同下，來賓們參觀了本校校園及
各項教學設施，並展開座談進行深入交流。
  為了解本校傳承中華文化和發展創新科技教育的情
況，來賓先後參觀了本校的中華文化館與創新科教館。
文化館主管鍾春暉博士介紹館內設計和藏品的種類，表
示通過館內濃厚的文化氣息，拉近學生與傳統文化的距
離，使他們有親切體會。創新科技主任劉冠華介紹了館
內的先進設備以及本校推動創新科技教育的發展歷程，
通過STEAM課程提昇學生的學習興趣。此外，李光行
長還視察學生上課的實況，細心聽取學生的解說和意
見，了解他們的學習情況。
  參觀過後，雙方展開座談交流。李光行長表示此行
收穫良多，一方面能了解培正的辦學理念與教學方式，
另一方面被學生的創新思維與熱情投入所感動。同時提
到，中銀一直積極支持本澳教育事業的發展，未來會繼
續和培正作緊密而深度合作，讓學生能發揮創新思維，
加深對金融業務的認識。
  高校長表示，雙方於二零一九年共同建立智慧金融
推廣中心，把智慧金融的理念推廣到校園，開創澳門金
融教育的先河，期望未來能加深合作，開創更多的教育
交流、學術活動，為澳門培養金融人才開拓新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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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高錦輝校長一行七人，八月廿八日到訪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與該中心
蕭志偉會長一行會面，雙方同意加強友好往來，並簽署交流及合作協議。
  蕭志偉會長表示，該中心自成立以來，始終以理性、客觀、持平的態度開
展不同的研究課題，近年的研究課題包括《“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澳門經
驗》、《澳門特色金融的發展重點及可行性研究》等，為澳門的發展作出應有
的貢獻。除此之外，該中心從2015年起，通過舉辦暑期實習生計劃，提昇實習
生的綜合能力，培養青年人才，相信這一理念與培正有相通之處。
  高錦輝校長表示，一直以來，培正中學對科普及創新教育予以高度重視，着
重學生的多元發展，期望推進澳門各項事業邁上新台階。發策中心作為學術研究機

構，對澳門的整體發展有着深入的了解，冀通過是次
交流及合作協議的簽署，在雙方既有的良好合作基礎
上，取得進一步的發展成果。
  出席簽署儀式的還有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馮家
超副會長、陳志峰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呂開顏副理
事長、劉燁晉辦公室主任、葉偉強辦公室副主任；澳
門培正中學郭敬文副校長、陳敬濓副校長、梁永棠主
任、楊珮欣主任、陳志誠主任、黃健校長助理。

與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簽署合作協議

  因新冠疫情影響，本校按衛生局指引，在各
項完備的防疫措施準備下，二零一九年度小學畢
業典禮於九月十二日在本校禮堂舉行，上午九時
三十分和下午三時分別進行信班、望班和愛班、
善班、正班的畢業典禮。全級共二百一十名超社
小六學生畢業，校長、主任、老師和家長們共同
見證同學們人生中珍貴的畢業時刻。
  校長高錦輝博士致辭，向家長致以熱烈的歡
迎和深切的感謝，向所有畢業生表示祝賀，並殷
切期待同學們能在中學的學習生活中再接再厲，
取得優異成績。
  高校長表示，學校為同學們提供了一個非一
般中學生能擁有的學習平台，目的是為學生創造
更多成功的機會，例如：初中生到科學館或大學
校園的學習……但是成功同時取決於同學們的學
習 態 度 。 二 零 二 零 是 特 別 的 一 年 ， 在 這 場 疫 情
中，許多人的注意力從財富、名譽和利益轉向與
生命有關的一切故事，讓我們進一步認識人生有
很多不確定的因素。最後，高校長送上三點希望
給超社的同學：希望同學眼裏有陽光，堅守基督

小學畢業典禮分上、下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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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理，以造福人群為己任，做個有家國情懷的紅藍兒女；心中有夢想，精神抖擻，行穩致遠，做個有
理想有抱負的超社人；腳踏實地，砥礪奮進，做個有責任有擔當的培正人。
  隨後，高錦輝校長為小六畢業生頒發畢業證書，繼而由各主禮人向優秀畢業生和本學年參加全國性
或國際性比賽，並有突出表現的同學，頒發各項獎品和獎學金。
  信班陳倩樺和愛班賈子驁分別在上午和下午的典禮上，作為畢業生代表致辭，感謝學校、老師和家
長們的關愛、引領和栽培。

  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本校按衛生局指引，在各項完備的防疫措施下準備二零一九年度初中畢
業典禮。為免人群聚集，初中畢業典禮分別於九月份在校內禮堂分場次進行。全級共二百一十六名悅社
初三學生畢業，在校長、主任、老師和家長們共同見證下，掀開人生新一頁，踏入高中階段。
  培正中學校長高錦輝博士致辭表示，二零二零是不平凡的一年。蒙天父保守，在政府支持以及辦學
團體領導下，紅藍兒女能上下一心面對疫情帶來的考驗，順利復課。同學亦在家長的愛護，老師的悉心
指導下，順利完成初中階段。「事無大小，必持之以恆，將之以慎」，高校長以此勉勵本屆初三畢業
生，寄語同學必須在高中生活全力以赴，奮鬥到底，要把握每一次的機會。高校長亦提醒同學要銘記這
不平凡的一年，這段時期的經歷、思考和感悟會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世界、人類與自身。他希望同學能
聆聽時代聲音，在命運的征途上堅守基督真理，「悅越」難關，成為一個有家國情懷的紅藍兒女，以造
福人群為己任。
  高中階段，培正開設更多多元化的課程及活動，同學能有機會到不同機構，甚至大學進行學習。財
經素養的培養，對歷史文化的探究，AI人工智能的應用，以至5G網絡的體驗，都會成為同學未來的重
要經歷，而且，這些經歷都是開啟澳門非高等教育的先河。

勉二百初中畢業生勇闖難關持之以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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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後，高校長為初三畢業生頒發畢業證書，繼而由各主禮人向
優秀畢業生以及本學年參加全國性或國際性比賽，並有突出表現的
同學，頒發各項獎品和獎學金。
  信班何曉晴和愛班陳紫詠分別在上午和下午的典禮上，作為初
中畢業生代表致辭，她們代表悅社感謝政府及社會各界的支持，感
謝師長的悉心教導，感謝家長的養育、引領和栽培，感謝同學間友
好扶持。
  典禮上，校方向長期服務教職員工致送紀念座，場面溫馨。最
後，在歐陽效鴻牧師的祝福和校歌聲中，初中畢業典禮圓滿禮成。

因疫情關係，二零一九學年中、小學各級結業禮安排於九月份在校內分場次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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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三日，本校舉行二零二七年級崇社成立典禮。按
衛生局指引，在各項完備的防疫措施下，典禮順利舉行。
  上午十時三十分，典禮正式開始，全體齊唱校歌後，由
崇社社長陳嘉晴同學致開會辭，高錦輝校長揭旗及致訓辭，
澳門培正同學會黃漢堅會長亦致辭勉勵，學校行政常委擔任
主禮嘉賓。出席典禮的是崇社全體同學。依據培正傳統，小
五崇社同學由此正式成為同學會的新成員。
  儀式結束後，同學們為慶祝級社成立而呈獻了精彩的音
樂劇《夢想啟航》。音樂劇歷經六個月的準備，在「停課不
停學」期間及復課後，在老師的悉心指導下拍攝剪輯完成。
音樂劇表演的節目體現了「學校的殷切期望」、「中華文化
的傳承」、「激勵探索」、「強健體魄」、「微笑面對人
生」、「感恩攜手同行」、「感悟每天的美好」等意蘊。每
個節目都各具特色，獲得了嘉賓及師生的一致好評。典禮全
程現場網絡直播，家長及社會各界人士均可以收看典禮現場
直播或收看回放。溫情感人的MV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崇社同
學心存感恩，互愛互助，傳承紅藍精神的堅定信念。

二零二七年級崇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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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中華文化聯誼會品牌之「二〇二〇濠江之春——澳門與內地藝術家大聯歡」活動近日在澳舉
行。每年在濠江之春期間，中國文聯均組織內地藝術家同訪澳門，進行文化交流活動。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六日上午，河北省文化交流活動一行十三人，在河北省文聯黨組成員、副主席張海英女士的帶
領下，蒞臨培正參觀訪問，獲本校高錦輝校長、郭敬文副校長、楊珮欣主任、駱劍峰主任及行政人員
的熱情接待。
  為了解本校傳承中華文化之情況，來賓由本校中華文化館主管鍾春暉博士帶領，參觀本校的中華
文化館。其後，河北文化交流活動嘉賓移步至初一課室作入室講座。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河北省書
協理事、河北省書法篆刻委員會副主任成
軍先生用淺顯直白的方式講解書法的基礎
知識，建立學生對書法的基本概念。同時
展示著名書法家的作品給學生欣賞，藉此
提高學生對學習書法的熱情，以及加強學
生對書法教育的認識。隨後，由國家一級
美術師、河北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河北
省中國畫學會副會長顏景龍先生為學生簡
介中國繪畫歷史。他以通俗易懂的方式，
簡述歷代中國山水名畫，傳遞博大精深的
山水畫精髓，字字珠璣，在座學生和老師
受益匪淺。

《中國夢・冀澳情》河北文化交流活動走進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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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推動內地與澳門的文化藝術交流，以及向本澳市
民尤其青少年傳播中華民族絢麗多彩的優秀文化，中聯
辦宣文部與上海市文聯、中國文聯港澳台辦公室、澳門
中華文化聯誼會合辦了「二○二○濠江之春」大型系列
活動，該活動獲中聯辦、中國文聯及澳門基金會支持。
  十一月六日上午，主辦方假本校禮堂舉行「二○二
○濠江之春上海市及長三角藝術家走進培正中學慰問演
出」，邀請內地多位著名表演藝術家出席獻演，陣容鼎
盛，除安排京劇、昆曲、滬劇、越劇等不同形式劇種演
出外，還讓青年音樂家表演鋼琴獨奏、小提琴協奏，以
中華優秀文化藝術饗師生。
  培正中學校長高錦輝致辭時表示，澳門是一個中西
文化交融的小城，中華文化的傳承是中央政府對澳門的
定位之一。本校素來重視中華文化教學，在校內設有中
華文化館，透過館內濃厚的文化氣息，拉近學生與傳統
文化的距離，推動中華文化的教學與傳承。感謝上海市
及長三角藝術家為培正師生帶來一節難能可貴、精彩紛
呈的中華文化課。
  上海市文聯黨組書記、專職副主席尤存致辭時表
示，很榮幸能到訪培正這所百年名校，指出藝術家精神
與培正校訓理念相同，是要懷至善之心，做至正之人。
同時以「少年強則國強」勉勵一眾學生要認真學習，並
向學生發出邀請，希望他們有機會可以到上海親身感受
江南文化。
  中華文化聯誼會理事長、本校副校長郭敬文致辭時
表示，這是澳門與內地文化藝術交流的重要延伸項目，
每年的「濠江之春」活動，都有內地藝術家走進澳門校
園進行慰問演出，向學生傳播不同門類、不同地域、
不同民族的優秀文化藝術，展示中華藝術文化的博大精
深，使澳門青年學生增進對中華民族優秀文化藝術的了
解與認知，增強民族自豪感和愛國情懷。

濠江之春　走進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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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月 三 十 日 下 午 ， 受 澳 門 青 年 峰 會 邀
請，高錦輝校長與李棟老師參加於澳門青年
創業孵化中心舉行之「澳門青年峰會2020」
座談會。是次活動以討論疫情下澳門的長短
期經濟發展及科技創新與產業轉型為主題，
首次採取「線下至線上」的形式舉行，實時
於該會Facebook專頁上直播。活動至今，吸
引逾千名於海外及本地居住的澳門青年報名
參與，反應熱烈。
  是次活動邀請了澳門旅遊業議會理事長黃輝先生、澳中致遠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及澳門青
年創業孵化中心行政總裁林家偉先生等講者嘉賓，和與會者討論澳門的經濟應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有
效地逐步復甦，及澳門應否從單一的休閒旅遊產業轉型，以成就本地多元化的經濟。李棟老師從教育
和人才培養角度分析澳門的人才培育與經濟發展之間關係。疫情當下對教育行業的衝擊和改變，以及
中美衝突下澳門教育行業的契機，並呼籲澳門的青年人應對未來持擁抱挑戰的開明態度，融入大灣區
的發展中。

參與澳門青年峰會

  是次表演共有九個節目，邀請到多
位內地戲曲、歌唱、樂器演奏等知名藝
術家，他們用精湛的藝術表演，詮釋中
華文化中的歷史故事、優美傳說。本校
中學同學楊寧更與著名青年鋼琴家宋思
衡四手聯彈《土耳其進行曲》，楊同學
是澳門首位在維也納金色大廳舉辦鋼琴
獨奏會的青年音樂家。不同形式劇種與
音樂的演出，為本校三百多名師生帶來
一場精彩的藝術盛宴。
  出席嘉賓還包括：中國文聯港澳台
辦公室主任董占順、澳門中聯辦宣傳文
化部副部長劉偉、上海市文聯藝術促進
中心主任顧堅核、澳門中聯辦宣傳文化
部文體處副處長辛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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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東莞松山湖實驗中學校慶　分享本校創科發展
  高錦輝校長與AR/VR/MR技術探究課程總監溫紫峰老師，於十一月十日出席
姊妹學校東莞松山湖實驗中學校慶活動。溫老師以「創新人才培育」為題，在
松山湖未來教育論壇暨創造教育聯盟第二屆年會中，與其他全國重量級嘉賓
同台分享，介紹本校創新科技發展情況，大獲好評。

獲贈澳門首部音樂繪本《致賈梅士》
  十一月十六日，郭敬文副校長應邀出席在官樂怡基金會舉行之澳門首部音樂繪本《致賈梅士》發佈
儀式，並接受贈書。
  作者馬瑩瑩女士以音樂繪本的形式解讀澳門多元中西文化特色的人文歷史，以四百年前在澳門生活
工作過的葡萄牙偉大詩人賈梅士傳奇一生為背景，以賈梅士與中國姑娘蒂娜妹的異國愛情故事為題材，
《致賈梅士》譜之以曲、唱之以歌及繪之以畫，用音樂和繪畫，與詩人跨越四百年進行心靈對話。該書
在本校圖書館供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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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青年原創話劇《苦盡甘來》來校演出
  由霜冰雪創作實驗劇團以及澳門大學學生會戲劇社主辦，澳門青年原創話劇《苦盡甘來》巡迴演
出，在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日於本校禮堂上演兩場，高一、二學生出席欣賞。
  《苦盡甘來》是澳門青年原創的本土父女親情故事，劇目以「傳承、尋根、堅毅」為根本致敬祖
國、感恩上一代的付出。劇團藉着這個上一代的故事，勉勵年青一代要肩負起責任，與上一代並肩前
行，建設屬於自己的家、自己的國，並希望用藝術團結人心、凝聚力量，與澳門人互相支撐，共同推動
澳門疫後的復甦建設。

95



澳門校聞學校動態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一行訪中華文化館
  七月十五日早上，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主任朱壽桐教授、中心辦公室關小燕等一行四人，來
訪本校中華文化館，饒有興味聽取文化館主管鍾春暉老師的介紹，了解文化館的沿革、措置和工作展
望。座談會上，高錦輝校長、楊珮欣主任、麥芷琪老師、施虹冰老師等，分別向來賓介紹了培正中學近
年來在推廣中華文化方面的理念、舉措、傳承和創新。朱教授高度評價我校中華文化推廣工作，雙方亦
就未來可期的合作，進行了愉快的交流。

常州大學來訪
  常州大學戴國洪副校長及海外教育學院儲志新黨總支書記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廿三日上午蒞臨本校參
觀，由高錦輝校長及溫淑玲老師接待，來賓們首先參觀了中華文化館及創新科教館，及後展開座談交
流。雙方期望能加強合作和交流，並提出組織夏令營，加強學生對內地高校的認識，增加學生未來升學
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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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師大來校介紹研究生院招生資訊
  十一月十三日早上，華南師範大學招生考試處處長潘文慶一行八人，蒞臨培正參訪交流，高校長向
來訪嘉賓表示誠摯的歡迎。研究生院副院長安寧向本校教職員介紹該校的招生資訊，也詳細講述了研究
生教育的歷史與現況，以及其特色與成就。
  潘處長一行還參觀了中華文化館和創新科教館，分別由文化館主管鍾春暉、創新科技主任劉冠華作
詳細講解，讓來賓了解本校對文化傳承和科普教育的重視。雙方就教師開展培訓工作、教師專業培訓需
求等作交流。
  到訪的來賓還包括：校友工作辦公室主任王偉民、教育科學學院副院長葛新斌、心理學院副院長王
瑞明、研究生院培養辦公室主任王健、研究生院培養辦公室馬冬秀、澳門業餘進修中心助理校長裴承
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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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文物保存修復學會訪中華文化館
  十月五日，澳門文物保存修復學會一行二十人，由會長陳志亮先生帶領參觀本校中華文化館。文化
館主管鍾春暉博士介紹館藏情況，並對該會早年致贈文化館一批珍貴澳門文物表示感謝。

廉署來校交流商討合作
  七月六日，廉政公署社區關係廳鄺雪瑩廳長、宣傳教育處歐敏華處長、社區推廣及公關處區肖卿處
長以及廉署同事一行六人到訪本校，獲高校長、陳副校長及德育處主任接待，彼此分享及交流在學校如
何推動廉潔誠信教育，並計劃未來雙方合作方案。

訪澳門大學健康科學學院
  十一月廿七日，高錦輝校長率領本校化學科代表拜訪澳門大學健康科學學院，交流進行科研教學的
經驗，並感謝澳大支持本校隊伍參加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的國際基因工程機器（iGEM）比賽，雙
方互相祝賀對方同獲金奬。其後，院長鄧初夏教授一行帶領本校代表參觀澳大的研究實驗室，高校長對
澳大提供學術指導及使用先進實驗設施的機會表示謝意，雙方同意加強大學和中學的合作，共同推動科
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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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消息
老師參加培訓課程，學習基本法 
  圖書館劉慧敏主任、許梅婷老師及馬嘉麗老師參加
由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法務局、教育暨青年局合辦之
《澳門基本法》培訓課程，對奠定澳門穩定繁榮的基本
法有深入的認識，收穫甚豐。

劉慧敏主任獲邀擔任閱讀課程導師，分享專業經驗
  為推進本澳圖書館及閲讀推廣教育的專業發展，圖書館劉慧敏主任於二零二零年十月應澳門大學
與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之邀請，擔任「閱讀推廣人員專職培訓」課程導師，以《澳門地區成功的閱
讀推廣個案分析》為題，結合自身的實踐經驗與學員探討交流。學員更於十月廿七日到本校圖書館進
行實地參觀考察。本校圖書館老師向同業分享校園閱讀推廣、書刊採購及疫情期間線上閱讀活動等的
成效和經驗，大家受益匪淺，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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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多元培訓，培育優秀義工
  圖書館透過校內及校外不同形式的培訓活動，
建立學生團隊的合作能力，提高義工的專業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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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與基本法校園推廣計劃比賽，榮獲優異獎項
    本 校 圖 書 館 組 織 圖 書 資 訊 社 學 生 （ 高 二 級 吳 雨 晴 、 朱 雅
祁、黃禧蕾、佘佐晴、蔣文琪）參加比賽，在校內舉辦不同的
普法活動，榮獲優異獎。籌辦的活動多元，包括親子工作坊、
手偶劇場、有獎問答遊戲、好書推介等，讓師生家長及同學能
從多角度認識憲法與基本法。
  推廣期間，承蒙澳門大學憲法與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駱偉
建教授不吝賜教，傳授經驗，擴闊推廣小組同學對基本法認知
的格局，眼界大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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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老師參與比賽，榮獲佳績
  為推動校園閱讀氛圍及推動同業交流，本校參加由澳門
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主辦的「第四屆學校閱讀推手獎勵計
劃」多項活動。
  本校許梅婷老師榮獲中學組亞軍兼獲成就計劃獎，並於
十一月十四日的頒獎禮上分享本校之閱讀推廣以及「停課不
停學」期間網上閱讀策略和方法，而馬嘉麗老師則獲中學組
最多活動獎。劉慧敏主任參加由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
主辦、澳門攝影學會協辦的第十二屆「照出閱讀新角度」閱
讀攝影比賽，憑作品「父女的角度」榮獲會員組亞軍。

圖書館利用教育，宣導抗疫抒懷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圖書館在週會上向初中及高小同學推介閱讀資源的利用，並分享疫情資訊，勉
勵大家在疫情中繼續前進，活出生命的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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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三老師獲卓越表現教師榮譽
  邵敏老師、張慧敏老師、麥芷琪老師獲教青局選為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學校年度 「卓越表現教
師」 榮譽教師。

高校長及兩老師參與澳門教育界國慶訪問團
  應國家教育部邀請，教青局組織「2020澳門教育界國慶訪問團」，一行六十人前往上海及北京交
流。本校高錦輝校長及其中兩位卓越老師梁健華、閔好年隨團出發。
  九月廿六至廿八日先到訪上海，考察學習當地的智慧教育發展。之後到達北京，獲全國人大常委會
副委員長白瑪赤林在人民大會堂澳門四季廳接見，教育部副部長鄭富芝宴請訪問團。在宴會上，高校長
代表該團教師發言。
  此外，訪問團在北京亦參訪活動及聆聽關於國家防疫策略講座，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一日清晨到天安
門廣場觀看國慶升旗儀式後乘機返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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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耀鋒老師新書《不掀開肚皮很難交心》發行
  由文化公所出版，本校中文科黃耀鋒老師新書《不掀開肚皮很難交心》於十一月七日在二零二零
秋季「書香文化節」上舉行新書發佈會。黃老師生動有趣地向與會者分享其寫作的心路歷程，校長高
錦輝、副校長郭敬文、陳敬濂、中文科科主任麥芷琪及眾多師生出席，場面熱鬧。

黃慧儀老師參與木版畫展
  八月二日，本校視覺藝術科主任黃慧儀老師，參加澳門木版畫協會於饒宗頤學藝館舉行主題為
「城市」之木版畫展，該展覽展出來自內地、日本、台灣及澳門木版藝術家的作品，二樓展廳展出木
版畫之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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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獲綠色學校白金奬
  本校一直致力推動環保教育工作，過去積極鼓勵師生參與由環境保護局舉辦之綠色學校伙伴計劃，
以此向全校師生及家長傳達保護環境、珍惜資源、循環再用等訊息。在二零二零年綠色學校嘉許計劃
中，本校獲得最高榮譽之綠色學校白金奬；林潤薇、郭振業、黃雪蓮老師以及七位同學共同獲得環保校
園嘉Fun奬；陳麗玲、梁艷紅、劉詩敏及鄭詩婷老師於環保教案設計奬勵計劃中獲優秀奬。

麥芷琪老師分享創意寫作
研究獲三等獎

  本校中學中文科主任麥芷琪老師於十一月十四
至十五日參加由山東大學、上海大學、高等教育出
版社聯合主辦的第六屆世界華文創意寫作大會暨二
零二零年中國創意寫作高峰論壇，是次論壇以「新
文科建設與中國寫作學轉型」為主題，以線上形式
進行。麥老師在論壇上發表題為《高中創意寫作教
學模式研究》的論文，獲優秀論文三等獎。

袁國展老師在學習創新
應用大會獲一等獎

  由「全球華人探究學習學會」主辦之「第十一
屆全球華人探究學習創新應用大會」於十一月十二
至十六日於河南師範大學進行，吸引了全國多所學
校投稿，最終錄取了廿四份作品，本校袁國展老師
於早前投稿的競賽作品  「有趣的齒輪」獲大會
錄取，並於十一月十四日進行答辯，最終獲得了
「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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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英老師蟬聯環山賽冠軍
  中華教育會主辦之教師環山賽於十一月廿九日舉
行，本校老師踴躍參與，在各自的組別中，李瑞英老師
蟬聯冠軍，梁永棠主任、吳欣霞老師獲第四名，陳雅雯
老師獲第七名。

大灣區校長聯合會成立　高校長分享STEM教育經驗
  高錦輝校長在十一月十四日出席由廣東省教育研究院、香港校長專業發展促進會、澳門中華教育會
及珠海市教育局聯合舉辦的二零二零粵港澳大灣區中小學校長聯合會成立大會，近二百所學校參與，場
面熱鬧。高校長被推選為主席團成員。
  在綜合論壇上，高校長以《新時代的責任擔當，讓STEM教育開啟人才之門  以回歸後澳門培正
的教學經驗為例》為題，在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向來自大灣區現場及線上共數百位教育工作者作主題
演講，介紹澳門培正近年在創新科技教育的思考，STEM課程的背景、理念、發展、特色、延伸平台、
成果；更談及如何把澳門世遺建築物、中華文化與科技結合，讓年青人學習相關領域，並學會欣賞及尊
重獨有文化，透過以多種不同手段及渠道來實踐教學，再不受時間及空間的限制。演講精彩具啟發性，
獲與會者高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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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錦輝校長到華師大演講
  本校高錦輝校長以華南師範大學研究生校外兼職導師身份，於十一月廿九日再次被邀到華南師範大
學，在國際研究廳向近三百位研究生演講。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院院長范冬萍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長安
寧教授均有出席。
  高校長以《釋放被卡住的人才  從澳門培正中學STEM教育談起》為題，從澳門培正STEM教育
的設立理念、動機、優勢、發展歷程、取得成果及未來方向等，向與會者分享，效果良好，互動環節氣
氛熱烈，發問踴躍；講座歷時兩小時。
  高校長表示能回華師大母校分享倍感榮幸，盼有更多的合作交流，為教育獻力。

參與母語教育教學資源調研
  本校中學中文科教師鍾春暉、陳子明、張柏恩、方秀娟，小學中文科施虹冰老師應邀參與國家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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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底由張柏恩老師代表參加該項目
之國際視頻會議，向大會匯報了澳門區階段性研究報告，獲大會方高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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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家明老師分享中文科電子教學
  十一月十五日，本校伍家明老師應澳門語言學
會會長黃翊教授邀請，在教青局舉辦的「國際漢語
教學  教什麼？怎麼教？」講座上擔任培訓演講
人之一。伍老師以「培正中文科電子教學分享」為
題，講述如何在中文課堂推動電子教學，運用資訊
科技提昇學生聽、說、讀、寫的語文能力，同時以
與蕭欣翹老師設計的實際教案為例（該教案獲教學
設計獎勵計劃資訊科技類優等獎），分享當中的創
意和理念，獲與會者好評。

方秀娟老師分享班級氛圍策略
  本校中學中文科副主任方秀娟老師應澳門城市大學
邀請，十一月 十四日下午與教學研究碩士一年級學生以
「如何進行有效的課堂管理」為題作經驗交流，方老師
以中文科課程改革、戲劇課程為切入點，分享了如何營
造良好的班級氛圍和解決學生問題的策略，在場三十多
位前線同工積極發問，互動討論。

黃耀鋒及李嘉盈老師擔任「資訊科技教育及評估」
講座嘉賓

  十一月十四日，本校黃耀鋒老師、李嘉盈老師應中華教育會青年協會師友伙伴計劃邀請擔任「資訊科
技教育及其課程教學評估」講座嘉賓。黃老師以培正中學中文科校園電視台課程作切入點，介紹學生利用
網絡資源及電子設備製作影片，把中文知識實踐至生活之中，提昇學生表達、寫作、拍攝、剪接等技能，
推動多元評核。李嘉盈老師介紹如何結合電子平台進行區角活動教學，系統根據學生學習表現，自動生成
評語，教師注重個別化差異，優化教學。現場約五十多位老師參與，踴躍提問，彼此促進學習。

108



澳門校聞 教與學

吳穎祺老師分享水泥花盆DIY
  十一月廿二日，本校吳穎祺老師獲邀請，以「水泥花盆DIY  中小學STEM教學經驗分享」為
題，向本澳藝術科教學人員提供培訓教青局A類課程。從模具及材料認知，到動手製作模具，最後製作
成水泥花盆實物，分享如何運用S(科學)-T(技術)-E(工程)-M(數學)融入教學中，提昇學生的創造、動手
以及解難的各種能力。

鍾春暉老師分享兒童禮儀文化
  「中華傳統禮儀文化教育」學術研討會及分享會分別
於九月廿五日及九月廿八日舉行。本校中華文化館主管鍾
春暉博士，應教青局的邀請，向幼兒家長介紹兒童禮儀。

繼續開展電子學習教師培訓
  為推動電子學習的持續發展，本校繼續開展電子學習教師培訓，於八月
三十一日在校內禮堂舉行「問題庫及大數據應用」工作坊，反應熱烈，吸引百
多位教師報名參加，並由鍾慧玲老師和梁紫君老師擔任導師，而面向新入職老
師的eClass基礎培訓課程則由陳健鴻老師任教。
  去年，本校與博文教育亞洲有限公司共同成立的「博文培正（澳門）電子
學習認證中心」已有四十多位教師成功考取一級認證。電子學習一級認證培訓
課程則吸引了九十多位教師參加，並由鍾子程老師和鄭穎清老師擔任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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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基礎教育滿二十年教師獲表彰
  春風化雨，作育英才。本校老師杜川崎、毛劍賢、湯蔚於十一月廿六日在二零二零年「在澳專職從
事基礎教育滿廿年教師表彰會」獲頒感謝狀。另外，麥芷琪、施虹冰、陳子明三位老師獲頒「師友伙伴
攜手共進計劃指導老師」感謝狀。

麥煥雲老師、譚麗嬌老師榮休
  本校麥煥雲老師、譚麗嬌老師，春風化雨近三十載。她們因着各自的人生規劃，向學校申請榮休。
麥老師（服務27年）和譚老師（服務25年）敬業樂業，服務熱忱，桃李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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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隊消息
澳門培正義工隊第十四屆就職暨嘉許典禮
  義工隊於十月三十一日舉行「澳門培正義工隊第十四屆就職暨嘉許典禮」，向過去一年積極服務、
表現出色的隊員作嘉許，以及見證新一屆管理小組成立。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學年獲嘉許隊員共七十九
名，其中金章得主十一名，獲頒最高獎項傑出義工大獎四名，分別為第一小隊鮑翰林、余維盈，第四小
隊袁潤菁，及第五小隊鄭愷亭。

第十四屆就職暨嘉許典禮大合照 工作人員大合照

第五屆中國青年志願服務專案大賽
  義工隊於第五屆中國青年志願服務專案大賽（全國賽）及澳門區選拔賽實現雙金獎（最高級別
獎項）。義工隊於十一月初參與第五屆中國青年志願服務專案大賽─澳門區選拔賽，以「區區有靚
菜  剩菜回收計劃」獲大會評為金獎，並獲得代表澳門參加全國賽區資格，經過一個多月的澳門區選
拔賽、全國賽初評及答辯終評後評比，義工隊再度獲頒金獎，以實現本澳唯一榮獲澳門區及全國賽區
「雙金」隊伍。在參賽過程中，大會評審委員以服務專案的目標明確性、創新性、成效、管理方式以及
影響面作為準則，尤其對專案的內容執行、義工管理及服務持續性有高度要求。
  義工隊藉是次參賽經歷，對服務專案管理作出了更深入的探討，在原有紮實的義務服務基礎上將加
入更多創新元素，以發掘同學對服務的專注及投入。

「區區有靚菜─剩菜回收計劃」服務學習理念

「區區有靚菜─剩菜回收計劃」項目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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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澳門創意行動挑戰賽」
  義工隊參與由澳門崇新文化協會主辦的「第九屆澳門創意行動挑戰賽」（簡稱DFC）。挑戰賽強調
設計思考模式，實行小行動為社區帶來大改變。義工隊本年度與澳門樂施會合作，組織共三隊樂施行動
組參與是次比賽，經評審後，全部獲頒「七大特色故事獎」：
1)	 澳門培正義工隊樂施行動組（外傭關顧）
 組 員：鮑翰林、余維盈、鄭愷亭
 指導員：黃健、陳宇威
2)	 澳門培正義工隊樂施行動組（剩菜回收）
 組 員：羅詠芝、林沅婉、余泳欣、馮藹晴、鄭智泓
 指導員：何冠球、袁潤菁 
3)	 澳門培正義工隊樂施行動組（公平貿易）
 組 員：彭宇恆、朱嘉穎、邱紫晴、司徒浩朗、潘弘毅
 指導員：劉錦盈、陳宇威 獲獎組別澳門培正義工隊樂施行

動組（外傭關顧）合照

獲獎組別澳門培正義工隊樂施行動組（剩菜回收）合照 獲獎組別澳門培正義工隊樂施行動組（公平貿易）合照

「關愛同行 無限可能」義工計劃創作大賽
  義工隊組織樂施行動組成員參與由黑沙環青年義務工作者協會、街總黑沙環社區服務中心合辦，教
青局贊助的「關愛同行 無限可能」義工計劃創作大賽。隊員鄭智泓、鄭愷亭、賴悅鋆、顏靖瑤、梁頌
欣憑着「『培』我收塑站」的項目於比賽中榮獲季軍。創作大賽報告會暨頒獎禮於七月廿九日假青年試
館舉行，典禮中組員分享了在校內開展「『培』我收塑站」的成功經驗，並計劃將收塑站擴展至社區，
期望能讓更多的市民及機構能參與減塑工作，一同為環境保護出力。

獲頒發「關愛同行 無限可能」義工計劃創作大賽季軍 與嘉賓們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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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活動：中學新隊員
見面會，小學新隊員見
面會，義工隊迎新日營
    義 工 隊 每 年 於 學 年 初 招 募 新 成
員，為令新加入隊員能更快融入義工
隊，本年度分別為中學及小學新隊員
舉行見面會，講解義工隊概況和資訊
以及為義工隊全體隊員於十月三日舉
辦迎新日營，促進團隊合作精神。

中學見面會新隊員合照

小學見面會新隊員合照

迎新日營大合照

暑期培訓課程：義工基礎培訓課程、「小編之養成」計劃
  義工隊於暑期期間，分別與紅藍義務工作協會及澳門樂施會開辦「義工基礎培訓課程」與「小編
之養成」計劃。各個培訓目的讓隊員在暑期期間裝備自己，學習如何為社會服務及議題作推廣，為將
來的義務服務打下良好基礎。

與紅藍義務工作協會開辦之「義工基礎培訓課程」 與澳門樂施會開辦之「小編之養成」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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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舉行彭文素老師追思會
  本校小學數學科彭文素老師於八月五日魂歸天家，安息主懷。七十多位親友同事出席八月十七日在
學校舉行的追思會，共同追悼故人生前的點滴。歐陽牧師以聖經約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一至六節安慰會眾
不要過份憂愁，將來在天家再相見。

大埔浸信會澳門堂傳道同工，向師生工友傳遞福音
  大埔浸信會澳門堂陳偉明傳道向教職員、工友及中學生分享雅比斯的禱告，鼓勵大家向聽禱告的神
禱告求福。張寶玲傳道則在小學周會講述耶穌是我們的好朋友，關愛及接納祂所創造的每個人。

小二崇拜

教職員靈修會

工友靈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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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校友信徒向教職員親述神的恩典 
  在十月二十日教職員靈修會上，劉天亮老師（1985博社）、沈世傑傳道（2002亮社）、鄭兆威傳
道（1997啟社）及其太太陳翠華傳道分享詩歌，劉天亮老師分享自身因老師而信耶穌的見證；梁月玲
傳道（1982駿社）引用聖經撒種的比喻，勉勵老師活出結果子的生命。

主日戶外崇拜
  十月廿五日主日，陳志誠主任、鄺春芳老師、梁建紅老師和陳嘉賢老師出席了在漁人碼頭舉行的戶
外崇拜，歐陽效鴻牧師引用創世紀第十二章第一至九節經文分享亞伯蘭的蒙召與聽命，鼓勵老師效法亞
伯蘭，順服神的召命。

李佩娟校友分享福音
  在十一月三日教職員靈修會上，於拉撒路青少年中
心侍奉的李佩娟校友（1990騰社）與老師們分享神如
何帶領她過去在宣明會和拉撒路青少年中心為神作工，
神如何模造她，使她去幫助青少年人成長；她亦邀請了
該中心的許至琦總幹事與老師分享聖經的話，鼓勵老師
們要自我肯定、自愛自強去培育學生成長，並經歷「施
比受更為有福」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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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培正中學國際中學生模擬聯合國大會」
順利舉行

  由培正中學國際議題研習小組籌備多月的「澳門培正中學國際中學生模擬聯合
國大會」活動於八月十九日順利閉幕。培正中學高錦輝校長與郭敬文副校長分
別於開幕式和閉幕式致辭，代表校方對活動表示支持，並勉勵同學繼續積極向
上，增強社會責任感，做新時代優秀的接班人。本次活動吸引了全球共計十一
所學校的學生，展開為期三天合共十八小時的模擬聯合國會議。在這三天時間
裏，同學們扮演各國的外交使節，對一系列的國際問題進行了深層次的討論。
活動設置五類獎項，本校馮藹晴、陳顥齊獲得傑出代表獎，陳宇軒獲得最
佳風采獎，林正瀚獲得最佳立場文件獎。
  培正中學國際議題研習小組的同學近年來積極參與模擬聯合國的活
動，並曾於這些活動中獲得多項殊榮。自二零一八年起，小組開始籌劃
舉辦培正校內模聯及全澳模聯，旨在向全澳學生推廣模擬聯合國活動以
及提供模聯訓練的平台，鼓勵更多的青年學生關注社會、關心時事。

貼近時事開拓視野
  今年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但是疫情不僅沒有令培正中學一群熱衷模聯的學生熱情減退，反而成為
他們關注社會、為推動人類社會發展而努力的契機。本次會議開設中英文兩個會場供同學選擇，分別
以聯合國六種工作語言中的普通話和英語為工作語言。中文會場配合時下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以聯
合國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八至十九日舉行的網路遠程會議「第七十三屆世界衛生大會」為模擬場景，結
合人類歷史上發生的黑死病、沙士、寨卡病毒等流行傳染病，圍繞「全球傳染病的防治」議題展開討
論。而英文會場則透過模擬歐盟高峰會，討論近期十分熱門的「英國脫歐」議題。會議議題貼近國際
時事，旨在培養同學的大局世界觀。

打破空間雲上會議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初期，他們果斷地將中文會場討論的主題改為流行病的防治議題，並及時跟
進疫情動態及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的行動。而為了避免聚集，在學校的支持和協助下，他們決定嘗試
將傳統線下的模聯活動轉為線上。由於打破了空間的限制，小組同學更擴大會議規模，將原來的全澳
會推向全球，讓來自不同地區熱愛模擬聯合國活動的同學能夠互相討論、學習、磋商、交流。為確保
每一位參會代表能夠獲得更好的學習機會，主席團成員也在會議前進行了線上的學術培訓，包括介紹
中英文兩個會場的議題背景，簡介會議流程，指導代表撰寫立場文件、決議草案等。最終成功地將這
場跨地區的大型活動由設想變為現實，實現了澳門學界舉辦國際中學生線上模聯的第一次嘗試。

踏進舞台有效嘗試
  不少同學認為作為一個現代社會公民，作為一個澳
門中學生，有責任關懷國家、放眼世界。籌委會和學術
團隊的成員，看到這美滿的成果，也表示深感欣慰。希
望明年能再次看到各位代表的精彩表現，而參會代表也
都表示十分慶幸能夠參加本次模擬聯合國大會，踏進這
個 讓 他 們 能 展 現 自 我 ， 鍛 鍊 思 維 的 舞 台 。 他 們 都 期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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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能夠再次穿上西裝，踏進模擬聯合國的會
場。
    隨 着 全 球 化 的 不 斷 推 進 ， 政 治 、 經 濟 、 文
化、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方面都將
面臨更多的跨國交流、碰撞、衝突與融合，這些
都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關心國際時事
是青年學生的一門必修課，而模擬聯合國大會活
動則是鍛鍊學生綜合能力、提昇思維品質、培養
團隊協作精神和領導能力的有效嘗試。

澳青聯羅奕龍會長蒞校與辯論隊分享
  由澳門培正中學辯論隊主辦「從抗疫反思社會發展及個人成長」分享會，於七月
十八日下午在本校H座舉行。活動邀請到澳門青年聯合會羅奕龍會長擔任主講嘉
賓，為學生們分享醫學知識、抗疫點滴和經驗，乃至一些個人學習方法及對社
會發展進行反思，同學們獲益良多。
  羅奕龍會長為仁伯爵綜合醫院醫務主任，活動上他分享其醫學知識及抗
疫期間的寶貴經歷，在場同學踴躍發問，問及疫情對學生的未來帶來挑戰，
身為學生應如何裝備自己？也有同學提問羅會長認為疫情下，澳門能有目前
那麼好的抗疫成績，有甚麼因素導致，又有沒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對於同學熱烈的發問，羅會長都一一解答，答問環節中氣氛高漲，也讓同學
對澳門防疫的情況及未來的社會發展有更深入的理解。羅會長勉勵同學訂立明確的
人生目標，不要安於現況，要踏出舒適圈，必須高度專注學習，建議年青人做事要聽取別人的反饋，
同輩間互相學習。他寄語年青人要有良好的溝通技巧，培養良好的邏輯思維能力，勇於接受挑戰。

  本校致力培育學生對時事的關注，
其中辯論隊乃透過辯論及演講活動，推
動 本 校 學 生 演 辯 風 氣 ， 培 養 學 生 的 思
維，強化學生對時事及哲理的理性判斷
與推論，並鼓勵學生對社會動態進行思
考。本次活動，透過羅奕龍會長的心得
分享，同學們受益良多，對社會發展及
個人成長增加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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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著初讀：快來PICK你喜歡的作家吧！》
發佈會

  由澳門培正中學初二信班全體同學合著之文集《世界名著初讀：快來PICK你喜
歡的作家吧！》於七月廿八日下午在學校圖書館舉辦了發佈會。該文集輯錄了同
學對世界名著的介紹及讀後感想。發佈會嘉賓有高錦輝校長、郭敬文副校長、
劉慧敏主任、中文科主任麥芷琪老師以及副科主任方秀娟老師。
  郭敬文副校長在發言時提及他小時候已對閱讀有濃厚的興趣，尤其喜歡
看武俠小說。郭副校讚揚同學的文筆十分不錯，並鼓勵大家繼續閱讀，擴闊
視野，努力寫作。
  蔡桂枝老師致辭時對同學的寫作和辦事能力加以肯定，該文集由封面設計
到排版到文字校對基本上由同學一手包辦，而且由構思到成書只用了一個多月，
這有賴編輯小組成員及各位同學的努力付出。蔡老師表示，世界名著經歷了歲月的凝

鍊，是珍貴的美學成果，值得在中文主題教學中繼續認識和探
究，並期盼同學筆耕不輟，堅持寫作，不忘初心，砥礪前行。
同學第一次出版文集，不足之處，敬祈指正。
  最後，正如張若詩同學致詞時所述，這本文集是老師和同
學大量心血的結晶。除了感謝每一位同學的付出外，也要感謝
蔡老師一直以來的悉心指導。即使時間流逝，日後當他們重看
這本文集時，定當能回味初二時期美好的時光，這次出版是同
學們中學生涯的一次難忘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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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參與莞台港澳青少年科技活動
  十一月十三至十五日，我校陳敬濂副校長、梁婉屏老師帶領九位小學生赴東莞參加「2020莞台港
澳青少年科技教育交流活動」。
  是次活動由東莞市台港澳事務局主辦，東莞龍昌數碼科技有限公司、東莞市博思電子數碼科技有
限責任公司、東莞育聯智新研究院承辦，亞州機械人聯盟、澳門機械人發展協會支持，共同舉辦為期
三天教育交流活動。會上，劉曉蓓同學代表澳門學生分享活動感想，與會者通過機械人比賽、學術交
流、參觀體驗、團建活動等形式，進一步激發東莞和台港澳青少年體驗科學力量、感受科技魅力、了
解祖國發展、培養民族意識、建立友好情誼。

參與澳大「抗疫詩書畫展」
  澳門培正中學作為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四個推廣基地之一，一直以來弘揚中華文化，讓同
學認識傳統文化的精髓要義。
  本校同學參加由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舉辦的「抗疫詩書畫展」徵集活動，以中國傳統文化
藝術樣式展示抗疫時代，人的情感方式和精神面貌，留下抗疫足跡。作品經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
中心專業委員會審議，共四十八位同學的作品入選，作品類型以「抗疫」為主題的繪畫作品、詩詞作
品、書法作品。
  八月廿一日，師生出席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抗疫詩書畫展」展覽，開展儀式於澳門大學
崇文樓展覽廳舉行，高錦輝校長任主禮嘉賓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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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學生作品入選教師節海報及漫畫展
  教青局主辦之「2020教師節
海報及漫畫作品展」於九月十日開
幕，本校不少學生作品獲選參展。
展覽主題是尊師重道，畫作傳達師
生互愛關係，趁着教師節傳頌敬師
愛師的訊息，展現學生感謝老師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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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以藝抗疫 蓮成一心」讀澳門朗讀大會
  由澳門蓮花衛視主辦，澳門基金會贊助，中聯辦宣文部、文化
局、永利關愛支持的二零二零《讀澳門》於十月十八日在永利皇宮
宴會廳舉行「以藝抗疫 蓮成一心」  二零二零讀澳門朗讀大會。
是次大會獲得澳門文化界積極參與。我校舞蹈團獲邀表演舞蹈《信
心》及《媽媽我為你加油》；初一信班鄭承熹、小二愛班王妤心獲
邀表演朗誦。我校同學良好的精神面貌及精彩紛呈的表演，獲得各
界人士的一致好評，演出取得圓滿成功。

小學演講及口才培訓班結業
  由澳門我是演講家協會及培正中學聯合舉辦的小學演講及口
才培訓班演示活動順利完成，其中十三位小五小六學員在我是演
講家協會常務理事周啓陽(Elvis Chao)教導一年後，進行三分鐘演
示演講。精彩的表現令嘉賓、導師及協會會長黎俊文喜出望外！
大部份學員更可以脫稿演講，內容充滿多樣性及深度，亦有不少
學員充分利用舞台技巧及身體語言，展現個人風采。
  順利完成課程的學員獲頒由培正中學及我是演講家協會聯合
頒發的嘉許狀，表現傑出的六位學員更獲頒獎狀：
優秀表現獎：陳鶴珣、鄭浠潼
最具潛質獎：曾煒彬、湛曉澄
飛躍進步獎：鍾欣瞳、甘文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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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青少年高校科學營
  本校同學參加一年一度澳門科協辦的青少年高校科學營，八月十四日在科學館進行線上交流會議。

分享機器人設計心得　獲頒天機一號獎學金
  本校學生陳芍妤、岑嘉洛、冼嘉俊、梁梓堯，七月廿八日在禮堂上分別分享不同領域機器人的設計
與比賽心得。
  其 中 ， 陳 芍 妤 與岑嘉洛兩位同學今年高中畢業，他們分享了VEX及FRC競技型機器人的設計經
驗 ， 並 即 場 演 示 了 機 器 人 的 部 分 功 能 ， 他 們 與 團 隊 共 同 成
長 ， 多 次 代 表 澳 門 出 戰 V E X 世 界 盃 的 比 賽 ， 曾 獲 得 B u i l d 
A w a r d ， Te a m w o r k  A w a r d 大 獎 ， 為 澳 爭 光 。 冼 嘉 俊 同 學
以 “ M U LT I F U N CT I O N A L  I N T E L L I G E N T  AU TO N O M O U S 
UNDERWATER VEHICLE”為主題，分享了多年來水底機器人
團隊的發展歷程、技術的反覆運算以及在各項世界比賽中的獲
獎心得。梁梓堯同學以“ABOUT HOME ROBOTICS”為主題，
代表家居服務機器人團隊展示圖像識別、語音控制、室內導航
等應用場景。家居服務機器人團隊雖然成立才短短兩年，已經
在RoboCup@Home Education中兩次獲得 Open Platform 
Junior Categor y的金獎。會上，澳門科大產學研公司─安信
通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兼CEO韓子天博士親臨現場，認真聆聽同學們的分享，並頒發天機一號紅藍獎學
金。
  台下同學們仔細聆聽，感受機器人團隊在設計及開發上的熱情以及老師默默的辛苦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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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學生活動

師生出席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
展覽開幕式

  九月三日，本校應澳門基金會的邀請，由鍾子程老師帶
領高一善的白明明、朱嘉穎、朱震濠、江依霖、周家弘、林
以晴、張詠琳、張綺桐、許嘉盈和陳君維同學出席紀念中國
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五周年展覽的開
幕儀式。會場展覽了七十多幅抗戰期間的珍貴圖片，其中包
括培正中學暴風劇社當年為抗戰籌募經費的義演事跡。陳君
維同學還在會場接受澳門多間媒體的訪問，講述自己對抗日
戰爭的看法。

出席戲劇與小說的交互影響活動講座
  我校師生四十五人於十一月九日齊赴澳門大學，參加由中國藝文出版社「藝文書坊」及澳門大學
圖書館「博雅講座」舉辦的「戲劇與小說的交互影響——從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 《主角》說起」文學
交流活動。
  該活動由藝文出版社劉阿平社長主持，主講嘉賓為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得主陳彦及澳門文化局局長
穆欣欣，兩人對談小說與戲劇的創作點滴，內容相當精彩。會間我校同學爭相向兩位嘉賓發問，澳大
圖書館長吳建中對同學的提問水平評價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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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學社參與「第五屆澳門國際文化藝術博覽
交易會」展出

  本校「設計學社」在十月廿二日參加了
「第五屆澳門國際文化藝術博覽交易會」，
該活動一連三天在澳門威尼斯人金光會展中
心展館E舉行。這次展覽活動，學生有新的
嘗 試 ， 展 出 他 們 不 同 風 格 的 作 品 。 學 生 亦
參觀不同地方的藝術作品，開闊文化藝術眼
界，獲益良多。

小六師生聆聽青春在戰疫中綻放報告會
  十一月九日上午，由澳門青年聯合會、澳門高等教育發展促進會、澳門中華教育會、澳門天主教
學校聯會及澳門公職教育協會聯合組織之「青春在戰疫中綻放」澳門宣講報告會在本校舉行。
  北京大學第一醫院重症醫學科護士、北大援鄂抗疫國家醫療隊隊員李佳辰、
中建三局總承包安裝分公司工程師及武漢火神山醫院建設團隊青年突擊隊隊長
肖帥，講述了自己挺身而出、逆行出征、在抗疫一線的奮鬥故事。小六級師
生聆聽報告會，反響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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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連城》• 琴澳攝影及裝置藝術展
    「 《 連 城 》 ‧  琴 澳 攝 影 及 裝 置 藝 術
展 」 於 澳 門 美 高 梅 酒 店 一 樓 多 功 能 廳 舉
行，展出雋社校友、青年攝影藝術家官宏
滔 聯 同 內 地 裝 置 藝 術 家 吳 析 夏 所 創 作 的
三十張攝影作品、三組裝置藝術及一段視
頻影像作品。十一月廿七日，初二及小六
級同學前往參觀，聆聽兩位藝術家親自講
解，豐富創作靈感，受益匪淺。

參觀感「性」．知「性」
當代藝術展

    澳 門 新 女 性 當 代 藝 術 聯 展 —— 感 「 性 」 ． 知
「性」，召集粵港澳大灣區一眾女性藝術家，運用
人類天生感知與覺察能力，去真實感受「性」。該
聯展於十一月廿八日特別為本校同學設參觀專場，
由王桂芬老師帶領十八位同學前往參觀，同學細心
聆聽，勇於發問，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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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各項比賽獎項

東北商業模擬賽成全場最佳貿易商

福州商業模擬賽獲最佳個人獎
  十月初，本校高三文組同學參加福州市第六屆商業模擬挑戰
賽，為期兩天比賽，吸引近兩百位來自全國各地的中學生參加，每
位都是對商業知識科目有高度興趣的拔尖學子，在如此高度競爭的
情況下，本校五位高三文組同學：盧健朗、陳宇軒、劉華睿、馬凝
希、梁曦文，表現優異，發揮平時商業知識科目上學習到的各種經
濟理論，成立「LVMH」貿易商公司，在競賽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
色。其中劉華睿同學在一次次展銷過程中留給消費者深刻的印象，
被大會評選爲「最佳個人獎」之一。

  參賽的學生一致表示，跟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在這兩天的競賽中交流收穫良多，十分感謝學校的
支持與鼓勵，也希望這項有意義的活動能傳承下去。是次比賽由林奕奇老師輔導帶隊。

E-NNOVATE 2020獲三金一銀佳績
  由波蘭世界發明智慧財產聯盟總會(WIIPA)成員INNOVATIVE 
BUSINESS SOLUTION主辦之「E-NNOVATE 2020」虛擬線上展覽
於六月廿五日開始，本校共有四組作品參加是次活動，同學們於七
月二日透過線上方式與評審進行答辯，憑着優秀的表現最終獲得三
金一銀佳績。獲獎情況如下：
劉曉蓓憑其作品「Magic Beauty Wardrobe」獲得金獎，指導老
師為袁國展、何城坤、李凱勤。
賈子驁憑其作品「Smart Bus Butler」獲得金獎，指導老師為袁國
展、何城坤、李凱勤。
佘佐晴和盧詠珈憑其作品「Development of Bifunctional Catalyst based on Zeolitic Imidazolate 
Framework‐derived Cobalt Phosphosulfide Nanoparticles Encapsulated into P, S, N Tri-doped 
Carb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Zinc-air battery」獲得金獎，指導老師為陳家綱。
程樂康憑其作品「Prevent Nearsighted Device」獲得銀獎，指導老師為袁國展、何城坤、李凱勤。

    十 月 ， 本 校 高 中 文 組 師 生 一 行 九 人 在 哈 爾 濱 參 加 「 第 六 屆 東
北 商 業 模 擬 挑 戰 賽 」 。 本 校 兩 隊 同 學 分 別 擔 任 貿 易 商 和 生 產 商 角
色 ， 模 擬 四 個 財 年 經 營 。 經 過 三 天 的 緊 張 比 拼 。 本 校 貿 易 商 團 隊
「PCMS」獲得全場最佳貿易商，當中包括有歐錦鈞、張雅汶、陳芷
詠、朱雅祁四位同學獲獎；其中，
數百位參賽者中只有三位獲得全場
「最佳個人」獎，本校歐錦鈞同學
能獲得此殊榮。本次比賽由李棟老
師培訓及帶隊，另外，張欣玥、李
欣燃、馮藹晴、林正瀚四位同學也
一同參與比賽，同學們在參賽過程
中認真嚴謹，一絲不苟，獲得隊友
和組辦方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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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各項比賽獎項

參加全國VEX技能賽排名世界第二
  疫情雖然阻斷了我們外出和其他隊伍交流的腳步，但是磨滅不了同學繼續求知奮鬥的熱情，青少
年展示的舞台也沒有因此而被關閉。
  FRC、VEX機器人團隊於八月十七至廿七日參加了全國VEX技能比賽，比賽由線下轉為線上進行。
為了比賽的公平性，全程分為初賽、複審及決賽三輪進行，這更加考驗了同學們的團隊協作和抗壓能
力。唯有充分的準備才能經受比賽的考驗，老師和同學們犧牲了暑假的休息時間，攜手克服了各種困
難，成績再創新高。高中A組陳偉聰、楊朝傑、葉煒軒、卓子謙、林子堯、繆旻熹同學的技能賽成績排
名世界第二，高中B組鄧伊漵、楊皓勤、洪宏樂、杜芷瑩、李靖瑜、梁雅姿、殷子軒同學也不遜色，排
名世界第九。同時，初中組陳浩徽、黃旨鵬、李伯僑、胡汶希、李驊洛同學也賽出了世界第二十的理
想成績。
  在求知和技術創新的道路上「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相信在未來比賽中，同學們
能夠保持優勢，愈戰愈勇。

  十一月，第九屆“Asia Pacific Conference of Young Scientists (APCYS2020)”比賽，首次以線
上形式進行，澳門科協推薦本校物理科組項目代表澳門出賽。APCYS競賽共分為物理、數學、電腦科
學、生命科學、環境科學五個範疇，競賽形式包括海報設計展示、論文報告闡述及視頻短片解說，全部
以英語進行。
  本校高三級梁子浩、高二級盧詠珈、高一級鄭麗汶項目於物理範疇取得金奬佳績，是本澳三個代表
項目中的唯一金獎，項目指導老師為陳家綱。

參加APCYS2020獲本澳唯一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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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各項比賽獎項

線上參加I-FEST獲兩金獎
    九 月 ， “ I - F E S T ” 全 稱  “ T h e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Engineering 
S c i e n c e  a n d  T e c h n o l o g y  i n 
Tunisia”，為十四至廿四歲的學生而
設的大型創新活動，有多於四十五個國
家，超過一千五百名選手一同參加這項
盛事。
  由於疫情本屆轉為線上活動，我校
有 兩 隊 共 六 位 同 學 有 幸 參 與 該 盛 事 ，
分 別 是 由 冼 嘉 俊 、 莫 梓 健 、 劉 哲 三 位
同學的 “Multifunctional Intelligent 
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
和李彥熙、梁梓堯、吳粲然三位同學的
“Self-supporting Elderly Robot”，
而兩隊亦成功進入前十名，獲邀在大會
直播平台上分享同學們的研究成果，最
終成功獲得金獎的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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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Invention Fair 
(ISIF)比賽

  十一月，第六屆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Invention Fair (ISIF)比賽，首次以線上形式進行，澳
門科協推薦本校理化生科組的項目代表澳門參與是次賽事，來自三十個國家的四百個項目競逐數學、物
理能源與工程、生命科學、環境科學、科技、社會科學六個範疇的獎項。
  競賽形式包括海報設計展示、論文報告闡述、視頻短片介紹、視像解說及答辯，全部以英語進行。
本校參賽四個項目，共獲得三金一銀及大會大奬（IYSA Semi Grand Award），共得五個獎項。
物理科組：
項  目：Zeolitic Imidazolate Framework-derived highly active bifunctional oxygen 
     electrocatalyst for Zn-air Battery
成  員：（高三信）梁子浩、（高二信）佘佐晴、彭開元
奬  項：銀獎
指導老師：陳家綱老師

項  目：The future of our dregs - A Sustainable Waterproof Natural Packaging Material
成  員：（高二信）葉皓軒、（高二望）梁雅一、盧詠珈
奬  項：金獎及大會大奬（IYSA Semi Grand Award，此為全澳最高獲奬奬項，並取得參加
     Indonesia International Applied Science Project Olympiad (I2ASPO) 資格
指導老師：曾玉金老師

化學科組：
項  目：Marvel Of The Leaves
成  員：（高三望）余智斌、（高二信）李家寶
奬  項：金獎
指導老師：古成威老師

生物科組：
項  目：A Multifunctional Microfluidic Platform for Cell Analysis
成  員：（高二信）梁穎怡、（高二望）阮凱文、林芷愉
奬  項：金獎
指導老師：梁瑩瑩老師、姚曉暉老師

加拿大國際發明創新競賽獲
兩特別獎

  由多倫多國際創新和高級技能協會(TISIAS)主辦之「2020第5
屆加拿大國際發明創新競賽」(iCAN)，於八月廿九日以線上方式
進行，本校同學憑着出色表現獲得優異成績，獲獎情況如下：
  劉曉蓓其作品Magic Beauty Wardrobe獲得金獎及TISIAS特
別獎；鄉子梵其作品Keep You Warm獲得金獎及TISIAS特別獎。
以上兩位同學導師為袁國展、何城坤、李凱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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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基因工程機器(iGEM)競賽獲金獎
  本校參加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國際基因工程機器(iGEM)競
賽獲得金奬。
  本屆競賽有全球超過五百隊大學及中學參加，人數超過六千
人，本校學生有幸參與其中。由於疫情關係，本年的iGEM競賽特別
具有挑戰性，包括學校停課、實驗室關閉、其後實施的實驗室人數
限制、所需藥品的採購困難等，而大會亦因需進行網上競賽而有新
的要求，包括視頻及多媒體製作，對學生的要求更高更全面，學生
逐一克服困難，順利完成研究目標，並通過網上全球參賽隊伍交流
的虛擬討論及專家評委的網上實時答辯，取得佳績。

「21世紀VIPKID杯」小學生英語演講大賽獲一等獎
  十月四日，本校小四善班施宇軒，曾於去年獲得全澳學
生英語演講比賽低小組冠軍，代表澳門參加第十八屆中國日
報社 「21世紀VIPKID杯」小學生英語演講大賽總決賽。施
同學在比賽過程中表現出色，回答評審的即興問題，得體流
暢，貼題精闢。經過一番激烈角逐，最後獲得全國一等獎，
其指導老師為鄭嘉麗老師。

參加「電魂杯」第一屆五子棋國手挑戰賽
  十一月，「電魂杯」第一屆「智聖」智力運動產業博覽會和「信雅達杯」第一屆「智聖」智力運
動會，澳門五子棋協會組織參加線上選拔賽，本校共有十八名同學取得前八十名的決賽資格。
  在「電魂杯」第一屆五子棋國手挑戰賽中，本校九位棋手參加了下午的挑戰，面對國手各位都表
現出格外的認真，最後經過一小時一對九的激戰中，小五望班的劉梓瑩同學以瑞星開局經過四十手棋
後，持黑獲勝。最後，劉梓瑩、李源浩、袁沛平、孔慶銓、孔鈺婷在眾多挑戰者中獲得優勝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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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ing Olympics 編程大賽獲亞軍
  Coding Olympics 編程大賽是由國際性的編程學習平台Code Monkey舉辦，對象是小三、四中級
組至小五、六高級組兩個組別的同學，旨在培養小朋友發揮運算及編程思維。
  由於疫情關係，本屆總決賽由現場轉為線上舉行。該賽事共有數百位來自港澳的學生參加。經過
首輪的初賽，我校有三十八位同學成功取得通過七十五關的證書，其中有八位同學成功晉級總決賽。
總決賽採用線上現場直播，經過一個小時的激烈拼搏，最後，我校杜詠桐同學獲得高級組亞軍；在創
出我關卡設計環節中，張兆鋒同學獲得中級組的最具風格／設計大獎；劉晉亨同學獲得中級組的最佳
設計大獎。
  以上賽事指導老師為駱劍峰、蘇樂天、梁艷紅、林潤薇、馬耀幹及林秀蘭老師。

模擬氣候變化大會獲兩
最佳立場文件獎

  十月初，第五屆模擬氣候變化大會在清華大學以
線下線上結合的方式舉辦，吸引來自中國、印度、埃
塞俄比亞、英國、法國、孟加拉、印尼、加拿大、馬
來西亞共九個國家五十多所高校及中學的一百九十名
青年，以代表或觀察員的身份參加了大會。
  本校羅家瀠、盧詠珈、鄭愛華同學以線上形式越
級參與內地高校生模擬聯合國大會，喜獲佳績。本次
大會共設九個個人獎項，其中羅同學和鄭同學各得其
一，皆為「最佳立場文件獎」。羅同學的立場文件精
要描述俄羅斯在《巴黎協定》中的角色、現時的環境
保護政策以及在短期內的目標，獲得隊友好評。
  參賽學生們希望未來立足國際時，在尋求共識的
過程中能堅定立場，多加磨練，成長為更加優秀的青
年。本次活動由楊宇恆老師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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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世界五子棋青少年錦標賽打進世界前十名
  八月，由國際連珠聯盟主辦，原定在愛沙尼亞舉行的第
十三屆世界五子棋青少年錦標賽因疫情關係改於在愛沙尼亞智
力運動網進行。比賽匯聚自中國、愛沙尼亞、俄羅斯、土耳
其、希臘、日本、捷克等十個國家和地區的三百多位棋手，其
中不乏許多擁有全國冠軍，甚至世界冠軍頭銜的「老將」，我
校六十名小棋手均為首次參加五子棋這一世界頂級賽事，在分
組年齡劣勢下，我校學生分別參加了五子棋有禁手和無禁手的
賽事，雙雙獲得了佳績，六名同學打進世界前十名，創造了澳
門五子棋青少年的最好成績，其中：

五子棋有禁手賽事部分成績如下（連珠）：
D組（男子11歲以下）
李源浩 6勝2負1和 積13分 排名5
羅振軒 6勝3負0和 積12分 排名8
劉灝叡 6勝3負0和 積12分 排名11
李子舜 6勝3負0和 積12分 排名12

五子棋無禁手（五目賽事）
棋手們的部分成績如下：
D組（男子11歲以下）
羅振軒 5勝4負0和 積10分 排名8
陳上揚 4勝5負0和 積8分 排名14
王正匡 4勝5負0和 積8分 排名15

  同時我校馮燕嫻、宣然、李凱勤、劉詩敏老師獲得國際連珠聯盟授予「優秀教練員」稱號。通過
這兩年一次的比賽，同學們不僅獲得寶貴的大賽經驗，而且不論輸贏都會在賽後感謝對手賜教，體現
澳棋手一如既往的良好品格。

H組（女子11歲以下）
劉梓瑩 6勝3負0和 積12分 排位6
黃曉淇 5勝4負0和 積10分 排位8
朱玥盈 5勝4負0和 積10分 排位11
林昕澄 5勝4負0和 積10分 排位13

H組（女子11歲以下）
朱玥盈 5勝2負2和 積12分 排位6
林昕澄 5勝4負0和 積10分 排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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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泉獎短片大賽奪冠
  由澳門科技大學電影學院所舉辦的「2019金泉獎短片大賽」，旨
在培養澳門青少年影視創作和創意人才，發現和鼓勵優秀新媒體影像作
品。比賽要求參賽者製作能表現澳門風情、風采、風貌的優秀視頻作
品，並按類型分劇情片和紀錄片兩大類。由於疫情緣故，主辦方在十月
線上進行頒獎典禮，其中由伍家明老師指導的區樂熙、梁曦文、劉華
睿、李家賢、林曉俊、鄧景恆同學以作品《三奧》奪得學生組紀錄片冠
軍，王丹怡、梁倩欣、顏俊偉、陳宇軒、陳思宇同學以作品《陌生的
家》取得學生組劇情片季軍。
  另外，《三奧》這部紀錄片亦入圍「當下未來影展——澳門x台灣x
日本」，該影展由澳門基金會贊助舉辦，旨在推廣本地創作的短片，為
影像創作人才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

絲路國家青少年國際攝影賽獲銀獎
  十月，紅藍影画副會長、初三光班黃淨熙同學，參加「2020絲路國
家青少年國際攝影競賽」，以初中學生身份參與短視頻項目比賽，與全
國各地及來自廿五個國家共超過十萬位青少年競逐奬項，最終黃同學連
下兩城，憑短片《強大的後盾》榮獲銀奬，以及短片《好久不見》獲頒
優秀奬，黃同學將會到北京參與北京國際攝影週頒獎典禮。

國際青少年信札徵文比賽獲冠軍
  十月，澳門郵電局舉辦了第四十九屆國際青少年信札徵文
比賽 ，以「請寫封信給一名成年人，談談我們生活的世界。」
為題，本校同學積極參與，且表現出色。其中，陳君維同
學在中文組第二組奪得冠軍，評審指其作品理順而意
明，洋溢着對這個時代的熱愛，讀起來淋漓暢快。另
外，黃璽諾、馮嘉尚、張若詩、江禧源同學的文章在
中文組第二組亦取得優異獎的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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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知識問答賽獲初中組冠軍
  十月三十日上午，由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舉辦的「第七屆全澳資訊科技知識問答比賽」，本
校初三信班林煜翔及盧家煒同學，在林秀蘭老師帶領下，勇奪初中組冠軍。
  是次比賽競爭十分激烈，據大會資料，參賽隊伍歷來最多，同學需經過甄選試及初賽後才能成功進
入總決賽。比賽所涉及知識範圍廣闊，包括電腦網絡、電腦硬件、應用軟件、資訊基本知識及業界最新
資訊。

廣東省創意機器人大賽脫穎而出獲一等獎
  二零二零年第九屆廣東省創意機器人大賽線下複賽，十一月廿八日在廣東科學中心舉行。本校S2A
隊最終脫穎而出，獲得大賽一等獎。
  來自全省市及澳門地區的六十支隊伍共三百多名師生齊聚羊城，同台比拼，競技術、賽創意。本
屆大賽以「工業機器人」為主題，隊員陳君揚、施人銘、鄭宇軒、鄭啟揚在何城坤老師帶領下參賽。
他們表示這次比賽給了我們很大的發揮空間，我們在重重的困難和挑戰下，一次次解決問題，增長了
不少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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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中學生演講賽奪初中組冠軍
  十一月一日，在第一屆全澳中學生演講比賽（決賽）中，
主題為「我心中的澳門抗疫英雄」，我校辯論隊分別派出兩位
同學參加，經過初賽、決賽激烈的競爭中，我校初三級梁正朗
以「我的老師」為題，奪得初中組冠軍 ; 而高二級胡元楚以「我
的母親」為題，奪得高中組亞軍，兩位同學表現出色。
  賽後，大會邀請了羅奕龍醫生作為演講嘉賓，為參賽者講
述澳門抗疫前線人員的經歷，同學們對澳門的抗疫情況有更深
入的了解，亦提昇了演講技巧，獲益良多。

全國發明展覽會創新賽奪金
  「第二十四屆全國發明展覽會——一帶一路暨金磚國家技能發展與技術創新大賽」於十一月十九至
廿一日在佛山潭州國際會展中心舉行，我校四位小六年級同學在展覽會上向來自全國各地的與會者介紹
自己的創新作品。結果，在超過二千件發明創新項目中，得到評審的認同，奪得理想成績。
  比賽期間，於展館內巧遇何建宗校董並得到其支持和鼓勵，同學們都表現雀躍，士氣大增！

獲奬同學如下：
學  生：小六愛 程樂康
創新作品：可遠觀而不可竊玩
獎  項：中國寶武青少年發明獎、金獎
指導老師：袁國展

學  生：小六愛 鄉子梵
創新作品：智能式保暖外套
獎  項：銅獎
指導老師：袁國展

學  生：小六愛 劉曉蓓
創新作品：便裳衣櫃
獎  項：銅獎
指導老師：袁國展

學  生：小六善 張正源
創新作品：無障礙公交車站
獎  項：銅獎
指導老師：馬耀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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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AI智能創意編程大賽獲四金
  八月，由WMIL(World Mind Innovation League)主辦的世界AI智能創意編程大賽，在香港及澳門
賽區中，本校共有四十八位中小學同學獲獎。其中劉晉亨、施懿罡獲個人小三小四組金獎，李思賢、杜
詠桐獲個人小五小六組金獎，黃天佑獲個人初中組金獎，黃燁楓獲個人高中組金獎。
其餘獲獎同學包括：
個人組銀獎：張兆鋒、鄭昊珀、余灝仁、唐皓謙、謝禮秦、劉鍵楠、鄭詩樂、彭宇恆、譚雍毅、黃諾逵
個人組銅獎：歐錦亮、鄧諾軒、楊永怡、郭思言、朱曉瑩、陳上禮、林文洛、潘希瑜、林鉑洪、
      邱焯楠、梁巧澄、郭美慧、吳卓蔚、梁穎怡、郭俊穎
個人組優異獎：潘曉樂、朱康澄、梁凱晴、王曉慧、盧心然、羅天逸、鄭嘉暉、濱本理奧、鄺子軒、
       李煜正、陳健朗、張善揚、黃冕、李凱琳、梁梓圖
團體組銀獎：朱曉瑩、趙海桐、郭美慧、李凱琳
團體組銅獎：張兆鋒、林文洛、梁凱晴、鄭昊珀、陳上禮、謝禮秦、濱本理奧、李嘉桓
指導老師駱劍峰、林潤薇、蘇樂天、梁艷紅、林秀蘭、陳嘉賢、李振邦獲優秀教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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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國際青少年人工智慧交流展示會（IAIF）
獲二等獎

  八月廿九日，上海第二屆國際青少年人工智慧交流展示會（IAIF）
在上海市徐匯區商湯科技大廈落下帷幕。我校高二信李展俊同學的參賽
作品「基於強化學習的建模對鞭打效應之探究」獲得二等獎。
  本屆交流展示會於二零二零年三月正式啟動，共吸引了全球四大洲
十三個國家及地區、二百四十七所學校的一千多個科創專案參賽。活動
當天，來自中國、美國、新加坡、印度等十個國家及地區、六十一所學
校的七十五個決賽團隊於線上進行了展示與答辯。經過來自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等高校，上海市科技藝術
教育中心、教育傳播與技術（期刊）
等機構的廿五位資深評委認真、細緻
地評審。
  賽前，李展俊同學參加商湯資深
科創專家組織的線上培訓，經過數個
月的努力，終於取得較好的成績。指
導老師是胡俊明老師、余麗君老師、
李振邦老師。

赴京參加AI機器人競演活動VEX全國邀請賽
  我校VEX機械人團隊同學在閔好年、楊堃老師的帶領下，派出了四支隊伍5868A（陳偉聰、楊朝
傑、葉煒軒、林子堯、繆旻熹、卓子謙），5868B（鄧伊漵、杜芷瑩、李靖瑜、洪宏樂），5868C（陳
浩徽、黃旨鵬、李柏僑），5868D（楊海謙、李振榮、麥曉泓）參加十月廿四至廿五日於北京舉辦的第
四屆智慧學習機器人聯盟AI機器人競演活動VEX全國邀請賽。參加此次比賽的隊伍都是有備而來，因爲
是疫情以來國內第一次實戰，大家都十分重視，其中不乏前幾屆在世錦賽獲得冠亞軍的隊伍都積極參
與。
  面對高手如雲的比賽現場，同學們以平常心對待，發揮出了應有的水準。經過資格賽的多輪比拼，
B組和D組同學表現相當出色，順利殺進淘汰賽，最終D組同學穩紮穩打，取得了一等獎並且成為了全場
前八強聯隊；A組同學則在機器設計上取得了評委的一致肯定，最終獲得了專項獎——最佳設計獎。
  通過這兩天激烈的比賽，同學們在跟高手同台競技中積累了新賽規下的比賽經驗，爭取在日後的比
賽中綻放光芒，取得更好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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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泛珠三角物理奧林匹克獲佳績
  八月下旬，本校學生在第十六屆泛珠三角物理奧林匹克暨中華名校邀請賽中，獲得佳績。本校獲獎
學生眾多，得獎情況如下：
高級組——
一等獎：梁肇鈞（S5B）、何梓為（S5A）
二等獎：黎卓林（S5A）、吳嘉駿（S5A）、胡鈞再（S5B）
    黃翱駿（S6A）、許璟昊（S6A）
優秀獎：梁子浩（S5A）、鄭宗揚（S5A）、何映霏（S5B）

初級組——
一等獎：方澍（S4A）、張証然（S4A）
二等獎：區栢豪（S4A）、葉皓軒（S4A）、劉展滔（S4A）
優秀獎：吳致遠（S4A）、李展俊（S4A）、梁立言（S4A）、許詠晴（S4B）、梁雅一（S4B）、
    區梓丞（S4A）、梁雅姿（S4A）

《我們眼中的工展會》短片賽奪冠

基本法宣傳短片創作比賽
獲冠軍

  十一月，本校小學「校園小記者」參加由澳
門基本法推廣協會舉辦之「基本法宣傳短片創作
比賽」，透過活動推廣基本法的重要性。本校學
生表現出色。林亦茵、簡玥翹（小五級）、吳詠
心、陳嘉晴（小六級）憑作品《做咩我話事！》
獲冠軍，同時亦獲得最佳創意奬，而黃韻澄、袁
芷臻、梁樂晴（小五級）、張祉萱（小六級）憑
作品《信不信由你》獲優秀奬。以上獲奬同學的
指導老師為余宗軒、梁紫君及梁婉屏老師。而趙
卓穎（高一級）的《繁榮穩定全因基本法》亦獲
優秀獎。

IYMMC音樂賽澳門站
唯一Perfect Score

  「IYMMC 維也納年輕音樂家音樂大賽—澳門
站 總 決 賽 」 於 十 月 廿 五 日 在 崗
頂 劇 院 舉 行 ， 本 校 小 五 善
班施詠婷榮獲澳門站大賽
唯一一個Perfect  Score
（100分），成績驕人，
為 澳 增 光 。 她 獲 邀 於 二
零二一年到維也納普萊納
音 樂 學 院 參 加 決 賽 及 優 勝
者音樂會。

  十一月下旬，為讓青少年了解工業，推
動「工業教育」以及「工業走進校園」，澳
門 廠 商 聯 合 會 舉 辦 名 為 《 我 們 眼 中 的 工 展
會》中學生短片創作比賽，本校學生積極參
與，且獲獎者眾。其中，由伍家明老師指導
的趙凱翹、何佩沛同學奪得冠軍，區樂熙同
學獲得亞軍。由黃耀鋒老師指導的黎政彤、
林芷瑜同學，與余宗軒老師指導的魏智誠同
學、馬焯琳同學均取得優異奬。

139



澳門校聞各項比賽獎項

本校同學「創意3D物件設計比賽」獲獎
  本校初三光班高譽愷同學在「創意3D物件設計比賽」過百件作品中脫穎而出，榮
獲銅奬。中學組比賽作品主題為「首飾盒」，要求學生自行構思，以電腦3D軟件製
作，並能配合主題設計出具創意、美感及實用的模型作為參賽作品。訓練學生對電
腦3D建模及提昇相關技能，讓學生在設計電腦3D物件得心應手。推動本澳創意產
業發展，向世界電腦建模水平邁進；加強及鞏固本澳青少年設計3D物件之創意及
塑模之技巧；提昇本澳青少年對資訊科技的興趣；學習新知識，增強自信心。

中學生《憲法》與《基本法》知識賽獲冠軍
    由 中 華 教 育 會 主 辦 的 「 全 澳 校 際 中 學 生 《 憲 法 》 與
《基本法》線上知識競賽」於十一月廿八日上午進行，我
校派出李希怡、張善美、關泳棋、鄭愷亭、陳君維五位同
學參賽，鄧毅靜老師指導。比賽現場氣氛緊張，選手們爭
分奪秒，我校選手沉着應對，經過激烈角逐，最後獲得高
中組冠軍。

青少年外交知識競賽獲殿軍
  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澳門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主辦、教育暨青年局
承辦的第十一屆澳門青少年外交知識競賽，於十一月九日舉行總決賽，最後本校獲得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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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情知識競賽獲季軍
    由 澳 門 國 情 教 育 協 會 舉 辦 的 「 銀 娛 澳 門
盃  第十二屆青少年國情知識競賽」，於十一
月十二日舉行總決賽。本校李展晴、吳雨晴、黃
禧蕾三位同學參賽，經過激烈角逐，於全澳廿六
所參賽學校中脫穎而出，榮獲季軍。

我眼中的澳門徵文賽獲
一等獎

  十一月下旬，本校同學參加由澳門江門青年會
主辦的第六屆「我眼中的澳門」徵文比賽，成績
優秀。高一信張靖坪獲青年組一等獎；高二善張雅
汶、張展柔獲青年組二等獎；高三愛張雅媛、高一
愛方良宇獲青年組三等獎；初二信彭佳獲少年組一
等獎；初三信馮嘉尚、初二信關文宇獲少年組二等
獎；初三信譚貯文、初三望施人瑋獲少年組三等
獎。

青少年科普書籍閱讀獎勵活動成績佳
  「第十六屆青少年科普書籍閱讀獎勵活動」頒獎禮於十一月廿八日在澳門通訊博物館舉行，本校
共有十位同學獲獎，為眾校之冠，獲頒「優秀團體獎」，而各得獎同學獲頒發獎狀、獎盃及書券。獲
獎同學名單如下：
高小組一等獎：小五愛 何峻騫
高小組二等獎：小六望 顏靖漪、小六善 高芷喬
高小組三等獎：小六善 梁希瑜、小六正 林依澄、馮藹琦、黃詩琪
初中組二等獎：初二愛 莫茜沂、初三愛 謝宛珊
初中組三等獎：初三光 張芸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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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辯論賽獲殿軍
  十一月上旬，第二十二屆校際辯論比賽中，共十六所學校參
加，本校辯論隊通過初賽、複賽、準決賽和決賽四場賽事，最後
獲得殿軍。在多場比賽中，同學們表現出色，分別在不同的賽事
中獲取個人獎，獎項分別是：
初賽 最佳辯員獎：高三級何穎彤
複賽 最佳辯員獎：高三級劉曉恩
最佳台下發問獎：高三級阮樂彤
準決賽 最佳辯員獎：高二級盧詠珈
  決賽後，同學們獲得高校長作賽後指導和勉勵，希望同學們
在爭勝的過程中，也要享受比賽。同學們通過準備一連串思辨性
的比賽，提昇了演辯技巧，亦強化了思維能力，獲益匪淺！

「2020大灣區演說家大賽」澳門區決賽本校同學獲獎
  「2020大灣區演說家大賽」澳門區決賽於十月廿五日在金沙劇場順利舉行。本校小五信班羅天逸
同學，過關斬將，以其風趣幽默的個性、富有正能量的講稿以及具個性的演繹方式，最後勇奪澳門區青
年組冠軍、最具正能量大獎以及最佳內容獎，成為最小年紀的三料冠軍！他將代表澳門出戰假廣州南沙
少年宮舉行的「2020大灣區演說大賽總決賽」，相信定能吸取更多的經驗，成為新一代澳門演說家，
繼續發放正能量。

參加抗日戰爭勝利七十五周年徵文活動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是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九月三日被
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高錦輝校長、胡鈞再同學
出席由公信國際仲裁（澳門）協會舉辦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
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五周年」徵文活動。
  該會主席莫綺玲表示，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
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五周年」，舉辦是次徵文活動。希望讓
年輕一代通過歷史明白和平來之不易，抒發愛國愛澳
的精神與情懷，用愛與關懷，守護和平，成為家園的
守護者。
  為銘記抗日戰爭前後經歷的十四年艱辛抗戰，主
辦方挑選出十四篇最優秀作品，本校獲選同學包括盧
詠珈、何映霏、胡鈞再，作品及訪問環節短片於協會
網站 https://www.aaicpm.com/ 上公佈。 142



澳門校聞 各項比賽獎項

國際發明展收穫豐
  由澳門創新發明協會舉辦之國際發明展頒獎典禮，於十月廿七日在澳門科學館會議廳進行，本校學
生早前參與各項發明競賽活動均獲得優異成績。（獲獎名單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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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澳學生書畫齊抗疫獲獎眾多
  由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主辦的「青春同行——全澳學生書畫齊抗疫」徵稿活動，於十月十八日假
金碧文娛活動中心舉行頒獎典禮及展覽開幕儀式。是次比賽是以「齊心抗疫，大愛無疆」為主題，透過
繪畫和書法作品表達對疫情的關注，同時也向醫護人員致敬及抒發對抗疫的感受，向社會傳播正能量。
本校同學們積極參與活動，獲獎眾多。
繪畫組獲獎同學包括：
一等獎：顏靖漪（小六）；二等獎：莫俊謙（小四）；三等獎：顏靖瑤（初二）
優異獎：戴恩霖（高二）、胡凱琳（高二）、葉朗翹（初三）、張樂庭（初三）
    梁錦欣（小六）、梁紫晴（小五）
鼓勵獎：初小組十六人，高小組十九人，初中組十七人，高中組五人

書法組獲獎同學包括：
優異獎：鄺漢俊（初一）、劉祉蔚、陳心悅（小四）、梁紫盈（小二）
鼓勵獎：初小組三人、高小組八人，初中組二人

參加新濠口罩設計比賽
獲公眾投選大獎

  十一月中，由新濠博亞娛樂與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合辦之「新濠口罩設計比賽」，勝出作品將有機會交由本地製
造與生產。本校初三級高譽愷同學獲得「公眾投選大獎」，其
指導老師為區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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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澳小學生國情繪畫大賽成績出眾
  「童畫中國夢」永利盃——第四屆全澳小學生國情繪畫大賽頒獎禮於十月十六日舉行，是次比賽是
以「童夢畫灣區，立志繪藍圖——暢想我心中的未來」為主題，同學們透過他們的畫筆畫出了未來中國
夢。本校學生積極參與，獲獎者如下：
一等獎：陳倩樺（初一級）、歐錦亮（小五級）、譚琪蓁、陳練洋、鍾佩諭（小四級）
二等獎：裴啟正（小六級）、莫俊謙（小四級）
三等獎：梁錦欣（小六級）、周灝賢（小五級）、
    區芊睿、李心瑜（小四級）
最佳潛力獎：陳誠恩（小四級）
最佳色彩獎：甄浠、鍾欣瞳（小六級）
優秀獎共五十三人獲獎
黃慧儀老師、黃懷樟老師、王桂芬老師分別獲得指
導老師獎銀獎。

澳門車展「交通銀行盃」
繪畫賽獲獎

  本校學生於十月三十一日參加第十屆澳門車展「交通銀行
盃」兒童繪畫大賽頒獎禮，是次比賽以「童心繪畫，築夢未
來」為主題，旨在提昇學生對日常交通的認識之外，同時觸發
他們的創意，用繪畫繪出他們對未來交通工具的創新思維。
本校獲優異獎之學生為：
歐錦亮（小五）、莫俊謙（小四）、邱語嫣（小三）、
麥晞媛（小一）

美食文化創意郵票設計比賽頒獎
  十一月廿八日，本校學生參加「第五屆澳門青少年親子廚藝大賽暨美食文化創意郵票設計比賽」
開幕儀式及頒獎禮。是次比賽是提倡青少年對澳門獨特美食文化
的認識，同學們藉着郵票設計作品來表達他們對澳門創意美食文
化之都的看法，作品極具創意，展現出澳門獨特美食文化交融的
魅力。
本校學生獲得入選優秀作品者眾，獲獎同學如下：
小六級：陳練澄、劉曉蓓、李永雋、龍思晴
小五級：歐錦亮、周灝賢、朱美姍、陳恩祈、麥詠詩、黃巧嵐
小四級：吳 幽、謝允澄、譚琪蓁、莫俊謙、施晴恩、陳誠恩、
    鍾佩諭
小三級：陳上揚、邱語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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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救災繪畫賽獲冠亞軍
  本校學生參加由澳門紅十字會舉辦的「2019紅十字人道盃之
防災救災填色．繪畫．四格漫畫創作比賽」頒獎典禮，通過是次比
賽提昇同學們對防災救災的意識，了解災害對人類的影響及建立守
望相助、愛己及人的價值觀。同學們透過畫作呈現了他們對「天
鴿」風災及防災救災的感受。本校學生獲繪畫作品比賽奬項如下：
冠 軍：李珀豪（初一）
亞 軍：趙康瑤（初一）
優異獎：鄭承熹 、徐樂家、陳昕曈（初一）
    阮倩熒、何忻喬（小五）
親子填色創作比賽優異獎：賴卓賢（小一）
填色創作比賽優異獎：余灝仁（小四）

出席和平海報賽頒獎禮
  十一月中，本校學生參加「第33屆（澳門區）和平海報設
計比賽」頒奬禮，是次活動是由濠江中央獅子會、澳門獅子會主
辦，透過比賽讓青少年學生展示他們對和平、友愛及宣揚世界和
平的重要，藉着作品呈現出以服務創和平的主題，本校獲獎的項
目是設計海報。獲一等獎是吳愷晴（初一級），獲二等獎是鍾欣
瞳（小六級），獲三等獎是梁希瑜（小六級），以上獲奬同學的
指導老師分別為黃懷樟及王桂芬老師。

出席普法宣傳品比賽頒獎
  十一月十五日，本校學生參加「普法宣傳品
創意製作比賽」頒奬禮，是次活動是法務局聯同
教育暨青年局及治安警察局合辦，透過比賽讓青
少年學生展示他們對法律的認識，並通過作品呈
現出來，獲獎的項目分別是海報及圖文包設計。
獲二等獎的同學是歐錦亮（小五）和邱語嫣（小
三），獲優異獎的同學是鄭曈（小一），以上獲
奬同學的指導老師為黃慧儀。

社交媒體創作比賽獲銅獎
  八月五日，高二望班區樂熙同學參加由經濟
局、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合辦的「小創意大價值，
為澳門注活力」社交媒體創作比賽，以短片「藏匿
於澳門街角的新式土生葡菜」獲得抖音及TikTok
組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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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尋・常」消費考察獎勵計劃獲多個獎項
  「尋・常」消費考察獎勵計劃是由澳門消費者委員會舉辦，該計劃是以專題報告形式向中學生進行
的一項消費者教育活動。
  本校同學積極參與，由余麗君老師指導的學生盧詠珈、
梁雅一、甘文軒、鄧浩峰、梁伊蕎、莫鎧澤以「你的消費不
是你的消費——當代澳門居民消費意識進程研究」的專題取
得高中組「最佳創意獎」；李月婷老師指導的學生趙穎詩、
曾 悅 、 賴 悅 鋆 、 梁 倩 欣 以 「 中 學 生 飲 食 潮 流 —— 網 紅 店 的
紅」的專題取得初中組「最佳選題獎」；林籽然、鄺羨洳、
周駿陽、陳民羲、余智斌以「裸買」的專題取得高中組「嘉
許作品獎」；黃艷梅老師指導的學生馮穎琛、李靜然、鍾紹
穎、周玟希以「我是原創者」的專題取得高中組「嘉許作品獎」；林紀言、趙卓穎、李焯嵐、胡雨芊以
「青少年應該潮嗎」的專題取得初中組「嘉許作品獎」；伍家明老師指導的學生李善揚、嚴嘉欣、尤啓
樂、彭宇恆、陳君維以「任君選擇」的專題取得初中組「嘉許作品獎」。

抗毒心聲齊齊RAP獲優秀作品獎及創作組人氣獎
  由社會工作局、澳門基督教青年會合辦之「2020國際禁毒日  抗毒心聲齊齊RAP」比賽，高一
正班古匡堯以作品「Never ever let your own self stricken by drugs」獲得優秀作品獎及創作組人氣
獎，並應邀於九月廿八日在「2020國際禁毒日——抗毒心聲齊齊Live」網上音樂會演出。
參賽MV作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kWvAngOzpw
網上音樂會：
https://www.facebook.com/1772698549617697/posts/2847065855514289/

國際文化美食節短視頻賽獲季軍及最高人氣獎
  十月，「第十一屆國際文化美食節」短視頻大賽，紅藍影画魏智誠同學（初三光）個人獨得兩奬，
分別獲頒季軍及最高人氣奬。
獲奬作品：
https://www.facebook.com/pcmsstudio/videos/851921955613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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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煙問答賽獲最具活力奬
  「第九屆控煙與健康校際問答比賽」於十一月一日舉行，共五十六支隊伍參加。經過激烈的比賽，
本校高三級學生司凱晴、鮑建東、張鎰丞、關泳棋獲得最具活力奬。

參加手機網站設計技能賽獲季軍
  十一月，由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主辦的第三屆全澳學生手機網站設計技能比賽，本校高一信
顏俊偉同學獲得季軍。
  同學經過八月的線上培訓、九月的第一階段交件及十二小時的強化課程培訓，再進行一連兩天的三
個模組現場決賽，最終將手機網站應用各個方面的技術表現得淋漓盡致。本次比賽首次配合自動化檢測
程序及世界級賽事專家嚴謹評審。

國際煙花短片賽獲亞軍
  十一月，為提昇市民對國際煙花匯演的參與度，並為本地創作人提供展現才華的平台，旅遊局舉辦
了第三十屆澳門國際煙花比賽匯演學生繪畫比賽、攝影比賽、短片製作比賽及海報設計比賽。本校同學
積極參與上述比賽，其中，由伍家明老師指導的吳雪兒、趙芷欣、梁潁欣同學以作品「煙花蓮盛開」奪
得短片製作比賽亞軍；林潁同學以作品「煙花代表我的心」獲得短片製作比賽優異獎；劉宇晴同學在
繪畫比賽第二組獲得安慰獎。獲獎作品於旅博會場內的旅遊局展位展出，亦可以在旅遊局網站https://
fireworks.macaotourism.gov.mo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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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蓮花盃徵文比賽頒獎
  七月廿九日，由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文化委員會主辦的第八屆金蓮花盃徵文比賽，初二信高文駿獲
優異獎，小五愛張祉萱、小六信吳宜霖、小六信陳鶴珣、初一正譚鎧宜均獲入圍獎。

聯校科學展計劃書比賽頒獎
  十一月，由澳門聯校科學展覽籌備委員會舉辦的第二屆澳門聯校科學展覽「計劃書設計比賽」已
圓滿結束，本校同學積極參與並取得優異成績，其中由李卓軒、梁茵彤、黃霆鏵三位同學的參賽項目
「『機』於疫情之下——自助式借iPad 系統」獲得初中組傑出項目金獎、最具實用性獎及最具科學技
術含量獎，該項目指導老師為鄭穎清老師；
  尹梓澔同學的參賽項目「看家小衛士」則獲得初中組傑出項目銀獎、最具創新性獎，該項目指導
老師為梁婉茵老師；
  饒思祺、胡元楚、莫鎧澤、林庭頡四位同學的參賽項目「中藥抑菌再造紙麥克風套」則獲得高中
組傑出項目金獎、最具創新性獎及最具科學技術含量獎，該項目指導老師為梁瑩瑩老師。
除此之外，由陳思澄、楊巧盈、譚伊雯、潘采汶四位同學合作，姚曉暉老師指導的項目「智潔廁紙
盒」和劉千悅同學製作，梁婉茵老師指導的項目「吸引蚊子氣味研究實驗」，以上兩個項目均獲得初
中組的傑出項目獎。
    潘 卓 言 、 許 藍 、 甘 文 軒 三 位 同 學 合 作 ， 陳 健 鴻 老 師 指 導 的 項 目 「 中 藥 對 大 腸 桿 菌 的 研 究 與 展
望」，由嚴嘉欣、何欣樺、林蔚璇三位同學合作，高泳詩老師指導的項目「出奇皂」和由鄧景恆、黎
皓軒、程文康、羅睿弘四位同學合作，陳嘉賢老師指導的項目「洗手間衛生問題探討及改善方案」的
以上三個項目均獲得高中組的傑出項目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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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中華翰墨情佛港澳台
中小學生書法比賽

    十 一 月 ， 本 校 同 學 參 加 由 佛 山 市 政 協 辦 公
室、佛山海外聯誼會、台灣中華書學會、香港漢
榮書局、澳門中華文化聯誼會、佛山市政協文教
體衛和文史委員會、佛山市政協港澳台僑和外事
委員會、佛山市委台港澳辦公室、香港詩書聯學
會聯合舉辦的「第三屆中華翰墨情佛港澳台中小
學生書法比賽」，初三信黃浩政及初三愛陳鈞蕙
同學獲佳作獎。

培正舞蹈團再創佳績
  二零二零「舞動中國夢」少兒舞蹈精品展演，全國中小學、青少年活動中心、少年宮、少兒舞蹈藝
術團體共四百一十六個節目參賽，二百四十一個節目入圍。
  經推選委員會專家審議，本屆展演共有十三支作品獲「新舞星」榮譽稱號、三十支作品獲「新舞
秀」、六十五位教師獲得「優秀指導教師」榮譽稱號。 
  培正中學舞蹈團小學舞蹈隊參賽作品《擁抱未來》榮獲最高獎項「新舞星」獎；編導梁劍丹、導師
顏展紅榮獲「優秀指導老師」光榮稱號。此作品是繼獲得二零一九全澳學界舞蹈比賽最高獎項優異獎、
創作獎、全國《小荷風釆》少兒舞蹈展演最高奬項「小荷之星」奬的又一榮譽，再次成為港、澳、臺地
區參加全國少兒舞蹈作品展演唯一獲得最高獎項之隊伍。
  二零二零「舞動中國夢」少兒舞蹈精品展演活動，是為了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的講話精
神，貫徹落實堅定文化自信、推動文化繁榮的重要思想，搭建的少兒舞蹈創作、交流、展示平臺，鼓勵
有志於少兒舞蹈創作的教師積極投身創作，激發創作熱情，編創出思想健康向上、立意獨特新穎、注重
童心童趣、富於時代精神的優秀少兒舞蹈新品，促進優秀少兒舞蹈創編人才脫穎而出。
  活動由中國舞蹈家協會指導，上海市舞蹈家協會和上海市青少年活動中心主辦，上海市舞蹈家協會
與上海市青少年活動中心手把手藝術團承辦的全國性高質素、高水準的少兒舞蹈展演活動，是全國少兒
舞蹈教學、創編水準的大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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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教職員一覽表

姓名 職稱
羅永祥 校監
高錦輝 校長
郭敬文 副校長兼總務主任
陳敬濂 副校長
梁永棠 德育主任

（統籌中、小、幼德育工作）
楊珮欣 教務主任

（統籌中、小、幼教務工作）
陳志誠 行政主任
黃健 校 長 助 理 及 學 生 活 動 、 德 育 處 助

理、中學品德及公民教育
歐陽效鴻 基督教教育主任及聖經科主任、

中學聖經
蕭文毅 校務辦公室主任
劉玉玲 幼稚園主任
馮少嫻 小學教務主任
黃潔冰 小學德育主任
林健邦 初中德育主任
王錦鳳 初中德育主任、

中學品德及公民教育
蔡力行 升學及聯課活動辦公室主任、

中學品德及公民教育
劉慧敏 圖書館主任及學生活動
陳德明 實驗室輔助教學人員

（副總務主任）
駱劍峰 副 總 務 主 任 及 資 訊 科 技 發 展 技 術

員、電子學習發展統籌總監、電腦
實驗室導師、小學常識及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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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雪蓮 行政及總務主任助理、家長教師會
協調員、環境教育協調員、小學常
識及資訊科技

李棟 教務主任助理、中學資訊科技、
商業知識、生涯規劃

姓名 職稱
柏青 小學教務主任助理及課程發展、

小學普通話、普通話課程發展
馮燕嫻 小學教務主任助理及課程發展、

小學數學
鍾慧玲 小學教務主任助理及課程發展、

小學英文
盧少梨 學校健康促進主管
歐競湘 駐校校醫
葉樹強 實驗室主管
趙康 實驗室輔助教學人員
蘇麗政 實驗室管理人員
許梅婷 閱讀推廣人員
馬嘉麗 閱讀推廣人員
溫淑玲 餘暇活動人員
劉錦盈 餘暇活動人員
馬偉志 總務兼校務員
梁華炳 會計、學生升學及聯課活動輔導
何嘉豪 校務員
謝兆倍 出納
梁國勇 資訊科技發展 技術員、

小學常識及視覺藝術
黃智中 資訊科技發展技術員、

中學物理及資訊科技
朱若凡 餘暇活動人員
梁家銘 資訊科技教育人員
尹志勝 技術員
吳煉柯 校務員
劉綺雯 校務員
唐少慧 校務員
毛劍賢 宗教活動協調員、中學聖經
梁頌文 兼職助教
沈正剛 3D建模助理
林建源 Fablab實驗室管理員
楊堃 工業機器人設計及培訓助理
莊祖儀 中學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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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冼頴欣 校務員
周奕伯 中學生涯規劃、中文(2)

（影像創作）
麥芷琪 高三信班主任、中文科主任
胡俊明 高三望班主任、數學科主任兼人工

智能教育總監
薛展充 高三愛班主任、中學數學
梁家豪 高三善班主任、小學體育科主任
呂照航 高三正班主任、中學英文
陳衛聰 高二信班主任、中學英文
吳欣霞 高二望班主任、中學英文
方秀娟 高二愛班主任、中文副科主任
梅致常 高二善班主任、中學數學
郭艷玲 高二正班主任、中學中文
林佩欣 高一信班主任、中學中文
陳小欽 高一望班主任、中學化學
黃晨好 高一愛班主任、中學英文
鍾子程 高一善班主任、中學歷史
吳穎祺 高一正班主任、中學藝術
蔡桂枝 初三信班主任、中學中文
吳惠梨 初三望班主任、中學中文
蕭嘉渝 初三愛班主任、中學英文
黃艷梅 初三善班主任、中學數學
鄭國康 初三正班主任、中學英文
梁駿杰 初三光班主任、中學數學
余少君 初二信班主任、中學中文
伍家明 初二望班主任、中學中文
鄭穎清 初二愛班主任、中學數學
余靜雯 初二善班主任、中學英文
鍾巧思 初二正班主任、中學英文
蕭沛強 初二光班主任、中小學體育
張海珊 初一信班主任、中學歷史
黃煒雯 初一望班主任、中學英文
劉天亮 初一愛班主任、中學數學
廖鳳儀 初一善班主任、中學數學

姓名 職稱
毛詠欣 初一正班主任、中學英文
陳健鴻 初一光班主任、中學化學、藝術、

資訊科技、科學
陳秋明 小六信班主任、小學數學
黎美珊 小六望班主任、小學英文
梁美穠 小六愛班主任、小學英文
羅錦霞 小六善班主任、小學英文
謝玉雁 小六正班主任、小學中文及聖經
黃念香 小五信班主任、小學數學
蔡毓瑜 小五望班主任、小學中文
梁紫君 小五愛班主任、小學英文
李瑞英 小五善班主任、小學中文書法、

數學
吳惠仙 小五正班主任、小學中文
鄭嘉麗 小四信班主任、小學英文及聖經
陳永欣 小四望班主任、小學中文
劉綺芬 小四愛班主任、小學數學
梁綺婷 小四善班主任、小學普通話及中文、

德育級組長
麥緻菁 小四正班主任、小學英文
鄭燕明 小三信班主任、小學英文
陳美容 小三望班主任、中文科副主任
林碧珊 小三愛班主任、小學資訊科技及

中文
歐玉珍 小三善班主任、小學聖經及中文
許鎮環 小三正班主任、小學英文
歐陽佩儀 小二信班主任、小學英文
楊嘉儀 小二望班主任、小學中文
曾碧芬 小二愛班主任、小學中文
鄺仲維 小二善班主任、小學數學及

資訊科技
邱玉貞 小二正班主任、

小學數學及資訊科技
莫韻姿 小一信班主任、小學英文
陳錦梅 小一望班主任、小學數學及

資訊科技、德育級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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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湯蔚 小一愛班主任、小學中文
李荔霞 小一善班主任、小學聖經及英文
謝雪華 小一正班主任、小學中文
梁婉儀 幼稚園教師
徐諾怡 幼稚園教師
黃燕清 幼稚園教師
鄭美寶 幼稚園教師
郭少芳 幼高級組長
張彥嵐 幼稚園教師
關嘉玲 幼稚園教師
鄧琼芳 幼稚園教師
黃清勤 幼稚園教師
朱少興 幼稚園教師
林慧萍 幼稚園教師
李嘉盈 幼稚園教師
鄭美妮 幼稚園教師
楊穎斯 幼稚園教師
蔡玉屏 幼初級組長
陳潔敏 幼稚園教師
梁定剛 幼兒級組長
周月翠 幼稚園教師
黎意珍 幼稚園教師
方詠欣 幼稚園教師
楊鳳蘭 幼稚園教師
吳凱晴 幼稚園教師
李名殷 幼稚園教師
陳欣怡 幼稚園教師
范美華 英文科主任
梁沛津 物理科主任、中學地理
張慧敏 化學科主任
盧聖生 資訊科技科主任、中學資訊科技、

藝術
李俊 歷史科主任
周慧心 地理科主任

姓名 職稱
杜川崎 體育科主任
劉冠華 創新科技主任
鍾春暉 中華文化館主管、政策研究主任
黃慧儀 視覺藝術科主任
吳雄舟 英文副科主任
閔好年 創新科技副主任兼技術總監
溫紫峰 AR/VR/MR技術探究課程總監、

中學物理
施虹冰 小學中文科主任
林潤薇 小學常識科主任
蘇樂天 小學數學科副主任、資訊科技
陳子明 中學中文
鄧毅靜 中學中文
張柏恩 中學中文
梁淑慧 中學英文
潘錦華 中學數學
蘇偉奇 中、小學數學
劉兆銘 競賽數學主管
李振邦 中學數學
陳家綱 中學物理、地理
李麗虹 中學會計
古成威 中學化學
姚曉暉 中學生物
黃燦霖 中學數學、資訊科技
區頴斌 中小學視覺藝術
趙潔宇 中學英文
蘇詩敏 中學英文
黃俊傑 中學數學
曾玉金 中學物理、地理
梁瑩瑩 中學生物
葉健俊 中學藝術（音樂）
張永豪 中小學體育
張嘉俊 中小學體育
源靜芬 中學中文
杜詠詩 中學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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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余麗君 中學數學
李月婷 中學數學
趙婧雅 中學數學
秦光明 中學數學
陳嘉賢 中學數學、資訊科技
楊宇恆 中學地理
黃耀鋒 中學中文
鄭曉希 中學英文
梁根銓 中學數學
林佩怡 中學英文
譚寶琪 中學英文
胡曉冬 中學數學、資訊科技
高泳詩 中學科學、藝術（音樂）、生物
林秀蘭 中學資訊科技、小學數學、常識
梁健華 中小學體育
盧明莉 中學英文
余定邦 中學英文
譚鴻生 中學數學
何城坤 中學設計與科學
郭俊傑 中學數學、設計與科學
梁婉茵 中學設計與科學
王桂芬 中小學視覺藝術
陳詠琛 中小學體育
梁詠詩 中學英文
王子維 中小學體育
梁婉屏 小學中文
鄭智伶 小學中文
邵燕兒 小學英文
Maria 小學英文
Ana Tere-
sa

小學英文

Carl 小學英文
Maureen 小學英文
陳少婷 小學資訊科技、數學
翁朝華 小學數學

姓名 職稱
劉詩敏 小學數學、資訊科技、常識
袁國展 小學資訊科技、常識
郭振業 小學常識、資訊科技
張匯民 小學資訊科技、常識
李凱勤 小學數學、常識、資訊科技
馬耀幹 小學常識、資訊科技
梁子霖 小學音樂
黃敏玲 小學英文
Anna 小學英文
邵敏 小學數學
鄭詩婷 小學數學、常識、資訊科技
王穎瑩 小學音樂
黃懷樟 小學視覺藝術
Joana 小學英文
Hannah 小學英文
Sarah 小學英文
宣然 小學數學、五子棋導師
何裕冠 小學音樂
梁潔 小學兼職音樂
陳麗玲 小學常識、資訊科技
梁建紅 小學體育及聖經、幼稚園體育
Ines 小學英文
黃麗晶 小學英文
Catarina 小學英文
陶仙蓉 小學音樂
李惜美 小學普通話
Alexis 小學英文
Rita 小學英文
Marzena 小學英文
譚重儀 小學數學
高美琦 小學中文
梁艷紅 小學資訊科技、常識
梁家嘉 小幼體育
雷文皓 小學延展課程
江美馨 小學常識、延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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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教職員一覽表

姓名 職稱
高芊 幼稚園教師
徐穎彤 幼稚園教師
廖恆瑤 幼稚園教師
陳詩頴 幼稚園教師
金慧霞 幼稚園教師
俞佩文 幼稚園教師
陳芳 幼稚園教師
何威威 學習評估研究中心主任
陳雅雯 中學兼職英文
利開健 中學兼職會計
張琦 中學兼職中文
魏曉萍 中學兼職地理
陳煒業 中學兼職中文(2)（影像創作）
蕭欣翹 中學兼職中文
謝敏琪 中學兼職中文
王雅凡 中學兼職科學
施志東 中學兼職科學探究
管淑賢 小學數學
王珮瑚 小學兼職英文
羅秋凝 小學兼職聖經、英文
楊心心 小學兼職聖經、延展課程
李宛瑩 小學兼職延展課程
李曼儀 小學兼職延展課程
周家敏 小學兼職體育、延展課程
梁泳研 小學兼職延展課程
譚慧德 小學兼職延展課程
何韻曦 小學兼職延展課程
鄺春芳 小學兼職延展課程
梁定志 小學兼職延展課程
黃時平 小學兼職延展課程、音樂
趙萬儀 小學兼職延展課程
李麗瑩 小學兼職延展課程
梁慧文 幼稚園兼職教師
楊月娥 幼稚園兼職教師
林芷琪 幼稚園兼職教師

姓名 職稱
周嘉燕 幼稚園兼職教師
曹皓明 幼稚園兼職教師
劉惠萍 幼稚園兼職教師
吳婉華 幼稚園兼職教師
陳秀芬 幼稚園兼職教師
袁一豪 中小學兼職戲劇導師
林弈奇 中學兼職生涯規劃導師
梁泳儀 兼職職員（中學實習）
蕭麗紅 兼職職員（中學實習）
張嘉恩 兼職職員（中學實習）
周明艷 兼職職員（中學實習）
陳駿傑 兼職職員（中學實習）
李凱琳 兼職職員（中學實習）
劉梓晴 兼職職員（中學實習）
許佩玲 兼職職員（小學實習）
黎家煊 兼職職員（小學實習）
葉穎妮 兼職職員（小學實習）
胡美玉 兼職職員（小學實習）
張詠賢 兼職職員（小學實習）
黃珈朗 兼職職員（小學實習）
白沁尉 兼職職員（幼稚園實習）
黃惠玉 兼職職員（幼稚園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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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正中學捐贈名錄
**各項捐贈記錄，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獎助學金

捐贈者 / 捐贈機構名稱 捐贈金額(港幣) 捐贈項目用途

香港浸信會聯會 2,700.00 2019-2020年度傑出學生獎學金

香港培正同學會 45,000.00 2019-2020年度畢業禮/結業禮
10項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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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發展

捐贈者/捐贈機構名稱 捐贈金額(港幣) 捐贈項目用途

香港浸信會聯會 7,700.00 2019-2020年度福音事工津貼

培正道浸信會 10,000.00 資助福音事工

培正創校130周年
校慶籌委會 513,117.96 培正創校130周年校慶捐款 

梅秀琼學長(1968年級仁社) 美元100.00

學校發展經費

(2019-2020年度)中一正
陳樂心同學 1,350.00

(2019-2020年度)中六信班 124.00

(2019-2020年度)中六光班 332.10

彭鑑芬學長(1968年級仁社) 500.00 校刊郵費及出版經費

顧明均學長(1966年級皓社) 2,000.00 2019-2020年度畢業典禮賀金

(捐款名錄截至2020年8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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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正小學捐贈名錄
**各項捐贈記錄，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捐贈者 / 捐贈機構名稱 捐贈金額(港幣) 捐贈項目用途

鄺鑑開  HK$100,000.00 捐贈小學

1963年級真社  HK$60,000.00 中小學傑師獎勵 

何浩元  HK$20,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許十七  HK$35,000.00 捐贈小學

1970年級謙社  HK$50,000.00 捐贈小學

葉惠康博士  HK$100,000.00 捐贈小學

鄺鑑開  HK$10,000.00 學校教職員會

（捐款名錄截至2021年1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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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校創建校史檔案室
      引入現代檔案學系統

    一八八九年，培正於廣州創校，並於一九三三年在香港建立分
校，至今已有八十餘載。多年以來，大量行政文件記載了學校的教
學政策、行政工作、學生活動、校舍設施等不同範疇的情況與變
遷。學校也在同學日、陸運會、水運會等大型活動拍下不少珍貴照
片，校刊、畢業班同
學錄、學生報等各類
刊物亦成為學校歷史
及同學成長的重要見

證。儘管部份資料已經散
佚，但所保留下來的文字類

和非文字類資料仍浩如煙海。這些歷史資料對
於我們了解前人對培正的努力和貢獻，乃至培
正的歷史發展，都有莫大裨益。
    適逢慶祝創校一百三十周年，中學部圖書
館幸得基社李思廉學長慷慨捐助重修，加上
原來放置學校文件的房間改劃為輔導處，兩項
工程成為了整理大量學校典籍、文物和文件的
契機，因而萌生設立「培正校史檔案室」的念
頭，以期妥善保存彌足珍貴的文物，更有系統
地整理不同類型的歷史資料。 1936年10月修訂版《培正年表》

記述本校創立至1936年的學校發展

香港培正中學70周年紀念刊

1950年度《培正校
刊》香港版第1卷
第1期報道林子豐
先生接任本校校長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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