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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常態
澳校線上
	 	 	 展新機



疫情常態下的發展機遇——
從澳校開展線上交流及比賽談起

1. 跨越疫情，紅藍兒女在一起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隔絕了互聯互通、休戚與共的地球村的緊密聯
繫，但是，廣大紅藍兒女心繫母校，即使身處異鄉，亦挺身而出，力所能及地為母校貢獻
自己的力量。紅藍兒女之間的強大凝聚力、對
紅藍精神的堅持和熱忱，從未褪色。
    身在海外的校友不畏時差的束縛，於線上
為高二學弟妹提供升學建議和輔導，學弟妹把
握機會，積極發問。一月廿六日和三月三十
日，為鼓勵高二同學做好生涯規劃，高二級班
主任組織了英國、澳洲、加拿大及美國就讀大
學的校友於線上及回校與高二學弟妹分享升學
心得，同學們獲益不少。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出現，迫使教育迎來史無前例的挑戰。疫情期間，一系列的
「停課不停學」教育方案催生了新一波電子學習的熱潮，也徹底改變了長期以來的教學方
式，是一場教育的革命。疫情常態下，隨着技術的更新迭代，新技術為教育教學模式的變
革提供了新的可能。澳校利用現代資訊科技與教育的深度融合，適應疫情常態時代線上學
習的浪潮，積極為學生搭建線上平台，推動線上教學與線下教學的融合發展，構建教育發
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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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畢業典禮中，校監羅永祥博士雖身在香港，無法到來典禮的現場，但仍掛念着紅藍
兒女，通過短片致開會辭，向參加典禮的家長致以熱烈的歡迎和深切的感謝，同時向畢業生
致以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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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校今年的新春年宵活動沒有因疫情的影響而停下腳步，反而是汲取去年首屆校內花
市的經驗，配合政府的防疫指引，一改實體年宵購物營運模式，首次開創校內線上銷售的
模式，讓紅藍兒女又能因「福杯滿溢」牛年年宵慈善花市而走到一起。新春年宵活動中，
學生將各攤位已購置及師生特色DIY的物品蒐集製成福
袋，於學校電子平台內讓師生及家長自選訂購。線上
選購形式推出後，各方反應熱烈，所有福袋全數認購
完畢。「福杯滿溢」牛年年宵慈善花市，既讓學生感
受中華傳統文化，也能實踐課堂所學的知識，汲取營
商經驗。同時，澳校年宵慈善花市活動之所得收益，
在扣除成本後將會全數捐出作為慈善用途，亦讓學生
發揚慈善精神，關懷弱勢群體，傳遞愛心與溫暖。

    跨越疫情，紅藍兒女守望相助；跨越山海，紅藍兒女相互支持。病毒只能暫時隔離彼
此，卻會讓紅藍兒女更加團結，更加充滿積極向上的力量和眾志成城克服困難的決心。
    在這場沒有硝煙、沒有國界的「戰」疫中，被大家認為是教育界面臨的危機，卻變成了
澳校培育學生的契機。早於十多年前，澳校已推行電子學習，以電子工具提昇學與教的效
能，電子學習已成為教學活動的主要模式。隨着疫情的常態化，電子學習模式大派用場，澳
校師生已得到有效且成熟的學與教成果。在這個學年，師生繼續以線上形式積極參與地區
性、國際性的比賽、交流，獲取傑出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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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破時空界限的文化交流活動蓬勃開展

線上活動分享疫情下學習之成效
    澳校獲邀參與一月廿三日由Global Link Hong Kong 組織的 'Let students talk about Education' 
Online Conference 2021，高三望班胡鈞再、黃凱欣兩位同學代表學校出席中學研討部份，會
上由不同國家及地區（包括美國、新加坡、杭州、香港及澳門）學生就因應疫情下學習的情
況，分享在這段期間的學習感受、成效及盼望，在活動中同學將澳門教育及澳門培正中學的
學習情況與各地分享。

培正與廣東仲元姊妹校線上競賽交流
    十二月五日上午，澳門培正中學、廣東仲元中學兩所姊妹學校通過線上直播互動的方
式，舉辦一場別開生面的「同飲珠江水，共享詩詞美」詩詞交流競賽活動，突破了新冠疫情
阻隔，為傳統姊妹校交流賦予了新的內涵和展示形式，引導粵澳師生一起品味中華詩詞的文
化底蘊，一起傳承國粹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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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校與廣東仲元誦讀聯演奪一等獎  與穗東山培小共締姊妹情誼
    十二月七日，「2020年粵港澳姊妹學校中華經典美文誦讀比賽」頒獎儀式暨「穗港澳
姊妹學校簽約」儀式同時在廣州圓滿舉行。澳門培正中學和廣東仲元中學姊妹校聯袂演出的
節目《英雄》，榮獲第四屆「粵港澳姊妹學校經典美文誦讀比賽」最高獎項一等獎。本次比
賽特別邀請穗港澳三地的語言朗誦藝術專家組成評委團，最終評出一等獎兩名、二等獎四
名、三等獎五名，優秀獎七名。
    受全球疫情影響，此次比賽創新採用「雲」參賽形式進行，穗港、穗澳姊妹學校以視頻
作品參賽。經過廣泛發動，共有三十六所穗港澳姊妹學校組成十八支參賽隊伍參賽。此項活
動有助於穗港澳三地師生加深對祖國悠久歷史和深厚文化的理解，增強同根同心的民族認同
感，促進穗港澳姊妹學校提昇中華兒女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參加西南位育杯英語辯論賽獲團體一等獎
    二零二零年上海西南位育中學主辦的第十三屆「西南位育杯」英語辯論邀請賽，受疫情
影響，賽事以上傳視頻形式進行。「西南位育杯」一直以來秉承提升學生英語能力，和高階
思維能力方面在學屆辯論領域立於前端，是上海英語辯論領域具權威性的著名賽事，每年吸
引上海各區及國內著名學校參加，而澳門培正中學亦一向以提昇學生學術素養和提供優質教
育為目的。這次比賽一共有廿二支國內中學隊伍參賽，培正中學代表隊的組成成員分別有：
黃凱欣(高三望)、黎澤恩(高三望)、羅家瀅(高三善)、馬凝希(高三善)、馮藹晴(高二善)及鄭愛
華(高一望)，培正中學取得「團體一等獎」，而黃凱欣同學亦同時獲得「最佳辯手獎」。是
次比賽之指導老師為黃晨好、毛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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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香港斯程教育國際辯論比賽獲獎
    由香港斯程教育舉辦的國際辯論比賽準決賽於二月廿一日上午於線上舉行，小六正班鍾
天健及小六善班鄧希洋同學代表出賽，表現優秀。鄧希洋同學更憑其突出的表現，奪得「演
講者獎」第四名。

英文詩詞高中組
冠軍 高二愛 陳芷詠

亞軍 高二愛 歐錦鈞

季軍 高二愛 李欣燃

英文詩詞初中組
亞軍 初三望 黃浩政

2020香港學界朗誦公開賽表現出色
    澳校同學於去年十二月參加「2020香港學界朗誦公開賽暨第三屆專業精英盃(英文)朗誦
比賽」，表現出色，獲頒獎項。因疫情關係，是次比賽以錄製影片形式進行，指導老師為梁
淑慧老師及吳欣霞老師。
    獲獎同學名單如下：

香港學界朗誦大賽勇奪季軍
    小五善班施詠琳同學參加由香港青年兒童文藝
協會(HKCYAA)舉辦的「香港學界朗誦大賽2020」，
表現出色，並勇奪英語小學高級組季軍。因疫情關
係，是次比賽以錄製短片形式進行，施同學參賽誦
材為「If」，其指導老師為Miss 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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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屆開心英語朗讀比賽勇奪亞軍
    原定在香港舉行之「第15屆開心英語朗讀
比賽」，因疫情關係，總決賽於四月十七日以網
上直播方式進行，澳校小六善鄧希洋同學表現卓
越，勇奪亞軍，其指導老師為 Miss Maria。

紫荊杯中學生華語辯論比賽獲殿軍
    第一屆紫荊杯中學生華語辯論比賽（線上比賽）於四月十二日圓滿結束。本次比賽由滬
江維多利亞學校主辦，邀請了北京、廈門、東莞、香港、澳門、吉隆坡等地的學校參加比
賽，澳校作為澳門區代表，參加是次比賽。
    經過一星期各個小組中的多個回合賽、準決賽、決賽，最後，澳校獲得殿軍，同學們表
現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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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G20線上峰會榮獲最高獎項

    由美國學術組織Knovva Academy與聯合國氣候變化項目組、聯合國二零三零青年項目會
務組、二零二零年G20輪值國沙特阿拉伯政府聯合舉辦之「2021年度模擬G20線上峰會」圓
滿落下帷幕。
    本次峰會面向全球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重點中學開放招生，澳校共有八位同學從全球數
千名候選人中獲得錄取成為最終四百名高中代表，更有初中同學跨級獲選且成為組長帶領各
國高中團隊磋商，本次峰會主題為「氣候變化與人類未來」，各國代表需要隨機分組參與，
議程包括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教授授課，跨越三星期的小組討論、文獻查閱、數據調研、文
件撰寫及公開演講。
    澳校八位同學在農曆新年假期中磋商時成功克服時差、語言、文化問題，最終羅家瀠同
學榮獲大會最高獎項「最傑出國家代表」。

參加大灣區模聯大會喜獲佳績
    二月五至八日，由GBAMUN大灣區模擬聯合國協會主辦的二零二一大灣區模擬聯合國大
會‧冬季會議（GBAMUNws2021）於線上舉辦。會議歷時三天共八個會期，參賽代表分別圍繞
「後冷戰時期的歐洲安全治理」、「大灣區自動駕駛汽車的法律問題」、「數據時代下的兒
童」等主題展開討論。澳校派出鮑翰林、林正瀚、鄭愷亭、余維盈、葉偉雄五位同學參賽。
    比賽結果於二月十一日正式揭曉，澳校的鮑翰林、林正瀚兩位同學於來自全國十五個省
區市十三所大學廿五所中學的青年代表中脫穎而出，分別榮獲「傑出代表獎」和「榮譽提名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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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模聯獲「傑出代表獎」及「最佳闡述獎」

    澳校同學參加北大模聯獲得「傑出代表獎」及「最佳闡述獎」。三月廿六至廿八日，二
零二一年北京大學全國中學生模擬聯合國大會於線上舉行。北大模聯是中國的高中生模聯中
歷史最悠久、影響力最大，學術性最強的模聯大會。澳校國研小組馬凝希、陳顥齊、陳宇
軒、胡嘉葆、郭祺宇五位同學由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八日開始，經過團隊學術測試、個人學術

測試、會場學術測試等重重選拔，
最終在全國三百多所名校一千多名
同學中脫穎而出，獲得參賽資格。
    在為期三天的正式比賽過程
中，同學們模擬不同國家的外交代
表，分別就「世界衛生組織：全球
突發公共衛生問題的緊急應對」、
「聯合國文明聯盟：包容性社

會—青年教育面臨的挑戰和良好做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西非經濟一體化」、「聯
合國人權理事會：推動減少兒童兵僱傭與保障兒童兵權利」、「聯合國環境署：濕地保護和
其可持續發展」、「東南亞國家聯盟：東南亞棕櫚油業與蝦養殖業的可持續發展」等議題，
進行演說、辯論、磋商、動議以及起草各類會議文件、撰寫新聞稿件等。
    最終，澳校獲得大會頒發「最佳組織獎」，胡嘉葆同學獲得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場「傑
出代表獎」，郭祺宇同學獲得新聞媒體中心「最佳闡述獎」。參賽同學表示，有機會參加北
大模聯，與來自全國各地的優秀學子一起深入交流學習，不但獲得友誼，而且在學術研究、
撰寫文件、思維及表達等方面都獲益良多，是人生一次難能可貴的經歷。

與姊妹學校葡國佩德羅第五中學線上交流
    四月十六日傍晚，澳校五位高中同學與姊妹學校葡國佩德羅第五中學(Escola Secundária 
D. Pedro V) 十七位同學在線上交流。
    兩校同學以自身感興趣的事情而展開話題，主要內容包括赴葡升學、未來大學專業選
擇、學生的興趣、日常生活等；期間，澳校同學教對方一些簡單詞彙的粵語發音，閒談輕鬆
愉快，打破彼此間的距離界限，同學們期待下一次的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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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現優質教學資源共享

林秀蘭老師分享人工智能編程比賽心得
    澳校林秀蘭老師應香港創新教育學會、香港電腦教育學會的邀請，透過ZOOM為香港賽
區的「人工智能編程比賽(AICC)」的簡介會上作發言，分享澳校同學過往囊括中小學組澳門
區冠軍的比賽心得與收穫。

杜川崎及陳詠琛老師參加世界體育課交流會
    澳校體育科老師杜川崎及陳詠琛在去年十二月，通過ZOOM參加了由日本東京學藝大學
舉行的世界體育課的交流會，會議目的是通過線上觀課，討論及改善體育課。

方秀娟老師參與語文主題研修活動
    澳校中學中文科副主任方秀娟老師應上海虹
口區「李蔚學科工作室」邀請，以專家身份參與
「文學類作品的教與學—課堂關鍵問題的確
立」語文主題研修活動。方老師從文學與文化角
度點評公開課《燈籠》，獲得教研組的讚賞。是
次教研活動，促進兩地教學交流，更提昇語文教
學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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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展示紅藍科創實力

方澍、梁博淇參與國際會議  論文獲錄用發表
    澳校開展基於彈性材料的雙平行四邊形反重力機構的研究，方澍、梁博淇同學在閔好
年、梁沛津老師的帶領下，攜研究成果參與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umerical Modelling 
in Engineering國際會議，因疫情關係，會議轉線上舉行。方澍、梁博淇同學在會議上做了研
究成果報告，會後其論文“Modelling and Analysing of spring-loaded double parallelogram mechanism 
Using Moment Balance”獲得錄用，並在Journal of Physics: Conference Series收錄發表，現論文已經
獲得EI compendex索引。
    該次會議的主辦方為Ghent University，是比利時學術排名第一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也是
世界著名的百強大學之一，大會主席是該校Laboratory Soete實驗室的Magd Abdel Wahab教授。
EI compendex是全球範圍內的一個資料庫，是全
世界最早的工程文摘來源，收錄文章都代表着
權威與高品質，被稱為全球核心，為每個國家
認可。
    澳校自二零一二年大力開展科技創新活動
至今，除了創立了設計與科技學習平臺外，更
致力建設跨科合作平臺，綜合培養學生的各項
科學素養。近年來學校打破傳統的思維方式，
銳意進取，進行科技與傳統中華文化的結合，
AI同數學科結合等開創性嘗試。這次設計與科
技同物理科的跨科合作也取得良好成果，展現
了學校在教學方針上勇於開拓，繼往開來的長
遠目標。

參與青少年科學發現影像大賽獲佳績
    「2020香港—紐約‧國際青少年科學發現影像大賽」因疫情改於線上進行，並於二
零二零年十月一至二日分別進行中文及英文兩輪答辯，學生均有出色的表現。結果，澳校四
份參賽作品均得到評審的認同，獲得理想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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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2021 IMMC國際數學建模挑戰賽獲獎者眾

    由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科學及紡織學院承辦的第七屆國際數學建模挑戰賽（IMMC 2021）
大中華區答辯決賽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四至十五日成功在線舉行。與所有參賽團隊一道歷經
IMMC2021秋季賽、冬季賽和國際賽的挑
戰，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困難，通
過了多重嚴格的論文評審，澳校同學從兩
岸四地六百九十餘支團隊中脫穎而出，成
功進入答辯決賽，成為IMMC中華五十二支
強隊之一。經過雲端答辯評審及覆核，澳
校同學黃諾逵、梁雅一、楊朝傑、許詠晴
榮獲國際賽（中華區）特等入圍獎及中華
賽特等入圍獎。同時，廖嘉欣、潘保縈、
莊曜聰、劉展滔榮獲國際賽（中華區）特
等入圍獎及中華賽一等獎。此外，澳校學
生在國際賽（中華區）榮獲二等獎三隊，
IMMC秋季賽榮獲一等獎三隊、二等獎七
隊，IMMC冬季賽榮獲特等入圍獎一隊、一
等獎二隊、二等獎三隊。
    澳校老師亦與學生參加同場舉行的
IMMC工作坊，盼藉着工作坊等線上交流活
動，相互啟發，加強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
的聯繫，培育優秀的人才。在是次活動中
同學們獲益良多，收穫甚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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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全港青少年數學挑戰賽2020」勇奪團體總冠軍及多項個人獎項
    「全港青少年數學挑戰賽2020」由香港學界數學總會舉辦。因疫情關係，本澳參賽者
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二日在澳門培正中學進行比賽並頒發獎項。該比賽旨在提昇青少年對數
學的興趣及解難能力、協助他們探索不同的數學領域、促進彼此間的交流。比賽同時考核代
數、數論、組合數學及幾何四大領域，除以個人總分及團體分數評選獎項外，更特別為不同
領域設立高斯獎、費馬獎、厄多斯獎及歐幾里德獎，並獎予相應領域得分前五的參賽者。
    澳校學生表現卓越，於不同組別獲四個冠軍、四個亞軍及五個季軍，十七人（廿三人
次）獲高斯獎、費馬獎、厄多斯獎及歐幾里德獎，全校共獲廿五金、五十四銀及九十六銅。
最終，本校於中學組以團體得分六百廿五分力壓第二名四百一十八分，獲得中學組團體總冠
軍；小學組成績同樣突出，以團體得分七百八十二分遠超第二名五百一十二分，勇奪小學組
團體總冠軍。為澳校，為本澳爭光。

國際科學賽獲獎數創新高
    二月十九日，新加坡「第42屆國際科學賽」(42nd ICBP Science Quiz 2021)首次以線上形式
舉行，賽事分高級組及初級組，全程以英語進行，比賽題目涉及數學、物理、化學、生物、
資訊科技五個範疇。是屆賽事澳校共派出三十二位同學參賽，由陳家綱、張慧敏、梁瑩瑩、
陳健鴻、姚曉暉等老師指導培訓及協助，同學們最後在高級組取得五金、七銀、八銅，初級
組取得兩金、五銀、五銅，合共七金、十二銀、十三銅的佳績。本屆賽事是創澳校參賽以來
獲金銀銅獎數目的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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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第10屆 International Biomedical Quiz」獲五金十五銀二十銅
    「第10屆International Biomedical Quiz 2021」於四月七日舉行，因疫情的關係，澳校同學在當
天於禮堂進行線上答題比賽。本屆主題是「傳染病」，內容包括病毒、基礎科學、臨床症狀和
管理，以及流行病學中的疾病預防和爆發、大流行病的檢測和控制等方面。主題切合近年全球
醫學問題，學生們對此非常感興趣，他們在賽前積極準備，努力鑽研，比賽時表現出色。
    澳校在高級組比賽中獲得四金八銀八銅的佳績，在初級組比賽中獲得一金七銀十二銅
的佳績。

SEAMO數學賽奪三金
    東南亞數學奧林匹克賽(SEAMO)是全球性的數學奧林匹克競賽，旨在提高全球學生及
參賽者對數學的熱情和信心。SEAMO起源於新加坡，其創造性的問題涵蓋了廣泛的數學概
念和技術，為全球廿二個國家／地區的五萬多名
學生提供幫助。SEAMO和參賽者在世界各地都獲
得認可。
    鑒於疫情關係，今屆初賽仍有來自十五個
國家／地區的二萬二千多名學生進行激烈的預
選賽。經SEAMO澳門區初賽後，澳校多位同學再
次受邀參與SEAMO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六日全
球同步舉行的總決賽 SEAMO X 2021 (CHAMPIONS 
DIVISION)。是次比賽中，本校取得三金、五銀、
四銅及多個優異獎的佳績。其中，小二級練嘉
臣、小四級劉晉亨、初三級黃浩政勇奪金獎，表
現出色。

    疫情常態給每位教育者提出了一個重大的課題，教學方式要變革，學生學習方式亦要
更新迭代。疫情之下，面授課堂移改到方寸之間的屏幕上，但教育的內涵卻不曾被稀釋。
面向疫情常態和資訊社會人才培養需要，澳校珍惜並抓緊面授課堂的機會，同時也善用線
上資源，不斷鼓勵學生參加線上的各項交流與比賽，突破了時空限制，讓學生緊跟時代的
發展趨勢。未來的日子裡，澳校將繼續以學生發展為本，建設基礎教育在線學習資源平
台，為學生未來提供更多可以發揮的可能性。 14



學校動態中學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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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共兩支培正隊伍在亞洲區(數學範疇)獲得獎項，當中五正羅安琪同學的論文勇奪金獎，丘教
授更在頒獎禮中特別恭賀羅同學及讚賞她的論文，為紅藍兒女獲得的成果而感到高興。羅同學同時成為
亞洲賽區代表，參與丘成桐科學獎總決賽，和世界不同地域的獲勝隊伍進行比拼。

獎項 專題研究 成員學生

金獎 Investigation on i-commuting Probabilities 
on Finite Groups 羅安琪(5F)

優異獎
Random Distances and Areas in Convex Polygons and 

Application on Potential Energy of Gas Particles in 
Microscopic View

焦采溢(5F)、姚涵瑛(5F)、
吳哲朗(5F)

比賽結果

  丘成桐中學科學獎由著名學長數學大師丘成桐教授設立，旨在推進中學科學發展，激發和提昇全球華人中學生對科學研究的興趣和創新能力。是次亞洲區比賽，評審委員由丘成桐教授及多位知名學者組成，參賽同學須先通過論文評核，出線後接受評審團的答辯，最後決出金、銀和優異獎。  培正一向注重同學的學術能力，近年積極參與以創新性及自主性為主的研究論文比賽，使同學能突破考試框架，追 求 學 術 上 卓 越 表 現 。 上 年 度 首 屆 的丘成桐中學科學獎（亞洲區），五正楊汶璁及姚涵瑛同學榮獲亞洲區（數學範疇）銀獎及總決賽銅獎，成績斐然，亦為亞洲區中的最佳成績。

羅安琪同學

左起：姚涵瑛同學、吳哲朗
同學、焦采溢同學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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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動態 中學記要

學術
範疇 獎項 專題研究 成員

學生

數學
銀獎
(全球

第二名)

Investigation 
on 

i-commuting 
Probabilities 

on Finite 
Groups

羅安琪
(5F)

丘成桐中學科學獎(北京總決賽)
S. -T. Yau High School Science Award

羅安琪同學透過網上平台参加丘成桐
中學科學獎頒獎典禮

    羅 安 琪 同 學 獲 丘 成 桐 教 授 親 自推薦，報名參加由麻省理工 MIT舉辦的 Research Science Institute (RSI 2021) Program，並成功獲取錄。是項活動由 MIT 教授親自帶領，國際學生只有三十個名額，須於六月廿七日至八月七日期間進行五星期的學術研究。本年度將會以網上形式進行學習與交流，羅同學會於下一期校刊繼續分享其學習點滴。

羅安琪同學於六月至八月期間，參與麻省理工的研究深造計劃

  每年於清華大學舉行的丘成桐中學科學獎總決賽一向有「華人青少年諾貝爾獎」的美
譽，由國際知名數學家丘成桐學長於二零零八年設立，面向全球華人中學生，評委由諾貝
爾獎得主、圖靈獎得主、菲爾茲獎得主、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科學院院士等世界頂級科
學家擔任，是目前公認最能體現國內外中學生科研創新能力的頂級獎項，在華人社會以至
全球都有極高學術地位。
  由於疫情關係，除了內地隊伍外，其他隊伍需要於網上進行答辯。最後，羅安琪同學
以研究抽象代數的數學論文再下一城，勇奪二零二零丘成桐中學科學獎總決實（數學）銀
獎，消息獲本地報章及網上平台廣泛報道，為校增光！

未來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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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動態中學記要

    今年有幸參與丘成桐中學科學獎（數學）。由於疫情的緣故，所

有答辯都在網上實時進行，對老師和我的挑戰都不少。

    在之前的暑假，無意中接觸到了關於抽象代數和群論，並通過學

長和網絡等不同渠道學習相關知識；這些都不是在中學課堂上可以學

到的數學，而更注重理論和證明，令我大開眼界。於是，在停課期

間，我便用了數個星期去尋找題目和訂立研究方向，最後在五月決定

以交換機率為基礎，拓展為《i-交換機率》的定義並開展研究。

    在疫情期間，放學後都不能像以往一樣留下和老師商討課題，也

不能在暑假回校工作。但是很感謝各位老師、學長能在家中用Zoom

聽我的匯報和給予寶貴的意見，有時會遇上困難，令我不知道下一步

應怎樣做，他們都能在危機時刻啟發我，令我最後成功完成報告。此

外，由於我的數學知識還是相對貧乏，在撰寫論文期間也需不斷查閱

資料，相信這個比賽也讓我抽象代數的知識更上一層樓。

    亞洲區的答辯採取了網上的形式，因此很可惜不能觀看其他參賽

同學的匯報。但我反而沒有非常緊張，也許也是因為比賽前做足了準

備，問答環節都能順利地回答評審的問題。最後拿到金獎的好成績，

並在頒獎禮上得到丘成桐學長的肯定，實在是非常驚喜。

    至於在總決賽答辯，海外參賽者仍是在網上進行，評審團陣容鼎

盛，他們給予了一些建議，擴闊了這個研究的可能性，令我獲益良

多。在比賽之前，我曾略讀過其他參賽隊伍的論文，發現他們的研究

都非常高水平，所以沒有對結果有太多期望，但最後得到了銀獎，實

屬意料之外。

    這次的旅程，除了

讓我對研究和高等數學

的了解更進一步外，也

令我了解世界各地同齡

人的水平。我感受到自

己的不足，在未來還有

很長的路要走，很多的

知識要學，期望未來能

更好地裝備自己，完成

更有貢獻的數學研究。

感言

羅安琪同學於研究報告成功計算上表中有限群的i-交換機率

羅安琪 中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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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中學體育館翻新工程竣工

  培正中學體育館於二零零三年落成，十七年
來未嘗翻新，冷氣系統老化而經常故障，大大影
響學生活動。最近幸得博社運動健將朱自明學長
慷慨解囊，為體育館添置全新節能冷氣設備，而
學校亦重新鋪設體育館入口地台、打磨地板、添
置儲物櫃及防撞牆，期望學生在更舒適和安全的
環境進行體育活動、校隊能再創佳績！
  二零二一年四月廿九日，朱自明等學長撥冗
回來母校為體育館重開誌慶揭幕，學校再次衷心
感謝朱學長對母校和學弟學妹的支持愛護。

何校長與博社朱志明學長（右）

體育館揭幕禮後大合照

翻新後的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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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及就業輔導部門
舉辦升學就業講座及參觀活動
二零二零年下半年

1. 九月廿三日博華海外升學中心高級教育顧問耿志異及劉瑋培應邀到校，為約七十位中六級學生進
行英國升學講座。

2.
十月九日舉行中六家長會，呂艷蘭老師向中六同學及家長講解本地大學聯合招生計劃的重要事項
及簡介聯招以外和海外升學的途徑。五名君社校友葉卓穎、有泉利香、周朗聰、梁智燊、戴逸晴
亦到場分享他們的大學生活及各院校課程的資訊。

3. 十月廿一日香港浸會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兼項目主任麥嘉盈博士應邀到校為中六級約六十位學生進
行升學講座，講解其學院課程特色及招生要求。

4. 十月廿一日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助理院長蔡宗衡博士應邀到校為中六級約五十位學生進行升學
講座，講解工學院各程課程及招生要求；另外，蔡博士亦介紹生物醫學工程的課程細節。

5.
十 月 廿 一 日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院 副 院 長 李 寶 倫 博 士 以 及 社 會 及 行 為 科 學 系 心 理 學 助
理 教 授 黃 永 權 博 士 應 邀 到 校 為 中 六 級 約 八 十 位 學 生 進 行 升 學 講 座 ， 講 解 其 課 程 特 色 及 相 關 行
業發展現況。

6.
十月三十日舉行中三家長會，讓中三家長了解選科的部署。何力高校長分享選科要訣；呂艷蘭主
任簡介中四級提供的科目組合、本地大學的基本收生要求、選科須知；黃子榮主任講解升中四選
科機制及計分公式。

7. 十一月十一日香港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宋剛博士及入學及學術交流部高級項目經理李婷芝女士應邀
到校為中六級約六十位學生進行升學講座，講解其學院課程特色及招生要求。

8. 十一月十一日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副院長兼博社校友王家徹教授應邀到校為中六級約六十位學生舉行
升學講座，講解市場學內容及介紹商學院課程特色；另外，臻社校友談建彰分享於中大的大學生活。

9. 十一月十一日香港科技大學理學院副校長梁承裕教授應邀到校為中六級約七十位學生進行升學講
座，講解其學院課程特色及招生要求；另外，愛社校友趙可宜分享科大的大學生活。

10. 十二月三日五位高中同學參加由ARCH Community  Outreach舉辦的巴克萊投資銀行工作坊
(Corporate Workshop─Barclays)。

11. 十一月二十日呂艷蘭主任為有意報讀港大醫科的同學舉行面試須知簡介會，並推薦了八位同學參
加香港大學醫學院舉辦的網上模擬面試活動。

12. 十二月廿一日愛社校友黃學而、陳傲峰應邀為十七位中五及中六學生進行網上升學講座，講解香
港大學及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課程特色及招生要求，並分享就讀心得。

13. 十 二 月 廿 八 日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康 復 治 療 科 學 系 前 職 業 治 療 臨 床 導 師 兼 頤 社 校 友 劉 頌 文 應 邀 為 廿
三位中五及中六學生進行網上升學講座，講解職業治療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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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
1. 二月廿六日為有意報讀內地大學的中六同學舉行「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講座。
2. 三月十七日為中三及中四級有興趣同學舉行「應用學習簡介會」。
3. 三月十七日為中五級全體同學舉行「海外升學部署」講座。

4. 三 月 十 八 日 廿 多 位 中 四 及 中 五 同 學 出 席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商 學 院 舉 辦 的 T h e  S e co n d  D i a l o g u e 
Session with Women Chief Executives網上活動。

5. 四月一日廿多位中四及中五同學參加由JAHK聯同德勤推出的「JA職業新世代4.0」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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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四月六日聯同學術委員會舉行「清華北大培正校友分享會」，校友劉映廷 (君社)、邱楚棱(愛社)
分享清華大學及北京大學的學習情況，呂艷蘭介紹清華、北大及復旦大學的「校長實名推薦計
劃」。

7. 四月七至八日及四月九至十日共十一位中五級同學參加由香港理工大學舉辦的工作體驗計劃。
8. 四月廿四日九位中四及五同學參加由樹木拓展基金舉辦的「體驗樹藝師及園藝師」工作坊。
9. 四月一日八位中五同學獲推薦參加由香港大學舉辦的HKU Taster programme (Engineering)。

10. 三位中六同學獲推薦申請香港大學的年青科學家計劃HKU Special  Principal's  Nomination 
Scheme for Young Scientist Scheme (YSS)。

11. 四月十四日及廿一日中五級進行「生涯規劃雙週」，由班主任帶領活動，加強學生認識自我興趣
和能力，透過Holland Code(RIASEC)測試及活動，從而探索理想職業。

12. 四月十四日及五月廿六日中四級進行「生涯規劃雙週」，由班主任帶領活動，加強學生認識個性
和人生價值觀。

13. 五月十五日五位中五同學參加由JAHK舉辦的「JA國際貿易工作坊」。

14. 一位中五級同學參加六月至七月期間由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舉辦「Stage Your Dream」公關及
項目策劃人才培訓計劃。

15. 四月廿一日中五級舉行「撰寫SLP個人自述」講座，呂艷蘭主任為全體同學講解撰寫「個人自
述」須注意事項，並派發材料供學生參考。

16.
五月十三日舉行「生涯規劃導師分享會」，由呂艷蘭主任分享輔導弱勢中六學生的心得。另外，
所有生涯規劃導師於五月份聯絡未達「3322+2」的學生，給予他們適切的支援，並鼓勵他們報讀
EAPP課程或海外學校，以作保險。

17. 五月十八日舉行「大學面試講座」，呂艷蘭主任提醒中六學生有關面試須注意及避免事項，及如
何為大學面試作出準備。

18. 六十七位中四及中五同學報名參加由香港輔導教師協會主辦的「暑期事業體驗計劃 2021」，經主
辦機構遴選後，四位同學入選。

19.
六月廿三日十多位高中同學到香港理工大學出席「航天科學家團隊進校園暨當代傑出華人科學家
公開講座」活動，由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傑出航天科學專家環繞中國航天工程進行深度分享。
學生隨後順道參觀理大的「設計年展」。

20. 六月廿三日十名中四中五同學出席培正同學會「青年校友計劃」啟動禮，並進行校友導師配對。

21. 七月十二至十五日中五級兩位同學獲推薦參加由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主辦的Summer Clinical 
Attachment Programme。

22. 四名中五同學入選「教育局商校合作計劃20/21」，在暑假期間到中醫治療中心和有機耕種公司
進行職場體驗。

25.

六月廿九日至七月七日舉行「認識工作世界」分享會，邀請了不同專業界別的嘉賓為中五級同學
講解各職業範疇、前景及入職要求等資訊。分享嘉賓包括羅婉萍(慧社)、龍寶霞(慧社)、謝凱健
(雄社)、鄧浩旻(哲社)、黃煦庭(希社)、林筠皓(創社)、吳浩峰(迪社)、江穎怡(鷔社)、黃嘉偉醫生
(廉社)、張嘉琳(翹社)、彭筠喬(驁社)、林子喬(哲社)、黎永傑、陳國堯(頌社)、何自麟(展社)、陳
卓朗(迪社)、賴慧琦(愛社)及Phoebe Chiu。

26. 七月試後活動期間為中五級各班舉行撰寫OLE工作坊。

27. 七月十二日舉行中六級放榜前輔導會暨家長會，會上邀請了前學友社社工陳天惠先生講解聯招改
選策略及畢業生其他出路，呂艷蘭主任提醒同學有關放榜日須知及申請覆卷安排。

畢業生消息
奕社校友陳詩韻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入讀香港中文大學入學經濟學系成績優異，獲大學頒
發入學獎學金(Admission Scholarship of the Economics Undergraduat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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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事工部
中一和中二成長營
  中一和中二成長營受到疫情影響，本年度中一和中二成長營不能夠如期在營地舉行三日兩夜的營
會，改為於試後活動時間在校內舉行半天的正向活動體驗，由城市大學正向教育研究室協助帶領。
  中一成長日營於六月廿四日舉辦，透過不同的活動體驗，讓同學透過活動認識團隊合作。活動豐富
而且多元化，其中「猜和」、「一秒傳球」、「心臟病」等，幫助學生了解自己和認識同學；「大電
視」、「猜猜畫畫」、「啤牌記憶」、「紅綠燈守護版」等，幫助學生初步探討性格強項。

一信

一望

一愛

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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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善

一正

中一成長營活動十分豐富

二信

  中二成長日營於六月廿五舉辦，期望同學能透過活動認識及發掘自己的性格強項。正向體驗活動都
讓學生及發掘自己的性格強項和欣賞別人的優點，彼此配搭。活動包括「找不同」、「天生我才必有
用」、「穿越挑戰」、「聽風者」、「搶凳」、「以訛傳訛」等，同學都非常投入，而且有豐富的活動
反思分享。

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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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成長營讓同學發掘自己的性格強項

二愛

二光

二善

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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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獻詩結束後一起祈禱感謝神

敬拜隊邀請同學一起獻唱

任何時間耶穌都愛你

敬拜隊清晨獻詩
  受到疫情影響，本年度敬拜隊的訓練和活動都有很大的限制，不論是恆常的練習、集會領詩、福音
週期間的事奉等都無法如期舉行。及至疫情好轉，教育局容許部份恢復實體上課，敬拜隊把握機會在五
月七、十五及廿一日（連續三個星期五）早上七時半至七時五十五分，在壽南路獻唱詩歌。這三天的清
晨獻詩主要由敬拜隊帶領，並且歡迎所有學生和老師一起參與，以詩歌彼此分享和勉勵，縱使面對困
難、逆境、和各樣的考驗，仍然懷着盼望，交託給主！

本年度敬拜隊導師和隊員
導師：鍾少雲老師、尹重儀老師、楊偉樂老師、
 郭卓穎老師
隊員：名單如下 

中四 中五 中六

4B 陳 灝 5B 彭花茶 6A 蕭炯揚

4C 馬凱悅 5B 黃婕妤 6A 凌溢朗

4C 陳子樂 5D 楊樂琛 6B 方諾恩

4C 溫逸熙 5E 葉 澄 6C 區樂晴

4D 何柏賢 5F 焦采溢 6C 蔡悅言

4D 王中道 5F 鄭思律 6C 梁綽恩

4E 葉朗希 5F 翟凱澄 6C 關心怡

4E 麥可欣 5F 吳哲朗 6F 王蔚瑤

4E 吳偉晴 5F 唐鄯恆

4F 高兆廷

4F 李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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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試後中六學生繼續回校舉行團契

各級團契
  本年度隨着疫情的變化發展，學生部份時間上網課、部份時間回校上實體課，團契的聚會也因應配
合，基本上整體以網上團契為主，但部份學生可回校上實體課的時候，在星期三也安排了實體團契。中
六團契已經於十二月舉行最後一次團契，之後準備應考畢業試及公開試，中一至中五團契也於十二月五
日舉行了本年度最後一次聚會，部份團契於學期考試後也繼續舉行團契聚會。

本年度團契導師
中一 林慧嫻老師、陳思敏老師、梁振忠老師、杜藹姍傳道

中二 張浩嘉老師、甘麗芳老師、熊潔婷老師、吳世龍傳道

中三 曾靜雯老師、馬億洋老師

中四 蔣嘉俊老師、鄭英煒老師、魏文俊傳道

中五 林溢朗老師、吳雯靜老師、楊偉樂老師

中六 李敏儀副校長、楊新苗老師、沈昕華老師

中二團契

中六學生畢業後回校一起獻唱

中三團契

中五團契

中一團契在聚會中祈禱

中一團契

教職員團契 中二團契網上聚會情況

中一團契在Friend zone聚會

中五團契在Friend zone聚會

中二團契實體聚會
以活動形式進行

中四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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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社全級同學在惜別會前綵排

恩社社長致辭

中三信致送紀念品給曾靜雯老師 中三信致送紀念品給趙翠琼老師

中三愛班致送紀念品給楊新苗老師

恩社獻唱幸福之歌

恩社惜別會
  初中生命教育的其中一個特色是同學由中一至中三同
班，班主任亦由中一開始陪伴他們到中三。三年同窗的安
排讓同學彼此深入認識，建立深厚情誼，一起成長。下學
年同學將升上中四，面對分班，各人都依依不捨，恩社惜
別正好讓大家懷着感恩的心情和美好的回憶，總結這三年
的校園生活。
  恩社惜別會在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四日舉行，以「感恩
與回憶」為主題，中三各班先後分享這三年的共同回憶、
校園生活趣事、深刻的經歷等，也藉此機會對父母、老師
和同學表達謝意，他們特別送上精心挑選的小禮物，感謝
班主任的教導和照顧。
  在惜別會的尾聲，恩社全級同學獻唱「幸福之歌」，
藉歌詞總結他們三年的學習和感受。最後何力高校長勉勵
同學一方面為這三年的學習感恩，另一方面懷着盼望與珍
惜，踏向未來的三年高中生活，繼續探索人生。

中三望班致送紀念品給馮君玲
老師和陳卓偉老師

中三光致送紀念品給黃祖佑
老師和周慈蓮老師

中三善致送紀念品給潘曉玲
老師和尹重儀老師

中三正致送紀念品給陳嘉蓁
老師和鍾少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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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消息
  本學年家長教師會有感社會環境急變，家長壓力大增，遂籌辦各項分享活動，讓培正家長溝通交
流，關顧彼此。
  新學年儘管疫情持續，家教會仍於上學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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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由家教會老師執委與家長執委主持，每班各邀請兩位高年級家長及五至六位中
二、三學生長參與，跟中一家長分享子女適應中學生活的心得。兩晚合共七十多位家長出席活動。
  鑑於疫情令學習常態轉變，家長對子女學習、升學問題十分關注，故家長教師會於三月十九及廿六
日晚上舉行初中及高中「與何校長對談」。活動反應熱烈，超過九十位家長出席。兩晚討論焦點不同，
初中集中討論網課問題；高中集中討論升學應考問題。除何校長外，尚有多名老師到場與家長交流意
見，解答疑難。

初中級「與何校長對談」何校長與家長教師會執委留影

家長聚會講者郭啟晉先生

  此外，下學年校方邀請郭啟晉先生(城大正向教育研究室)為家長教師會執委主持工作坊，分享其他
學校家長活動經驗，與及指導執委如何進行小組輔導，幫助其他家長疏導情緒壓力，郭先生是正向心理
活動專家，經驗豐富，一眾執委深有得着。
  工作坊完成後，家長執委於四月十日舉行家長聚會，並再次邀請郭啟晉先生為家長主持聚會，題
目為「除了孩子，你的生命還剩下甚麼?」活動藉講解及小組分享，讓執委與家長一同學習如何關懷自
己，並坦誠交流，抒發感受。

家長執委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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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志強校董安息主懷
  羅志強校董(1974年級基社)於二零二一年四月廿九日息勞歸主。
  羅校董擔任香港培正中學校董近三十年了，對學校工作積極關
心，樂於參與學校典禮活動、擔任嘉賓、出席會議等；他對培正中小
學的財務管理工作貢獻尤大，歷任司庫之職；又參與培正商標管理委
員會，致力保護培正品牌，其聰明才智，為主使用，榮神益人！
  本校同人對羅校董的離世深表哀悼，願主安慰他的家人，並祝願
羅校董在慈愛的天父懷抱中得享永福。

永遠懷念何壽南學長
  何壽南學長(1949年級堅社)於二零二一年六月十八日駕鶴仙遊。
  何學長對培正母校一直愛護有加，熱心捐助母校建設及教育發
展；中學校園內的壽南路、小學的何壽南圖書館，以及於九八年成
立何壽南獎學金扶掖後學，資助文科優秀學生考察費用，廿多年來
獲益學生無數！
    本 校 同 人 對 何 學 長 的 離 世 深 表 哀 悼 ， 他 畢 生 致 力 愛 護 培 正 母
校，又擔任香港培正同學會永遠名譽會長，貢獻良多，誠為紅藍兒
女的典範，我們將永遠懷念他。

前校監張彬彬安息主懷
  本校前校監張彬彬博士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八日安息主懷，
享年八十二歲。
  張博士於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五年及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零
年擔任香港培正中學校監；並於一九八五至一九九零年擔任澳門
培正中學校監，期間曾身兼兩校之校監，服務培正竭盡心力。
  張博士也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曾任浸聯會中等教育部部主
席，第二副主席及常務，貢獻良多！
  本校同人對張博士的離世深表哀悼，願主安慰他的家人，並
祝願張博士在慈愛的天父懷抱中得享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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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
  在中學階段的青少年人身心不斷發展，他們在生理、心智和社交等各方面都在變化，協助青少年人
邁向獨立自主，培養學生在不同的境遇中有良好的決策能力、從而促使他們盡量發揮個人的潛能，成為
我們作老師的挑戰和承擔。在二零二零年度，輔導組除推行過往的輔導計劃以外，我們在疫情期間仍在
有限度的情況下舉辦活動，希望藉此讓青少年認識自己、投入活動並茁壯成長。

輔導計劃
1. 學校社工本學年舉行六次網上家長工作坊，幫助家長認識青少年的成長及情緒發展需要，探討如何

協助子女面對成長中的轉變。

日期 內容

18/9 如何支援子女適應中一生活

6/11 青少年網絡遊戲文化

11/12 青少年流行文化

5/3 提升親子溝通

16/4 與子女談情說性

14/5 了解及支援子女的情緒需要

2. 學校社工借用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五日的中六生命教育堂為中六各班舉行「班本輔導活動」，透過
課堂活動幫助同學學習處理考試壓力及情緒管理。

3. 學校社工於各級生命教育課推行性教育，內容如下：

級別 主題

中一 男女之間

中二 戀愛與性騷擾

中三 情感處理

中四 傳媒性文化

中五 同性戀

4. 為加強中小學合作，輔導組於四月廿三晩上七時三十分於網上舉辦家長講座，對象為小五至中二家
長，講題為「新常態下，家長管教初心」，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學校社會工作服務服務總監盧松標
先生擔任演講嘉賓。

5. 輔導組邀請中一至中五上學期學業成績稍遜的學生參加「學習輔導計劃」，通過提供學習場地及老
師輔助，改善學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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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活動
花藝插花班（乾花束）手作工作坊

  輔導組於五月中旬舉辦「母親節獻花工作坊」，讓學生親自製作乾花束，在母親節向媽媽獻上感
謝。此外，希望在舒適的環境中，透過社工和老師的指導下，讓學生享受其中，紓緩他們的學業壓力。

皮革（染皮）工作坊
  於五月下旬，輔導組舉行「父親節獻心意・皮革工作坊」，此為第二次舉行皮革工作坊，因此是次
活動除了親手製作真皮散銀包外，更學習染皮技巧，讓學生自由創作，製作出獨一無二的作品，於父親
節向爸爸表達謝意。

由專業皮革製作師教授相關技巧

學生積極投入，努力為母親製作乾花束

社工指導學生製作花束技巧

學生的製成品

學生專注地學習染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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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部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學習活動
    為 配 合 四 月 十 五 日 舉 行 的 「 全 民 國 家 安 全 教 育 日 」 ， 我 校 安 排 了

一 系 列 學 習 活 動 。 活 動 包 括 ： 以 《 憲
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作為
主題的小型展覽，於早會講解「全民國
家 安 全 教 育 日 」 的 意 義 ， 張 貼 及 派 發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宣傳品予全校
師生，及組織學生參與不同機構主辦的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學生活動等。
  我校期望透過這一系列教育活動，
培養學生的家國情懷，增進國民身份認
同，促進學生全面認識《憲法》和《基
本法》，使學生成為守法的良好公民。

參與「《基本法》學生校園大使培訓計劃」
  本學年我校共派出兩位學生參與「《基本法》學生校園大使培訓計劃」。學生大使們積極投入，出
席多項活動，包括「2021『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網上問答比賽」、「2021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港澳兩地學生網上交流會」，以及「『我在北京大學的生活』網上分享暨交流會」。透過這些活動，我
校學生進一步了解祖國的各項發展，同時亦加深對國家的感情，期望日後可在校園中與眾師生作分享。

參與「『守法』及『同理心』海報設計比賽」
  我校共有三位同學參加由教育局舉辦的「『守法』及『同理心』海報設計比賽」。同學們在這次比
賽中除了能盡展創意和藝術才華之外，更在創作過程中將「守法」及「同理心」的重要性、明辨慎思的
正確價值觀及香港情懷融會貫通，盼藉此傳遞鼓勵大家持守正確價值觀，及建立和諧有愛的正向氛圍。

中四成長營
  為協助剛踏進高中階段的中四生積極裝備，在應對學業壓力、成長困惑等挑戰的同時，更可反思人
際關係的發展、思考人生理想及認識上帝，本學年我校中四成長營改於二零二一年六月末進行四天日營
活動。學生在班主任及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的同工帶領下，以遊戲形式經歷不同主題的學習：探索不同
的軟技能以作裝備；提升個人內在需要的認識，從而發掘個人潛能與方向；提昇學生對人生不同範疇的
認識，從而增加未來掌控感。
  縱然是次活動於校園內進行，但學生依舊投入，及領會頗深。下頁是五位同學的參與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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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僅彤 中四善

    今次的成長營因為疫情關係只能夠在學
校舉行，雖然如此但活動十分豐富亦令我有
所得着，衷心感謝準備活動的老師。
    幾天活動中，有助我尋找到自己的方向
和人生的側重點，同時亦加深了我和同學之
間的了解。例如第三天的營會中，我們聆聽
了導師們的分享，在所選的三個題目當中，
「逃避不可恥且有用」這個題目最令我感
觸。在面對逆境的時候，很多人會覺得不應
該逃避，然而導師告訴我們，短暫的逃避並
不是負面的，它可以給予我們休息和思考的
時間，令我們仔細考慮如何面對困難，從而
跨過難關。
    在參與活動中，與同學結伴一起享受活
動，增進了我和同學之間的關係，與很多本
來不熟絡的同學變的更緊密，同時了解更多
同學們的故事。疫情期間我們長時間在網上
學習，復課後也只是半天上課，很少機會能
夠與同學深切交流，所以我為能有成長營而
感恩，且營會也改變了我一些固有看法，對
我日後的生涯規劃有着莫大的驅動力。

關子俊 中四正

    我最喜歡的活動是「模擬人生」。我在
活動中了解到人生目標的重要、如何規劃自
己的人生，及在有限的時間內盡量完成自己
想做的事。在活動中，我發現自己十分着重
於工作和創業上，這與我過去的個人期望甚
為不同，因此令我意識到自己需作進一步反
思，增加對個人期望的了解。

植向峰 中四正

    「給父母的信」的環節可說是最感人的
部份。平時爸媽都不會對子女說心底話，沒
想到學校靜悄悄請家長寫信給我們。當看到
爸媽寫下平日難以出口的肯定與鼓勵，許多
同學都不禁流下感動的淚水。然後，我們也
在導師的陪伴下於安靜且不受干擾的環境中
回信，向爸媽表達無限的感激。
    此外，我覺得能讓學生藉整個成長營體
驗到未來社會生活，更早預備，還能面對自
己的強弱和想法，更全面的認識自己，有助
我們發展各自的未來。所以，整個成長營都
令我們獲益良多。

李泳澄 中四望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模擬人生」和「生
命線」兩項活動。在「模擬人生」環節中，
有很多不同的方向供選擇－而努力進修、
追求學歷上的滿足並換取薪酬。然而，到最
後我發現自己其實並沒有事先作好規劃，卻
反而能完成bucket list上林林總總的目標。這
使我明白到人生無常，過份憂慮和過多的規
劃反而窒礙我們前進，也追不上時間和社會
的變化，有時適當的探究和見機行事也是面
對未知挑戰的關鍵。
    我們在「生命線」的活動中回顧以前的
人生路，了解到甚麼人和事塑造了現在的自
己。在討論中，我對同學有更深入的認識，
對組員另眼相看，憑他們的經歷，我更能夠
反思自己的過去，讓我有更深刻的體會及作
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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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中一、二級中文拔尖班
詠春文化交流及採訪活動
  二零二一年四月廿四日，中一、二級中文拔
尖班很榮幸能夠邀請四位詠春師傅到校，向我們
一眾拔尖班的同學分享詠春拳術，當中包括了黎
正立師傅、梅毅敏師傅、林炳鴻師傅，以及黃祖
佑老師。四位師傅均為徐尚田師傅(1933-2014)的
弟子。
    徐 尚 田 師 傅 為 葉 問 宗 師 早 期 弟 子 之 一 ， 有
「 小 念 頭 王 」 之 美 譽 。 據 林 炳 鴻 師 傅 說 ， 徐 師
傅自幼多病，更被指只能活到四十歲左右。但徐
尚田師傅學習詠春後身體變得健康，多活了四十
多年，直至二零一四年七月廿九日與世長辭，終
年八十一歲。徐尚田師傅滿門桃李，徒弟徒孫以
萬計，分布世界各地。他的其中數位弟子成立了
「徐尚田詠春同學會」，目的是讓門人之間有一
個聯絡聯誼團體，一同發揚徐尚田系詠春拳術 。
  活動分三部份。在第一部份，黎師傅及林師
傅分別向我們簡單介紹和示範了詠春這門藝術。
也許，你跟我們大部份同學一樣，以為詠春是由
葉問宗師創立。但從師傅口中得知，詠春是由五
枚師太創立；而葉問宗師將詠春發揚，因此，不
少人才有這個誤解。現年六十一歲的林師傅在簡
介時多次提及「人們最大敵人是健康」，他自信
地對我們說他自己上一次看醫生已是十多年前，
又指自己在檳城教拳時十多年沒有看過醫生。由
此可見，詠春的確有助我們保持健康。

四位師傅與同學分享詠春拳術

兩大師傅講解認真

梅師傅與黃老師示範拳術

  到了第二部份，分為訪問及體驗詠春拳法，
兩項同時進行。
  首四組先看示範，由黃師傅和梅師傅負責，
他 們 向 我 們 示 範 詠 春 的 直 拳 。 詠 春 的 秘 訣 是 放
鬆，以柔制剛，身體在放鬆的狀態可發揮強大的
力量。我們在黃老師及梅師傅的指導下，嘗試了
詠春的其中一種技巧─日字衝拳。

  過程中，同學都躍躍欲試。不少同學們因太過
緊張及不懂得如何用力而使用了「蠻力」，兩位師
傅多次向我們重複詠春的特色之一，正是要放鬆自
己。儘管我們只能略為體驗詠春的日字衝拳，但我
們亦非常享受，感恩能有這個寶貴的經驗。
  與此同時，另外四組會向黎師傅及林師傅進
行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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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分組採訪，態度認真

由右至左：黎正立師傅、梅毅敏師傅、黃祖佑老師，以及林炳鴻師傅

中一善同學植向言、許梓晴、熊鎧蕎、麥頔恩
與黎師傅合照

中二正同學植康祺、關子淇、林曉澄、沈思維
與梅師傅合照

  當首四組觀看完示範，後四組完成了訪問，大家便會互調活動，因此每位同學都得到多元體驗。
  第三部份則由四位師傅一起分享詠春軼事以及習武心得。

  聽完各位師傅的分享後，結合我們親身嘗試了詠春的基本拳法，我們感受到了詠春的美好──就像
黎師傅所說的「心靜」。我們深切地體會到了詠春能讓人頭腦變得鎮定、思路變得更清晰的特點，使我
們對詠春這一門藝術、傳統有了另一番嶄新的認識。
  透過這次的訪問與體驗，我們了解到詠春的可貴和獨特之處。詠春不單只是一項運動，更是一項代
代相傳的文化傳統。而從中，我們可以學習到發人深省的人生道理及中國武術中的智慧。由此可見，詠
春是一種很值得我們學習和了解的功夫。這天，我們非常感謝各位詠春師傅及老師跟我們分享詠春這門
功夫，豐富了我們的視野，令我們獲益良多。希望我們以後可以再有機會採訪幾位師傳，對詠春拳術這
門藝術再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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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詠春是一種中國傳統武術。相傳是五枚師太所創。十七世紀時，民女嚴詠春被土豪逼婚。五枚師太憐
其遭遇，於是攜詠春返山，授以武藝。詠春技成後返家擊敗土霸。自此嚴詠春謹守宗風，發揚武術，因而
得名。詠春拳術由當時一直流傳至今，成為現代人健身消閑的好活動。而令詠春受廣傳的大宗師─葉問
更是人人皆知。

  葉問，為詠春發揚人，師承陳華順，於一九五
零年代在香港發揚詠春拳，弟子眾多，其中最為大
家熟識的是武打巨星李小龍。而被譽爲「小念頭
王」的徐尚田，則是李小龍的師兄。

詠春文化傳承採訪
徐尚田詠春交流活動

黎正立師傅：身體壯、頭腦活、心術正

詠春簡史

詠春大宗師―葉問
  香港徐尚田詠春同學會，二零零九年一月二日
成立，作為門人之間一個聯絡聯誼團體，旨在發揚
徐尚田系詠春拳術。今天我校有幸邀請到香港徐尚
田詠春同學會黎正立師傅及林炳鴻師傅，到我校示
範武術，講解心得，並接受我們採訪。 

徐尚田詠春同學會

採訪同學：馮曉揚、馬森樂、談安行 (中二愛)

遇見詠春⸺一生最愛的武術
    黎正立師傅在詠春界屬第九代傳人，可見黎
師傅輩分之高及造詣之深。
    早在學生時期，黎師傅已學過太極、空手道
等武術。雖然學過多種武術，但他認為最吸引他
的是詠春，因為詠春的訓練
    黎師傅年過七旬，但可見他中氣充沛，容光煥
發，而且他在示範詠春時動作十分敏捷，他笑指
正因為常練詠春才能這麼精神。他也說在他隨師

學習詠春後，他的生活模式有了很大轉變。他說學
習詠春有助他消磨時間，在下班後便馬上前往武館
練武，使他沒有多餘時間遊手好閒，做其他無謂的
事，使他的生活變得充實。

師德永誌⸺謙虛處世
    當我們問到關於他師傅的事時，黎師傅表現
得十分恭謹謙虛。他指師傅是他生平中最敬重的
一位長輩，更描述了一次一名外國人跟他師傅試
招的事蹟。那外國人身型健碩，高有六七尺，而
師傅還不到六尺，卻能單手將那人推至五米遠，
使黎對師傅的武功讚歎不絕，甘居於下。但最讓
黎敬重的，不是師傅的武功，而是他的待人待
事之道。「我師傅是我見過最謙虛、最謙遜的
人。」黎言道。「他不會因自己的武功而自滿，
更不會到處宣揚自己武功之高。即使是推到外國
人的那次也是。」 可見黎對師傅品格的讚嘆與
佩服。
    黎師傅學習詠春主因不是用來實戰，因為他
清楚打架是不對的。由此可見學詠春不僅能強身
健體，還能學得做人的處世道理。「學武最重要
的是心術正。」 黎師傅強調。

黎師傅示範詠春的使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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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炳鴻師傅：詠春文化傳承
採訪同學：何卓諾及曾柏程（中一信）、蔡家悅及鄭一康（中一愛）

鍾情於詠春―亦武亦藝
    林師傅認為詠春不單止是武術，還是一種藝術。這是種關於用力技巧的藝術，例如說學習詠春
的時候，學習放鬆，不把關節鎖緊，速度自然會比其他人快，力度也會更加大，即使對方知道你如
何發力，也抵擋不住，這樣的表現吸引着林師傅繼續研究下去。
    健康也是原因之一。自從林師傅開始習武，看西醫的次數大大減少，並講到詠春使人的體質變
好，是除了事業外維持着興趣的一大原因。
    林師傅亦表示要有好的事業或學業就必定要先有好的體魄，練好體魄能使人身心合一。
    他強調在「心」的方面，常有人都會心有餘但力不足，力不足指精神上面的不足，所以會經常
放棄。林師傅希望每個人在任何事情上都能用心投入當中，這樣才能在該方面取得成功。

習武得着―良好的師徒關係與自信心
    林師傅覺得學習詠春給他帶來了良好的師徒關係及自信心。
    師徒關係方面，林師傅表示武館就像一個大家庭，而徐師傅就是父親，並指出武館上下關係融
洽。這種和諧融洽的氣氛，吸引了他繼續習武。林師傅表示葉問教導他的師傅，他的師父又教導
他，他又教導自己的徒弟，一脈相承， 對文化的傳承有一種責任感。作為詠春師傅，林師傅認為有
責任傳承詠春這種武術，不辜負師傅的栽培，把棒子傳給下一代。林師傅認為最開心的事就是看到
徒弟進步，感到無比的成就感。
    自信心方面, 林師傅表示絕對不要輕看自己，一個人看到自己有多大的能力，他就有多大的能
力。一個人覺得自己只是馬鈴薯，就只會是馬鈴薯；但若覺得自己是璀璨的鑽石，向該目標進發
後，他就會是能發出無比光芒的鑽石。在成功的路上，林師傅認為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只要
能從錯誤中汲取教訓，凡事都有機會成功，學習詠春能夠學習到毅力，凡事堅持下去及相信自己，
必定成功。 

林炳鴻師傅與採訪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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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Project Meaning –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21
  The pandemic has changed our lives in 
a significant and unforeseeable way. Under 
an unprecedented mode of learning and with 
everything famil iar changed, we may have 
questioned what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is. This 
is exactly the question we hope to discuss in our 
new dramatic production, Project Meaning, for th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21. 

  The story is about how a caring and dedicated 
teacher, Miss Wong, overcomes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a strict principal, a bossy parent and 
doubtful students when she starts a new teaching 
career in South Korea. That reminds us of how we 
tackle with the numerous obstacles. Due to the 
pandemic, we need to use an online platform to 
perform. “Since the screen is so tiny, it is difficult 
for us to convey emotions,” Veron Cheng (1F), the 
actress playing a narcissistic girl, said. Kienna 
Chan (2A), whose character seeks others’ attention, 
agreed, “Without face-to-face interaction, we may 
not be able to connect with our audience, even if 
we have tried so hard.” Hardships are inevitable in 
life but, out of great passion, the team tried every 
possible means to conquer them. Kenrich Chow 
(2E), who played a shy boy, added some special 
body gestures during the performance so that 
the audience would be convinced. Stephanie Mak 
(4E), the narrator, practised talking to herself in the 
mirror so that she could think of effective ways 
to convey emotions to the audience. Other actors 
studied their own voice and facial expressions to 
let themselves immerse more into their characters. 

  In the story, Miss Wong, the protagonist, 
asks students to work on a project searching for 
the meaning of life. Perhaps we all need to do 
such a project and regard it as a lifelong pursuit. 
Justin Chan (4B), who played a principal having 
eventually lost his passion in education, said, 
“the drama prompted me to get back to enjoying 
the homophony of concertos through continual 
practice as a cellist.” William Fan (3A), playing an 

aggressive boy, has been inspired by the production 
as well. “Learning is to enrich oneself, but not to 
satisfy others or get good grade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is to learn to be kind,” he said. Chase 
Chung (1F), the sycophantic antagonist, is touched 
by William’s monologue, which encourages him 
to “care about the ones you love”. Having seen a 
son and his mother hug each other in the story, 
Kate Chan (5F), the assistant director, is once 
again reminded of how her parents have loved her. 
She realizes that she should cherish her parents 
who have always backed her up and it is alright to 
show her own weaknesses in front of them. We 
are delighted that our students can learn valuable 
and indelible lessons from this project. Students’ 
lifelong happiness is what education is indeed for. 
As the saying goes, “don’t forget why you started.”

  Facing a daunting situation, we have our 
morale bolstered by the alumni and teachers 
who are willing to give us professional advice. 
“The alumni and teachers can view this play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which means they can 
remind us about the things we have overlooked 
and suggest some ways to add depths to the 
scenes. Their help has made the production more 
enjoyable!” Yannie Lai (5C), the director of this 
production, said. This is stark evidence that Pui 
Ching is a truly loving family. 

  Our hard work has paid off. The adjudicators 
praised our performance and recognized students’ 
achievements with some awards. However, our 
crew members are more excited by the fun and 
joy in this project. Michelle Wong (4D), playing 
the protagonist Miss Wong, said, “though we only 
had most rehearsals online, we all enjoyed the 
process. Remember to join more future dramatic 
productions!” The blissful and carefree moments 
amidst the difficult times will no doubt stay in our 
minds for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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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team
Post Name

Producer Mr Ho Lik Ko (Principal)

Director
Lai Wing Yan (5C), 
Chan Pak Ka (5F), 

Lee Wing Ching (4B)

Script writer Mr William Ma (teacher)

Sound Lai Wing Yan (5C)

Props Lee Wing Ching (4B)

Cast List
Name of character Name of student

MISS WONG Wong Hoi Yiu Michelle (4D)

MR KIM Chan Hok Yin (4B)

MRS CHANG Cheung Shu Ting (3A)

AARON Fan Ho Kiu (3B)

BARRY Chow Hiu Lok (2E)

CAROL Cheng Hiu Ming (1F)

DORCAS Chan Yin Lam (2A)

ETHAN Chung Chi Yuen (1F)

NARRATOR Mak Ho Yan (4E)

KOREAN CITIZEN Lai Wing Yan (5C)

Results from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20-21

Award for Outstanding Director Lai Wing Yan (5C), Chan Pak Ka (5F), 
Lee Wing Ching (4B)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Mak Ho Yan (4E), Cheung Shu Ting (3A), 

Fan Ho Kiu (3B), Chung Chi Yuen (1F), 
Chan Hok Yin (4B)

Award for Outstanding Audio-visual Effects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Award for Commendable Overall Performance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Award for Outstanding Script Mr William Ma

We rehearsed in the theatre twice to understand our 
characters even more deeply.

Using an online platform to perform has never 
dampened our enthusiasm for 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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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eaker 2021
    香 港 電 台 文 教 組 舉 辦 「 T h e  S p ea ke r 全 港 中 學 生 英 語 演 講 比
賽」，鼓勵學生就特定題目發表演說，讓他們發揮創意、培養思辯
能力，而本年度比賽主題為HOME，參賽同學需要創作並錄製一段1
分鐘的演講，分享「家」對他們的意義。本校參賽同學五愛張蕙然、
吳梓銘、四善麥可欣成功進入複賽並獲得良好獎項(Certi f icate of 
Merit)。

The Royal Society of Biology (Hong Kong Branch) 2020 
Poetry Competition
    “ T h e  R o y a l  S o c i e t y  o f  B i o l o g y ( H o n g  K o n g  B r a n c h )  P o e t r y 
Competition”主題爲“Living Things of Hong Kong”，本校共派出三位
同學參賽，參賽同學投放月餘時間研究能代表香港的各樣生物，作品歷經多
番修訂，最終取得多項佳績。三位同學的詩歌作品都採用莎士比亞十四行詩
（Shakespearean Sonnet）的格式創作，首三段徐徐鋪墊出一個未解的難
題，而末段的對句則以一個解決辦法收結，構成一個完整的故事。

同學獲獎詳情如下：
高中組- Living Things of Hong Kong

獎項 參賽者 參賽題目

Outstanding 
Award

吳梓銘(五愛) An Everlasting 
Flame

張靄琪(五善)
The Fading 

Beauty in Hong 
Kong

Highly 
Recommended 

Award
金靖晞(五善)

Chinese White 
Dolphin- The 
Jade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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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White Dolphin — 
The Jade of Hong Kong

In the territory of Poseidon,
ash grey when toddler, blush pink when mature,

Chinese White Dolphins cross the horizon.
Yet, all they have is a bleak future...

The bridges and the third airport runway,
boosting our lives, harming their habitats.

Land reclamations, filling up the bay.
“Why should we care?” asked the plutocrats.

Chromium, Cadmium, even Copper.
Chemicals, wastes, pollutants, plastics.
With these, health is far from proper.
Diminishing, extinct, how sarcastic!

Stop selfish human, pink and grey will fade,
Someday, we are losing dolphin the jade.

An Everlasting Flame

The Easterly balmy breeze starts the tale,
bringing branches the freshest flecks of green.
Then under her crown found passers-by’s trail,

hide and seek with the Sun, unseen.

Soon, by June, like fire her flowers bloom,
no harm, won’t spread, stunning, your eyes won’t rest.

Burning, so strong, ground’s in claret costume.
You now know why she’s “Flame-of-the-forest”!

“Yet, nothing could stay after September.
Why must beauty fade, so hurry, so blue?”

Life is but... a cycle! Son, remember,
howling and hitches? The twigs will come through.

Never frown when red and green snowflakes fall,
for she’s fostering a finer flame, that’s all!

The Fading Beauty In Hong Kong

There are corners where miracles hide.
Sapphire in pond, pink moon in sea.
Glide like waves, sing through tide.

Hong Kong, our home they long to see.

Reclamation, changes creep stealthily.
Sapphire in pieces and moon is waning.
Peaceful lives turned to pages of history.
Hong Kong, our home we lost tracking.

They mourn, they yell, feeling disheartened.
We build, we pollute, neglecting their sacrifice.

Apathetic about our home is broken.
Hong Kong, our home we have privatized.

It’s time to stop being the greedy heir.
Hong Kong, everybody’s home we all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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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
2020丘成桐中學科學獎 (亞洲) 
  丘成桐中學科學獎亞洲賽(2020 S.T. Yau High School Science Award-Asia)及總決賽(2020 S.T. 
Yau High School Science Award-Finale)勇奪多項佳績。(詳情請留意本期校刊第15-17頁)

2020丘成桐中學科學獎亞洲賽 2020丘成桐中學科學獎 (總決賽)

羅安琪(五正)
科目範疇：數學
奬  項：金獎

姚涵瑛(五正)、吳哲朗(五正)、焦采溢(五正)
科目範疇：數學
奬  項：優異獎

2021第七屆國際數學建模挑戰賽(中華賽) (IM2C或IMMC2021)
  國際數學建模挑戰賽The 7th Annual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Modeling Challenge 2021 
(IMMC) (Zhonghua Round)於二零一四年創辦於美國波士頓，是一項面向全球中學生的國際性新型數學
建模競賽，競賽宗旨在於鼓勵參賽者應用數學建模，探索和解決現實世界的重要問題，以普及數學建模
教育，增強中學生數學核心素養與科技創新能力。IM2C既是中學生數學建模實踐與歷練的舞台，也是參
賽中學的數學暨STEM教育成果展示與交流的園地。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及澳門的參賽團隊將首先
共同接受中華區域賽的挑戰。論文中成績進入首百分之二十的團隊，將自動獲得晉級國際賽程的機會。
本校參賽同學成績如下：

中華賽區 特等入圍獎 (Finalist)：陳顥洋(四正)、蘇羽年(四正)、陳柏羲(四正)、陳學賢(四望)

2020第七屆新加坡國際數學挑戰賽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Challenge 2020 SIMC)
  比賽由新加坡國立大學附屬中學(NUS High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及新加坡教育部
主辦，是每兩年一屆的國際性數學競賽。SIMC是以三人團隊方式進行的比賽，同學需與隊員共同合作和
討論，嘗試建立數學模型來解決開放式的難題，隊伍需在公佈題目後一星期內繳交一份書面報告，並拍
攝十分鐘的口頭報告。比賽不但有助培養同學積極主動的探究精神，更能和海外隊伍一起挑戰比拼，擴
闊視野。本屆賽事共有廿三隊來自世界各地的隊伍，本校再次獲邀參賽，由於疫情關係，比賽於網上進
行，而所有完成研究報告的隊伍獲頒成功参與獎(Certificate of Participation)，不設其他獎項。

參與同學：陳祉軒(六望)、楊汶璁(五正)、姚涵瑛(五正)

第三屆俄羅斯國際數學建模比賽 (MMT 2020)
  第三屆俄羅斯國際數學建模比賽(3rd International Team Mathematical Modeling Tournament For 
High-School Students)由莫斯科國立大學高等教育及科學中心(柯爾莫哥洛夫學校)邀請本校参加，本屆
参賽隊伍來自俄羅斯、泰國、 越南等學校。比賽於網上進行，各隊伍須於一星期內完成學術報告，並向
國際評審匯報。本校同學所獲獎項如下：

二等獎：羅安琪(五正)、吳哲朗(五正)、焦采溢(五正)、陳學賢(四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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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國數學奧林匹克(CMO)
  中國數學比賽(Chinese Mathematical Olympiad)
由中國數學奧林匹克委員會主辦，是屆比賽於十一月
廿二至廿八日在湖南省長沙市舉行，四百五十六名來
自三十二個省市和自治區的學生參與。因應二零一九
冠狀病毒病疫情，香港隊伍透過在線監督於香港實時
同步應考。六望班陳祉軒同學去年獲選加入香港數學
奧林匹克訓練課程，經過一年多的訓練，表現優異獲
選參加是屆比賽，在比賽中最後獲銀獎成績。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選拔賽初賽2020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為一年一度國際性中學生數學比賽。香港選拔賽由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教育局和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委員會合辦，目的是提高學生對學習數學的興趣，並為在數學方面具優越潛能
的學生提供培訓。在選拔賽中表現優異的學生，將獲安排參加一連串的數學增益課程，表現傑出的學
生，將有機會獲選代表香港參與2020年舉行的國際及全國數學奧林匹克競賽。選拔賽於二零二零年六
月十三日舉行，每校最多可派出6位同學參賽，所有金、銀、銅及優異獎的學生均可參加 2020-21 數學
奧林匹克訓練課程，本校獲獎同學如下：

銀獎：陳祉軒 (五望)、黃凱聰(五正)

銅獎：黃延彰(三正)、楊汶璁(四正)

優異獎：
陳善樂(二光)、楊栢喬(二正)、羅安琪 (四正)、 吳哲朗(四正)、焦采溢(四正)、 陳子賢 (五正)

2020 澳洲數學比賽
  澳洲數學比賽為澳洲數學基金會(Australian Mathematics Trust)所統籌的一項大型數學比賽，此
活動除每年七至八月份於澳洲舉行外，亦接受世界各地中學生參與。本校過去廿多年來均有參加此項比
賽，並獲良好成績。香港參賽學校則在九月舉行。本校同學所獲獎項如下：

卓越奬 Prize
(成績最佳之首0.3%參賽者)

陳善樂 (三光)

優異獎 High Distinction 
(該地區同一年級成績
最佳之首 3%參賽者)

李厚賢 (一愛)、盧珮詩 (二望)、曾凱光 (二正)、林子皓 (三善)、
楊栢喬 (三正)、陳學賢 (四望)、高兆廷 (四正)、黃凱翔 (四正)、
楊汶璁 (五正)、陳子賢 (六正)

優良獎Distinction 
(該地區同一年級成績
最佳之首 20%參賽者)

郭朗希(小六)、黃煦朗(小六)、何卓諾(一信)、鄧安傑(一信)、
何卓鏗(二望)、黃柏諭(二善)、鄭羽辛(二善)、陳亭光(二正)、
林毅泓(三信)、黃浩桐(三望)、馮奧思(三愛)、麥禮謙(三光)、
黃 進(三善)、蔡浩朗(三善)、容心玥(四正)、陳顥洋(四正)、
馮佩琦(四正)、鄧 燊(五光)、施玉兒(五光)、羅安琪(五正)、
岑杏琳(五正)、吳哲朗(五正)、姚涵瑛(五正)

良好獎 Credit
(該地區同一年級成績
最佳之首55%參賽者)

共十二位同學獲獎

陳祉軒(右一)與香港隊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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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數學科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and Assessments for Schools, ICAS)由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教育評估中心(Educational Assessment Australia,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主辦，過去廿多年來，ICAS每年吸引來自澳洲、汶萊、香港、印度、印尼、馬來西亞、新西
蘭、太平洋地區、新加坡、以至南非和美國等地眾多學生參與。本校獲獎同學如下：

獎牌(Medal) 黃進(三善)

高級榮譽(High Distinction)
(成績最好的1%參賽者)

中一組：何卓諾(一信)
中二組：盧珮詩(二望)、黃柏諭(二善)
中三組：黃浩桐(三信)、麥禮謙(三光)、黃 進(三善)
中四組：黃延彰(四正)

榮譽(Distinction)
(其後的10%參賽者)

中二組：黃正濤(二正)
中四組：高兆廷(四正)、容心玥(四正)、黃凱翔(四正)、馮佩琦(四正)

優異(Credit)
(再其後的25%參賽者)

中一組：吳縉橋(一愛)

2020/21加拿大數學競賽
  加拿大數學比賽由加拿大滑鐵盧大學(University of Waterloo)的數學及電腦教育中心主辦(Centre 
for Education in Mathematics and Computing, CEMC)。滑鐵盧大學是北美著名大學之一，以數學、
工程和電腦科學最為著名。CEMC每年在加拿大舉行多個數學和電腦比賽，亦接受其他地區報名參賽，
每年有超過二十多萬名來自八十個世界不同地區的學生參加。比賽類型分為選擇題及問答題兩類，程度
則按不同年級劃分，各項比賽中，得分為首25% 的參賽者可得優異獎，最高得分者可得獎牌(Medal)。
本校獲獎同學如下：

選擇題形式比賽
中一級(Grade 7 Gauss Contest) 中二級(Grade 8 Gauss Contest)

卓越表現獎(Outstanding Achievement)：
李厚賢 (一愛)、劉俊毅 (一正) 
優異獎：共七位同學獲獎

卓越表現獎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鄭羽辛 (二善)
優異獎：共兩位同學獲獎

中三級(Grade 9 Pascal Contest) 中四級 (Grade 10 Cayley Contest)
團 體：國際隊際第七名
獎 牌：陳善樂(三光)、麥禮謙(三光)、
 蔡浩朗(三善)
優異獎：中一中二越級挑戰共九位同學獲獎；
 中三共九位同學獲獎

卓越表現獎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鄭羽辛 (二善)
優異獎：共兩位同學獲獎

問答題形式比賽
中三級(Grade 9 Fryer Contest) 中四級 (Grade 10 Galois Contest)

團 體：國際隊際第一名
獎 牌：陳善樂 (三光)、楊栢喬 (三正)
優異獎：中二越級挑戰共一位同學獲獎；
 中三級共七位同學獲獎

團 體：國際隊際第四名
獎 牌：黃延彰(四正)
優異獎：共四位同學獲獎

中級組競賽(中三、中四)
個人獎牌：黃浩桐(三望)、楊栢喬(三正)   優異獎：共十二位同學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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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 美國數學比賽
(Americ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AMC)
  美國數學比賽是由美國數學協會(Mathematics Association of America)於1950年時成立，比賽目
的在於刺激學生對數學的興趣及發掘學生的數學的潛能，希望每個學生都能從競賽中享受數學。比賽以
年級劃分不同程度，學生可在不同學習階段，檢驗自己的數學能力，因而不斷求取進步，每年僅在北美
地區參加比賽的學生就超過三十萬人次，可見是項比賽已成為美國中學生每年的主要活動。本校同學所
獲獎項如下：

AMC 8 (中二或以下)

優良獎 Honor Roll
(全球首1%~5%)

李厚賢 (一愛)、黃正濤(二正)

團體獎項 學校表現優良獎 School Certificate of Merit (AMC 8)

AMC 8 (中二或以下)

傑出優異獎
Distinguished Honor Roll
(全球首 1%)

陳善樂(三光)

優異獎 共三位同學獲獎

獲得美國數學邀請賽參賽資格
( A m e r i ca n  I n v i tat i o n a l 
Mathematics Exam (AIME) 
Qualifier) 

陳善樂(三光)、高兆廷(四正)、黃凱翔(四正)

第三十八屆香港數學競賽 (HKMO)
  香港數學競賽是由教育局數學教育組及香港教育大學(前稱香港教育學院)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聯合
舉辦，每間中學可派出四至六名中五或以下學生參賽。本年度比賽受疫情影響，只進行了一輪比賽。本
校派出陳善樂(三光)、高兆廷(四正)、黃凱翔(四正)、黃延彰(四正)參賽，所獲獎項如下：

卷一 卷二

最佳表現獎 (滿分)：黃延彰 (四正)
二等獎：陳善樂 (三光)、高兆廷 (四正)
三等獎：黃凱翔 (四正)

最佳表現獎 (滿分)：
陳善樂 (三光)、黃凱翔 (四正)
一等獎：高兆廷 (四正)
三等獎：黃延彰 (四正)
團體獎項：區域(九龍西) 首3名

2020/21第十一屆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香港中學數學創意解難比賽是由教育局及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聯合舉辦。比賽目的旨在發掘在數學
方面具潛能的資優學生，並為他們提供機會發展數學創意解難和協作技巧。參賽學生必須是中一或中二
學生，一隊中最多只有兩名中二學生，本年度比賽受疫情影響，只進行了一輪比賽。參賽同學有一信何
卓諾、一愛李厚賢、二望盧珮詩、二善鄭羽辛參賽，最後獲團體獎項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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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厚賢(左一)獲頒一等獎 學校優異獎 (右起：吳縉橋、鄭羽辛、李厚賢、曾凱光)

領隊老師、得獎同學與頒獎嘉賓合照

2021年香港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決賽)
  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2021 Hong Kong Hua Luo-geng Cup Mathematics Competition)是
為了紀念和學習我國傑出的數學家華羅庚教授，於一九八六年始創的全國性大型少年數學競賽活動。
香港區比賽由「香港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協會」主辦，是屆賽事於五月十五日舉行，每校可選
派中一和中二年級各兩名同學參賽。本校所獲獎項如下：

個人賽獎項

中一組一等獎
中一組三等獎
中二組三等獎

李厚賢(一愛)
吳縉橋(一愛) 
鄭羽辛(二善)、曾凱光(二正)

團體獎項

學校優異獎 (全港首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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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科
紅藍科研先鋒

  雖然二零二零年度疫情肆虐，但紅藍科研先鋒仍舉辦了不同的科學活動給同學參加，以及嘗試參與
一些線上科學比賽，讓同學在家時仍能透過網絡自主學習。另一方面，為了加強中小學在科學教育上的
合作，今年紅藍科研先鋒特別邀請了培正小學的同學與中學同學一起參加科學比賽、進行網上科研交流
會及舉行培小學生科學體驗活動，延續和實踐紅藍精神。

香港培正中小學網上科研交流會
  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舉行了首次的香港培正中小學網上科研交流會，分別有兩隊小學和三隊中
學的隊伍進行科研交流，會上各同學都分享了自己的科研成果，互相欣賞和學習。

培正中學網上科研交流會的負責老師和同學

中二李雪溱同學正分享她的科研成果

香港培正中小學網上科研交流會實況

46



中學記要 學與教

培小學生科學體驗活動
  於試後活動期間，舉行了培
小學生科學體驗活動，邀請一些
小五及小六同學前來中學進行實
驗，在師兄師姊的帶領下，培小
同學進行了生物、化學及物理實
驗，學習使用不同的實驗儀器，
同學都感到十分有趣。我們希望
能透過這些交流活動，促進中小
學的科學氛圍和互動。

培小同學前來中學參加實驗活動

培小同學進行化學實驗 培小同學學習使用顯微鏡

47



中學記要學與教

美國少年化學家挑戰活動
  美國少年化學家挑戰活動(You be the Chemist Challenge, YBTC)是美國化學教育基金會為小學五
年級至中學二年級舉辦的初階化學比賽。YBTC(中國及香港地區)的比賽現由ASDAN中國(阿思丹學院)統
籌辦理，獲獎選手將獲邀進入中國區決賽。YBTC不強調對化學知識的掌握，更注重對科學探索的興趣
和能力培養。比賽方式為四人隊制賽，內容包括多選題筆試、現場知識競答以及化學實驗科研展示等環
節，全方位的體驗不一樣的科學學習形式。最後培正中學的同學在全國賽勇奪銅獎，而培正小學則勇奪
少年化學家獎。

銅獎 一信冼頌鈞、二信李道生、
二望楊承羲、二望葉愷信

少年化學家獎 培正小學：張芯然、葉松叡、
黃煦朗、甘哲銘

2021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香港選拔
  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香港選拔賽(International Junior Science Olympiad-Hong Kong 
Screening)是由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教育局資優教育組、香港數理教育學會及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教
師協會聯合主辦的比賽。選拔賽旨在識別有科學天賦的初中學生，參加進階科學知識培訓課程。獲一等
及二等獎的同學都獲邀參加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第一階段培訓。期望學生可以透過培訓課程，促進對
科學的認識、協作及批判性思維等方面的發展。
  本校參賽同學三正蔡浩朗獲一等獎；二信李道生、連以心、三望黃浩桐及三愛黃卓翹獲三等獎。蔡
浩朗同學和黃浩桐同學更成功進入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第二階段培訓，努力爭取成為二零二一國際初
中科學奧林匹克香港代表隊成員。

中小學同學一起參加線上全國決賽

2021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參賽同學合照

中學同學正在進行拍攝

小學同學到化學室進行短片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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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生物奧林匹克2020―
香港區比賽
  國際生物奧林匹克─ 香港區選拔是
全港性的生物科學比賽，目的是提高學生
生 物 科 學 的 認 識 和 興 趣 ， 對 象 為 高 中 學
生。在「國際生物奧林匹克2020─ 香港
選拔」中獲優良成績的同學，會獲邀參加
大學培訓課程，讓學生能學習更多有關生
物科學的知識，以及有機會進入大學實驗
室，學習生物科技的實驗技巧。本校五正
鄭思律獲銅獎及四正鄧芷朗獲優異獎。

2021澳洲初中科學奧林匹克(JSOE) 
    澳 洲 初 中 科 學 奧 林 匹 克 ( A u st ra l i a n 
J u n i o r  S c i e n c e  O l y m p i a d  E x a m ) 由
Australian Science Innovations舉辦。
本校共十五位同學參與，三信連以心、三
善蔡浩朗、四正吳祖樂、容心玥及馮佩琦
獲高級榮譽(High Distinction)；二信李道
生、三望黃浩桐、四正黃延彰、鄧芷朗及
鍾晴獲榮譽(Distinction)。

2021澳洲化學奧林匹克(ASOC)
    澳 洲 化 學 奧 林 匹 克 ( A u s t r a l i a n 
Science Olympiad Exam-Chemistr y)由
Australian Science Innovations舉辦。本
校共八位同學參與，四正鄧芷朗及五正鄭
思律獲高級榮譽(High Distinction); 五正翟
凱澄獲優良(Credit)。

2021澳洲生物奧林匹克(ASOB)
    澳 洲 生 物 奧 林 匹 克 ( A u s t r a l i a n 
S c i e n ce  O l y m p i a d  Ex a m - B i o l o g y ) 由
Australian Science Innovations舉辦。本
校共十二位同學參與，五正張文彥及鄭思
律獲高級榮譽；四正鄧芷朗獲榮譽；三望
林施朗、三善蔡浩朗、四正關少翀及五正
翟凱澄獲優良獎。

2021英國生物挑戰賽
    英 國 生 物 挑 戰 賽 ( U K  B i o l o g y 
Challenge)由The Royal Society of Biology
舉辦。本校共五十九位同學參與，共十二位
同學獲金獎，三位同學獲銅獎。

2021 英國生物奧林匹克(BBO)
    英 國 生 物 奧 林 匹 克 ( B r i t i s h  B i o l o g y 
O l y m p i a d  2 0 2 1 ) 由 T h e  Ro ya l  S o c i et y 
o f  B i o l o g y 舉 辦 。 本 校 共 十 九 位 同 學 參
與，四正鄧芷朗獲金獎(Gold Award);  五
正 鄭 思 律 、 三 望 林 施 朗 及 三 善 蔡 浩 朗 獲
銀獎(Silver  Award)；四正吳祖樂獲銅獎
(Bronze Award)。

2021 英國生物競賽
  英國生物競賽(Intermediate Biology 
O l y m p i a d ) 是 由 T h e  R o ya l  S o c i e t y  o f 
B i o l o g y 舉 辦 。 本 校 共 二 十 位 同 學 參
與 ， 四 正 鄧 芷 朗 及 五 正 鄭 思 律 獲 金 獎
( G o l d  A w a r d ) ;  三 望 林 施 朗 及 三 善 蔡 浩
朗 獲 銅 獎 ( B ro n ze  A wa rd ) ； 另 有 九 位 同
學 獲 優 異 ( H i g h l y  C o m m e n d e d ) 及 優 良
(Commended)獎。

2021 加拿大化學奧林匹克(CCO)
    加 拿 大 化 學 奧 林 匹 克 ( C a n a d i a n 
Chemistr y Olympiad)由The Chemical 
Institute of Canada舉辦，五正鄭思律同
學獲金獎。

各項比賽的詳細得獎名單請參閱本期校刊第65-67頁

2021澳洲科學比賽
  澳洲科學比賽由Australian Science 
Innovat ions舉辦。本校共五十二位同學
參 與 科 學 科 評 估 ， 其 中 十 二 位 同 學 獲 優
異(High Dist inct ion)；十位同學獲優良
(Disti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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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科
Pui Ching Singing Contest 2020
  第四屆歌唱比賽Pui Ching Singing Contest 
2 0 2 0 因 為 疫 情 三 度 改 期 ， 經 過 重 重 困 難 ， 決 賽 終
於在二零二一年七月二日晚上在本校禮堂舉行。初
賽遴選後選出十名獨唱同學及六支合唱隊伍進入決
賽。雖然隔着口罩，大家也感受到參賽者的熱情投
入和興奮！參賽同學歌唱水準甚高，觀眾猶如置身
一場感動的音樂會。在此特別鳴謝三位專業評判，
包括本校管弦樂團指揮魏龍勝先生、歌唱老師張國
穎小姐及譚展輝先生。 海報設計：梁樂怡(5A)

金獎：(左二)葉澄(5E)
金獎：5音畢存

獨唱組得獎者 合唱組得獎隊伍

銅獎：麥可欣(4E)

銀獎：梁善知(2C)

銀獎：Sing Goal Man

銅獎：無才樂隊司儀：(左起) 黎穎忻(5C)、羅浚樂(6F)、鍾晴(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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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樂小組
  弦樂小組在六月十一日參與由小學舉辦的《培正紅藍網上音樂會》，演奏《星聲夢裡人》電影主題曲。
  這次演出亦別具意義，因為排練過程由哲社學長徐穎彤帶領，倍添親切。穎彤剛在英國修畢音樂學
士和碩士(主修中提琴)課程，練習過程中更與學弟妹分享她對音樂的熱誠和學習音樂的經歷。

弦樂小組成員 (左起) 
第一小提琴—
楊俊傑 (1A)、陳柏豪 (3D)

第二小提琴—
黃思晴 (1A)、鄧巧嵐 (1E)

中提琴—徐穎彤 (哲社)

大提琴—吳哲朗 (5F)

低音大提琴—黃延彰 (4F)

評判：(左起) 張國穎小姐、魏龍勝先生、譚展輝先生

校長與合唱得獎者合照

評判與獨唱得獎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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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社畢業典禮
  弦樂團及獻唱小組為盛社畢業同學送上祝福，祝願同學往後日子繼續經歷神的恩典與保守。

Free Station
  今學年來到五月尾，學校終於可以全面實體課。為迎接這歡樂時光，特別安排眾師生在這Free 
Station配搭表演，有唱歌、有奏樂，大家施展渾身解數！
  盼望這表演平台可以讓同學有更多發揮潛能的機會，互相分享、欣賞及學習。

FREE STATION讓同學在小息或放學都可以來盡情表演

弦樂團獻奏Pomp and circumstance Op39 No1

團員全神貫注，為獻奏加緊練習

獻唱同學與樂手及導師合照留念

合唱小組獻唱歌曲《Bl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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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興趣班
  在疫情放緩期間，為了讓學生好好善用課餘時間並從而發掘自己的興趣，藝術科於四月和五月舉辦
了多樣興趣班，包括敲擊班、結他班、低音結他班和塑膠彩繪班，讓學生重拾群體學習的樂趣。

同學初試木箱鼓常用的節奏打法

導師更加入旋律與學生合奏，增添玩音樂的趣味

大家細心聆聽
導師的指導，
動作和姿勢都
有板有眼

同學努力掌握
臨摹的技巧

同學認真地學習，嘗試不同聲效

只上了兩堂，同學便完成這些佳作！
特別多謝哲社學長莊曉嵐老師教導！

同學們利用鼓板試作視譜，
學習各樣的拍子

短短數堂的敲擊課，同學已經體驗
不同的敲擊樂器，並一起合奏

敲擊班

結他班

低音結他班 塑膠彩繪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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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班際歌唱比賽
  今年班唱首次在試後活動期間進行，同學不論在歌藝及合作都表現出色，盡顯團隊精神。這學年大
多時間在家網課，能夠與同學有班際活動，大家倍覺珍惜及感恩。

冠軍：中三望

亞軍：中三善 季軍：中二信

三位司儀：
左起三正劉
穎潼、二正
周穎心及二
愛楊樂偲

最佳指揮：三善黃皓澄

何力高校長與評判秦馨敏小姐(中)
及陳天翱學長(雋社)(右)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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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演繹百分百真人真事　潔社戲劇組初嘗紀錄劇場
  「戲劇」是本校中三至中五級藝術科的其中一個組別，經過三年學習，同學會在中五下學期上演結
業作品，以戲會友。潔社戲劇組過去兩年受疫情所困，實體課一波三折，但同學復課後仍堅持排練，更
挑戰從未嘗試過的「紀錄劇場」，令人鼓舞。
  甚麼是紀錄劇場？
  紀錄劇場(Documentary Theatre)是匯報事實的劇場，糅合了「劇場」與「記錄」兩種元素，文本
的素材及內容皆建基於事實。其中「人種誌戲劇」(Ethnotheatre) 則強調以特定社群作研究對象，亦
是潔社戲劇組結業演出《校園中的無名英雄》的表演形式。
  是次參與的同學在擬定主題及方向時，選擇去
了解校園裡較少被關注的人物，例如工友、保安等
等。之後同學們構思訪談問題，完成訪問後則進入
最艱辛的工序－「打Transcript」，即是把所有
錄音內容在電腦打成文字。最後經篩選及梳理，把
有趣的訪問內容拼湊為演出文本。
  由於是戲劇演出而不是學術論文，因此受訪者
能夠說出個人感受。活生生的演員有血有肉地演繹
受訪者每句真實說話，突顯紀錄劇場的珍貴和感染
力。同學們模仿受訪者，將他們的故事「再呈現」
於舞台上，讓觀眾透過觀劇感受和聆聽受訪者的故
事，建立溝通平台，因此紀錄劇場令戲劇與社會更
加緊密。

龍瑞希 中五正

    「你填我就填！」兩個天真爛漫的小男孩在報名表前的一番勇氣較量，意外地翻開了我中學
戲劇生涯的第一章。從「茄哩啡」到男主角，再從虛構的劇本到紀錄劇場，我中學四年的戲劇生
涯不可謂不精彩。
    在我的戲劇生涯中，參加過兩次Drama Night，無數次的課堂演出，所有都是講述虛構的人物
和故事。直至到中五結業演出，老師提議我們嘗試以紀錄劇場形式製作一次原創演出，透過真人
訪問，把別人真實的故事原原本本地在舞台上呈現，藉此向觀眾帶出不同訊息。還記得老師提議
紀錄劇場後，問誰覺得這種表演形式很悶，在所有同學中只有我舉手。真實的故事總不及虛構的
故事精彩和完美吧？最後證明除了我以外，所有同學都是有眼光的。
    是次演出的主題是「校園中的無名英雄」，我們訪問了一些在校園中既熟悉又陌生的人，使
我加深了對學校不同崗位的人的了解。一些學生覺得再正常不過的事，原來在他們的眼中卻是百
厭頑皮的舉動；一些稀鬆平常的對話，原來都成為了他們沉悶的工作中最溫暖的安慰。慶幸紀錄
劇場讓我們更了解身邊的人和事、認識我們的社會、認識我們的世界！
    「人在世界，沒意思嗎？人在世界願似綻放煙花。」劇本中的這句歌詞正正道出了紀錄劇場
的真諦。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人，每個人都會經歷不同的事，紀錄劇場就是去發掘出這些不被注
意的事，又或者熱門話題背後不為人知的原因。作為中學戲劇生涯的最後一場演出，我覺得以紀
錄劇場作為句號是絕對值得的。

同學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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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晴 中五望

    戲劇課陪伴我走過三年，雖因疫情而暫停了一整年，但我也在三年裡累積了許多回憶，成為
我中學生涯中一段熱血的經歷。
    記得第一天上課，我們戰戰兢兢地打招呼，對未來的學習充滿期待。而課堂內容從不會令我
們失望：簡單的戲劇練習、自由發揮、偶爾讀劇本、看影片、形體劇場等。雖然那些要「匯報」
的日子令人精神緊張，但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歡戲劇課！三年間，戲劇組十多個同學與老師都打成
一片，相處得十分融洽。偶爾互相開玩笑，也與不同同學合作，擦出火花。所以到結業演出時，
我們都很珍惜在劇場相聚的日子。
    我們在結業演出中初次挑戰紀錄劇場，而劇本裡的一字一句，都是譚安婷老師為我們度身
訂造的！因為接近大考，排練時間很短，不足二十小時，幸好演出非常順利，也得到了正面評
價。更令我感到欣慰和驕傲的是，戲劇組十多人能在最後同心協力排練演出，完成看似不可能
的任務！
    疫情令戲劇課留下很多遺憾，例如英國戲劇遊學之旅取消、結業演出不似往年開放給同學觀
看。但仍感恩在困難的日子裡，即使時間有限，我們也能創造屬於我們的回憶、我們的青春。
    最後，我衷心感謝教導我們的譚安婷老師和杜雋饒老師(均為雋社校友，亦是昔日戲劇組的學
生，現從事戲劇表演工作)，以及潔社戲劇組的每一位同學！

潔社戲劇組及譚安婷老師、杜雋饒老師、何力高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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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科
中學校際高爾夫球比賽2021
  本年度的校際高爾夫球比賽於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七日假香港高爾夫球會順利完成。是次比賽由學界
體育聯會及香港高爾夫球會合辦。
  比賽當天，各參賽者大清早便到逹比賽場地報到。八時進行簡單賽前講解及開幕禮，各參賽者便出
發前往各球洞準備比賽，場面好不熱鬧。比賽過程一切順利，天氣清朗，風和日麗。經過四個多小時
後，大概下午二時左右，各參賽者便陸續完成比賽。
  本校中一信楊俊傑同學獲得男子丙組總杆數冠軍，而中四愛劉栢初和中一信楊俊傑同學獲得乙組隊
際季軍。

丙組總杆數冠軍楊俊傑同學
同學聚精會神揮桿

培正中學高爾夫球隊
乙組隊際季軍劉栢初同學(左)
及楊俊傑同學(中)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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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同學分別獲崇德社獎項及獎學金
    本 校 五 望 黃 婕 妤 同 學 品 學 兼 優 、 表 現 卓
越，榮獲「國際崇德社─年青婦女公共服务
獎─九龍崇德社代表獎」。
  另外，本校六善余穎欣同學(20-21年度)及
六善黃嘉雯同學(19-20年度)在過去擔任培正少
年崇德社主席，富責任感、勇於承擔、任勞任
怨，獲頒「九龍崇德社獎學金」。三位同學為
公益盡心盡力，堪為楷模，實至名歸，為校爭
光，可喜可賀。

《歷史文化學堂——香港街道紀行》
  本校文化研究學會的同學參與了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文聯會)主辦、優質教育基金資助的
《歷史文化學堂—香港街道紀行》。活動透過一系列專題講座及電台講演等，以香港街道作為切入
點，增進公眾對香港歷史文化的知識和興趣，並推廣保護文物及傳承文化的意識。
  本校同學參與由彭淑敏博士（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及丁新豹博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名譽教授）主講的專題講座後，認識到香港街道命名的原則，也了解到政府在不同管治時期的特色。
  參與講座後，本校四位同學，包括中四望廖芷虔、中
四 光 陳 紀 彤 、 伍 逸 林 及 中 四 正 吳 祖 樂 參 與 了 電 台 講 演 比
賽，以香港東華義莊為主題，介紹華人移民史，並連繫到
當時政府的管治方針。最終，同學的出色表現令他們成功
入 圍 ， 獲 邀 到 新 城 電 台 錄 音 ， 向 大 眾 推 廣 香 港 的 歷 史 文
化。相關的演講於八月期間在新城電台節目內播出。
  透過參與是次活動，同學學習到如何整理歷史資料、
探 討 街 道 名 稱 中 的 文 化 意 涵 及 提 昇 演 說 技 巧 ， 在 課 程 以
外，豐富了同學的學習經歷。

國際崇德社頒獎禮。右一：五望黃婕妤

同學在新城電台的錄音過程

同學在新城電台合照

同學在新城電台的錄音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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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壁畫創作活動
  本校美術及攝影學會與油樂牆有限公司合作，在導師帶領下，於校內繪畫壁畫。
  本校六位同學，包括二信高穎勤、四信許嫕蘭、四望廖芷虔、四望崔靖遙、四望黃凱琳、四愛呂䓪
賢積極參與設計過程，結合電繪創作，最終在校內出繪畫第一幅壁畫。同學的設計意念來自綻放的熱帶
花朵，採用動畫風格，希望為校園塑造一個有活力的氣氛，也讓師生在校園內有欣賞藝術的機會。
  作品位置在中學部東梯一樓，命名為“The flower doesn’t dream of the bee. It blossoms and 
the bee comes.”

壁畫成品

同學繪畫壁畫過程同學的起稿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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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度中一至中五第一學段、
中六畢業試優異生、勤學生名單

優異生
中一信
中一望
中一愛
中一光
中一善

中一正

何卓諾  郭思妤  李玥興
陳穎約  梁康承  羅鎧妍
郭珮晴  吳子蔚  蘇安琳  楊皓翹  
陳迪晞  冼迎昕
植向言  鍾家傑  何勇行  許梓晴  熊鎧蕎  麥頔恩  
譚旭然  鄧巧嵐  王嘉進
蔡儆翹  利 樂  盧祉叡

中二信

中二望

中二愛
中二光
中二善
中二正

陳以芯  陳彥嵐  張憬童  賴巧翹  李道生  黃漢傑
黃穎心
陳恩琳  何卓鏗  許玥瑜  賴心絃  劉禮誦  盧珮詩  
羅浚彥  鄧向溢  任天馳
劉智恩  劉海晴  李康悠  馬森樂  談安行  黃朗嘉
陳熙瞳  林芷澄  李浩泓  佘婥然  葉靈鋒
鄭羽辛  何頌恩  黃柏諭
植康祺  周穎心  關子淇  林曉澄  吳子柔  魏弘正  
沈思維  蘇芷蔚

中三信
中三望
中三愛

李海柔  連以心  吳諾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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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三光
中三善
中三正

張萃菁  蔡湧信  葉浩林
歐若林  陳玥爾  林子皓
郭思言  尹靖文  楊栢喬

中四信
中四望
中四善
中四正

呂卓謙  吳子雋
陳學賢  
陳僅彤  
陳顥洋  陳柏羲  陳泰亨  鍾 晴  吳祖樂  黃延彰  
葉子聰  容心玥

中五愛
中五善
中五正

吳梓銘
陳可桐
鄭思律  焦采溢  鍾恩信  姚涵瑛  楊汶璁

中六望
中六善
中六正

陳祉軒  張藝瓊  梁鈞凱  李逸詩  柁 鈴  王俊豪
林靜嵐
陳量婷  張綽軒  鄺 達  黃凱聰

中一信

中一望

中一愛

中一光

中一善
中一正

賴昱誠  劉以祈  冼頌鈞  曾柏程  黃思晴  黃詠珈  
余家希
陳汶希  張志霖  鍾獻華  熊軒毅  倫戩宏  吳諾行  
黃仲翹  王昕蕎
蔡家悅  陳凱彤  鄭一康  李厚賢  鄧芷樂  嚴仁傑  
余樂韻
陳靜賢  蔡恩予  何嘉悅  劉旖晴  梁智朗  吳凱翹  
石祐勤  湯蔚喬  黃思澄
陳曦同  郭睿而  冼曙政  
鄭曉鳴  朱恩晴  馮保臨  雷穎心  林煒靜  王朗然

中二信
中二望
中二愛
中二光

中二善

中二正

張卓成  盧天諾  王朗謙  王奕雯
林允賢  李雪溱  潘在霖  楊承羲
馮曉揚  葉欣兒  黃思銘  王子軒  楊樂偲
陳凱琦  陳彥弟  何柏樂  林 浩  林悅晴  劉栩正  
黃曉陶
卓瑞妍  周曉樂  周殷摯  金靖欣  林卓晞  林詠堯  
李倩臨  莫子嬈  水婧瑜  姚宓孜
陳栢熙  陳穎萱  鄭清源  蔡文哲  何依穎  葉祉晴  
林子晉  李心悅  曾凱光  曾樂霖  楊悅霏

中三信
中三望

鄺弘哲  林毅泓  龍卓琳  王爾臻
朱欣晴  謝思行  龔令剛  石巧晴  吳詠欣  葉松昀  
楊皓晴

中三愛

中三光
中三善

中三正

陳可晴  張凱晴  周駿祺  馮奧思  黎亮希  林瑋昇  
李冠霆  黃卓翹  黃天悅
陳善樂  張菲彤  周雅妍  林瑋琪  麥禮謙  溫劭祈
陳芷晞  陳子祺  蔡浩朗  李悅一  盧俊嶬  黃 進  
黃皓澄  王嘉建  
何翊蓁  郭倚祈  莫一樂  黃浩恩  黃寶萱

中四信
中四望

中四愛
中四光

中四善

中四正

方澤鑫  戴尚衡
周沐恩  林子軒  麥湘寧  吳靖晴  沈煦齡  崔靖遙  
黃浚汧  楊穎琳
何卓殷  呂䓪賢  馬凱悅  徐嘉禧
詹家齊  何樂怡  黎心悅  林良鍵  李佳芮  廖峻賢  
毛湤雅  黃海瑤
陳昌澤  陳以諾  章詩晴  鄭巧璇  鍾玉琂  葉朗希  
關少翀  李嘉尚  李彥琳  李竑熹  李勇鏵  麥可欣  
譚啟溱  王藹怡  黃希婷  王祈恩  庾霽昊  楊芷芊  
姚洁林
陳珈朗  章皓朗  張藝翰  植向峰  周溰晉  徐君陶  
馮佩琦  高兆廷  關子俊  李敬生  蘇羽年  譚浚尉  
鄧芷朗  曾憲鈞  徐 希  黃凱翔  黃正諾  黃朗晴  
黃文禮  楊彥彤

勤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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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記要 得獎名單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本校學生
參加校際比賽得獎錄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第11屆大學文學獎

The 11th Intervasity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Award

－
少年作家獎

Teenage Writers 
Award

施玉兒
香港浸會大學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第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The 72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粵語詩詞獨誦
初中組

Cantonese Solo Verse 
Speaking

亞軍
2nd Place 劉詠詩、李綽嵐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普通話詩詞獨誦
初中組

Putonghua Solo Verse 
Speaking

季軍
3rd Place 李海柔

普通話散文獨誦
初中組

Putonghua Solo Prose 
Reading

亞軍
2nd Place 李海柔

粵語詩詞獨誦
高中組

Cantonese Solo Verse 
Speaking

冠軍
1st Place 戴尚瑤

亞軍
2nd Place 梁卓言、戴尚衡

粵語散文獨誦
高中組

Cantonese Solo Prose 
Reading

冠軍
1st Place 梁卓言

亞軍
2nd Place 戴尚瑤

季軍
3rd Place 楊芷芊

普通話散文獨誦
高中組

Putonghua Solo Prose 
Reading

季軍
3rd Place 馬凱悅

學 術 類

勤學生
中五信
中五望
中五愛

中五光
中五善

中五正

梁樂怡  邵如雪
陳鴻興  鄭景丰  徐啟朗
張蕙然  韓 穎  紀智琛  黎穎忻  林嘉軒  李家悅  
梁靖欣  潘在恩  蘇洛弘
鄧 燊  李珈汶  連韋澄  潘曉晴  施玉兒
陳煥翹  鄭芷晴  鄭子欣  植家祺  丁天瑞  范日稀  
許綽允  金靖晞  金大衛  高楚翹  關頌曦  林栢穎  
劉覺恩  羅卓希  李歷安  吳仲翹  潘煦朗  譚曉晴  
王鈺錕  黃亭嘉
岑杏琳  翟凱澄  陳曉約  陳有駿  張文彥  樊子晞  
符哲滔  胡穎琪  郭芊璇  林日東  劉詠茵  李傑正  
龍瑞希  羅安琪  馬樂茵  吳哲朗  唐鄯恆  黃諾謙  
黃瑞豐  黃梓謙  葉穎瑜  梁樂怡  邵如雪

中六信
中六望

中六愛
中六光
中六善

中六正

陳子晴  李止允  李熙瑜  麥知言  殷文謙
陳思樺  陳穎希  陳穎恩  陳溢希  陳彥琪  莊曉蝶  
周曉陶  馮甄陶  何嘉盈  梁裕正  勞蘊霖  施紫茵  
鄧淑穎  崔振軒  黃皓研  黃湘洳
蔡悅言  莊旻穎  樊藹霖  文惠怡  魏子晴  容朗天
林棹昕  杜焯樂  吳宇康  庾藹嵐
歐子榆  陳 溢  張紫晴  周珈珩  周樂晴  李惟惠  
梁曉瑩  馬睿琛  孫詠晞  戴逸賢  王佳雯  姚旻希
陳凱琳  陳敬賢  陳子賢  鄭琛穎  崔曉桐  黎卓衡  
廖善朗  羅浚樂  雷棨皓  蟻海彤  潘逸朗  沈 廓  
史懷樂  湯迦立  黃浩楠  黃文定  王蔚瑤  姚子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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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第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The 72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粵語二人朗誦
高中組

Chinese Duologue

冠軍
1st Place 馬凱悅、李海柔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亞軍
2nd Place 陳柏嘉、葉穎瑜

粵語經文朗誦
Chinese Taoist Reading

季軍
3rd Place 劉詠詩

英語詩詞獨誦
Solo Verse Speaking

冠軍
1st Place Yeung Tsz Chin Katrina

亞軍
2nd Place

Tsang Lok Lam Sophie
Lo Sze Maan

英語二人戲劇對話
Dramatic Doulogue

季軍
3rd Place

Lee Yin Wai Jacqueline
Chan Tsun Kiu

The Royal Society Of 
Biology 2020 Poetry 

Competition
Senior Secondary

Outstanding 
Award

Ng Tsz Ming
“An Everlasting Flame”

Royal Society of Biology 
Hong Kong Branch

Cheung Oi Ki
“The Fading Beauty in Hong 

Kong”
Highly 

Recommended 
Award

Kam Ching Hei Cady
“Chinese White Dolphin - 
The Jade of Hong Kong”

The Speaker 2021 Senior Secondary Finalist
Ng Tsz Ming

Cheung Phoebe Wai Yin
 Mak Ho Ya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第17屆全港中學「兩文三
語」菁英大比拼(英語部分)

The 17th 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 Competition 
and Speech Competition 

(English Section)

優勝者高級組
Winner

Senior Secondary

最佳文章- 英文
Best 

Composition - 
English

Yip Wing Yu
香港西區扶輪社及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Rotary Club of Hong 

Kong Island West and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Education Workers
優異文章高級組

Distinction
Senior Secondary

英文優異文章
Excellent English 

Composition
Chiu Jerone
Yip Wing Yu

2020丘成桐中學科學獎
(亞洲) 

2020 S.T. Yau High School 
Science Award (Asia)

科目範疇：數學
Subject Categories:

Mathematics

金獎
Gold Prize 羅安琪

香港科學院
The Hong Kong Academy 

of Sciences
優異獎

Honourable 
Mention

姚涵瑛、吳哲朗、焦采溢

2020丘成桐中學科學獎
(決賽)

2020 S.T. Yau High School 
Science Award (Finale)

科目範疇：數學
Subject Categories:

Mathematics
銀獎

Silver Prize 羅安琪

清華大學丘成桐數學
科學中心

Yau Mathematical 
Sciences Center, Tsinghua 

University

2020新加坡國際
數學挑戰賽

2020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Challenge

團體
Group Event

成功參與證書
Certificate of 

Successful 
Participant

姚涵瑛、楊汶璁、陳祉軒

新加坡國立大學附屬中學
及新加坡教育部

NUS High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gapore

第3屆俄羅斯國際數學
建模比賽

3rd International Team 
Mathematical Modeling 
Tournament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MMT 

2020)

團體
Group Even

二等獎
Certificate of 

Merit
羅安琪、吳哲朗、焦采溢

 陳學賢

莫斯科國立大學高等教育
及科學中心

(柯爾莫哥洛夫學校)
Advanced Education and 

Science Center (AESC) 
of the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Kolmogorov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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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2021第7屆國際數學建模
挑戰賽(中華賽)
 The 7th Annual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Modeling Challenge 2021 

(IMMC) 
(Zhonghua Round)

團體
Group Event

特等入圍獎
Finalist

陳顥洋、蘇羽年、陳柏羲
 陳學賢

美國數學與應用聯合會、
儒蓮教科文機構、
中華國際數學建模

挑戰賽委員會
The Consortium for 
Mathemat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COMAP)
NeoUnion ESC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Modeling Challenge 

Committee (Zhonghua)

2020中國數學奧林匹克
Chinese Mathematical 
Olympiad 2020 (CMO)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銀獎
Silver 陳祉軒

中國數學會奧林匹克
委員會

Chinese Mathematical 
Society Olympiad 

Committee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香港選拔賽初賽2020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Preliminary 

Selection Contest - Hong 
Kong 2020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銀獎
Silver 陳祉軒、黃凱聰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香港委員會

The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Hong Kong Committee

銅獎
Bronze 黃延彰、楊汶璁 

優異獎
Honorable 

Mention
陳善樂、楊栢喬、羅安琪
吳哲朗、焦采溢、陳子賢

2020/21加拿大數學競賽
2020/21 Canad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中一(選擇題)
Grade 7

Gauss Contest

卓越表現獎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李厚賢、劉俊毅

加拿大滑鐵盧大學
University of Waterloo,

Canada

優異獎
Distinction 
(Top 25%)

何卓諾、張志霖、鍾獻華
吳縉橋、鄧芷樂、嚴仁傑
黃唯罡

中二(選擇題)
Grade 8

Gauss Contest

卓越表現獎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鄭羽辛

優異獎
Distinction 
(Top 25%)

盧珮詩、黃柏諭

中三(選擇題)
Grade 9

Pascal Contest

獎牌
Medal 陳善樂、麥禮謙、蔡浩朗

優異獎
Distinction 
(Top 25%)

何卓諾、李厚賢、劉俊毅
何卓鏗、李浩泓、鄭羽辛
黃柏諭、曾凱光、黃正濤
林毅泓、鄺弘哲、黃浩桐
李孝御、馮奧思、林瑋琪
黃進、林子皓、楊栢喬

中三(問答題)
Grade 9 

Fryer Contest

獎牌
Medal 陳善樂 、楊栢喬

優異獎
Distinction 
(Top 25%)

鄭羽辛、林毅泓、黃浩桐
馮奧思、麥禮謙、蔡浩朗
黃進、林子皓

中四(選擇題)
Grade 10

Cayley Contest

獎牌
Medal 黃延彰

優異獎
Distinction 
(Top 25%)

高兆廷、陳顥洋、容心玥
黃凱翔、馮佩琦、章皓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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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2020/21加拿大數學競賽
2020/21 Canad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中四(問答題)
Grade 10 

Galois Contest

獎牌
Medal 黃延彰

加拿大滑鐵盧大學
University of Waterloo,

Canada

優異獎
Distinction 
(Top 25%)

黃凱翔、容心玥、馮佩琦、
高兆廷

中級組競賽(問答題) 
(中三、中四)

Canadian Intermediate 
Mathematics Contest 

(Grade 9, 10)

獎牌
Medal 黃浩桐、楊栢喬

優異獎
Distinction 
(Top 25%)

鄭羽辛、林毅泓、馮奧思、
陳善樂、麥禮謙、蔡浩朗、
林子皓、章皓朗、高兆廷、
黃凱翔、黃延彰、容心玥

2020澳洲數學比賽
2020 Australi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卓越奬
Prize 陳善樂

澳洲數學基金會
Australian Mathematics 

Trust

優異獎
High Distinction

李厚賢、盧珮詩、曾凱光、
林子皓、楊栢喬、陳學賢、
高兆廷、黃凱翔、楊汶璁、
陳子賢

優良獎
Distinction

郭朗希、黃煦朗、何卓諾、
鄧安傑、何卓鏗、黃柏諭、
鄭羽辛、陳亭光、林毅泓、
黃浩桐、馮奧思、麥禮謙、
黃進、蔡浩朗、容心玥、
陳顥洋、馮佩琦、鄧燊、
施玉兒、羅安琪、岑杏琳、
吳哲朗、姚涵瑛

良好獎
Credit 共十二位同學獲獎

2021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
比賽─數學科

2021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Assessment for Schools- 
Mathematics

中三 S.3 奬牌
Medal 黃進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中一 S.1
高級榮譽

High Distinction

何卓諾
中二 S.2 盧珮詩、黃柏諭
中三 S.3 黃浩桐、麥禮謙
中四 S.4 黃延彰
中二 S.2

榮譽
Distinction

黃正濤

中四 S.4 高兆廷、容心玥、黃凱翔、
馮佩琦

中一 S.1 優異
Credit 吳縉橋

2020/21 美國數學比賽
2020/21 American 

Mathematics Competitions 
(AMC)

AMC 8
(中二或以下)

優異獎
Honor Roll
(Top 5%)

李厚賢 、黃正濤
美國數學協會

Mathematics Association 
of AmericaAMC 10

(中四或以下)

傑出優異獎
Distinguished 

Honor Roll
(Top 1%)

陳善樂

團體
Group Event

學校優異獎(AMC 8)
School Certificate of Merit (AMC 8)

第38屆香港數學競賽
The 38th Hong Kong 

Mathematics Olympiad

個人賽(卷一)
Individual Event

(Paper 1)

最佳表現獎
(滿分)
Best 

Performance 
黃延彰

教育局數學教育組、
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

資訊科技學系
Mathematics Education 

Section of EDB,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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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第38屆香港數學競賽
The 38th Hong Kong 

Mathematics Olympiad

個人賽(卷一)
Individual Event

(Paper 1)

二等榮譽
Second-class 

Honour
陳善樂、高兆廷

教育局數學教育組、
香港教育大學數學與

資訊科技學系
Mathematics Education 

Section of EDB,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三等榮譽
Third-class 

Honour
黃凱翔

個人賽(卷二)
Individual Event

(Paper 2)

最佳表現獎
(滿分)
Best 

Performance
陳善樂、黃凱翔

一等榮譽
First-class 

Honour
高兆廷

三等榮譽
Third-class 

Honour
黃延彰

團體
Group Event

區域(九龍西)
首3名

Certificate of 
Merit (Kowloon 

West Region)

陳善樂、高兆廷、黃凱翔、
黃延彰

2020/21香港中學數學
創意解難比賽

2020/21 The Hong Kong 
Mathematics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Competition (Secondary)

團體
Group Event

銀獎
Silver

何卓諾、李厚賢、盧珮詩、
鄭羽辛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及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Education Workers and 

The Gifted Education 
Section of the Education 

Bureau

2021年香港華羅庚金杯
少年數學邀請賽決賽

2021 Hong Kong Hua Luo-
geng Cup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中一組 一等獎
F.1 First-class 

Honour
李厚賢

香港華羅庚金杯少年
數學邀請賽協會

Hong Kong Hwa Luo-
Geng Cup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Association

中一組 三等獎
F.1 Third-class 

Honour
吳縉橋

中二組 三等獎
F.2 Third-class 

Honour
鄭羽辛、曾凱光

團體
Group Event

優異獎(首5名)
Distinction

(Top 5)
李厚賢、吳縉橋、鄭羽辛、
曾凱光

2021國際初中科學
奧林匹克—香港選拔賽

International Junior 
Science Olympiad-Hong 

Kong Screening 2021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一等獎
1st Honor 蔡浩朗 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及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Gifted Education Section 
of Education Bureau and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三等獎
3rd Honor

李道生、連以心、黃卓翹、
黃浩桐

國際生物奧林匹克—
香港區比賽2020

International Biology 
Olympiad- Hong Kong 

Contest 2020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銅獎
Bronze 鄭思律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Gifted Education
優異獎

Honourable 
Mention

鄧芷朗

2021 加拿大化學奧林匹克
(CCO)

Canadian Chemistry 
Olympiad 2021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金獎
Gold Award 鄭思律

加拿大化學學會
The Chemical Institute of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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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澳洲化學奧林匹克

(ASOC)
Australian Science Olympiad 

Exam-Chemistry 2021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高級榮譽
High Distinction 鄧芷朗、鄭思律 澳洲科學創新中心  

Australian Science 
Innovations優良

Credit 翟凱澄

2021澳洲生物奧林匹克
(ASOB)

Australian Science Olympiad 
Exam-Biology 2021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高級榮譽
High Distinction 張文彥、鄭思律

澳洲科學創新中心  
Australian Science 

Innovations
榮譽

Distinction 鄧芷朗

優良
Credit

林施朗、蔡浩朗、關少翀、
翟凱澄

2021澳洲初中科學奧林匹克 
(JSOE)

 Australian Junior Science 
Olympiad Exam 2021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高級榮譽
High Distinction

連以心、蔡浩朗、吳祖樂、
容心玥、馮佩琦

澳洲科學創新中心  
Australian Science 

Innovations
榮譽

Distinction
李道生、黃浩桐、黃延彰、
鄧芷朗、鍾晴

優良
Credit 楊承羲、盧俊嶬

2021英國生物奧林匹克
(BBO)

British Biology Olympiad 
2021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金獎
Gold Award 鄧芷朗

英國皇家生物學會
Royal Society of Biology

銀獎
Silver Award 蔡浩朗、鄭思律、林施朗

銅獎
Bronze Award 吳祖樂

優異
Highly 

Commended
黃延彰、鍾晴、盧珮詩

優良
Commended 連以心、葉愷信

2021英國生物挑戰賽
UK Biology Challenge 2021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金獎
Gold Award

林施朗、鄭思律、盧俊嶬、
吳祖樂、鍾晴、鄧芷朗、
蔡浩朗、黃延彰、李道生、
莫一樂、潘悅晴、連以心

英國皇家生物學會
Royal Society of Biology

銅獎
Bronze Award 張卓成、盧珮詩、周殷摯

優異
Highly 

Commended
李康悠、關子淇、黃浩桐

優良
Commended

何卓諾、魏弘正、袁浩軒、
吳諾行、楊承羲、區鈞皓

2021美國少年化學家挑戰賽 
(YBTC) You be the Chemist 

Challenge 2021
團體

Group Event
優秀獎

Distinction
冼頌鈞、李道生、楊承羲、
葉愷信

美國化學教育基金會
Chemical Educational 

Foundation

2021澳洲科學比賽
Australian Big Science 

Competition 2021

中一級
Year 7

優異
High Distinction 冼頌鈞、嚴仁傑

澳洲科學創新中心  
Australian Science 

Innovations

優良
Distinction

賴昱誠、李厚賢、鄧芷樂、
潘煦芊

良好
Credit 共四位同學獲獎

中二級
Year 8

優異
High Distinction

張卓成、李道生、盧珮詩、
談安行、李浩泓

優良
Distinction

鄧向溢、陳凱琦、何頌恩、
黎穎芝、關子淇

良好
Credit 共十位同學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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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2021澳洲科學比賽
Australian Big Science 

Competition 2021

中三級
Year 9

優異
High Distinction 黃浩桐、蔡浩朗

澳洲科學創新中心  
Australian Science 

Innovations

優良
Distinction 盧俊嶬、莫一樂

中四級
Year 10

優異
High Distinction 吳祖樂、鄧芷朗

優良
Distinction 鍾晴

良好
Credit 一位同學獲獎

中五級
Year 11

優異
High Distinction 鄭思律

2021 英國生物競賽
Intermediate Biology 

Olympiad 
2021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金獎
Gold Award 鄭思律、鄧芷朗

英國皇家生物學會
Royal Society of Biology

銅獎
Bronze Award 蔡浩朗、林施朗

優異
Highly 

Commended
潘悅晴、盧珮詩、莫一樂

優良
Commended

吳祖樂、鍾晴、李道生、
盧俊嶬、黃延彰、楊承羲

2021 加拿大化學競賽
Avogadro Exam 2021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優良
Distinction

鄧芷朗、鄭思律、蔡浩朗、
黃延彰、鍾晴、吳祖樂、
潘悅晴、黃浩桐

滑鐵盧大學
University of Waterloo

2021 科學評核測驗
2021 Science Assessment 

Test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鑽獎
Diamond Award 盧天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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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cation

金獎
Gold Award

張卓成、任天馳、楊承羲、
葉愷信、黃海亮、葉靈鋒、
周穎心、何依穎

銀獎
Silver Award

陳以芯、李道生、黃漢傑、
陳凱琦、林曉澄

銅獎
Bronze Award

陳彥嵐、賴巧翹、李潔寧、
林悅晴

2020-21哈佛圖書獎
2020-21 Harvard Book Prize －

大獎
Winner 焦采溢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

Harvard Club of 
Hong Kong優異獎

Runners-up 鄭思律、吳哲朗

2021亞太語言奧林匹克
Asia Pacific Linguistics 

Olympiad 2021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銅獎

Bronze 容心玥

亞太語言奧林匹克委員會
及香港理工大學

中文雙語學系及英文系
Asia Pacific Linguistic 
Olympiad Board and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Bilingual Studies 

(CBS) and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ENGL),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021香港語言奧林匹克
選拔賽

Hong Kong Linguistics 
Olympiad 2021

個人賽
Individual Event

銅獎
Bronze 吳梓銘 香港理工大學

中文雙語學系及英文系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Bilingual Studies 

(CBS) and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ENGL),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優異獎
Honorable 

Mention
容心玥、莫一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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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設計科技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第 37 屆全國青少年信息學
奧林匹克競賽(NOI 2020)

(湖南 長沙)
The 37th National Olympiad 

in Informatics

香港代表隊
Hong Kong 

Representative Team
銅獎

Bronze Medal 袁樂勤、楊汶璁
中國計算機學會
China Computer 

Federation

第 32 屆國際電腦奧林匹克
競賽 (IOI 2020)(新加坡)
The 32nd International 

Olympiad in Informatics

香港代表隊
Hong Kong 

Representative Team
銅獎

Bronze Medal 楊汶璁、衛家熙
國際電腦奧林匹克

競賽委員會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IOI

第五屆國際大都會
奧林匹克 (IOM 2020) 

(俄羅斯 莫斯科)
The 5th International 

Olympiad of Metropolises

資訊科技組 金獎
Gold Medal 楊汶璁

莫斯科市政府
The Moscow City 

Government

全港中學生軟件開發邀請賽
2020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Software 

Development Invitational 
Contest 2020

進階級
金獎

Gold Award
甄梓濠、楊汶璁、鄭琛穎、
黃浩楠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Computer 

Education

銀獎
Silver Award

焦采溢、黃梓謙、龍瑞希、
鍾繕暉、黃卓翹

基礎級 金獎
Gold Award

黃正諾、黃文禮、李敬生、
黃進

全國青少年信息學奧林匹克
聯賽香港賽區2020

National Olympiad in 
Informatics in Provinces 

2020

－

一等獎
First-class 

Honour
黃梓謙

中國計算機學會
China Computer 

Federation

二等獎
Second-class 

Honour
甄梓濠、龍瑞希

三等獎
Third-class 

Honour
黃浩楠

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 
Hong Kong Olympiad in 

Informatics 2020/21

學校大獎
Grand School Prize

亞軍
First Runner-up 香港培正中學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教育局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Computer 

Education, Education 
Bureau

高級組
Senior Group

金獎
Gold Medal 楊汶璁

銀獎
Silver Medal 黃梓謙、鄭琛穎、黃浩楠

銅獎
Bronze Medal 鍾繕暉、甄梓濠

優異獎
Honourable 

Mention
盧信行、焦采溢

初級組
Junior Group

金獎
Gold Medal 黃進、黃正諾、黃文禮

銀獎
Silver Medal

岑杏琳、黃浩恩、龍瑞希、
林子軒

銅獎
Bronze Medal 黃浩桐

個人獎項
Individual Prizes

最佳年輕選手
The Best Young 

Contestant
黃進

最佳首次參賽選
手(初級組)

The Best First-
Time Contestant 

(Junior Group)

黃進、黃正諾、黃文禮

香港創意機械人大賽
2019-20

FIRST® HK Robotics 
Tournament 2019-20

隊伍啟動計劃(FLL)
FIRST® Lego League

金獎
Gold Merit

章皓朗、黃文禮、章詩晴、
姚洁林、徐希

香港青年協會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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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術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機械人大賽
2021 ROBOFEST

機械人相撲大賽
高級C組

Bottle Sumo
Senior Division C

亞軍
2nd Place 溫劭祈

香港機械人學院
Robot Institute of Hong 

Kong Limited
金獎

Gold Award 連以心

銀獎
Silver Award 楊承羲、謝日駿、葉浩林

香港創意機械人大賽
2020-21

FIRST® HK Robotics 
Tournament 2020-21

FIRST®
Tech Challenge

Top Ranked 
Team Award (3rd)

鍾恩信、陳曉約、梁家朗、
王俊稀、章皓朗、張藝翰、
何景熙、譚浚尉、黃文禮、
歐懷曦、黃卓翹 香港青年協會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

Inspire Award 
Finalist

創意編程設計大賽2020/21
Creative Coder 

Competition 2020/21

創意編程競賽
初中組

Creative Coding 
Contest (Junior 

Secondary)

金獎
Gold Award 盧珮詩、楊承羲、葉愷信

優異獎
Merit Award 許梓晴、熊鎧蕎、麥頔恩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香港校際戲劇節2020/21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20/21

中學英文組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傑出導演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Director

Lai Wing Yan ,
Chan Pak Ka,

Lee Wing Ching

教育局及
香港藝術學院

Education Bureau and 
Hong Kong Art School

傑出演員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Mak Ho Yan ,
Cheung Shu Ting,

Fan Ho Kiu ,
Chung Chi Yuen,

Chan Hok Yin
傑出影音效果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Audio-visual 

Effects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傑出合作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傑出整體演出獎
Award for 

Commendable 
Overall 

Performance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傑出劇本獎
Award for 

Outstanding 
Script

Mr William Ma (Teacher)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The 73rd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中樂－笛獨奏
(中學中級組)

Chinese Instrumental 
Music-Di Solo 

(Secondary School  
Senior)

冠軍
Champion 陳穎萱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小提琴協奏曲
(13歲或以下)

Violin Concerto – Age 
13 or under

亞軍
1st Runner-up 黃思晴

鋼琴獨奏－
中國作曲家(中級組)

Piano Solo-
Chinese Composer 

(Intermediate)

亞軍
1st Runner-up 蘇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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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第7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The 73rd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中提琴獨奏(初級組)
Viola Solo (Junior)

亞軍
1st Runner-up 周殷摯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鋼琴獨奏(六級)
Piano Solo (Grade 6)

亞軍
1st Runner-up 卓瑞妍、馮保臨

作曲(公開組)
Original Composition 

(Open)
季軍

2nd Runner-up 陳柏豪

音樂薈萃‧學校室樂創作
2021

GalaMusica．School 
Chamber Compositions 

2021

Composition Title:
秋天的素描

An Autumn Sketch, 
Op. 61

傑出作曲獎
Outstanding 
Composition 

Award

馬肇煒

教育局主辦
香港作曲家聯會協辦

Organized by EDB, Co-
organized by Hong Kong 

Composers' Guild

演奏家評選獎
Performers’
Adjudication 

Award
最佳意念獎

Best Creative 
Idea Award

最佳中國器樂寫
作獎

Best Chinese 
Instrumental 
Music Writing 

Award
香港作曲家聯會
導師計劃獎學金

HKCG 
Mentorship 

Scheme
國際青少年音樂大賽2020
International Young Artist 

Music Contest 2020
鋼琴八級

Piano(Grade 8)
亞軍

1st Runner-up 蘇安琳 Muse Music Asia 
Association

台北國際青少年音樂大賽
2020

Taipei International Youth 
Music Competition 2020 銅管樂

(進階競賽組)
Brass

(Advance Group)

冠軍
Champion 唐綽盈

國際青少年音樂協會
International Youth 
Music Competition

東京國際青少年音樂大賽
2020

Tokyo International Youth 
Music

Competition 2020

第四屆全港青少年書法比賽 毛筆組 優異獎 何卓殷 大公報
(田家炳基金會贊助)

第三屆「中華墨翰情」
佛港臺中小學生書法比賽 中學組 特優獎 何卓殷

佛山市政協辦公室
佛山海外聯誼會

澳門中華文化聯誼會
臺灣中華書學會

體 育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校際
比賽－中銀香港射箭盃

HK Island & Kowloon 
Secondary Schools 

Competition BOCHK 
Archery Cup

女子丙組
Girls C Grade

季軍
3rd Place 熊鎧蕎

香港學體育聯會
Hong Kong Schools  
Sports Federation

第5名
5th Place 鄧寶琪

女子乙組
Girls B Grade

殿軍
4th Place 戴尚瑤

70



中學記要 得獎名單

服 務 類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義工服務
Volunteer Services

100-199小時 銀狀
Silver Award 黃婕妤、鄭芷晴 社會福利署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50-99小時 銅狀

Bronze Award
蘇洛弘、楊樂琛、楊詩慧、
陳可桐、葉澄、郭芊璇、
沈廓

《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網上
問答比賽總決賽

中學組 優異獎 焦采溢 中山大學法律系
香港同學會公開組 陳柏嘉、郭芊璇

香港紅十字會
國際人道法角色扮演比賽 － 卓越表現獎 唐鄯恆，金靖晞，戴尚衡 香港紅十字會

傑出旅團奬勵計劃
Outstanding Scout Group 

Reward
童軍支部

Scout Branch
銅獎

Bronze Award
九龍第77旅童軍團

77th Kowloon Scout Group
香港童軍總會

Scout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第12屆九龍地域
傑出學生選舉

The 12th Kowloon Region 
Outstanding Student 

Election

初中組
Junior Form

傑出學生
Outstanding 

Student
容心玥

九龍地域校長聯會及
香港青年協進會

Kowloon Region School 
Heads Association & The 

Kowloon City Youths 
Association

高中組
Senior Form

優秀學生
Distinguished 

Student
高楚嵐

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
2020-21 

Kowloon City District 
Outstanding Student 

Election 2020-21

中學組
Secondary Section

傑出學生
(初中組)

Outstanding 
Student 

(Junior Section)

楊栢喬 九龍城區校長聯絡
委員會

Kowloon City District 
School Principal's 

Liaison Committee
傑出學生
(高中組)

Outstanding 
Student (Senior 

Section)

吳梓銘

第廿屆「傲翔新世代」
全方位青年領袖訓練計劃

The 20th Youth Leadership 
Development Scheme

－

專題研習計劃
亞軍

Project Learning 
Programme

1st Runner-up

容心玥、高兆廷、李敬生、
黃朗晴、陳可桐、姚涵瑛、
胡穎琪、馬樂茵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YMCA of Hong Kong

活動 / 項目 組別 獎項 參賽者 主辦機構

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校際
比賽－中銀香港射箭盃

HK Island & Kowloon 
Secondary Schools 

Competition BOCHK 
Archery Cup

男子乙組
Boys B Grade

冠軍
Champion 王嘉建

香港學體育聯會
Hong Kong Schools  
Sports Federation

第6名
6th Place 蔣日僖

男子甲組
Boys A Grade

冠軍
Champion 湯迦立

亞軍
2nd Place 鍾天朗

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校際
比賽－中銀香港保齡球盃

HK Island & Kowloon 
Secondary Schools 

Competition BOCHK 
Tenpin Bowling Cup

男子個人賽
Boys' Individual

第5名
5th Place 陳溢希

女子個人賽
Girls ' Individual

第5名
5th Place 鄺心悅

第3屆中學校際
高爾夫球比賽

The Third Inter-Secondary 
Schools Golf Competition

Individual Nett 
Stableford Division C First Place 楊俊傑 香港哥爾夫球會與

香港高爾夫球總會
Hong Kong Golf Club 
and Hong Kong Golf 

Association
Team Gross Stableford: 

Division B Team 3rd Place 劉栢初、楊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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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K座大樓
  小一至小六同學獲安排參觀K座大樓，同學們了解過學校教員室的
運作，以及走過了老師們午膳和會議的場所，同時參觀了崇拜和舉辦大
型考試的場地，同學們都表現得雀躍萬分！

大家和石副校長拍照

小一培正「馬騮頭」多可愛！

小二同學和葉校長拍照

小三同學參觀健身室

小五同學欣賞校史
室內的相冊

小六同學畢業前與校長合照 小四同學可參觀教員室，格外興奮

K座15樓場地十分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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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新圖書館
  我 們 的 新 圖 書 館 終 於 在 四 月 十 九 日 至 五 月 廿 八 日 期 間 開 放
了，小一至小三年級的同學可以到新館上圖書課及借閲圖書，小
四至小六的同學雖然沒有圖書課，但學校也為他們安排了一節課
參觀圖書館。
    雖然新館只開放了短短一個半月，但同學們都很享受在館內的
閲讀時間，希望新學年圖書館能夠全面開放，讓各年級的同學都
能盡情在這書香世界裏遨遊。

借了圖書開心地回家閲讀

同學們在舒適的閲覽室內閲讀

同學們專心搜尋自己喜歡的圖書

找到我喜歡的圖書了

找到我們喜歡的圖書了

同學們在專心閲讀

同學們喜歡的
金庸武俠小説

同學們借書很有秩序

我們會利用書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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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進修——電影欣賞
  本校小學及幼稚園老師在四
月廿三日一同觀賞由導演何力恒
拍攝的電影《二次人生》，故事
講述小學老師以同行者身份為學
生打氣，藉着跑步重新激勵學生
積極面對人生。何導演當日亦有
到場與老師分享交流，電影不單
讓老師們看到一幕幕熱誠真摰的
師生對話，更重燃老師們對教育
的熱誠，為我們帶來特別的一次
教師專業發展。 第一次全體同事一起觀賞電影

希望老師也為學生帶來二次人生！
何力恒導演親身分享電影背後理念

振奮人心的電影！也為同事們打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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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五級社成立
  為秉承培正的傳統，每學年均在小五年級成立級社，薪火相傳；讓培正紅藍兒女能緊密聯繫，發
揮互助互愛，團結一致的紅藍精神。在疫症肆虐的情況下，本年度小五年級定名為《康社》，同學藉
社名祝願世界早日戰勝病魔，人人身心健康。為抗疫，學校避免全體學生聚集於禮堂內，故此安排同
學分班留在課室觀看整個典禮儀式。於二零二一年四月廿八日香港培正小學葉展漢校長和香港培正同
學會劉詩韻會長透過視像片段訓勉康社同學。香港培正同學會蕭寅定總幹事從康社吳梓君社長手上接
過社旗後，康社正式加入香港培正同學會。

康社成立直播片段 葉校長致辭

劉詩韻會長致辭 康社社長致辭

學習新模式
培正中小學科學網上交流會議
  五月十七日舉辦首屆「香港培正中小學網上科研交流會」，當天共六十多位與會者，同學在會議中
積極發問，並給出正面及具建設性的意見。小六信李文謙和小六望曹皓欣為小學組匯報代表，這次會議
讓匯報者及與會者獲益良多，是個非常難得的科研交流機會。

網上科研交流會不受地點所限，
學生踴躍發問和學習

中學師姐向小學生介紹科研成果 曹皓欣同學分享科研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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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中小學科學體驗活動
  六十四位小五及小六同學今天到培正
中學進行科學體驗，學生分別到三個實驗
室進行製作簡易電動機、大象牙膏實驗及
顯微鏡觀察活動，在中學老師及同學指導
下同學們獲益良多，大開眼界。

網上學習日
  本年度學習日以Explore the World 為題向同學介紹數個有趣網站豐富學生學習經歷。

後起之秀2021社交媒體短片創作比賽
  小四光高禕珩在語常會及教育局合辦的「後起之秀2021社交媒體短片創作比賽」的全港小學組榮
獲冠軍。在籌備、拍攝到剪輯均一手包辦，技術質量高配以創意手法清晰講解「兒化音」，成功用短片
有趣向大眾推廣語文。

同學們第一次用顯微鏡已很熟練！ 成功製作電動機！

中學老師從旁指導 嘩！第一次看到這麼厲害的化學反應！

讓我替Big Ben添上新顏色吧！
同學不只在學校課堂中學習，
在家也能自學有趣新事物！

獲得全港小學組冠軍真的不容易！ 巧遇培正師姐—羅乃萱師母

香港科學館專題展覽「機械人的五百年」，當
中有網上虛擬導覽及小遊戲，甚受同學歡迎！

76



小學記要 小學動態

網上年宵活動
  全校老師用心為同學預備了一個別出心裁的年宵活動，於二月十日網上舉行，與同學一起送鼠迎
牛。當天節目包括有《培正新春賀牛年》綜合節目、拼砌七巧板、繪畫繡曲線、環保過新年、摺紙、
繪畫圖像立體揮春及播放（幼小合作）新年歌，同學踴躍參與、穿華服同樂。

賀牛年舞蹈表演

培正新春賀歲片
送鼠迎牛新春考考你 摺紙

畫揮春

砌七巧板 製作立體揮春

環保過新年

繪畫鏽曲線 幼小齊唱新年歌 同學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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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學生
小六誠ﾠ蕭一言（桌球）
  我是小六誠班的蕭一言，從小二開始接觸桌球運動。二
零一九年有幸代表學校參加校際美式桌球比賽，並成功為校
奪得全港隊際冠軍。本年度我更越級挑戰梯隊甄選及比賽，
成功入選香港英式桌球梯隊成員，接受系統性訓練，為我的
桌球夢添了一份鼓勵。十分感謝校長、老師們為桌球運動付
出的支持，我希望將來能成為一位優秀、君子的桌球員，繼
續為培正爭光！

小六善ﾠ陳沚桓（鋼琴）
  大家好！我是小六善班的陳沚桓。我從小喜愛音樂，學習鋼琴已八年了，
曾參加過不少本地及海外的比賽。幸運地，在今年的ABRSM考試中，獲得
一百四十八分的佳績。而在學校音樂節中亦連續五年奪冠，真的非常感恩，感

謝老師及父母的支持。然而，在學習過程中，難免
會遇到困難和挫折，但只要放鬆心情，迎難而上，
努力練習，終會彈奏出美妙的樂章。

小六善ﾠ廖凱信（法國號）
  我是六善班的廖凱信。我從四歲半開始學習法國號，現時為香港
兒童交響樂團莫札特團及校內管樂團的圓號手。在二零一八年亦幸
運地能夠參與兩個國際性的樂團，成為亞太青年交響樂團音樂節及
Young Musician Concert 表演成員之一，獲得寶貴的演出經驗。於
二零二一年考取了英國皇家音樂學院(ABRSM)八級法國號證書，也曾
參與法國號的大師班。學習樂器最重要的，是要持之以恆地練習，不
要輕易放棄；並且不斷提昇技術，保持良好的吹奏姿勢和運氣技巧。

主要比賽成績：

以下是我的比賽成績：

以下是我的比賽成績： 以下是我最近的演出：

校際美式桌球比賽 隊際賽 冠軍
香港美式10號球（少青組）公開賽 殿軍

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考試－鋼琴（六級） Distinction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音樂節－鋼琴獨奏項目（七級) 冠軍

2021香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金獎
香港聯校音樂文化比賽 2020－鋼琴（高級組） 榮譽金獎
JSMA聯校音樂大賽 2020－鋼琴獨奏（演奏組) 金獎

美國NMCC國際音樂邀請賽
香港區賽－銅管樂 金獎

第十三屆音樂藝術大賽－銅管樂 第三名

葉氏器樂大匯演 莫札特團圓號手
香港兒童交響樂團：《25周年音樂會》、

2019春季、冬季音樂會 莫札特團圓號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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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正ﾠ張僖晴（單簧管）
  大家好！我是六正班張僖晴。單簧管是一種木管樂器，我喜歡其音色變化多端。我在小學二年級開
始學習單簧管，今年考獲ABRSM八級（優異）成績，並於二零二零年入讀香港演藝學院青少年音樂課
程。疫情期間，為了增加演出經驗及提昇演奏技巧，我參加了多個本地及國際的音樂比賽，幸運地獲得
了不少獎項。在學習單簧管的過程中，我學會了自律、堅持及時間管理。要維持對音樂的熱忱，我覺得
須先訂立目標，有計劃地不斷練習，並觀摩其他人演奏，才能提昇自己的音樂造詣。

小五愛ﾠ張境人（體操）
  大家好，我是五愛班的張境人，我由幼稚
園時開始加入體操班。經過五年訓練後，二零
一九年我獲選中國香港體操總會的競技體操精
英隊，由香港隊代表詹文軒先生授教。我最愛
和擅長的是跳箱和空中翻騰。為了豐富經驗，
我參加了不同體操賽事，最近更奪得全港競技
體操公開比賽的跳箱亞軍。我會繼續努力，提
升技術水平，希望日後能代表香港隊出戰各項
賽事，為香港出一分力！

小四真ﾠ黃恬晴（體操）
  我是小四真班黃恬晴，是中國香港體操總會競技體操女子精英隊現役成員。
我自兩歲開始學習體操，今年已經是第八年了。體操有很多不同的項目，很有挑
戰性。我現在主要練習的是競技體操及彈網。將來目標是可以在小學學界體操比
賽中，再次為學校取得佳績，成為全港冠軍！

    除 了 音 樂 方 面 ， 我 對 藝 術 亦 有 濃 厚 的 興 趣 ， 我 喜 歡 利 用 不 同 媒
介 進 行 創 作 。 本 年 度 我 得 到 老 師 提 名 ， 參 與 「 學 生 視 覺 藝 術 作 品 展
2020/21」，有幸獲得金獎，並獲學校推薦擔任第十三屆校園藝術大
使，與其他學校的藝術大使砌磋交流。在創作的過程中，我學會了多
留意身邊的事物，擴闊自己的眼界，從而獲取更多靈感；除此以外，
我學懂在遇到失誤時保持冷靜，尋找修補作品的方法。我希望將來能
夠繼續堅持不懈地創作，在藝術的路上走得更遠。

以下是我的比賽成績：
第七十一屆校際音樂節－單簧管小學高級組 亞軍
第七十三屆校際音樂節－單簧管小學高級組 冠軍

全港中西匯萃青少年音樂家大賽－
木管組（單簧管）14歲以下 冠軍

卓越盃國際音樂公開賽（香港賽區初賽）－
小學六年級木管組（單簧管）

冠軍
（一等獎）

IYMMC維也納年青音樂家大賽（香港賽區初賽）－
木管組（單簧管）10-12歲組別 冠軍

主要比賽成績：
全港彈網公開錦標賽 女子丙組 個人亞軍

全港小學校際體操比賽 女子丙組 團體冠軍
（港九地域）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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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再造！」環保動力船製作
  當你喝了紙包飲品後，你會如何處理飲品盒呢？為宣揚「升級再造」的環保意識，並配合STEM學
習策略，老師安排了一課特別的常識堂網課，介紹如何以紙包飲品盒製作環保動力船。是次活動收到不
少同學的精彩作品，部份作品更利用了非飲品紙盒的保物料製作，令人感到眼前一亮，創意無限，讓我
們看看這些精彩的作品：

教職員會活動
  一年一度的聖誕佳節，學校為全體教職員預備了一人一份禮物，並透過教職員會以抽獎形式將禮物
送出，在這紀念主耶穌降生的大喜日子與大家分享平安與喜樂，祝願所有同工聖誕快樂、新年蒙福。

同事精心製作的抽獎區「小鹿亂撞」

校監也抽獎禮物好豐富啊！

梁老師（左）喜獲大獎電烤爐

是次活動收到不少同學的精彩作品
動力船搖身一變成為了「航空母艦」，
非常厲害！（四信 黃裔男 製作）

三顆小丸子化身為可愛乘客，
暢遊海上。（三愛 瞿詠 製作）

與家人乘風破浪，向大海揮揮
手。（三正 鄺姸熹 製作）

古代連環船，彷彿讓我們置身於赤壁
之戰中。（四信 蔣溢進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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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
  疫情下，同學們仍踴躍參加各項比賽，並獲得傲人的成績。盧元中同學榮獲明報及語常會舉辦的
「2019/20小作家培訓計劃」全年大獎冠軍（初小組），並獲明報到校採訪；何曼筠同學榮獲「中國語
文菁英計劃」小學組菁英銅獎；楊曉悅同學榮獲「愛的話語創作比賽2021」親子初小組亞軍。

明報小作家•菁英•愛的話語 同綻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小學組菁英銅獎 「愛的話語創作比賽2021」親子初小組亞軍

「明報小作家培訓計劃」全年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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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ctivities
English Debate Team
  This year, students explored the theme – Online Learning is Effective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Using persuasive writing and speaking skills, students created scripts and presented in front of a camera 
on the topic. Their teachers are all so proud of their efforts!

Creative Writing Class
  The Creative Writing class has soared this 
term, expanding their writing techniques including 
character development,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creating emotions. For their final assignment, they 
all plotted out and wrote their short stories over 
four weeks, writing short stories up to a thousand 
words.  Al l  four teachers were wonderful ly 
surprised by everyone’s progress. Check out their 
stories on our school blog now at puiching.blog!

Students joining the online lessons from home.
Ms. Aarshi and Mr. Ho teaching the students 
how to give persuasive speeches.

A photo of the 2nd Term Creative 
Writing Class on Google Meet.

Students' stories on Puiching.blog.
This term's Creative Writing teachers: 
Mr. Ng, Ms. Lina, Mr. Kash and Ms. Meli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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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校內及校外比賽
校內比賽
  本年度的校內比賽分別有小一和小三年級的迷宮設計比賽和棋盤設計比賽。

小一迷宮設計比賽

小三棋盤設計比賽

冠軍 小一善 凌澤朗 亞軍 小一善 莫子賢 季軍 小一善 劉盈妤

最佳創意大獎、最受歡迎大獎
小一望 周千蕙

最佳影片演繹大獎
小一光 葉恩語

得獎學生與校長拍照留念

冠軍、最佳影片演繹大獎 小三愛 莫俊陶

亞軍 小三善 劉諾希

季軍、最受歡迎大獎 小三真 蔡欣希 最佳創意大獎 小三愛 瞿詠

得獎學生與校長拍照留念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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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比賽
  本校於「WMI世界數學邀請賽2021」榮獲小學校隊組冠軍。其中，小五善李明德更取得個人金獎
和比賽成績首十名學生的殊榮。以下是他的得獎感受：

  很高興，我在比賽中取得了金獎，更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我還獲
得了整個賽事的TOP 10獎項，令我興奮不已。
  我從小就喜歡數學，媽媽經常自製數學遊戲給我玩，啟發了我
對 數 學 的 思 維 ， 是 我 的 啟 蒙 老 師 。 爸 爸 則 請 了 一 位 數 學 老 師 指 導
我，令我開拓數學的視野。
  我十分感謝爸媽對我的栽培，也很感謝培正數學老師們的悉心
教導，希望將來參加更多的數學比賽，為培正爭光。
  希望同學們下年度積極參加數學比賽，一展所長!

恭喜各位得獎同學

小五善李明德

以下是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學生於校外數學比賽得獎名單。

比賽名稱 獎項 班別／姓名

WMI世界數學邀請賽2021
（香港賽區初賽）

Top 10 金獎 五善 李明德

金獎 一信 陳朗然 一望 陳正桓 二光 方伽銣 三望 陳以樂
三望 陸羿宏 四信 黃晞桐 五光 伍栢希 六愛 鍾承佑

銀獎

一真 趙植信 一望 曾令齊 二善 鄧鈞浩 三愛 沈政熹
四誠 衛錞鋒 四誠 方智彥 四正 傅止謙 五望 方 明
五真 凌浩峻 五真 王慕璞 六真 郭朗希 六善 陳沚桓
六信 李文謙

銅獎

一正 何紫晴 一真 蔡睿行 一愛 顧曦茵 一信 宋睿謙
二誠 鄭宇軒 三愛 周思朗 三善 李曉諾 四愛 彭培淳
四正 馮潔盈 五望 張展朗 五光 李彥鋒 五信 鍾旻諭
五真 陳芊生 六愛 張傑名

華夏盃 晉級賽2021

特等獎 一正 何紫晴 四信 黃晞桐 四誠 方智彥 六愛 鍾承佑

一等獎
一信 宋睿謙 一信 陳朗然 一望 曾令齊 一望 陳正桓
一真 關沚晴 二光 方伽銣 三愛 周思朗 四誠 衞錞鋒
五信 鍾旻諭 五望 方 明 五真 王慕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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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屆香港青少年創新科技大賽」獲獎結果
  本年度本校有四位小六同學入選「第二十三屆香港青少年創新科技大賽」決賽。各同學出色的表
現，不但能夠發掘出日常生活的有趣問題，更能展現科學探究中講求嚴謹論證精神。而本校亦在本屆中
繼續蟬聯「優秀組織獎」。本屆比賽獲得個人獎項如下：

獲得「第二十三屆香港青少年創新科技大賽」的名單
獲獎同學 題目 獎項

李文謙（六信） 《遙控升降機按鈕》
二等獎

曹皓欣（六望） 《智能醉駕監控系統》
佘卓瑩（六愛） 《廚餘器Version 2.0 》

優異獎
沈一賢（六正） 《 哪款爆旋陀螺較持久？》

備註：以上三位在小學發明品組別獲獎的同學，更獲大會推薦代表香港參加「第十六屆屆宋慶齡
少年兒童發明獎活動」，在此祝他們在未來的科創之路再接再厲，發熱發光。

生活點滴 + 科技•創新泉源

家長、同學和老師大合照

媽媽，我得獎啦！

謝謝老師為我的發明品
給予不少意見

謝謝爸媽的啓發，每晚
我都會洗碗啦！

卓瑩，再去研發廚餘器3.0，
李副校會支持你Yeah！

醉駕？No way!

科創 I am loving it!

玩爆旋陀螺，寓遊戲於
學習，一舉兩得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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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

網上樂團排練
  下學期期間，樂團成員透過Google Meet進行網上排練，指揮與團
員透過網絡進行器樂合奏及訓練，同學都十分開心和投入！負責老師
也將團員們所繳交的影片製作成合奏片段，真的十分精彩呢！

合唱團及樂團排練
  在有限度地恢復實體排練下，為讓
同學可以再次感受集體排練的樂趣，合
唱團E團的部份團員為小六畢業禮進行合
唱練習。而各樂團也在考試後進行了數
次排練，期望為來年的樂團練習提早作
準備，讓同學重投樂團排練的懷抱。

音樂課堂
  在疫情放緩下，同學開始陸續回到音樂室上課。在寬闊
的音樂室環境下，同學雖戴上口罩，亦未能進行互動活動，
亦享受上音樂課的日子。希望同學繼續投入每一節音樂課，
珍惜每一秒享受音樂的機會。

同學們都十分專心地唱歌呢！高年級的同學也很投入地唱合唱歌

在音樂室上課，大家都很專注

同學透過網絡與指揮及其他團員進行互動

你看團員多麼投入地練習

銅管兄弟在家中也可以進行二重奏

即使在家中也無阻我們練習的心 透過網絡便能和同學進行合奏

即使疫情也阻不了同學們的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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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藍網上音樂會
  培正紅藍音樂會是音樂科每年的
盛事，校內的合唱團、樂團及老師團
隊都會參與表演，節目非常豐富。由
於疫情持續，本年度紅藍音樂會改為
以網上形式進行，表演內容包括同學
實時表演、小學老師及中學弦樂小組
表演，亦有本校敲擊樂團、管樂團、
弦樂團和中樂團合奏表演，期望同學
們在疫情的環境下依舊可以享受紅藍
音樂會所帶來的歡樂。 老師們也一同參與其中

中學弦樂小組表演 敲擊樂團合奏表演

管樂團合奏表演 中樂團合奏表演

弦樂團A團合奏表演 弦樂團B團合奏表演

老師透過網絡與同學一起參與紅藍音樂會
紅藍音樂會那天 表演者與觀眾都全情投入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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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小四年級班際跳舞比賽
  小四年級班際跳舞比賽在五月下旬於體育課以錄影方式舉行，活動旨在提高學生肢體靈活性，培養
審美和團結合作精神。舞蹈動作由任教老師編排，並於體育課排練，小四年級的同學們都竭盡所能、投
入練習，希望能在比賽中奪取佳績。
  比賽除了設有由老師評分選出的「最佳表現獎」外，更設有透過全校師生投票選出的「最受歡迎
獎」。在大家踴躍支持下，投票活動最終由小四真班以一百一十四票脫穎而出，成為「最受歡迎獎」得
主。而「最佳表現獎」則由小四誠班獲得。讓我們一起看看同學們的表演花絮吧！

四誠班的獅子們、彭彭及丁滿

四真同學拼成的4G，你們看到嗎？

我就是獅子王！Roar～

合拍度100分！

 1！2！3！拋色帶！

全神貫注 認真投入
我是可愛的丁滿

多才多藝的小四同學

最佳表現獎─四誠
最受歡迎獎─四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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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局主辦的學生視覺藝術作品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
  本比賽是香港學界中極具指標性的視覺藝術比賽，本年度每間學校只可提交不多於六件作品參加初
選。在我校本年度所提交的六件作品，當中有五件有幸入圍參展，當中張僖晴同學作品獲金獎(全港只
得10名)，張喆、許靖嵐獲嘉許狀(全港只得30名)實在是可喜可賀。
  作品已於中環愛丁堡廣場五號香港大會堂低座一樓展覽廳展出。

視覺藝術科校外比賽成績

小六正 張僖晴 金獎－疫情下眾生相 小二光 許靖嵐 嘉許狀－花車

小四信 張喆
嘉許狀－我和我的好朋友

小五信 黃皓潼－疫情下的香港 小一善 凌澤朗－尋找幸福的味道

  我校的小朋友多才多藝，於不同活動均有突
出成績，視覺藝術方面，亦有多項優異成績，以
下是一些同學的得獎作品，請大家細心欣賞。

小一誠 袁鎵豪
羅馬尼亞國際兒童純藝術賽 一等獎

小一善 劉盈妤
第三屆環球藝術發展大賽 2021我是「電影主角」

繪畫及黏土國際比賽小學低年級組 金獎

小六信 楊子芯
第九屆世界兒童繪畫大獎賽2020 金獎

小五善 吳行知
星島日報視藝比賽 一等獎

小四光 張鉦晞
小紅熊自油想MYDREAM 銀獎

小四光 張鉦晞
香港卓藝協會繽紛Easter繪畫比賽

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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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讀聖經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詩篇119篇105節
  世界變幻不定，唯聖經道理永恆不變。今年五月，收到國際基
甸會(香港)送贈五百五十本新約聖經，非常感激。學校全數派給每一
位小五、六學生，當他們收到聖經時，都感到十分興奮和好奇，更
立時翻閱聖經。對大部分同學來說，這是他們人生第一本聖經，盼
望他們好好珍惜，讓神話語成為同學們隨時的幫助。

國際基甸會(香港)送贈聖經

學生高舉聖經 學生立即翻閱聖經

一望 李俊澔 二光 許靖嵐 三正 鄺妍熹

四正 許靖淳 五信 麥頔信 六正 張僖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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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崇拜
  十二月廿一日是小學部的聖誕崇拜，先由葉校長、石副校長及李副校長帶領唱聖誕詩歌，然後播放
老師拍攝的「聖誕老人戴假髮」的廣告短片，以吸引熒幕上參與崇拜的學生。接著由恩典浸信會的江

思滿傳道分享聖誕佳音。今年的主題是「聖誕歡樂滿培正之你
又知唔知」，期望透過輕鬆的手法讓學生知道有關聖誕的冷知
識，例如聖誕樹頂上的星星為何名為「伯利恆之星」？東方博
士到底有多少人？耶穌在哪一個月份出生？聖誕拐杖糖的意義
等。學校亦為每位同學送上拐杖糖掛飾及聖誕熊作聖誕禮物。

葉校長和兩位副校長帶領一眾師生唱詩敬拜

彭sir和陳sir的精彩聖誕廣告
短片，同學百看不厭 齊唱聖誕歌

江姑娘的聖誕信息分享

崇拜節目之一：聖誕歡樂
滿培正之──你又知唔知 周老師和黃老師解釋聖誕花圈的由來

游Sir和戴Sir告訴我們甚麼
是「伯利恆之星」

同學收到的聖誕禮物──
小熊和拐杖糖掛飾拐杖糖代表JESUS耶穌是好牧人，保護和引導祂的羊

網上崇拜，同學投入唱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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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週
  一月十八日至廿二日是本校一年一度的福音週。本年
主題是「我看見，我聽到，我口傳揚」。主題經文出自歷
代志上十六章二十三節：「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天天
傳揚他的救恩。」本年度福音週的內容主要圍繞神的救恩
和傳揚救恩，活動包括：(一)早禱信息，我們訪問了葉展
漢校長、鄧若蘅老師、工友森叔及五誠班曾潔心同學，他
們分享了得救見證及與神的關係；(二)星期三的集會堂，
由培恩天地協助製作遊戲、五色佈道法介紹及手語教學。
影片後的延續活動中，學生需要利用福音禮物包內的五色

積木十字架完成兩至三項的任務。完成任務後，學生可透過福音卡上的QR Code在網頁登記，便有機會
得到禮物獎勵；(三)星期五的品訓堂，有劉麗珊老師分享信息及於網上進行呼召。

齊唱聖誕歌本年主題：「我看見，我聽到，我口傳揚」

家長義工的話劇表演，告訴我們神潔淨我們的罪

五色佈道法的手語教學

第一次在網上進行福音週活動

同學可利用福音禮物包
內的五色積木傳福音

齊來學習手語傳福音
你還記得這個手語代表甚麼嗎？

「洗淨」的手語，同學很快就學會了 森叔生命故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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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崇拜
  本年度的復活節崇拜是以錄影形式進行，先由老師小組帶領敬拜，然後由小學及幼稚園學生訪問葉
校長，接着是恩典浸信會的鄭國邦傳道以「復活傳說」為主題的信息分享。活動方面，由老師教授如何
用「神奇一刀」剪出一個十字架及用剪出後的紙碎拼出「永
生」二字，學生看後都嘖嘖稱奇。最後，播放師生共同拍攝
的復活節詩歌─《復活主與復活蛋》作結。此外，我們特
別在影片中加插了「數復活蛋遊戲」，以吸引學生的專注力
及增添趣味性。

老師敬拜小組領唱

同學訪問葉校長

四位型男老師吃復活蛋，表情十分有趣

影片中的數復活蛋活動

老師示範「神奇一刀」

很多復活蛋，但勝不過一位復活主

復活主與復活蛋，你會點樣揀？
小四同學拍攝影片時非常認真 同學精彩的演出

大家有否想過復活節的意義？齊來慶祝主復活

93



小學記要訓與輔

輔導組活動
「青草地」家長工作坊
  本校於下學期共舉辦四次「青草地」家長工作坊，內容包括親子關係、網路成癮、解難能力和抗逆
力。透過短講、短片及情境討論，於網上分享有關親子建立的訊息，藉以加強家長教養兒童的技巧。

潘秀妍姑娘(社工)分享「網上同行」家長講座

網上成癮之成因

拓展子女的興趣

狄志遠博士分享「處理親子衝突的雙贏之道」
處理衝突的五大策略

親子衝突的對話三大原則
親子衝突產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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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T攀峰及飛翔計劃
  SBT於本年度下學期為小三學生進行主題式活動，當
中包括自我認識、解難能力、情緒管理及人際關係。老師
透過遊戲、情境討論、做手工及短片分享等，讓學生能
在過程中發掘自己的潛能，從而提昇他們的抗逆力，做到
「突破自我，攀越高峰」。

透過遊戲，發掘自己特點

大家一起在網上呼叫SBT口號

學生投入分享自己的喜好

老師與同學分享訊息

學生分享情緒管理的方法

透過繪畫抒發內心的情感

分享勵志故事—蘇樺偉

學生享受課堂活動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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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小老師
  本年度愛心小老師於六月
二十二日協助小一年級參觀K
座大樓，過程中小老師展現愛
心照顧小一年級學生，為他們
介紹各地方，並協助老師維持
秩序。希望藉此活動，加強學
生對學校的歸屬感，提昇小老
師的責任感及領導才能。

小老師為同學介紹校史室

小老師照顧小一學生

感謝小老師的協助

參觀教員休息室

帶領小一學生到K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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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組活動
親子禮貌短片比賽
  透過短片拍攝比賽，讓同學以輕鬆有趣的手法，提醒大家
在日常生活中多注意禮貌，共同營造有禮互愛的環境。

下學期培正之星
  二零二零年度下學期培正之星於第三十五至三十八週順利完成。同學們於比賽期間都能積極參與
課堂，遵守秩序，共同營造良好的學習氣氛。

冠軍 黃裔男

優異獎 盧子雄

亞軍 林曉昕

季軍 林曉晴

優異獎 彭湛淳

一光 二光(星中之星) 三信

四信 五愛 六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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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貌卡設計比賽
  為了讓學生多留意日常生活中的有禮好行為，
訓輔組舉辦了「禮貌卡設計比賽」，讓學生可透過
色彩繽紛的圖畫表達禮貌訊息。優秀作品會被結集
成為一套培正小學獨有的「禮貌遊戲卡」，讓培正
同學擁有一套屬於自己設計的遊戲卡。

九龍城區傑出小學生
  六信李文謙同學參與由九龍城區校長聯絡委員會及九龍城民政事務
處主辨之「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
舉」。此項選舉之目的為獎勵和
表揚在學業、品行、課外活動及
服務等方面有傑出表現之學生。
疫情下，李同學在視像面試中表
現 優 異 ， 最 終 在 選 舉 中 脫 穎 而
出，獲頒「九龍城區傑出小學生
獎」。

親子組（低小 小一至小三）
冠軍 小一善 凌澤朗 小一誠 李倖如
亞軍 小一信 郭嫣琳 小二信 麥穎妍
季軍 小一善 陳俊燊 小三愛 莫俊陶

優異獎

小一信 戚本悠 小一光 黃沛晴
小一善 任浩鋕 小一誠 陳若希
小二信 馮芯柔 小二望 黃俊皓
小二光 黃丞熙 小二善 黃曦嵐
小二真 吳佐治 小二真 彭詩妤
小二真 汪 澄 小三善 李驊峻

親子組（高小 小四至小六）
冠軍 小五愛 梁恩澄
亞軍 小五誠 趙梓舜
季軍 小五愛 蕭致雅

優異獎 小五信 區天兒 小五愛 陳勇成
小五正 許溢汛 小五真 胡伊霖

個人組（低小 小一至小三）
冠軍 小一善 凌澤朗
亞軍 小二誠 陳子朗
季軍 小一光 陸以心

優異獎

小一愛 黃心蓓 小一光 郭梓希
小一誠 李倖如 小二望 陳愷霖
小二望 麥 澄 小二愛 黃卓琳
小二正 何柏緯 小二真 梁秀玥
小三望 方芷穎 小三愛 陳雪怡
小三愛 莫俊陶 小三光 陳可喬
小三誠 賴卓鋒

個人組（高小 小四至小六）
冠軍 小五愛 梁恩澄
亞軍 小四愛 鄭卓泓
季軍 小四愛 黃心詠

優異獎

小四信 黃晞桐 小四正 許靖淳
小四真 陳韋成 小五望 何卓穎
小五愛 陳泳榛 小五愛 張境人
小五愛 魏熙琳 小五光 李驊峰
小五正 吳梓君 小五真 胡伊霖
小六望 林昌諺 小六正 郭靜悠

禮貌遊戲卡設計比賽得獎名單

低小個人組 高小個人組

低小親子組 高小親子組

九龍城區傑出小學生 李文謙
李文謙同學從葉展漢校長
手上接過獎座及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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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運動會──運動競技過三關」
  為鼓勵同學們在家學習期間，能透過運動來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本校於四月舉行了「網上運動會─
運動競技過三關」。同學們積極拍攝短片，把體育課所學的各項技能運用，完成挑戰，樂在其中。期望同學
透過活動，養成多做運動的良好習慣，來年度能在運動場上風馳電掣！
  以下為各獎項得獎名單：

班際獎項：最踴躍參與大獎
小一愛 小二誠 小三善
小四誠 小五光 小六信

個人獎項：最佳表現獎
小一 小二 小三

莫意萱 小一正 劉千羽 小二善 郝宗佑 小三誠
李日薺 小一愛 馮希懃 小二望 張 浤 小三善
李祉悠 小一愛 林曉柔 小二真 鍾綽恩 小三真
陳雅媛 小一愛 彭詩妤 小二真 廖善萱 小三信
郭梓希 小一光 周昀希 小二光 鄧卓凝 小三愛

小四 小五 小六
陳善朗 小四真 江芷喬 小五正 李絡堯 小六光
關文諾 小四正 魏熙琳 小五愛 黃臻翹 小六善
馮潔盈 小四正 陳樂萱 小五愛 馬高鈞 小六信
余耀信 小四真 張展朗 小五望 黃以琳 小六正
程康兒 小四望 梁恩澄 小五愛 許以信 小六正

小一愛

小二誠

小四誠

小六信

小三善

小五光 挑戰開合跳

初小同學齊參與

靈活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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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得到──自理達人挑戰賽！
  透過由訓輔組舉辦的「我做得到自理達人挑戰賽」，學生於
班中練習摺衣服，更於家中拍攝自理影片，例如煮麵、煎蛋、綁
頭髮等。希望透過體驗式學習，同學可以提昇自理能力，做個有
責任感的孩子。

以體驗的方式學習自理

我做得到—自理達人挑戰賽

於班中一起練習摺衣服

挑戰項目—煮麵限時內挑戰摺得最快最整齊

提升學生的自理能力

挑戰項目—刨馬鈴薯 挑戰項目—搣橙子 挑戰項目—煎蛋

挑戰項目—修指甲

挑戰項目—綁頭髮學踴躍參與自理影片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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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藍精神 源遠流長
認識培正母校歷史活動

小六畢業福音會
  原定於三月廿五至廿七日舉行的小六畢業福音營因疫情反覆而改為小六畢業福音會，並於五月十二日的
集會堂進行。當中透過培正中學何力高校長的分享、情牽培正活動及各班同學精心拍攝的紀念影片，提醒同
學要懂得珍惜師生的一份情，更要在往後的日子緊緊跟隨主，盼望小六同學明白生命因着耶穌的愛而改變，
並從而得着豐盛的生命。

聽取老師講解三地培正的歷史問答環節！

  因應衞生情況所限，本年
度小五年級同學未能前往廣州
母校，但同學透過簡報、短片
與答問環節，認識了粵、港、
澳三地的培正歷史。

崇社同學，加油！

恩典浸信會送給崇社
同學的畢業禮物

六愛班的表演

我們畢業了！ 珍惜大家寶貴的友誼

情牽培正，以愛相連 猜老師遊戲，你能猜中多少？

同學在課室中投入參與畢業福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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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收費班
  下學期課外活動收費班在一月順利開始，除上學期原有的課程外，更新增了日、韓外語和程式編寫，以及
音樂及體育團隊課程，如弦樂團和管樂團、籃球、排球和中國舞等，讓學生在網課期間得到多元發展。同學報
名反應熱烈，總參與人數超過一千人次！期望學生在家中仍能繼續把握學習機會，培養自己的興趣！

同學們，讓我們一同演奏樂曲吧~ 原來在家中也可以學習踢足球

做運動前，最緊要先做伸展！

導師專心地留意同學的動作和安全

韓語也難不倒我了！
老師老師，快選我答問題

同學們先看導師示範吧！

快來挑戰我！
我想成為一個書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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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朗誦節及音樂節
  本年度的香港學校中文和英文朗誦節及音樂節順利圓滿結束，學生們亦取得耀眼成績。縱然比賽形式有
變，但無阻學生對朗誦和音樂的熱愛，以下為得獎名單：

比賽 項目名稱 姓名 班別 成績 得獎影片

中文朗誦節

普通話散文獨誦(男子組) 陳尚俊 小一光 冠軍

掃瞄
QR CODE
 欣賞冠軍
得獎影片

陳浚滔 小五誠 亞軍

普通話散文獨誦(女子組) 李幸樺 小二真 亞軍
馬凱逸 小五愛 冠軍

普通話詩詞獨誦(男子組)

沙泓迪 小一真 亞軍
曾鍵淘 小一愛 冠軍
陳昊昀 小二信 亞軍
石祐暘 小三誠 季軍
張珀曦 小四望 季軍
陳樂林 小四愛 亞軍
黃淳熙 小五信 季軍
陳溢希 小五真 季軍
劉亦然 小六真 亞軍

普通話詩詞獨誦(女子組)

黃靖斐 小一信 冠軍
趙映澄 小二誠 冠軍
梁芷瑜 小三信 季軍
陳穎璇 小三望 季軍
李功煒 小三望 亞軍
盧悅熙 小三善 亞軍
馬韻潼 小四正 季軍
馮潔盈 小四正 季軍
黃芍彤 小五望 亞軍
鄭詠曦 小六信 亞軍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組) 楊芷芯 小六信 季軍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組)

沙泓迪 小一真 亞軍
葉松融 小二善 冠軍
林思贊 小四信 季軍
周珀毅 小六正 季軍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組)

葉恩語 小一光 季軍
黃靖斐 小一信 季軍
陳心月 小二望 季軍
梁綽珊 小二誠 亞軍
趙映澄 小二誠 冠軍
陳遨芝 小三望 季軍
吳梓君 小五正 季軍
馬凱逸 小五愛 亞軍
黃美恩 小六光 季軍

宗教作品朗誦 姚樂君 小四愛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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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 Item Name Class Results Award Videos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Speech)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Boys/Girls

Ma Yat Sum P1B 2nd Place

Scan
QR code

for 1st Place 
videos:

Tsang Kin To P1C 1st Place
Kwok Tsz Hei P1D 3rd Place

Wong Chun Huen P2B 2nd Place
Zhu Hei Chiu P2C 1st Place
Chin Yi Him P2G 2nd Place

Sin Hon Ching P2G 2nd Place
Chiu Ying Ching P2H 3rd Place
Chan Ngo Chi P3B 2nd Place

Chan Wing Shuen P3B 1st Place
Wu Kwan Kei P3B 3rd Place

Chan Destin Dao P3E 3rd Place
Tang Chloe P3F 2nd Place

Shek Yau Yeung P3H 3rd Place
Wong Yui Nam P4A 1st Place

Chan Yung Shing Timothy P5C 3rd Place
Ng Tsz Kwan P5F 2nd Place
Chan Chun To P5H 3rd Place
Chow Picton P6F 3rd Place
Hui Carlton P6F 3rd Place

比賽 項目名稱 姓名 班別 成績 得獎影片

音樂節

分級鋼琴獨奏－一級
李仲宇 小一光 冠軍

掃瞄
QR CODE 
欣賞冠軍
得獎影片

黃芷柔 小一誠 冠軍
許靖淳 小四正 冠軍
李日薺 小一愛 亞軍

分級鋼琴獨奏－二級

劉翃希 小二善 冠軍
沈政熹 小三愛 亞軍
盧悅熙 小三善 亞軍
馬希晴 小二光 季軍
張穎妍 小二正 季軍

分級鋼琴獨奏－三級
王鉅心 小二信 冠軍
梁馨悅 小四信 冠軍
張心悅 小四善 冠軍

分級鋼琴獨奏－四級
吳坤奇 小三望 冠軍
劉盈孜 小四真 冠軍
張梓童 小三信 季軍
鄭可祐 小五光 季軍

分級鋼琴獨奏－五級 孫子晴 小三信 亞軍
陳軼媛 小五愛 季軍

分級鋼琴獨奏－六級 羅卓寧 小六真 季軍
分級鋼琴獨奏－七級 葉承恩 小四正 冠軍

陳沚桓 小六善 冠軍
小提琴獨奏－三級 劉翃希 小二善 季軍

中提琴獨奏－初級組 杜 天 小三善 亞軍
陳溢澄 小四善 季軍

單簧管獨奏－小學－高級組 張僖晴 小六正 冠軍
巴松管獨奏－小學－高級組 羅煜林 小五正 亞軍

笛子獨奏－小學－高級組 王文狄 小六誠 亞軍
兒童獨唱英文歌曲－女童聲

 －5至6歲 張靖希 小一望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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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幼童軍網上宣誓儀式
  本學年的幼童軍集會改為網上授課，以替代過往的面授集會，宣誓儀式亦改為網上進行，各團員認真看
待，並莊嚴地宣讀幼童軍規律及幼童軍誓詞，期望學員們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規律」及「誓詞」的精神，
成為日行一善的幼童軍。

幼童軍規律
幼童軍，盡所能，先顧別人才顧己，

日行一善富精神。

幼童軍誓詞
我願盡所能；對神明，對國家，盡責任；

對別人，要幫助；對規律，必遵行。

黃智立副主任主持是次網上宣誓儀式

新晉團成員舉起「半禮」手號，並誦讀「幼童軍規律」及「幼童軍誓詞」

完成宣誓後，新團員向各人敬「全禮」，並戴上會員章及旅巾，正式加入世界童軍及七十九旅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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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比賽得獎
培正網球新星
  小二信班吳日楠同學，於二零二零年出戰由香港網球總會舉辦
的 中 國 通 海 金 融 紅 球 挑 戰
賽 ， 憑 着 出 色 的 表 現 獲 得
賽 事 七 歲 男 子 組 第 三 名 ，
其 後 ， 在 日 清 出 前 一 丁 青
少 年 網 球 新 秀 賽 （ 八 歲 男
子 組 ） 賽 事 中 奪 亞 。 相 信
日 楠 日 後 能 更 上 一 層 樓 ，
再創佳績，加油！

「新一代」乒乓小將
  由香港乒乓總會舉辦之恒生「新一
代」乒乓大比拼複決賽，吸引數百名年
輕乒乓小將參與。其中，小三正班彭知
言同學於女子八歲組中晉身八強，奪得
優異獎。期望知言能再接再厲，在各項
賽事中繼續努力，為校增光！

培正劍手奪佳績
  本校花劍代表，小四望班陳穎俊同學參與各項劍擊賽事，以出色的表現，獲得佳績。陳穎俊同學
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舉辦的培星Allstar劍擊邀請賽中脫穎而出，奪得男子U10花劍個人冠軍。其後，亦
在九龍城區體育會主辦，「全港少年及兒童劍擊錦標賽2021」男子U11花劍個人賽事中獲總成績第七
名。希望各位培正劍手能繼續努力，再創佳績。

小二信班吳日楠同學得獎合照

乒乓小將 彭知言
全神貫注

獲得首項個人賽冠軍
培正花劍代表 陳穎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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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繩明日之星
  小二真班彭詩妤同學現為花式跳繩青苗班成員，從小喜歡
花式跳繩的她每次成功挑戰新的花式動作，或在速度上跳破了
自己的紀錄，都會有説不出的滿足感。詩妤本年度在中國香港
跳繩總會「全港網上分齡跳繩比賽2020」中奪總成績亞軍、於
「Ziberty全港跳繩個人挑戰賽2021」中獲總成績殿軍，亦在
「『跳繩強心』網上跳繩比賽2021」中十五秒雙腳前繩速度跳
獲得季軍。希望詩妤日後繼續挑戰自己，為我校爭光。

藝術體操雙嬌娃
  朱妍睿及鍾綽恩同學，憑着身體與用具的純熟配合，以及優美的動作形態，於藝術體操項目賽事
中，取得以下佳績：

四誠班 朱妍睿同學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八日於「第二
屆全港社區藝術體操公開賽」中
奪 得 徒 手 操 冠 軍 、 個 人 全 能 亞
軍。同時亦於「全港藝術體操公
開賽」預備級中級組徒手操項目
中獲得第八名。

三真班 鍾綽恩同學
二 零 二 零 年 十 一 月 廿 八 日 參 加
「全港藝術體操公開賽」獲得四
級初級組圏操亞軍。

努力的成果
分秒必爭

朱妍睿同學展現優美的徒手操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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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聖誕崇拜
  本年度聖誕崇拜以網上形式舉行，小朋友與家長在家中一同參與聖誕崇拜，透過詩歌、話劇及訊息
分享，讓小朋友明白主耶穌降生的意義，並把主耶穌降生的喜悅帶給身邊人。

聖誕崇拜以網上形式開始了
祈禱時間

老師們為我們表演話劇

小朋友投入參與崇拜

在熒幕前來一張合照
最後老師為小朋友送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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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復活節崇拜
  幼稚園復活節崇拜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舉行，是次崇拜內容非常豐富，除了詩歌、訊息分享
外，還有老師表演話劇帶出復活節的意義，全體老師透過有趣的演繹向小朋友送上祝福。此外，還有尋
蛋遊戲和手工創作，讓小朋友過了一個難忘的復活節慶祝活動。

小朋友以詩歌讚美主耶穌

遊戲時間

一起做手工

一起尋找復活蛋

尋蛋遊戲真好玩

找到復活蛋了

來一張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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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新年慶祝活動
  學生與老師進行了網上年宵活動，老師和同學們穿
上華服，認識年宵的習俗和一起玩遊戲，非常興奮！另
外，本年度亦舉辦了新春親子設計比賽，讓小朋友發揮
創意將環保物料設計及創作成新的賀年飾物，同學們都
非常踴躍參與。

老師們與同學在網課中進行賀年遊戲

同學們向班中同學展示家中的賀年飾物 王校監、葉校長和各位老師向同學們拜早年

疫情下也無阻一班同學與老師大合照
透過網課學習不同揮春的祝賀語

獲選班中「我最喜愛作品」的代表

獲選班中「最有創意作品」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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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襟花設計比賽
  畢業襟花設計比賽已經完滿結束，感謝各位家長的參與，冠軍作品經製作後會於本年度的畢業禮
中，供小學及幼稚園畢業生配戴。

禮貌遊戲卡填色比賽
  禮貌遊戲卡填色比賽已經完滿結束，恭喜各位得獎的小朋友。

優 異 優 異冠 軍

上幼兒愛班
郭貝賢

低忠班
陸俊賢

上幼兒善班
林珈妍

上幼兒善班
蔡一鳴

高信班
盧姵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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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會
  本年度的生日會順利舉行，當中節目豐富，更有老師預備的精彩話劇和遊戲，大家都非常開心投
入。在慶祝生日會的同時，同學們都不難感謝天父和父母的愛，還學習將愛分享給身邊的人。

生日會當天與同學們一起進行體能活動
謝謝學校為我們準備了豐富的生日禮物

來猜猜我們在模仿甚麼動物
於課室與同學們進行Bingo 遊戲

於音樂室與同學們進行集體活動

同學們一起進行音樂傳球遊戲

看看我們在玩繽紛的快樂傘

能夠與老師和同學們一起開生日會，真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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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網上學習
  在疫情停面授課期間，除了恆常的網上學習課堂，學校亦安排班主任以視像形式與幼兒進行面談，
以了解和關心幼兒的近況。

幼稚園下學期網上活動班
  本年度下學期的活動班繼續以網上學習的形式進行，增設了普通話班及親子LEGO班，除了發展幼兒
的學術、體能、科學發展外，還可透過創意活動激發無限想像力，並可輕鬆愉快環境中增進親子關係。

小朋友與老師分享生活所見所聞

透過故事和遊戲學習普通話 爸爸和我一起製作相機和蛋糕 這是我和媽媽製作的恐龍

幼兒投入地進行手工創作 一同享受親子創作的過程 探索鏡子的反射

視覺遊戲 成功找到平衡點 是獨一無二的面具 可愛的小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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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運動會
  幼稚園於三月舉行「三項小鐵人比賽」，小朋友們一起參與個人及班際比賽，除了提昇小朋友對運
動的興趣，促進他們的身心健康，更重要的是學習體育精神。

恭喜得獎班別

賽前大合照

開始比賽

障礙賽

投入比賽活動

向着終點前進

擲豆袋比賽看誰擲得最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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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校外比賽獎項記錄
班別 姓名 比賽名稱 項目 獎項 主辦機構

上幼光 黃菁藴 第42屆GAPSK
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K1幼稚園組
廣東話組 亞軍 GAPSK普通話朗誦比賽

執行委員會

上幼光 黃菁藴 2020全港兒童朗誦大賽 幼稚園K1組
英語 冠軍 Asia-Pacific Children and Youth 

Culture and Arts Association

低信班 韓逸熹 2020香港數學挑戰賽 幼稚園組 冠軍 Asia-Pacific Children and Youth 
Culture and Arts Association

低望班 莊承熹 第四十二屆GAPSK
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K2幼稚園組
童詩獨誦 亞軍 GAPSK普通話朗誦比賽

執行委員會

低善班 李知蘊 第四十二屆GAPSK
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K2幼稚園組
童詩獨誦 冠軍 GAPSK普通話朗誦比賽

執行委員會

低誠班 杜廷彥 Graded Examination 
in Spoken English Grade 1 Distinction Trinity College London

高信班 陳梓喬 三武士兒童劍擊挑戰賽2021 混合花劍 冠軍 三武士會

高信班 陳梓喬 香港劍擊學院
2021年度第一季劍擊比賽 花劍 冠軍 香港劍擊學院

高信班 徐晟睿 73rd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Graded Piano 
Solo-Grade one First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高忠班 陳霜怡 73rd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Violin 
Solo-Grade Two First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高望班 黃俊樺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幼兒獨誦－粵語 榮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望班 梁津寧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幼兒獨誦－普通話 榮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正班 黃允顥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幼兒獨誦－粵語 榮譽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高毅班 葉思言 第四十一屆GAPSK 
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K3幼稚園組
自選誦材 冠軍 GAPSK普通話朗誦比賽

執行委員會

高愛班 薛偉霖 第四十二屆GAPSK
全港普通話朗誦比賽

K3幼稚園組
自選誦材 冠軍 GAPSK普通話朗誦比賽

執行委員會

高愛班 李凱澄 "海洋盃"
全港朗誦藝術交流大賽(2021)

幼稚園K3
 普通話兒歌組 金獎 香港海洋語言藝術推廣中心

高光班 胡文博 Tonghai Financial
 Mini Red Competition

Boy'6 & 
 Under Singles Champion Hong Kong Tennis Association

高光班 胡文博 全港兒童認字大賽2021 高級組（中文） 冠軍 香港兒童表演藝術交流協會

高正班 陳正昊 意大利國際青年兒童
音樂大獎賽香港站 弦樂組 冠軍 香港青年兒童藝術協會

高正班 黃允顥 國際兒童
及青少年英語朗誦大賽 幼稚園K3組 冠軍 Global Arts,Sports and 

Culture Association

高誠班 黃若菲 第七十三屆全港學術比賽
兒童珠心算速算大賽 幼兒高班 冠軍 香港國際文藝交流協會

高忠班 陳霜怡 International Fringe 
Music Competition 2021

ABRSM/ 
Trinity Grade 3 

Strings Class
1st prize International Fringe 

Association

高毅班 馬樂天 小小演奏家 2021全港兒童鋼琴、
管弦樂及敲擊樂大賽 鋼琴 冠軍 香港兒童表演藝術交流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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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長應邀出席清華大學建校110周年系列活動
  本校高錦輝校長在四月廿四及廿五日出席北京清華大學建校一百一十周年系列
活動，這是高校長繼該校一百周年校慶之後，再次獲邀出席，也是港澳台唯一
獲邀請的中學校長。
  校慶前夕，習近平主席現場考察並寄語清華學子，校慶活動備受矚目。
「自強成就卓越、創新塑造未來」，清華校慶系列慶祝活動豐富、緊湊而盛
大。四月廿四日，高校長首先出席「大中銜接人才選拔與培養論壇」，由北
京師範大學原校長鍾秉林教授作主旨報告，此論壇方向包括如何引導學生立
志明德及如何激發學生思辨探索；隨後出席「2021大學校長全球論壇」，主
題為「共創未來：大學的願景與新使命」，包括耶魯大學等在內的世界頂尖大
學的校長，通過線上及現場，發表了對人才培養的高見。高校長對世界高等教育 的
發展方向及大中銜接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期間亦與全國辦學成績突出的中學校長交流互動。
  四月廿五日早上，高校長出席「第64屆『馬約翰盃』學生田徑運動會」，開幕式上學生們展示出
清華學子活力充沛的一面，校友們懷着感恩之情出席開幕式。在「清華大學建校110周年大會」上，清
華大學、北京大學、劍橋大學校長，校友、教師、學生及政府代表分別致辭。晚上，「清華大學110周
年校慶聯歡晚會」隆重舉行，出席者眾，場面盛大，節目精彩非凡。晚會以四大篇章為主軸，透過音
畫戲劇、群話、合唱、舞蹈等形式呈現清華的發展史，並以《我和我的祖國》作為結尾，扣人心弦。
  高校長在京期間，爭取時間與校友見面，抵步當天與在北京就讀的部份校友相見歡，校長給他們
送上由紅藍義務工作協會訂製的PC Macau口罩，校友們均感雀躍。整個活動行程，由就讀清華大學二
年級生物科學系的周悅暉校友（君社）當義工，為來賓作好聯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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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8年級康社成立

  五月八日，二零二八年級康社成立典禮，按
衞生局指引，在各項完備的防疫措施下，典禮順
利舉行。
    上 午 十 時 ， 典 禮 正 式 開 始 。 全 體 齊 唱 校 歌
後，由康社社長沈靜柔同學致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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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學 ， 澳 門 培 正 同 學 會 名 譽 會 長 劉 永 誠 校
董、澳門培正同學會會員大會主席莫志偉校董亦
擔任主禮嘉賓，頒發社旗設計比賽等獎項，多位
澳門培正同學會代表到場觀禮。依據培正傳統，
小五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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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最好的自己》。音樂劇共分
五幕，每個節目都各具特色，獲得了嘉賓及師生
的一致好評。典禮安排線上直播，家長可於網上
觀看現場實況。典禮在熱烈的掌聲中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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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與希爾傳媒集團共建學習交流基地
  本着友好相處、資源分享、優勢互補、協作互利、共同發展的原則，澳門培正中學與希爾傳媒集
團，於五月廿五日在本校禮堂隆重舉行「學習交流基地意向」簽約儀式及講座。
  儀式上，本校郭敬文副校長及希爾品牌中心總經理董是女士代表簽署，見證簽約儀式者眾多，包括
本校楊珮欣主任、蔡力行主任，以及希爾澳門分公司總經理曹霜、希爾澳門分公司副總經理李亮途、希
爾澳門分公司總經理助理兼珠海一區銷售總監羅藝、希爾品牌中心總助兼視頻主管馮曉婷，氣氛熱烈。
  董是總經理分別向高一和高二同學主持兩場「Z時代如何玩轉新媒體」講座，介紹了如何運營、營
銷微博、小紅書、抖音和百度這四種熱門的新媒體平台，向學生講解如何通過新媒體打造優質的內容，
為學生展現了在資訊發達的當下新媒體的強大力量。
  本校致力發展多元化課程，提供了許多聯課活動讓學生按照自己的興趣和能力參加，從豐富多采的
活動中充分發展學生的潛能、個性，為學生未來的生涯發展與規劃打下堅實的基礎。其中，本校紅藍影
画、紅藍演藝將成為首批參加是次學習交流基地計劃的學生團隊，希爾傳媒會為本校學生團隊提供視頻
製作及社交平台行銷團隊指導。本校與希爾傳媒集團的簽約儀式為雙方共建學習交流基地揭開序幕，提
昇了雙方的核心競爭力，形成了更加強勁的整體競爭優勢。此後，雙方將不斷探索深入合作模式，以培
養及提昇學生新媒體素養為核心目標，讓學生能夠走進企業、獲得廣闊的平台，使基礎教育與新媒體產
業接軌，開闢產學結合、創新人才培養模式的有效途徑，從而促進澳門乃至粵港澳大灣區的新媒體產業
建設的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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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文創人才──紅藍文創紀念品自助販賣機正式啟用

  為配合澳門特區政府推動本土文創發展的政策，為澳門文創產業培養更多優質人才，澳門培正中學
「紅藍文創紀念品小組」在十二月三日正式成立，使學生實現無限的想像創意，該小組成員從學習各樣
的設計技巧，到實際產出成品的整套流程，開發出原創且充滿培正元素特色的紀念品。為讓小組的成品
能面向市場，「紅藍文創紀念品自助販賣機」於十二月二日正式啟用，於校內展售小組的成品。學生文
創成品設計精美、極具校園特色，包括培正特色鎖匙扣、手帳紙膠帶以及其他原創的主題紀念品等。
  緊貼數碼化年代的步伐，「紅藍文創紀念品自助販賣機」備有電子支付的功能，迎合現時流行的消
費模式。除可使用電子支付外，販賣機還能準確記錄產品的即時銷售情況，方便及時進行補貨以及作出
顧客喜好分析數據統計，以便未來推出更受消費者歡迎的文創產品。
  對於在校園內成立文創紀念品販賣機，培正校長高錦輝表示這是科技與各科合作的實踐，也是產學
研的嘗試，使學生能從文創產品的設計到成品，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紅藍文創紀念品小組的學生成員
都是由零開始，在老師帶領下，從設計到生產以及行銷，一步一腳印去學習。通過跨學科的課程學習，
學生能結合藝術、工程、商科知識，去創造出貼合市場的產品。小組指導老師吳穎祺認為，跨學科的課
堂教學賦予學生很大的主導權，使學生的想像空間不受框架的
限制，而培正學生具有豐富的想像力和創意，在扎實的知識基
礎下，同學能創作出更大膽、新穎的產品。紅藍文創紀念品自
助販賣機的推出，正正就是在培正學生的創意下促成的。在校
內推行以文創設計的教學活動和教學實踐，向社會大眾展示培
正深厚的校園文化風韻，為澳門社會培養更多文化創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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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三日，高校長應邀出席由澳門理工學院舉辦「葡萄
牙語學士學位課程教學實習結業研討會」。語言及翻譯高等學
校韓麗麗校長、Anna Saldanha主任感謝培正中學對該校葡語
教學實習生的支持，並且對葡語教學的悉心安排，予以肯定。
期間，由楊珮欣主任以「澳門之橋樑：澳門特別行政區中葡文
化傳播」為主題，分享培正十年來開展葡語教學的情況，以及
畢業生選讀相關科系的統計，讓在場的嘉賓及該校的大學生，
充分了解中學葡語（非母語）「教與學」的實況，並且讚賞特
區政府對葡語教學的投入及對學校的支持。

高校長及楊主任應邀出席
「葡萄牙語學士學位課程教學實習結業研討會」

  十二月十八日上午八時，本校舉行慶祝澳門特別行政區成
立二十一周年升旗儀式。迎着晨曦，本校升旗手護衛着國旗和
區旗入場，他們着裝整齊，步伐矯健。伴隨着國歌的響起，大
家集體行注目禮，莊嚴肅穆。冉冉升起的國旗和區旗激發了同
學們不斷向上的鬥志，點燃了同學們愛國愛澳的熱情。隨後，
歐陽效鴻牧師帶領師生禱告，感恩在疫情之下學校能如常、平
安地進行教學活動，並祝福祖國繁榮昌盛。

  在莊嚴的國旗和區旗下，高錦輝校長講話。他以澳門回歸以來的時間軸和有力的統計數據為引線，
指出在澳門回歸祖國二十一年來，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特區政府、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澳門教
育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澳門教育事業獲得了空前廣闊的發展空間，這是「一國兩制」下所創造
的澳門教育奇跡，而培正在這大環境下獲得了支持和幫助，取得了良好的辦學效果，得到了各界的讚譽
和欣賞。
  二零二零年，是艱難的一年。高校長稱讚祖國能有效應對疫情，全世界有目共睹。在祖國的指導和
關懷下、特區政府努力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下，學校能繼續進行豐富多采的交流活動，為學生拓展平
台，開闊學生視野。他表示這一切都來之不易，呼籲同學們、老師們能不忘初心，砥礪前行，在自己的
崗位上發光、發熱。

慶特區成立二十一周年升旗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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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青局、警察總局、治安警察局向全
澳學校組織可疑人物闖入校園演練。十二
月九日，當局人員來校，了解本校制訂的 
「防範封鎖」 措施，通過桌上演練，強
化員工應對突發事件的意識及能力。

  爲提高師生在面對突發事故發生時的應變能力，按教青局之規定，學校每年會組織防災演習。一月
廿七日上午，本校進行「可疑人物進入校園」防災演習，模擬有人在上課期間，未經允許私自入校的情
景。本次演習得到警察總局、治安警察局以及教青局人員的協助，師生認真對待演習，過程順利。

  演習期間，高錦輝校長為總指揮，相關行政老師隨即
就位，密切留意現場情況，作出及時和適當的行動。師生
留意校長在全校廣播中宣佈的「防範封鎖」指令，根據自
身所處的位置，保持冷靜並迅速配合指引。期間，校方透
過通訊平台與全校教職員工保持聯絡，發放即時訊息。在
師生合力下，演習順利完成。
  演習後，隨即進行總結會議。政府人員表示本校演習
認真，並給予建議優化細節；校長表示經早前的「桌上演
練」，清晰了演習流程，使之能順利進行；而演習亦能加
強師生對應變行動的熟悉程度，讓師生提高警覺，防患於
未然，有助建設安全校園。

「防範封鎖」桌上演練

「可疑人物進入校園」防災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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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向來重視學生的品德教
育，面對新時代德育工作迎來了
新挑戰，為着更好地做好德育教
育，落實關愛校園。本校行政人
員及部份老師，於一月三十一日
舉行德育工作集思會，為做好德
育工作出謀獻策。

  為了持續優化學校的德育工作，本校於二月廿八日舉辦了主題為「集思明道」的德育工作集思會。
全校教職員一同參與，共商對策。
  上午舉行了兩場教師培訓，分別是由凱暉生命教育資源中心主講的「如何辨識青少年自殺行為及介
入策略」及由司法警察局關注少年組主講的「預防電腦犯罪、網絡欺凌及性侵的工作概況」。培訓讓老
師更新了現有概念，獲益良多。
  下午，校方與老師們就未來學生之德育工作共同商討及制定出以精準化為核心的行動方案，以落實
全民德育及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德育工作集思會

「集思明道」——德育工作集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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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結姊妹學校
與貴州省鎮寧民族中學締結姊妹學校 
  本校高錦輝校長帶領高一望彭宇恆、高二善余維盈、鮑翰
林、鄭愷亭同學，於四月二至五日在貴州貴陽參加締結姊妹學
校的簽署儀式，期間訪問姊妹學校貴州省鎮寧民族中學，與當
地的校長主任作深度交流，成功建立了貴澳友誼橋樑。
  四月三日上午，我校與鎮寧民族中學開展交流聯誼活動。
座談會上，貴方代表對澳門同胞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認為兩
校應該以這次聯誼交流活動為契機，在辦學經驗上展開交流。
高錦輝校長在發言中表達對與鎮寧民族中學締結姊妹學校的欣喜，並介紹了我校的發展歷史，分享全校
的電子學習模式、在創新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績。
  四月四日，我方前往王若飛故居和谷氏舊居參觀，遊覽歷史文化街區，體驗當地純樸的風俗文化；
還到著名景點黃果樹瀑布及周邊景區，觀賞貴州壯麗的自然景色，感受祖國大好河山。
  經過四日三夜的貴州交流，同學們均表示獲益良多，能了解到多采多姿的貴州民族風情；與澳門鏡
平學校前往安順第八小學開展交流活動，增廣見聞。雖然當地學校的學生因節日而無法回校，卻成為往
後雙方再次交流的期盼。本校期望能與鎮寧民族中學有進一步的發展，促進兩校的姊妹情誼，為加深貴
澳在基礎教育的合作上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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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澳一家親　與三校締結姊妹學校
  四月十五日上午，本校高錦輝校長赴廣州，出席二零二一年穗澳姊妹學校簽約儀式，分別與廣州市
第二中學、廣州市花都區花東鎮七星小學締結姊妹學校，進一步加強穗澳教育交流合作。
  教青局老柏生局長、龔志明副局長及相關部門負責人，廣東省教育廳、廣州市教育局、區委統戰部
和區教育局代表均有出席，場面盛大。
  下午，高校長到佛山市順德區大良實驗小學，雙方簽訂協議，締結為姊妹學校，兩校將在大灣區發
展框架下開展校際教育交流與合作。郭敬文副校長、馮少嫻主任、小五六級三十多名師生出席簽約儀
式。高校長致辭時表示，冀兩校攜手推進教育改革的前沿，回應未來的挑戰，並希望兩校學生們在交流
中了解兩地教育制度的不同，體會地區差異的同時，感受粵澳一家親。
  簽約儀式後，雙方行政座談交流，小五六級師生走入大良實驗小學課堂，並開展四日三夜的豐富交
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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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山東省諸城第一中學締結姊妹學校
  五月十七日，高錦輝校長率本校籃球隊前
往 山 東 ， 與 山 東 省 諸 城 第 一 中 學 締 結 姊 妹 學
校，並與該校進行籃球友誼賽。
  一行四十人抵步，旋獲熱烈接待，師生們
均 感 受 到 在 地 熱 情 直 爽 的 風 采 。 此 行 意 義 重
大，既聯繫了魯澳兩地的教育，又能搭建體育
交流的平台。在五月十八日的簽約儀式上，山
東省諸城第一中學王勇校長與高校長交換姊妹
學校契約，為兩校交流合作譜起新篇章。
  此外，本校男女子籃球隊與諸城第一中學
上演友誼賽，各施球技切磋，氣氛高漲，友誼
至上。諸城市委組織部部長崔欣，諸城市教育
和體育局孫加軍局長亦親臨，現場陣容鼎盛，
場面熱鬧。除了以球會友，本校師生也參觀了
諸城一中的校園，體會厚重而現代的校園文化。師生亦參觀孔子故居、恐龍館，還登上了泰山，了解山
東歷史文化，增加對國家歷史的認識，師生均感獲益良多。是次活動是認識祖國愛我中華的計劃，獲教
青局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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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
培正內地保送生再創新高　高校長籲把握機會 
  為讓更多優秀的澳門應屆高中畢業生前往內地高等院校升學，國家教育部增加了二零二一年內地
高校招收澳門保送生的高校數量和保送名額，並原則上對澳門學生開放所有專業，以及繼續實施「徵
集志願」。赴內地升讀著名學府是不少學生的夢想，有賴國家政策支持，本地學子得到更多的升學選
擇和途徑。
  配合國家的發展、培育高質素人才以及讓學生有更好的升學選擇，培正格外重視這次難能可貴的機
會，在保送階段前夕已向學生宣傳有關的政策，分析未來的就業形勢和發展機遇，並積極鼓勵有興趣且
能力達標的高三同學能做好生涯規劃，選擇有專業興趣的學科，參加內地升學保送。今年申請內地保送
的培正學生共一百一十七位，而且有九成四的同學被內地名校錄取。無論是獲成功保送到內地升學的學
生人數，還是申請人數，都比過去年度大幅增加，再創歷史新高。
  一月廿九日，培正舉辦了內地高校同學分享會，由高錦輝校長和溫淑玲老師主持。分享會上，高校
長祝賀獲內地高校錄取的同學，並勉勵同學把握到內地升學的機會，透過對外交換和積極參加各式各樣
的活動，擴充自己的國際視野和人際網絡。同時，高校長亦鼓勵同學在求學的過程中，善於利用大學提
供的資源和平台，多與國際接軌交流，走出校園，走出澳門，走向世界，為未來做好準備。
  分享會上，在內地就讀著名高校的校友回校分享，與學弟學妹分享其求學經驗和心得，以及在大學
的生活點滴。校友們提醒學弟妹珍惜保送機會，做好大學生涯的規劃，樹立清晰的學習目標；且調整好
學習心態，勇於面對在內地就學的挑戰和競爭。對很多學弟妹的迷惘和擔心，他們指出內地學習風氣濃
厚，學生求學認真，但作為培正的優秀紅藍兒女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在培正學習時打下的堅實基礎，發
揮所長、努力耕耘，定能趕上。
  能與在內地升學的學長學姐面對面地交流、討論，同學們均很受鼓舞，至分享會結束後，仍依依不捨
地圍着校友們熱切詢問相關資訊，場面溫馨熱鬧。出席分享會的校友共有十位，包括就讀清華大學的校友
陶昶、復旦大學的李伊晴、上海交通大學的伍卓霖、浙江大學的林曉君、中國人民大學的譚禧睿、北京外
國語大學的陳一鳴、四川大學的鄭智灝、華東師範大學的劉泓智，以及中山大學的余若彤和梁文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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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船』遞夢想⸺
『南湖紅船』之家國情懷跨科教育活動」
  二零二一年是中國共產黨誕生一百周年，為迎接建黨一百周年，深入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
的《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全面培養港澳地區青少年弘揚愛國主義精神，首屆由中國航海模
型運行協會，中國（澳門）科技體育教育協會合辦的「不忘初心『船』遞夢想——『南湖紅船』之家國
情懷跨科教育活動」開幕講座於十二月七日上午在本校禮堂舉行。
  建黨初期，「一大」代表在「南湖紅船」上完成大會會議，宣佈共產黨誕生。培正舉辦是次跨科教育
活動主要由中華文化館主管鍾春暉進行歷史專題講座與同學重溫建黨歷史，向出席的嘉賓和同學介紹中共
一大的秘密召開，和「南湖紅船」曲折離奇、扣人心弦的故事，向大家傳遞中共草創階段的艱辛和崇高愛
國精神。接着的活動則由視覺藝術科老師，於課堂指導小六級同學組裝「南湖紅船」模型，以及為模型船
着色從而加深了解「南湖紅船」的歷史意義，將愛國教育融入中國歷史文化及視覺藝術科當中。
  是次出席活動嘉賓有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宣傳文化部副處長辛建波，澳門
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梁安琪，全國政協及澳門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張明星，中國（澳門）科技
體育教育協會創會會長鄺紫珊，中國（澳門）科技體育教育協會名譽會長皮社勝，培正副校長陳敬
濂等。是次活動特別鳴謝鄺紫珊女士、文化教育學會及杭州中天模型有限公司ZTMODEL（科模少創
PLAYSTEAM）。

辨識及處理學生情緒工作坊
  三月十一日下午，本校舉辦「辨識及處理學生情緒工作坊」，主講嘉賓為澳門心理學會副理事長李昇
恆。李副理事長協助教師認識情緒的作用以及常見的學生情緒問題，並讓教師進一步了解學生不被看見的
情緒問題，教師通過分組討論、活動掌握情緒輔導技巧，逐步建立師生對情緒素養學習的正向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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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教育講座 
  本校為增進教師對青少年精神健康的知識，
特別邀請澳門利民會於四月廿九日下午來校為中
學老師主講精神健康教育講座，主講嘉賓為該會
精神健康急救導師唐影彤，講題為「伴他走過青
澀的歲月——青少年精神健康初探」。唐導師清
晰地講解青少年常見精神問題的概念，以及辨識
各類型青少年精神健康問題，並指導老師若遇到
學生出現精神問題引致之常見危機時，正確的處
理原則及方法，讓老師們明白到非批判性聆聽和
積極性陪伴的重要性。

送帆船知識進校園推介會 
  四月廿八日下午，「2021『永利杯』青澳帆船國際拉力賽」送帆船知識進校園推介會在本校禮堂舉行。
  本次活動由青澳國際帆船拉力賽組委會主辦，澳門會展旅遊業協會會長、大賽組委會副主席何海明
先生、澳門風帆船總會理事會主席蘇光輝先生、大賽參賽選手羅卓賢先生等在高錦輝校長陪同下出席推
介會。上述嘉賓們分別向學生講解帆船運動知識，介紹帆船運動在世界各地及澳門的發展，講述帆船比
賽帶來的樂趣與挑戰，藉以宣傳帆船運動。小五級同學聆聽推介會，增加了對帆船運動的了解。

128



澳門校聞 學校動態

來訪與外訪
與廣州市第二中學開展合作 
  一月五日上午，本校校長高錦輝、創新科技主任劉冠華、中華文化館主管鍾春暉、小學常識科老
師袁國展及一眾師生，熱情接待了由廣州市第二中學黨委書記黃學松所率領的訪問團一行七人，並帶
領來賓參觀校園環境和教學設施，其後，雙方同意加強友好往來、教育交流，並簽署合作協議。
  在高校長的帶領下，廣州二中的來賓先後參觀了本校的「紅藍文創紀念品自助販賣機」、中華文
化館、創新科教館、樂高教育實驗室、化學實驗室以及圖書館。在中華文化館，由鍾春暉主管作詳細
講解，來賓欣賞館內精緻的展覽和藏品，認識本校通過重視中華傳統文化教育，推廣愛國愛澳教育的
辦學特色；在創新科教館，來賓參觀了館內多個不同的科研區，包括有數控創造區、金屬創造區、
木工創造區、機器人研究及航空航天應用開發、數位藝術設計與AR/VR研發小組、綜合機械人訓練基
地、水底機械人研究小組，聽取各負責老師及學生介紹各區的科研項目及成果。在一系列的參觀中，
來賓流連忘返、興致勃勃，從中了解本校對發展創新科技、傳承中華文化、提供多元化課程以及推廣
校園閱讀的重視。
  合作協議簽署儀式於培正中學內舉行，高錦輝校長介紹了本校
的發展歷程、辦學成果、課程特色、學生學習情況等，以及講述
學生在升學、比賽及參加國際活動的出色表現。廣州二中黨委
黃學松書記介紹了廣州二中的發展狀況、辦學成績以及校園
教育優勢項目，如STEM教育、信息學競賽，並展示STEM
實驗室的建設狀況。
    隨 後 ， 兩 校 進 行 了 簽 約 儀 式 。 大 家 暢 談 甚 歡 ， 氣 氛
和諧熱鬧。雙方期望未來能携手合作，開創更多的教育交
流 、 學 術 活 動 ， 同 時 也 樂 見 在 合 作 中 取 得 進 步 ， 讓 穗 澳 教
育事業有更蓬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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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越秀區教育代表團到訪本校 
  五月十九日，廣州市越秀區教育代表團一行二十人在越秀區政府常委副區長郭環女士的帶領下，抵
達本校進行交流活動。郭敬文副校長、楊珮欣主任、黃健校長助理、馮少嫻主任、何嘉豪老師、龍傑教
練等熱情接待來賓，並表示熱烈的歡迎。
  郭副校和本校行政、老師先帶領參訪團參觀優美的校園環境，並在本校培初園拍攝大合照、交換紀
念品。及後在座談會上，郭副校介紹了本校的發展概況和辦學特色，並對比內地與澳門升讀高等教育之
不同。郭環副區長表示，此次交流之行，是帶着如何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學校辦好港澳生學習班的目的而
來，她希望藉此加強與澳門學校的聯繫，為港澳學生在內地就讀做好銜接工作。
  廣州市培正中學張志紅校長形容與本校就像是一家人，希望在未來能與本校有更多的合作和交流。
尤其在廣州培正中學也有開設學位給港澳生，為港澳生在內地接受教育提供更多的資源。廣州市東山培
正小學校長葉志丹對本校在教育階段的銜接給予充分肯定。他特別指出，本校在幼稚園到高中的各個教
育階段都能拓展學生的可能性，有效完成多元化的教育任務。廣州市朝天小學校長孔虹十分欣賞培正同
學會完善的系統和傳承色彩強烈的紅藍精神，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培正校友的身影。最後，粵港澳大灣
區青少年國際文化交流中心鄧京幹主任通過一部文化宣傳片簡要地介紹了該中心的理念、特色活動、學
生參與狀況等，誠邀本校的學生參加交流中心舉辦的各式各樣的活動和比賽。
  座談會後，來賓先在本校五位學生帶領下欣賞中華文化館的館藏，豐富的藏品和學生們生動的講解
給來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受到本校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在創新科教館，創新科技主任劉冠華為來
賓介紹了本校推動創新科技教育的發展歷程和實驗室的先進設備，來賓亦視察了學生上課的實況。
  參觀過後，來賓們高度讚揚了本校的課程改革、辦學成果以及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並期望未來能
共謀合作與發展，進一步促進穗澳兩地的教育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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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關學院來訪 
  一月七日上午，韶關學院副校長何金明教授、唐光大副教授、港澳台辦公室副主任陳永生先生等一
行五人到本校參觀交流，受到本校高錦輝校長、創新科技主任劉冠華、中華文化館主管鍾春暉，以及姚
曉暉、高泳詩老師的熱情招待。
  在校長和一眾老師的帶領下，來賓們先後參觀了中華文化館、創新科教館及樂高教育實驗室，通過
講解，讓來賓對本校的中華文化傳承教育、創新科技發展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和了解。參觀的過程中，韶
關學院副校長何教授高度評價本校的辦學實力、第二課堂的完善開展和本校學生的科研成果，他感受到
了本校學生對科研的投入及興趣。本校高校長及韶關學院副校長何教授均表示期望今後兩所學校將進一
步加強聯繫，相互學習，為兩校師生間的交流創造更多條件。韶關學院參觀團亦歡迎更多本校的優秀學
生到韶關學院交流、學習，並提出會在交流中讓本校學生體驗植物彩色印染技術，學習如何製作能保留
原本顏色的鮮花標本以及用乾花製成一幅藝術山水畫、風景畫。
  參觀過後，雙方展開座談交流。座談會期間，高校長介紹了本校的發展歷程、學術成就、課程設置
以及本校在教育教學、比賽和國際交流活動中所取得的傑出成績，韶關學院的領導也詳細介紹了學院的
辦學規模、學科專業、師資隊伍、人才培養、招生就業等情況。雙方就育人理念、升學路向以及協同創
新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交流。
  本校歷來積極為學生搭建升學及個人發展的平台，多方面開展與不同高校的合作與交流，為學生未

來升學提供多元化的選擇，助力學生個人的蓬勃
發展。藉此次韶關學院來訪的機會，本校探討與
韶關學院可合作的空間，攜手加強高等教育與非
高等教育的連結，希望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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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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及光聯集團蒞校參觀 
  四月廿六日下午，來自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及光聯集團一行十二人蒞臨我校參觀交流，陳敬濂副校長
和駱劍峰副主任熱情接待。嘉賓先後參觀了本校創新科教館和中華文化館，欣賞文化館收藏和了解實驗
室的先進設備，從中了解本校發展創新科技和傳承中華
文化的情況。參觀過後，雙方就教學理念、教育方向、
學生發展等方面進行了交流和探討。陳副校向來訪嘉賓
介紹了本校的發展概況和辦學成果，佛山科學技術學院
郝志峰校長對本校創新教育的發展予以肯定，期望未來
能有更多的合作機會，推動兩校之間的緊密交流，以增
加學生未來升學的選擇。

西安市美術家協會主席到訪本校 
  中國著名書畫家、西安市美術家協會楊霜林主席於五月四日到訪本校。高錦輝校長、陳敬濂副校
長、馮少嫻主任、施虹冰老師熱情接待。
  楊主席與國學小達人班的同學互動交流，當場揮毫潑墨，展示了國畫藝術的魅力和書法藝術的博大精
深。楊主席指導小五級同學鑒賞中華傳統文化，以「和風朗月」、「雲淡風輕」為例，帶領學生體會漢字
的意境之美，並與小五級同學共同書寫王之渙的《登鸛雀樓》詩句，完成了一幅別有情趣的書法作品。
  生動有趣、學以致用的互動交流活動，讓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得到中華傳統文化藝術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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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廠商聯合會蒞校參訪 
  十二月十四日早上，澳門廠商聯合會在崔煜林會長的帶領下，一行十七人到訪培正中學參觀交流，
本校行政熱情接待。
  來訪嘉賓先後到樂高教育STEM實驗室、中華文化館和創新科教館進行參觀，分別由袁國展老師、
文化館主管鍾春暉、創新科技主任劉冠華作詳細講解，亦展示了STEM課程改革與成果，介紹學生作品
的設計理念與具體的操作方式。來賓一邊欣賞文化館收藏和了解實驗室的先進設備，一邊視察學生上課
的實況，亦從中了解培正發展創新科技和傳承中華文化的情況。
  校長高錦輝向來賓講解培正課程的多元化，文化館與實驗室的設置，是課程發展中的重要平台，鼓
勵學生在小學階段從實作中學習，活躍思維；到中學階段，在學科知識下，進行跨學科學習。
  是次到訪的還有廠商聯合會理事長馮信堅、副會長賀定一、何桂鈴、鄧君明、副理事長王世民、李
時泰、李睿恒、劉鳳玲、鍾淑蘭、馮嘉林、馮文滔、副監事長李賢禮、秘書長鄭倩荷、青委委員翁振
軒、馮文謙、馮文敬。

廣大中學一行來訪 
  一月二十日下午，廣大中學陳建邦校長一行到訪本校，進行參觀訪問和會議交流，本校向廣大中學
的來訪表示誠摯的歡迎。在本校高錦輝校長、陳敬濂副校長、楊珮欣主任的帶領下，來賓們參觀了中華
文化館、創新科教館以及樂高教育實驗室，對本校創新科教的教學設施與環境表現了濃厚的興趣。
  參訪結束後，雙方展開座談交流。高校長表示，此次的交流活動為兩校攜手探索、同求卓越、共創
教育新前景拉開了序幕，亦鼓勵廣大中學的師生到校交流學習，共促兩校在創新科教上的發展。廣大中
學陳校長表示參訪過後，深受啟發，並期望未來能加強兩校之間的友好合作和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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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浸信中學師生訪校 
  澳門浸信中學中文科及文化學會師生
一行三十五人，於三月十八日下午到訪本
校中華文化館，鍾春暉老師帶領初一愛四
位同學，向來賓詳細介紹文化館的各項展
品，分享本校中華經典讀書會和茶文化課
程的教學心得。

教青局課程發展及評核處、廣東教育出版社及啓元出版社來訪 
  四月廿四日，教育及青年發展局
課程發展及評核處鄭錫杰處長、特級
技術員吳淑嫻，以及廣東教育出版社
黃倩副主編、王亮副主編、黃子桐編
輯、孫玉扉編輯及啓元出版社陳淑怡
經理到訪本校，與本校中小學中文科
組共同就初一級及高一級中國語文新
教材的試用情況交流意見。

汎澳青年商會蒞校參訪 
  五月廿二日早上，汎澳青年商會在孫雁玲會長的帶領下，一行四十餘人到訪培正中學參觀交流，本
校高錦輝校長、黃健校長助理熱情接待。
  為了解本校發展傳承中華文化和創新科技教育的情況，來訪嘉賓先後參觀了本校中華文化館和創新
科教館。在中華文化館，來賓認識到館內設計和藏品的種類，感受到館內濃厚的文化氣息，了解到本校
對於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視與推廣。在創新科教館，來賓參觀了全澳首個設於中學校園內的「5G智
慧應用研發實驗室」。實驗室設有中華文化館 VR 館藏導賞應用，參加者透過5G及虛擬實境眼鏡，欣賞
各項館藏等文化瑰寶，體驗5G技術為生活及學習帶來更高速便利，以及可處理更龐大數據，同時可以
透過數位傳輸應用的體驗，加深對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的認識。來賓在參觀的過程中反應熱烈，均期待
未來5G應用在基礎教育的創新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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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澳門義工協會訪校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義工協會到訪，與紅藍義務工作協會作親善交流，在協會理
事會成員的引領下，多達二百位嘉賓參觀了本校中華文化館、創新科教館、樂高教育STEM實驗室。協
會會長高錦輝博士為嘉賓分享設立各個特別教室的教學理念，以及如何能為學生提供更全面學習機會。

深港文藝交流協會來校演出 
  由深圳市宣傳文化事業發展專項基金資助，
深圳市深港文藝交流協會主辦、深圳市少兒IP老
墨家族承辦的粵港澳文藝交流專案——「彼得與
狼」繪本劇進校園活動，十二月九日在本校舉
行，為小四年級學生帶來了一場精彩的演出。
  通過現場配音而呈現出的繪本劇「彼得與
狼」，生動而有趣。演員們透過不同的配音音色
描繪了繪本中一個個故事角色，結合管弦樂背景
音樂，深入淺出的互動環節使同學們透過這場演
出，更充分認識了管弦樂器的音色特徵。

學聯及司警蒞校宣傳預防
網絡欺凌 
  一月十一日上午，澳門中華學生聯合
總會和司法警察局代表到校，為初二級學
生主持講座，主題為預防網絡欺凌，建立
和諧校園。期間先由司警局首席刑事偵查
員 梁 文 康 先 生 以 曾 在 本 地 發 生 的 欺 凌 案
例，講解刑法典中相關的法規，再由學聯
升 學 輔 導 主 任 許 千 里 先 生 介 紹 欺 凌 的 特
點，如何應對和處理欺凌問題，以及如何
營造和諧校園的氛圍。講座內容豐富，帶
出正確訊息，學生們認真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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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食物及環境健康學會來校舉辦活動 
  澳門食物及環境健康學會於三月三十一日來到本校為化學興趣小組舉辦SDGs活動，使學生明白經
濟發展與環境同樣重要，並通過遊戲體驗如何達至社會均衡發展，包括經濟、環境等。在歡聲笑語中，
學生學習到以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角度認識社會的發展。

本校高中老師到澳門科技
大學參觀交流 
  三月十一日早上，本校高中教師在高校長
帶領下，一行十人到澳門科技大學參觀交流，
受到李行偉校長及鄺應華副校長等領導熱情接
待。團隊先後參觀了校史與成果展廳、資訊科
技展廳、人文藝術學院金木工實驗室、中藥質
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月球與行星科學國家
重點實驗室及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廚藝實驗室
等校園設施，雙方期望能加強合作和交流，並
提出組織學生參訪團及各項短期課程，讓同學
豐富課堂生活之餘，更可加深了解本地高校，
從而增加學生未來升學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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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良實驗小學交流 
  四月十五日至十八日，本校三十位小五六級同
學前往佛山市順德區大良實驗小學進行了四日三夜
的交流活動。
  參與了兩校簽署締結為姊妹友好學校協議儀式
後，同學們走入大良實驗小學隨班上課。同學們參
加了英語課、數學課、語文課、音樂課、藝術課、
體育課、道德與法治、全校大課間活動，同時亦參
加了選修課——烹飪課、電腦繪圖課等。在豐富多
元的課堂學習交流中，兩校學生交流學習心得。學
習過程加深了學生們對國內課程的認識，亦增加了
他們對國內教育的認同。
  同學們還參觀了順德
博物館、清暉園、佛山工
業展館、華僑城歡樂海岸
PLUS、德勝創意園、中
山帆鯊海洋館。短暫的訪
問，使兩校師生之間結下
了深厚的友誼。

本校行政參訪珠海城市職業技術學院 
  四月廿一日，受珠海城市職業技術學院邀請，高錦輝校
長率蔡力行主任、教務主任助理李棟老師一
行 前 往 該 學 院 參 訪 。 珠 海 城 職 院 副 校
長王宇東等領導表示了熱烈歡迎，
雙 方 就 辦 學 情 況 進 行 了 意 見 交
流。隨後，旅遊管理學院蔣慶榮
院長進行深入洽談，詳細介紹了
旅遊管理學院的專業設置以及實
訓課程。雙方洽談熱烈，就加強
兩校乃至大灣區合作達成共識，
計 劃 由 珠 海 城 市 職 業 技 術 學 院 為
培正師生個性化定制課外活動和認
知學習課程，例如帆船、企業生產、形
體禮儀、烘焙、調酒咖啡等。隨後，高校長
一行參觀了各個實訓室，並深度體驗考察帆船航海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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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北海巿第二實驗學校交流

  五月廿三日，高錦輝校長率本校小學籃球隊前往廣西，與姊妹學
校—北海巿第二實驗學校進行交流。
  抵達學校後，北海市第二實驗學校先進行一場別具該校特色的表
演，在兩校校長及學生交換禮物後，我們獲邀採摘該校百年荔園的荔
枝及李子。下午則有美術課、籃球友誼賽及包餃子交流活動。
  翌日，大家分別上了武術課及京劇課，令我校同學體驗不一樣的
特色課。最後，同學們一起參與了拋繡球及竹竿舞等民族體驗活動。
  除了在友校交流兩天外，師生們還到了有「天下第一灘」之稱的

北 海 銀 灘 、 北 海 老 街 、 海 洋
之 窗 遊 覽 ， 以 及 乘 坐 郵 輪 進
行 環 島 遊 ， 欣 賞 北 海 沿 岸 景
色 。 五 月 廿 七 日 結 束 此 行 回
澳，期盼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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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消息
創設中國風儀式感，增添生活樂趣 
    春 節 是 中 國 的 大 節 日 ， 為 了 讓 大 家 體 驗 更 多 中 國 文
化，培正圖書館於農曆新年假期前舉辦兩場工作坊：一月
十 五 日 午 間 的 「 S O 芝 麻 養 生 工 作 坊 」 ， 讓 同 學 們 瞭 解 養
生 的 高 級 食 品 芝 麻 及 親 手 製 作 芝 麻 湯 圓 ； 二 月 三 日 午 間
「心花怒放賀新禧」親子年花工作坊，年味十足，親子間
甜蜜幸福！同時特設「新年好書展示區」以及提供各種牛
年的祝福語展示牌，讓師生家長們迎接歡樂的牛年。

「味道圖書館　跟着味道走」博雅課程圓滿結束 
  由澳門培正中學主辦、澳門婦女聯合總會協辦及獲得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支持的「味道圖書館  跟着
味道走」博雅課程，獲得家長們踴躍支持。在導師悉心的指導下，遵守政府防疫指引齊來抗疫抗壓學習
烹飪，交流親子相處之道亦可加深彼此間認識。課後大家更在家中深化延續，進行親子烹飪，創造優質
紓壓的家庭時光，感受口腹與心靈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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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工作坊五分鐘額滿，齊來當「我是未來科學家」 
  為提高同學們對STEAM的興趣，圖書館一連四天在廣播操時段推介好書《我是未來科學家》及有
關科學活動，透過簡短的講解及有趣的小實驗，讓同學們看見生活中的科學。午間在圖書館進行「點
水成冰」實驗及「DIY 沐浴球親子工作坊」。網上報名更一度出現五分鐘內額滿情況，展現親子對本館
STEAM工作坊的濃厚興趣，活動更加強親子動手操作能力及對科學的興趣。

參與紀念《澳門基本法》頒佈28周年學術研討會 
  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培正中學圖書資訊社師生們獲邀參與由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北京大學港澳台法
律研究中心、法務局、市政署和教青局主辦的「協同奮進共譜『一國兩制』新篇章─紀念《澳門基本
法》頒佈28周年學術研討會」。會上多位專家學者圍繞主題發表演講，提昇大家對憲法與基本法的認
識，尤其《十四五規劃綱要》下澳門的發展迎來新機遇，師生獲益匪淺，收穫甚豐。高二級同學吳雨晴
及林正瀚在研討會上分別就「愛國者治澳」、「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等議題向學者請教，出色的
提問獲得在場專家學者的肯定及高度讚賞。會上更勉勵同學們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
秉持愛國愛澳的初心，為國家及特區的未來出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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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圖書館週活動豐富，以閱讀提昇生活素質 
  四月廿三日是「世界圖書及版權日」(World Book & Copyright Day)。每年本校圖書館均舉辦不同
慶祝活動，藉此推廣校園閱讀文化。今年邀請郭敬文副校長、梁永棠主任、楊珮欣主任、陳志誠主任、
馮少嫻主任及黃潔冰主任等一眾行政人員於四月廿二日在校園進行圖書館週的揭幕儀式。出席儀式的嘉
賓還有中區社諮委、婦聯家庭服務中心主任朱愛莉女士、本校家長及一眾師生，場面氣氛熱鬧。
  二零二一年培正圖書館創新嘗試，成為本澳首間以食物作為文化連結的學校圖書館，透過為家長提
供廚藝博雅課程及講座等系列活動，以大手牽小手，讓大家從生活中的味道出發，發現閱讀的力量，創
造更多優質的親子時光，共建健康和諧美好的校園、家庭及社會。揭幕禮後隨即進行「品味嘉年華」活
動，包括培正家長樂廚示範、有營配搭至叻星遊戲及博雅課程成果展。活動反應踴躍，逾四百多人共同
參與，讓師生感受閱讀的樂趣，營造健康生活素質。
  其他圖書館週的活動還包括真人圖書館「轉角找個好心情」學生週會講座、一連四日廣播操的班主
任與學生製作親子飯糰、「陪伴子女走過青春的夢與浪」家長健康講座、認識中國茶文化的「品茶‧食
茶工作坊」以及「讀好書」活動。同時亦出版《味‧道圖書館 培正圖書館週2021》小書刊，大受師
生及家長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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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網絡成癮，推動師生善用網絡習慣 
  本校關注學生的全人發展，尤其當前「全民上網」的時代，資訊素
養尤為重要。預防勝於治療。為深化及落實集思會的德育議題，培正圖
書館及圖書資訊社於五月十七至三十一日在校園推動全校性的「預防網
絡成癮」系列活動，包括展板、問卷調查及攤位活動日等，讓大家從多
角度建立正確的網絡使用態度，遠離網絡成癮。E座攤位活動參與者眾，
超過三百人，氣氛熱烈，留下美好的校園回憶。

獲贈華夏文明之源圖書，增添甘肅歷史文化館藏 
  澳門甘肅聯誼會理事長何萍萍、副會長梁城、副監事長姚海濤、理事楊鈞涵一行於五月十日下午拜
訪澳門培正中學校長高錦輝。
  姚海濤代表聯誼會向培正中學圖書館贈送《華夏文明之源‧歷史文化叢書》部份精品圖書以及其個
人作品《絲路商旅》，並代表甘肅武威市涼州文化研究院院長張國才轉贈《天馬長歌》、《涼州文化概
覽》、《武威》等圖書。圖書館劉慧敏主任向來訪嘉賓介紹圖書館的館藏及閱讀活動。此次活動，聯誼
會進一步推廣甘肅歷史文化，增進隴澳兩地交流，豐富圖書館甘肅歷史文化方面資料館藏，讓學生更了
解甘肅、西部、絲路故事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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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六位老師獲頒「卓越表現教師」榮譽
  特區政府向對澳門教育有卓越貢獻的教師頒授「卓越表現
教師」榮譽，鼓勵教師追求卓越教育精神，持續提高澳門教育
素質，培育優秀人才。教青局於一月三十日下午在澳門科學館
舉行「卓越表現教師」榮譽頒授儀式，向二零一八及二零一九
學年獲獎教師頒獎。本校獲頒此榮譽之老師分別為：（2018學
年）梁健華、梁瑩瑩、閔好年；（2019學年）邵敏、張慧敏、
麥芷琪。老師們春風化雨，以愛同行，值得致敬！

楊珮欣主任於華夏園丁大聯歡致開幕辭
    本 校 楊 珮 欣 主 任 、 歐 陽 效 鴻 牧 師 、 張 柏 恩 老 師 參 加 在 成 都 舉 辦 之 「 第 2 7 屆 華 夏 園 丁 大 聯 歡 活
動」。楊主任以副團長身份，代表澳門教師團於開幕式講話，並於教學研討環節，代表高校長把培正於
「疫情時代學校管理改革創新」的理念及做法分享，迎來與會者的認同及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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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展充老師論文獲特等獎
    廣 東 省 初 等 數 學 學 會 的 二 零 二 零 年 度 論 文 評 比 活 動 ， 共 收 到 了
二百六十五篇初等數學研究和初等數學教育研究成果。經該會學術委員會
組織專家評審，共評審出特等獎九篇，本校薛展充老師的《有公共點的雙
圈與圈的染色計數問題研究》為特等獎論文之一。

薛展充老師在廣東省初等數學學會發表報告
  本校數學科薛展充老師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廿六日參加廣東省初等數學學會第二屆理事會第四次會議
暨二零二零年學術年會（線上會議），並應大會邀請作題為《圖的染色計數問題的一些新結果》的大會
報告，獲與會者高度評價。

麥芷琪老師與本澳青年教師進行分享
  本校中學中文科主任麥芷琪老師擔任澳門中華教育會青年協會第八屆「師友伙伴‧攜手共進」計劃
課程導師，以「課程與教學─教學目標及內容」為題向青年老師進行分享。麥老師以寫作教學為切入
點，講解如何設定教學目標以及如何開展課堂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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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心老師分享議題討論融入地理課堂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本校周慧心老師擔任由澳門教青局與
澳門中華教育會合辦之「議題討論融入地理課堂之策略分享」
課程導師，介紹本校地理課程的核心概念和教學目標，提供多
種有利學習的遊戲和工具，再以不同的教案案例，例如「中美
貿易戰與農業」、「Airbnb在澳門的可行性」、「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與澳門」、「澳門人口的推拉因素」等議題提出適切
的教學策略和評鑒方法，引導教師如何運用議題討論模式來設
計和優化課堂活動，激活學生的學習動機，培養批判思維，提
昇學生的撰寫能力。

施虹冰老師分享學校遠距教學經驗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二日上午，澳門大學教育學院舉辦了《停
課如何教：小學語文科遠距教學論壇》，教青局教育廳黃嘉祺廳長
到場演講。本校小學中文科主任施虹冰老師應邀出席並發言分享學
校遠距教學經驗。

鍾春暉及盧明莉老師
開設中華茶藝班

  本校茶文化班導師鍾春暉、盧明莉老師
應邀到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開設中華茶藝
班(校本培訓)，課程共有七節，參與學員有
該校劉麗妹校長等人。

陳錦梅老師分享融合教育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本校小學老師陳錦梅獲澳門大學教育學院邀請，為小學師範學士課程三年級學
生進行融合教育分享，陳老師把多年在融合教育的實踐與經驗，通過深入淺出的講解，與出席學生共同
分享教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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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紫君及陳美容老師主持
「互聯網年代下小學生網絡素養教育」講座

  應澳門教青局、中華教育會邀請，本校
小學部英文科梁紫君老師及中文科陳美容老
師舉行題為「互聯網年代下小學生網絡素養
教育」講座。兩位老師分別以英文、中文兩
科的實例作分享交流：在互聯網年代，如何
在不同學科不同年級中開展教學活動以提昇
小學生的網絡素養。近四十名來自本澳不同
學校的老師參與講座，進行互動交流。

小幼老師參與學生情緒認知和處理工作坊
  本校舉辦學生情緒認知和處理工作坊，特邀特殊奧運會心理治療師陳詠芝擔任導師。工作坊帶領老
師們認識學生常見的情緒問題，通過個案分析指引老師們掌握回應及疏導幼兒、兒童情緒需要的方法及
技巧。全體小學、幼稚園老師參與上述工作坊，獲益匪淺。

電台專訪 談本校出版刊物現況
  二月八日下午，本校郭敬文副校長、中學地理科科主任周慧心老師、中學中文科副主任方秀娟老師
接受澳門電台節目訪問，郭副校分享了學校對出版刊物規劃和出版現況，以及對未來發展的寄望，而周
老師分享史地科出版《紅藍史地》、《細說牌匾》的歷史，所遇到的困難和感受，方老師則分享中文科
出版《紅藍蕙風》、《紅藍戲劇》等刊物期間，師生的共同成長與出版帶來的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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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隊消息
2020「青年義工獎勵計劃」頒獎禮 
  教育及青年發展局主辦之「2020
青 年 義 工 獎 勵 計 劃 頒 獎 禮 」 於 四 月 十
日 舉 行 ， 本 校 義 工 隊 、 圖 書 資 訊 社 繼
續組織學生參與。
    本 校 學 生 積 極 參 與 學 校 和 社 區 服
務 ， 其 熱 誠 和 主 動 性 獲 得 嘉 許 ， 本 年
度 合 共 八 位 學 生 獲 獎 ， 獲 獎 名 單 如 下
（排名不分先後）：

綠手指有機農場體驗營 
  義工隊於四月十及十一日到珠海綠手指有機農場進行體驗學習。兩日一夜活動中，隊員學習到農場
「社區互助農業」的營運模式，此模式的特色是令「農民」和「消費者」間直接進行交易，減省兩者間
的過程及成本，從而令雙方皆能獲益。期望透過是次的體驗學習，隊員能體驗到簡樸而充實的農耕生
活，增強人與人和人與自然間的關係，了解到互相尊重、包容以及團體精神的重要性。

銀獎： 鄧賜恩

銅獎： 鮑翰林、鄭智泓、
 林竣暉、余維盈、
 鄭愷亭、吳雨晴、
 朱雅祁

隊員於綠手指有機農場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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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我收塑站工作坊 
  收塑站由成立至今已成功回收大約八十六公斤的塑膠，成員不斷嘗試以創新方式教育校內及社區人
士。於四月下旬，收塑組成員於校內為同學及家長舉辦工作坊，總參與人數多達六十人。更於五月三十
日獲邀參與由澳門中華總商會婦女委員會及永利澳門合辦的「親子環保同樂日」活動，為超過一百位參
加者舉辦「環保小衛士工作坊：『塑』造盆栽」。藉此分享回收塑膠的知識，提昇大家對減塑議題的關
注，更讓大家反思日常的行為對環境帶來的影響。

歡樂桌遊　愉快學習 
  六年來，義工隊一直堅持在午間時間提供桌遊活動
給同學參與，除了寓學習於遊戲外，更希望大家藉此認
識擁有共同興趣的同學，促進不同年級間的同儕交流，
建立關愛校園的氛圍。今年五月，義工隊與溫紫峰老師
共同合作，於E座雨天操場一連四天舉辦桌遊推廣，吸引
不同年級的同學參與。

「環保小衛士工作坊：『塑』造盆栽」永利皇宮活動大合照

桌遊推廣之工作人員大合照

學生共同參與桌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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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基督教事工

聖誕佳節傳遞美好佳音
  十二月七至十日，萬國兒童佈道團以遊玩故事的方式向幼稚園同學們傳遞基督耶穌因愛我們而降生
的好訊息。

福音週
  在十二月十四至十八日舉行「來自天上的愛」福音週，主題經文是提摩太前書1:15「基督耶穌到世
上來是要拯救罪人。」和約翰福音3:16-17「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獨一的兒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
人不致滅亡，反得永生。因為神差他的兒子到世上來，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
主題詩歌是「耶穌愛你」。在本校基督徒老師們、大埔浸信會澳門堂、美景和建華宣道堂的協助下，讓
全校師生感受來自天上的愛。
  今年福音週內容包括：小一、二填色比賽、小三、四繪畫比賽、初一、高一、二學生詩歌比賽、小
一至四聖誕操及福音故事分享、小五、六學生聖誕福音週會、學生聖經作品展、基督教書展、福音攤位
遊戲、福音手作坊、由白鴿巢浸信會的陳子康弟兄、甄鳳珍姊妹主講的福音特會；由本校多位基督徒
師生主持的詩歌分享會；在教職員工聖誕崇拜上，前任英文科老師Mica夫婦分享神醫治及保守其女兒
成長並出書勉勵少年人的故事；郭敬文副校長、馮少嫻主任、黃雪蓮、劉天亮、冼頴欣、黃煒雯、王珮
瑚、黃懷樟在老師見證遍課堂，分別進入中、小學聖經堂上分享信主的見證。眾多的聚會和活動，讓全
校師生能向救主耶穌獻上感恩與讚美。

多位傳道同工分享見證
  在一月至二月期間，有多位傳道同工包括拉撒路青少年中心的蘇碧琪校友 (亮社校友)、新口岸宣道
堂的許國馳傳道 (頌社校友)、白鴿巢浸信會傳道趙崇堅弟兄、白鴿巢浸信會張培傳道聯同六位弟兄姊妹
等，他們分別在學生週會、教職員工靈修會上分享見證，講述神改變生命的大能，期許師生們能信靠
神，活出祝福的生命。

聖經科老師校本培訓
  在一月廿七日聖經科老師校本培訓上，歐陽牧師藉着蘇穎睿牧師的講道影片，與老師分享「天上的
敬拜」啟示錄4:1-8的信息。

集思會崇拜分享得福秘訣
  在二零二一年二月廿八日集思會前的崇拜上，毛劍賢老師以申10:12-13與老師分享「得福」信息，
鼓勵老師愛主，遵行主的話，得到主的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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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基督教事工

復活節學生週會多位學生決志信主，傳遞復活真義
  三月廿九及三十日的復活節，在小五、初二、初三及高三週會中，白鴿巢浸信會六位傳道人及信徒藉
着話劇、詩歌及信息向同學講述如何獲得心靈的平安以及耶穌願意幫助大家活出美好的人生的信息。最
後，有多位同學回應主的呼召：小五有一百四十五位、初二有三位、初三及高三各有一位，決志信主。
  沙梨頭宣道堂三位傳道人及信徒藉着詩歌、遊戲、見證及信息藉靈修會向教職員工講述復活節的真
正意義，讓大家都明白耶穌基督的復活與我們的關係。

學生週會宣講改變生命的神
  英國中學生Samantha分別在四
月及五月的小六至高二學生週會上，
與同學們分享神賜她力量去勝過身體
的軟弱及同學的欺凌，亦幫助她撰寫
一本書《Teenagers, Wake Up》去鼓
勵年輕人依靠主去戰勝困難。
  大埔浸信會澳門堂義務傳道朱英
儀姑娘在五月份的小五學生週會透過
保 羅 生 命 的 改 變 ， 鼓 勵 同 學 認 罪 悔
改，信靠主。

白鴿巢浸信會傳道人及信徒分享復活節信息 沙梨頭宣道堂傳道人分享復活節信息

Samantha見證分享

朱英儀見證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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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基督徒老師向同事分享見證
  在四至六月的教職員工靈修會，本校多位教職員分享，激勵同事們信靠神。
  王珮瑚老師和梁國勇老師於四月份分享神如何在他們患病的日子，賜他們平安，又賜很多同事關心
支持他們，幫助他們信靠耶穌，得着醫治。
  郭敬文副校長在五月十八日教職員靈修會上，透過百多張珍貴歷史照片，與老師們分享他如何在
一九七九年加入培正工作後，藉著參加學生基督教周會和老師靈修會，認識耶穌，信靠耶穌，並於
一九八九年受浸。他亦見證在培正服務四十一年，神賜予培正數之不盡的恩典，由最初簡陋的校舍，
三十多位老師，六百多名學生，到今日有教學設施完備的校舍，三百多位教職員工，三千多名學生，足
證神的恩典夠用。郭副校長勉勵大家要謙卑、知恩、感恩，神給予我們的恩典滿滿。
  馮少嫻主任和黃煒雯老師就在六月八日教職員靈修會上與老師們分享信耶穌的經歷，述說神如何在
生活上保守她們。

戶外崇拜
  五月二日(主日)上午十時，陳志誠主任、鄺春芳老師、梁建紅老師、林秀蘭老師、鄭智伶老師和陳
嘉賢老師出席了假龍環葡韻舉行的戶外崇拜，歐陽效鴻牧師引用創2:1-3及出埃及記20:8-11經文分享崇
拜為何有益，鼓勵老師多參加崇拜。

王珮瑚老師見證分享 郭敬文副校長見證分享

馮少嫻主任見證分享 黃煒雯老師見證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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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學生活動

學生參觀交流
「穗澳繩緣一線牽」校園跳繩交流活動 
  為進一步推動「粤港澳姊妹學校計劃」項目的全面實施，二零二一年「穗澳繩緣一線牽」校園跳
繩交流活動在花東鎮七星小學舉行，我校一行四十多人在高錦輝校長帶領下於五月十五至十六日前往
廣州花都區參加了此次活動，加深與七星小學的姊妹學校情誼。
  活動中，師生能與世界跳繩冠軍面對面交流，學習高超的跳繩技術及教學方法，感受到他們在過
程中克服困難的勇氣與堅持的毅力，師生均感獲益良多。

參加「飛躍進步生擴闊視野獎勵計劃」 
  本校獲澳門日報讀者公益基金會資助，於五月十四至十六日組織中小學生五十三人參加「飛躍進步
生擴闊視野獎勵計劃」。
  學生們分別前往珠海容閎書院及容閎小學交流學習，學生們除參觀了該校校園外，更體驗了該校充
滿生命力的美育課，同學們認真學習，投入這難得的活動中。下午到橫琴新區新家園社區養老服務中心
探訪，同學們獻上歌舞為長者慶生。
  其後，中學生前往珠海淇澳島蘇兆征故居、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陳家祠、廣州美術館及珠海
閑雲藝術研學教育基地，體驗了一場歷史與藝術相結合的文化之旅。而小學生則到深圳龍崗非遺館，認
識三十四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歷史和內涵，並學習拆解斗拱鎖，又到深圳綠航星際太空科技研究
院，了解中國載人航天科技發展。
  三天的活動，加深了同學們對內地文化、教育、科技、藝術的認識，在學習過程中，親身體驗，動
手探索，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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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學生活動

參加「童畫中國夢─澳門青少年繪畫作品展」 
  本校郭敬文副校長、黃慧儀老師，小學生甄浠、鍾欣瞳、鍾佩諭、譚琪蓁、陳誠恩及多位家長，於
五月十一至十四日參加由國情教育（澳門）協會及永利關愛合辦之「童畫中國夢─澳門青少年繪畫作
品展」暨澳門青少年大灣區文化之旅。在旅程中學生參觀了順德博物館、廣東省博物館、廣東科技中
心、澳門青少年繪畫作品展開幕禮、世界文化遺產─開平碉樓，同時與廣州華師附中實驗小學聯誼共
同繪畫一幅長達七米長的集體創作，又到新會澳門品牌十月初五餅家體驗館，同學們親身體驗製作杏仁
餅的過程。
  是次活動讓學生了解大灣區發展、廣東地方的發展歷史及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獲益良多。

高一學生走進中銀 
  四月十七日上午，本校組織高一級學生合共六十五人參與「走進校園、趣談金融」系列課程之「走進中
銀」活動，實地參觀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新馬路支行（以下簡稱「中銀」），並得到熱情接待和耐心講解。
  在中銀職員的帶領下，同學參觀了支行的各個樓層，了解私人銀行部的基礎架構和運作，同時，同
學亦親身體驗貴賓級別的銀行服務，氣氛高興
熱鬧。
  參觀過後，同學們積極分享參與中銀課程
的得着；中銀人員亦指出智慧銀行的重要性，
鼓勵同學要把金融與生活結合，不斷創新。
  是次參訪，學生獲益良多，培正和中銀期望
持續合作，帶領澳門學子走出課堂，擴闊視野，
與時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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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吳在權「講好澳門故事」書畫展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七日下午，本校同學由蕭欣翹老
師帶領，前往塔石藝文館參加「講好中國故事系列之佳
話遍關河——吳在權書法集發佈會 」。透過參觀書法
展，同學學習欣賞書法作品，從作品中閱讀中國故事，
同學獲益匪淺。
  十二月十日，鄭國康和鍾春暉兩位老師帶初三正全
班同學到塔石藝文館，參觀吳在權先生的「講好澳門故
事」書畫展，吳先生全程為同學們仔細講解其創作理
念，勉勵同學努力學習，貢獻社會。

參與國家憲法日教育活動啟動禮 
  教青局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四日舉行「國家憲
法日─教育專題系列活動」啟動禮，邀請了本澳
教育團體及學校代表一同見證教育專題系列活動的
開展，高錦輝校長亦有出席。
  本校高二級胡元楚同學一直積極參加有關《憲
法》及《基本法》的活動和比賽，表現出色，有幸
被教青局邀請擔任啟動禮的司儀，介紹各位嘉賓，
並和各位一同見證「國家憲法日─教育專題系列
活動」的開展。同學的表現獲得大會的讚賞。

參加「兩會對澳門青年人的啟示」分享會 
  四月廿八日傍晚，本校辯論隊同學到青少年愛國愛澳教育基地，參加由澳門「我是演講家」協會等
文化展演團體主辦之「兩會對澳門青年人的啟示」分享會，主講嘉賓是澳區全國人大代表何敬麟先生。
  何先生在分享會上向大家介紹了人大和政協的功能、「十三五規劃」的成果、澳門於「十四五規
劃」的定位、「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及五大發展理念，同學們獲益良多，亦體會到兩會和自己息息
相關，從中得到了不少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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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卉茵博士講演「四百年來中華文化瑰寶崑曲之美」
  一月三十日，澳門中華崑曲文化協會大會主席、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副主席及澳門區主席李卉茵
博士來到母校培正中學禮堂，在郭敬文副校長致贈本校校旗及《紅藍蕙風》紀念品後，開始演講「四百
年來中華文化瑰寶崑曲之美」。
  講座設有互動環節，邊唱邊說的李卉茵博士表示，崑曲對於唱腔非常
有規範，規範中且秀麗且典雅。除示範講解崑曲旦用嗓與平時說話聲音
差異外，亦分別邀請在座學生們上台學習一些簡單卻富趣味性的崑曲
身段，讓他們在輕鬆的互動中學習戲曲如何以動作表現情緒，而音樂
又如何幫助演員投入角色。
  李卉茵博士通過細膩的身段、婉轉的行腔給高二級學生們傳習
崑曲表演藝術，並熱情回應學生們精心準備的提問，使學生們感受
到了非遺崑曲的中華文化魅力。

專題講座
參加名家專題攝影講座 
  四月十日下午，本校同學參加由郭敬文副校長籌
組之「名家專題攝影講座——新時代、新農村、新影
像 」。是次演講者綫雲強先生為現任中國攝影家協
會副主席、影像產業專業委員會主任、遼寧省攝影家
協會主席，綫雲強先生曾三次榮獲「中國攝影藝術創
作個人成就最高獎——金像獎」，五次榮立二等功，
是中國攝影金像獎、國展評委。講座介紹講者由從事
中國前線戰地記者，到見證中國改革開放發展歷程，
如何透過相片紀錄的過程，傳達作為一個攝影工作者
如何透過記事來完成藝術家的使命任務。綫雲強先生全程為同學們仔細講解其經歷以及見解，勉勵同
學努力學習，並嘗試多利用相片紀錄周遭事情，同學獲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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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演講家」講座
  五月十一日上午，澳門我是演講家協會為本校高一高二學生舉行「校園演講家」系列活動中學巡迴
講座，澳門我是演講家協會創會會長、校園演講家活動發起人黎俊文先生以及校園演講家演講文化推廣
大使譚僑立先生、周啟陽先生和梁偉業先生蒞臨出席。
  講座上黎會長代表協會及舉辦方頒發證書予本校中學六位代
表本澳參加世界演講日WORLD SPEECH DAY2021：HUMANITY 
AT A CROSSROAD的同學。
  嘉賓們在講座中介紹演講的定義及好處，教導學生如何提昇
相關能力，並即場作演講示範，藉以加深學生對演講的認識並提
高其興趣，同學們在互動環節中反應熱烈，獲益匪淺。

「FUN享文遺2021」─《趣看非遺》主題講座
  為了增加同學對本澳珍貴的文化遺產的認識、文物保護的重要性。本校於五月十七日安排初一全級
同學參加了由澳門文化局主辦，澳門文物大
使協會協辦的「FUN享文遺2021」─《趣
看非遺》為主題的講座。
  主講嘉賓文化局代表龐朝暉先生深入淺
出介紹本澳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項目，保育傳
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意義等相關資訊，讓參
與同學感受傳統文化的精髓和魅力。

「青少年犯罪」主題講座
  四月廿三日，我校國研小組的同學齊
聚一堂，透過網絡視訊，聆聽了一場由法
務局舉辦的網上《青少年犯罪》主題講
座。講座從「法律與生活的關係」角度切
入，重點介紹青少年違法犯罪的處罰條
例、成因以及歸責年齡的界定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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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管理工作坊
  一月廿六日，本校邀請拉撒路青少年中心分
別於初三至高三級週會堂上完成四場生動有趣的
情緒管理工作坊，關心學生們身心健康發展。
  中心許至琦總幹事及校友李佩娟（1990年騰
社）與學生們分享如何和壓力做朋友，透過互動
及遊戲，鼓勵同學自我確認、多角度思考，把壓
力化作動力。

網路與人際工作坊
  本校邀請拉撒路青少年中心分別於初一及初二週會堂上以遊戲形式，完成兩場網路與人際工作坊。
校友李佩娟（1990年騰社）與學生們分享如何善用網路，建立良好的社交平台，學習管理個人的身心健
康，更鼓勵同學認識自我、擴展正向人際網路。

《棉花》映後座談會
  四月十二日，初一信、初一光班中文課開展了澳門本地影片《棉花》的映後座談會。《棉花》是導
演李卓媚拍攝患有憂鬱症阿姨的日常生活，藉此表達對阿姨的敬佩，展示女性的生命力如棉花般的堅
韌，同時喚起人們對憂鬱症病人的關注。李導演分享了紀錄片的創作過程和她作為創作者的心路歷程，
並和同學們討論紀錄片拍攝裡「何謂真實」的話題、紀錄片中所使用的意象和創作者如何跳脫外在框架
去用畫面呈現所要表達的思想主題等等。在互動環節中，李導演親切地回應同學們提出的問題，讓同學
們能從一個電影創作者的角度去認識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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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人工智能與物聯網發展研討會
  為鼓勵同學多認識人工智能及物聯網在澳門的最新發展及應用的可行性，本校李振邦老師於五月廿
五日下午帶領七位中學同學前往科學館，參加由澳門電機及電子工程師學會主辦之「人工智能與物聯網
發展研討會：機遇與挑戰」。
  是次活動邀請了華中科技大學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長李德華、小i機器人公司副總裁張峰、澳大協同創
新研究院數據科技研究中心代主任余亮豪、施耐德電氣（香港）有限公司策略及業務發展總監李沛銓，
以及武漢思維科學與智能系統學會理事葉啟林，就人工智能的應用、數據技術與智慧城市、物聯網在未
來樓宇所扮演的角色等五個專題進行演講。
  學生除了能回顧人工智能的發展歷程，更能從學術界和業界的角度認識到人工智能應用技術成功的
案例和面對的困難和挑戰 ，以及適合澳門發展智慧城市的一些建議。在問答環節中，台上嘉賓對人工智
能的安全問題以及倫理問題的解答，使學生獲益良多，引發學生思考和探討。

出席名人公開講座學文史
  為鼓勵同學多了解中國歷史，本校張柏恩老師於五月廿八日帶領十八位同學參與由中華文化交流協
會主辦，假鏡平中學舉行的二零二一名人公開講座「毛澤東詩詞與共產黨人的精神氣質」。
  是次演講者為人民日報社教育培訓處處長、智庫工作室負責人劉燁先生。毛澤東詩詞是其人生觀、
世界觀及價值觀的高度濃縮和藝術載體。同學透過講座藉詩詞去解讀和分析毛澤東詩詞創作的初心，藉
此了解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氣質及文化底蘊，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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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學生活動
縱論社會潮流　提昇公民素質⸺訪培正國研小組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國際議題研習小組成立的初衷，就是
為了讓學生在學習之餘，關注天下大事，際會國際風雲，縱論社會潮流，同時提昇和擴寬學生的公民素
質和國際視野」，小組導師鄧毅靜老師如是說。
  小組現任學術部長李靜然同學表示：「在加入國際議題研習小組後，我養成了關注時事的習慣，更
有機會在社團活動中和同學一起分享、研究和探討時事熱點，這不僅鍛錬了我對問題的思考能力，更開
闊了我的知識面。在這次中國人民大學的升學保送面試中，主考員問及『是否認同疫情後世界將會進入
全球化退潮』的問題。當時，我就想到了同學在社團裡分享的關於RCEP的議題，並以此為中心展開論
述，最後順利地完成了回答。我認為現在世界各領域都非常關注學生的國際視野，也很慶幸自己當初參
加了這個社團並能做到有所收穫。」李同學在為期兩年多的國際議題研習生涯中，曾經獲得「全澳青少
年外交知識競賽」冠軍、「全澳青少年國情知識競賽」冠軍、「基本法簡報設計及演說」冠軍等諸多獎
項，成果豐碩。
  已獲保送北京大學法律系的小組模聯部長胡嘉葆同學則表示，自己在加入社團後，參與了很多有關
模擬聯合國大會、外交、國情以及法律等方面的研習活動及比賽，獲得了諸多知識與獎項。對澳門本土
法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進一步明確了自己未來要修讀國際法的發展方向。社團日常鼓勵同學們多多
關注時事，大家互相分享，並將關注的知識學以致用，最近胡同學就和小組新聞部長郭祺宇同學一起以
「梅蓋求償」為例，分享了「國籍的衝突——雙重國籍的認定」的主題報告。
  在訪問中，不少同學都表示，參與國際議題研習小組令自己對未來世界的發展和如何提昇自己的競
爭力，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他們認為無論作為澳門青年還是社會公民，都不該將視野僅限於書本，更應
「眼裏存山河，胸中有丘壑」，為成為新時代所需要的青年而努力奮鬥。（內容摘錄於澳日學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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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可盈校友回校分享聯合國經驗
  三月，本校人文地理小組邀請到烏拉圭UNESCO
科學人權成員張可盈校友、UNESCO青年活動協調實
習員黃幗瑜小姐、UNHCR難民營對外關係實習員暨
現任聯合國大學澳門研究所客席研究助理袁斯陶小
姐，三位卓越青年來校分享。三位嘉賓以聯合國框
架、自薦信和面試技巧、如何進入聯合國體系、自
身經驗分享等多角度切入，在座學生都獲益良多。

小三四競技活動日
  陽光驅走寒意，小三、四年級在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五
日舉行競技活動日，大展身手。

本校舉辦短期法律預備課程
  為了讓即將升讀法律專業的高三同學對法律有更深認識，本校舉辦短期法律預備課程，特邀力圖律師
事務所合夥人崔天立大律師（希社校友、澳門培正同學會副會長）為同學講授基礎法律知識，更邀請現正
在葡萄牙天主教大學就讀法律的君社李昱浩校友分享升學經驗，學長們鼓勵學弟妹積極為前程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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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週節目豐富
  十二月七至十一日是一年一度的小學英語週，十二月十一日中午，各年級小學同學在本校行政樓前
地進行各式各樣的表演，場面熱鬧。

小六才藝表演
  一月廿三日，小六級才藝表演在本
校禮堂上演。同學們以悅耳的歌唱、優
美熱情的舞蹈、利落的武術表演、嫻熟
的器樂演奏等形式盡情展示多才多藝的
一面。演出在《Heal the World》中達
到高潮，師生們用歌聲表達了渴望疫情
消散，世界被療癒的心願。因受疫情影
響，家長可在線上欣賞同學們自我展示
的精彩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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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活動
參加江蘇衛視跨年演出 
  本校廿四位小學生獲江蘇衛視邀請，由王穎瑩老師和梁子霖老師指導和帶領同學於十二月廿七日在
校內拍攝跨年晚會節目。同學們在澳門威尼斯人金光綜藝館參加以「用奮鬥點亮幸福」為主題的二零
二一跨年演唱會，期間與著名歌手張杰同台演唱歌曲《少年中國說》。晩會氣氛熱鬧非凡，同學們表現
出色，充分展現了新一代青少年的風釆！

楊寧鋼琴獨奏會在本校禮堂舉行
  由澳門青年音樂藝術家協會主辦《綻
星》校園巡迴音樂會之《楊寧鋼琴獨奏
會》一月十六日晚在本校禮堂舉行。
  楊寧同學現就讀本校高一善班，自小
於各大比賽平台包括：澳門、香港、波
蘭、斯洛伐克、美國等地的鋼琴大賽均獲
得第一名等優異成績，楊寧以精湛的技巧
和細膩的音色著稱，被譽為澳門最受期待
的少女鋼琴家。獨奏會上楊寧同學以精湛
的技巧，分別演奏多首名曲，演出獲全場觀眾好評、掌聲不斷。

戲劇學會崗頂演出
  由澳門藝穗會主辦、夢劇社協辦的「短劇匯演2020」於十二月十二至十三日假崗頂劇院舉行，本校戲
劇學會積極參與，演出第廿七屆校際戲劇比賽（中學組）優異級劇目——《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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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美麗盡在嘉模墟開幕演出
  應澳門工商聯會邀請，我校小Sing星合唱團的部份成
員及四位高小同學，在王穎瑩老師和陶仙蓉老師的帶領
下，於十二月十二日下午在氹仔「2020美麗盡在嘉模墟」 
開幕禮上演出。
  作為特邀表演團隊，同學們為觀眾們表演了葡國兒歌
及小組唱歌曲《一個神奇的地方》，精彩的演出及可愛的
笑容，獲得現場陣陣掌聲及一致好評。

參加《春天的旋律》跨國春節晚會
  本校學生兼澳門少兒藝術團成員丘賢龍、李松茵、張心
予、黃樂怡，獲澳門電視有限公司邀請，由團長梁劍丹帶領，
於一月十一至十四日，以澳門代表身份赴廣西南寧電視台參加
《春天的旋律》跨國春節晚會錄製並作為《中國——東盟「快
樂童伴」少兒合唱團》成員，與菲律賓羅布克童聲合唱團「雲
上」共同演唱《命運與共》等歌曲，同學們表現出色，受到導
演充分肯定及讚揚。

龍紫嵐同學赴京參加中央電視台春晚演出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二○二一春節聯歡晚會》二月十一日晚上八時，向全
國及全球華人直播，本校初一學生龍紫嵐獲邀在春晚開場歌舞中，作為澳門唯
一代表，與內地、香港及台灣地區著名歌手同唱春晚主題曲《萬事如意》，向
全球華人獻上祖國春節的祝福。
  學生龍紫嵐是繼二○二○年參加春晚後，第二次獲邀參加國家藝術殿堂級
盛會，今年還特邀在央視總台錄製了《喜到福到好運到》春晚倒計時專題節
目，表達澳門市民對全球華人春節的問候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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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團參與「中國華服日」官方短片拍攝
  第四屆「中國華服日」活動於四月十四至十七日在澳門舉行，本校舞蹈團應邀為是次活動拍攝官方短片，
初一善班龍紫嵐同學更獲邀於十七日晚在威尼斯人「中國華服日」海鏡雲裳華服秀典晚會擔任演唱嘉賓。

合唱團參與錄製《花兒向陽・童心向黨─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少兒文藝晚會》
  本校初一善班龍紫嵐同學、小Sing星合唱團及小學歌詠隊獲邀參與錄製北京廣播電視台《花兒向陽・
童心向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少兒文藝晚會》，四月廿九日早上在大三巴牌坊進行節目錄影。
同學們精神奕奕，全程投入演出，吸引大批市民及遊客駐足觀賞，表現受到導演及在場人士高度讚揚，節
目於六月一日在卡酷少兒衛視頻道、全國少兒頻道、部份衛視頻道及優酷等網絡視聽平台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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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飛機獲獎者徐子聰接受
澳門雜誌訪問
  高二徐子聰於二零一九年「衝上雲霄」
慶回歸第五屆海峽兩岸及粵港澳大灣區暨第
九屆全澳學界紙飛機競技大賽獲得中學組別
「飛行距離最遠」個人冠軍，一月十八日於
澳門大學接受《澳門》雜誌訪問。 

參加永利杯青澳國際帆船拉力賽之澳門站活動
  五月廿九日下午，杜川崎老師帶領廿八位中小學同
學參加永利杯青澳國際帆船拉力賽之澳門站活動。同學
們除參加有關帆船知識的攤位遊戲外，還觀賞了賽事攝
影展以及參賽帆船的展覽，最後還有機會親身登上比賽
帆船上體驗，同學們在整個活動中獲益良多。

參與數學模力─數學思維與數學應用京澳學生優秀作品展
  本校初二正尹梓澔同學與高一正嚴嘉欣同學分別於第二屆澳門聯校科展獲得初中及高中亞軍，榮獲邀
請前往北京參加數學模力─數學思維與數學應用京澳學生優秀作品展，與當地學生互相交流及認識，獲
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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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小五六級學生參加領袖生培訓
  為提昇學生領導才能，增加自信及團隊合作精神，本校特別安排小五、六年級共三十名學生前往石排
灣社區青少年工作隊進行領袖生培訓。活動由基督教青年會組織帶領，運用六色積木（SixBricks）結合歷
奇活動元素作為活動介入及引導。同學全程投入，體驗不一樣的團隊學習。

小四級考察牌坊及澳門博物館
  三月，為豐富學生課外知識，促進同學之間的友誼，本校為小四級同學舉辦活動日。榮幸邀請到博物
館學生研究員協會顧問黃健威博士回母校介紹大三巴牌坊，在座同學都獲益良多，隨後由老師帶領進行實
地考察，參觀大三巴牌坊及澳門博物館。

參加校園電影推廣計劃
  本校致力推動多元的文化課程，參與拍板藝術
團的校園電影推廣計劃之「錄像創意分裂計劃：
四兄弟電影遊學團」，組織了校園電視台的八位學
生於四月十一、十七日及五月九日在本校學習拍攝
電影的課程，並讓學生在課程期間完成一部劇情短
片。本校學生拍攝製作之劇情短片《扣針》於五月
十六日下午在東方基金會進行放映活動，同學獲頒
電影拍攝課程之修業證書。是次活動增加了學生在
電影拍攝方面的專業知識，激發了學生對電影拍攝的興趣。同學們表示在校園電視台多為拍攝採訪類的影
片，此次劇情片的拍攝對他們來說是一次全新的體驗，從中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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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昭朗校友獲中國青少年科技創新獎
  「第十二屆中國青少年科技創新獎」評選活動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中華全國青年聯合
會、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中國少年先鋒隊全國工作委員會聯合開展。主辦單位在全國各地區經推薦後由
評審委員會審核評定，嚴格選拔出九十一名青少年學生，並向他們頒發「第十二屆中國青少年科技創新
獎」。這些獲獎青少年學生都是參與科技創新活動的優秀代表，他們的創新實踐和所取得的成績體現了青
少年積極探索、勇於創造的良好精神風貌。
  我校校友劉昭朗喜獲該榮譽，她曾多次參與各項科普比
賽並屢獲驕人成績，熱愛科學，專注於科技創新方面的
研究，個人及集體的研究作品，其作品「二合一全自
動智慧水底機器人」曾在第三十四屆全國青少年科
技創新大賽奪得最高榮譽「中國科協主席獎」等。
對於自己參與科技創新活動的歷程，劉昭朗感悟
最深的是，做科研不能只待在自己的舒適圈裏，
走出舒適圈才能發掘更多更新的想法。同時，科研
進步的路途並不是一條大直路，是需要循序漸進、
一步一步累積起來的。

理工科體藝等獲獎情況
世界 AI 智能創意編程大賽奪得世界排名大獎 
  一月，本校參與了「GMCC世界 AI 智能創意編程大賽2021」，參與初賽的國家及地區有新加坡、
台灣、香港、澳門、菲律賓及越南。澳門賽區共有
兩名參賽者奪得世界排名大獎及獎金，為港澳賽區
參賽以來的首次，開創了先河。而這兩名學生均來
自本校，分別是獲得世界排名第二的小六信班劉巧
盈同學及世界排名第三的小五望班麥俊希同學，成
績卓越。
  比賽分為高中組、初中組、小五小六組及小三小
四組，共四個組別，小學除了個人賽，還有團體賽。
本校同學在老師們的指導下，經過多月的積極訓練，
同學的編程能力飛躍提昇，最終獲取優異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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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全球青少年圖靈計劃獲佳績
  一月，本校同學參加由中關村科技園區管理委員會發起的
首屆「全球青少年圖靈計劃」中，獲取佳績。從二千多名來自
全球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學生中，在數學科陳嘉賢老師和李
振邦老師指導下，本校初三信林煜翔及高三信陳並明脫穎而
出，獲得了僅頒三十二名拔尖學生的「圖靈青少年」稱號，並
分別獲得國內專業組的全國第五名和第十一名。
  其中林煜翔同學對以「人工智能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預測
中的應用」為題所撰寫的論文「平均比例算法──一種時序數
據預測方法」，結合線性迴歸算法和多項式迴歸算法各自的優
點所得出的平均比例算法，同時避免預測受異常值及過擬合問
題所影響，因而得出較優勝的預測結果，被獲選為廿二篇優秀
論文之一， 並刊登於全球青少年圖靈計劃優秀論文集中。
  是次比賽獲奬同學原定參加由主辦方在北京舉辦的「圖靈
計劃訓練營」，但因疫情而轉為由圖靈專家在對所準備的課題
進行為期一個月的線上指導，並於十月舉辦的圖靈峰會上展示
研究成果。陳並明同學在處理題目「COVID-19肺部CT影像語
義分割」中，運用三維U-Net神經網絡模型對受感染的肺部3D
圖像進行語義分割，從而找出感染區域。而林煜翔同學則在處
理「基於司法論壇數據的法律問答機器人」中，使用了GPT-2
模型對五千九百萬組問答數據進行機器學習，訓練出能對法律
問題作出自然語言回答的系統。

台灣國際科學展覽會獲最高獎項
  台灣國際科學展覽會，賽事包含數學、化學、物理與天文學、地球與環境科學、生物化學等13個
類別。本校高二冼嘉俊、莫梓健及初二劉哲以“Designing Multifunctional Intelligent Autonomous 
Underwater Remote Operating Vehicle to perform ‘Search and Rescue’in the event of extreme 
weather flooding condition”作品獲得一等獎、工程類別第一名、國外選手組第一名，以及獲得最高
獎項「青少年科學獎」， 高二李彥熙以“A deep learning-based home safety perception system for 
household service robot”作品獲得電腦類別三等獎。是次為我校參加歷屆比賽中獲得的最佳成績，展示
了學校在STEM教育的成果。輔導老師分別為劉冠華、梁頌文及林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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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十滔獲腦神經科學賽澳門區冠軍
  國際腦神經科學大賽澳門區選拔賽決賽於三月二十
日舉行。為了更貼合國際賽，主辦方更改了區賽賽制，
同學必須在主考評審讀畢題目後的九十秒內以全英語作
答，並且不設補答。來自十二所本澳中學的學生代表經
過一番緊張激烈的競爭後，本校高二望劉十滔同學脫穎
而出，獲得總冠軍，並將以澳門區唯一代表資格，參加
在二零二一年底舉行的國際腦神經科學大賽。

Alice三維編程比賽獲大獎
  第十二屆全澳資訊科技大賽Alice三維編程比賽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五日舉行頒獎典禮，我校高三
正梁梓圖、張心怡及初三信馮嘉尚同學獲得中學組唯一的大獎，高一望蘇俊熙、許浩桓及吳卓蔚同學則獲
得優異獎。此次比賽的參賽者接近三百人，競爭激烈，我校六位同學經過努力鑽研，成功脫穎而出，成績
讓人鼓舞。典禮上，大獎得主張心怡、馮嘉尚與梁梓圖同學獲邀分享其得獎作品，再次獲得在場人士之讚
賞。以上比賽的指導老師為駱劍峰老師與林秀蘭老師。

穗港澳蓉青年技能競賽澳門區奪冠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勞工事務局舉辦第十一屆穗港澳蓉青年技能
競 賽 澳 門 特 區 選 拔 賽 頒 獎
典禮。是次競賽選手是通過
公開選拔方式挑選，選手們
先通過入圍賽爭奪入讀強化
課 程 之 資 格 ， 經 過 約 一 百
至三百小時不等之培訓後再
進行決賽，以爭奪二零二一
年代表澳門到成都參賽的資
格。經選拔後，本校高二文
組 兩 位 同 學 胡 凱 琳 、 鍾 翠
庭，分別取得商品展示技術
的冠軍及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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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港澳青少年網絡技能競賽獲金獎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我校三位同學表現優異，經初賽後成為
本澳代表，參加「第十六屆港澳青少年網絡技能競賽」，並喜獲
佳績。該比賽內容涵蓋網絡基礎、資訊科技基礎及網絡安全基礎
等。所獲獎項如下：

金 獎 初三信 林煜翔
銅 獎 高一信 黃天佑
優異獎 高二信 區梓丞

以上獲獎者之指導老師為林秀蘭、黃燦霖及梁國勇。

人工智能編程比賽囊括中小學組澳門區冠軍
  我校同學參加了由香港創新教育學會(HKITEC)主辦「人工智能編程比賽
2020」澳門區賽事。它是人工智能手機應用程式開發賽事，其目標是增加學
生對人工智能及運算思維的知識、提昇學生創意及創造力。同學們經過近兩個
月的認真鑽研與努力，取得優異的成績：初一的李思賢(S1A)、郭芷璿(S1A)、
劉鍵楠(S1B)三位同學憑着出色的編程技術與創意，開發了一款專供長者使用
的智能手機APP，奪中學組澳門區冠軍。小學組方面，陳上禮(P5B)、張兆鋒
(P5B)，吳亦軒(P6A)三位同學使用數據庫技術與系統結合，開發給同學、家長
及學校使用的校園智能手機應用程式，獲得了小學組的澳門區冠軍。另外兩組
同學也表現出色，分別獲得了以下的優秀成績：

中學組優異獎金獎
學生：黃燁楓(S5A)、朱嘉駿(S5A)、譚雍毅(S5A)

項目名稱：AI智慧成語動畫廊

小學組優異獎金獎
學生：林子瑜(P6A)、陳芷澄(P6A)、黎正楠(P6A)

項目名稱：VIP檢測器

  林秀蘭及李振邦兩位老師分別獲得冠
軍指導老師及優異獎金獎指導老師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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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信息學奧林匹克選拔賽獲金獎
  由澳門電腦學會主辦的「澳門信息學奧林匹克選拔賽」(MOI 2021) 已於五月八至九日舉行，本屆
共有來自本澳六間中學約一百六十名同學參賽。本校獲獎同學名單如下：（排名不分先後）

金獎
高一：葉俊濠

    葉 同 學 同 時 入 選 澳 門 N O I 代 表 隊 ， 將 代 表 澳 門
於七月廿四至三十日參加在浙江省余姚中學舉行的
「 第 三 十 八 屆 全 國 青 少 年 信 息 學 奧 林 匹 克 競 賽 」
（National Olympiad in Informatics）。

銀獎
初一：林鉑洪、劉鍵楠
高一：黃天佑、顏俊偉

高二：方澍、陳政良、梁雅姿、葉皓軒、盧詠珈

銅獎
小五：麥俊希
初一：杜詠桐
初三：梁梓堯

高二：李彥熙、莫梓健
高三：李卓軒

CTF 奪旗賽奪大學生組冠軍
    本 校 資 訊 科 技 科 老 師 盧 聖 生 和 黃 燦 霖 組 織 了 八 名 中 學 生 參 加 由 澳 門 網 絡 安 全 暨 奪 旗 競 賽 協 會 
(MOCTF)、澳大電腦學會及澳大學生會聯合舉辦的「UMCTF2021菜鳥黑客松」奪旗競賽。
  比賽日適逢學校進入考試週，當天學生剛放下試卷，便兵分兩路，一隊（pcms01 - 徐天賜、余承
軒、陳並明、莊曜聰）趕往澳門大學進行隊際賽，另一隊（pcms02 - 陳政良、鄧浩峰、顏俊偉、葉俊
濠）就在校內進行線上個人賽。
  參加隊際賽的學生在初段面對多支澳大學生隊伍時曾出現落
後的狀況，但四名學生不畏艱難，迎難而上，經歷七小時不停解
題下，通過各人的合作最終獲得大學生組冠軍。而另一隊挑戰個
人賽的四名學生亦幹勁十足，沉着解決問題，最終顏俊偉同學取
得公開組個人賽第一名，葉俊濠、鄧浩峰及陳政良同學分別獲第
二名、第四名及第十二名。兩隊學生成績亮麗，令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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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X世錦賽獲頒發全場最高獎
  繼二零二零VEX世錦賽中國總決賽和第五屆澳門工程挑戰賽取得VEX world 世錦賽出綫權後，VEX團隊
在閔好年及楊堃老師帶領下於五月十九至廿四日出戰世錦賽。代表我校出戰的同學有VRC初中隊伍5868D
的楊海謙、李梓灝、李振榮、麥曉泓和AI隊伍5868X的鄧伊溆、陳浩徽、李靖瑜、黎皓軒、洪宏樂、鄧景
恆、黃旨鵬、老雨晴同學。疫情原因，世錦賽第一次被分在世界的各個區域同時舉辦，其他國家和區域都
以線上賽模式舉辦，而亞太分區是VEX官方在全球唯一授權舉辦的線下賽事，此次大賽可謂是強將雲集，
參加本次大賽的隊伍有來自中國十六個不同省市通過層層選拔而來的近三百支優秀隊伍。
  我校初中D組同學憑着完善的工程筆記、良好的團隊協作精神和卓越的演講技巧得到評委的一致肯
定，獲頒發全場最高獎——Excellent Award 「全能獎」，同時直接獲得二零二二年世錦賽的出綫權，
這也是澳門VEX機器人歷史上第一次獲得此殊榮，以期在日後的比賽中厚積而薄發。

澳門聯校科學展覽獲亞軍
  澳門科學館舉行的「第二屆澳門聯校科學展覽」中，來自本澳、北京
及大灣區共三十一隊中學生隊伍分享其科創研究和作品成果。本屆科學展
覽以「『疫』流而上」為主題，提倡同學在疫情常態的日常生活中積極進
行思考和分析問題，以科學手段應對，減低疫情對生活的影響，從而提昇
大眾對科學的興趣及提倡科學研究。最終我校同學獲得了初中組亞軍及高
中組亞軍。獲獎名單如下：

初中組亞軍
作品：《看家小衛士》

學生：尹梓澔
指導老師：梁婉茵老師

高中組亞軍
作品：《出奇皂》

學生：嚴嘉欣 何欣樺 林蔚璇
指導老師：高泳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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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X世錦賽中國總決賽居榜首獲全能獎
  我校VEX機械人團隊同學在閔好年、楊堃老師的帶領下，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廿五至廿七日前往重慶參
加由阿里體育有限公司和亞洲機器人聯盟主辦的二零二零VEX世錦賽中國總決賽。同學們分別參加了VRC中
學組、高中組和VAIC比賽。VRC中學組由隊伍5868D（楊海謙、李梓灝、李振榮）參賽，高中組有三支隊伍
5868B（鄧伊漵、杜芷瑩）、5868C（陳浩徽、黃旨鵬、李栢僑、胡汶希、程樂彰）、5868F（李靖瑜、洪
宏樂、殷子軒）參賽；VAIC由隊伍5868X（陳偉聰、楊朝傑、葉煒軒、卓子軒、林子堯）參賽。
  在VRC賽場上，可謂是局面瞬息萬變，每場比賽沒到最後一刻無法分出勝負。我校高中C組同學表現較
爲出色，在比賽中以五勝兩負的成績躋身前列，獲得此次比賽的一等獎。F組同學憑藉着完善的工程筆記、
良好的團隊協作能力和優秀的演講技巧在所有的隊伍中脫穎而出，被頒予專項獎——最佳評審獎。
  VAIC比賽是VEX官方二零二零年新開啓的賽事，比賽過程中機器人利用場地上的黑白碼進行定位，並
通過不同的傳感器進行探測反饋數據，以作爲程式設計中邏輯處理的依據，協助機械人動作的實現。相比
VRC比賽，VAIC更加考驗同學們的編程能力，這對同學們是一種全新的挑戰和難得的學習機會。X組同學
通過賽前對機器人的努力調試，在賽場上以三勝一負的成績排名榜首，並且獲得了VAIC比賽的最高榮譽獎
項——全能獎。

參加VEX亞洲公開賽獲最佳評審獎
  我校VEX機械人團隊同學在閔好年、楊堃老師的帶領下，派出了隊伍5868A（陳偉聰、楊朝傑、葉煒
軒、卓子軒、林子堯）、5868B（鄧伊漵、杜芷瑩、梁雅姿、張曉婷）、5868C（陳浩徽、黃旨鵬、李栢
僑、胡汶希、程樂彰、黎皓軒、鄧景恆）、5868D（楊海謙、李梓灝、李振榮）、5868F（李靖瑜、洪宏
樂、殷子軒）於4月2至5日前往西安參加由陝西省西咸新區涇河新城管理委員會和阿里體育有限公司主辦的
2020-2021VEX機器人亞洲公開賽。此次比賽有來自各個地區的一百六十八支隊伍參加，各支隊伍都是身經
百戰，機器人更是經過將近一個賽季的調試達到最佳狀態，比賽場面異常激烈，幾度出現白熱化。
  經過八輪資格賽的激烈角逐，B組同學和D組同學表現較爲突出，成功進入複賽成爲全場前十六的聯盟
隊伍；B組同學更憑藉着完善的工程筆記、良好的團隊協作能力和優秀的演講技巧在所有的隊伍中脫穎而
出，得到評審的一致肯定，被頒予專項獎——最佳評審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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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Robotex2021長三角選拔賽取佳績
  本校學生於五月二十至廿四日前往上海市寶山區智慧灣科創園參與「Robotex2021長三角選拔賽」，
並取得不錯的成績。
  Robotex世界機器人大會於二零零一年由Tallin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與University of Tartu共同舉
辦，其賽事影響力已遍及全球。
  本次賽事共有二千四百多名選手參加，近八百支隊伍，本校初二善班劉宇晴同學，初二正班胡祖怡同
學於女子消防項目中獲得冠軍，並獲得晉級「2021Robotex中國總決賽」的資格，而初二正班馬梓峰則在
樂高相撲項目中獲得二等奬，初二善班施宇灝及初二正班陳祖謙在樂高相撲項目獲得三等奬。

澳門工程挑戰賽奪初中組最高獎
  我校VEX機械人團隊於四月十八日參加第五屆澳門工程挑戰賽，此次比賽將會挑選兩支優秀的隊伍代
表澳門參加VEX世錦賽。我校派出了隊伍5868A（陳偉聰、楊朝傑、繆旻熹、卓子謙、林子堯、葉煒軒）、
5868B（鄧伊漵、杜芷瑩、梁雅姿、張曉婷）、5868C（陳浩徽、黃旨鵬、李柏僑、程樂彰、胡汶希、黎皓
軒、鄧景恆）、5868D（楊海謙、李梓灝、李振榮、麥曉泓）、5868F（李靖瑜、洪宏樂、殷子軒）進行參
賽，以期能夠奪得這份榮譽。
  在資格賽中，每組同學都需要與其他隊伍展開六輪角逐，每一
場比賽不僅需要跟現場分配的隊友進行默契的配合，而且需要應付
對手隨時給予的挑戰，這十分考驗同學們的機動性和抗壓能力。同
學們在賽場上與對手展開一輪輪的激烈比拼，其中D組同學表現最
爲突出，他們頂住了各方壓力，最終殺進複賽，取得初中組最高
獎Excellent Award，並代表澳門隊出戰世錦賽。A組同學也表現不
凡，在機器人設計上得到評委的充分肯定，勇奪最佳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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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機器人大賽總決賽精彩對決
  世界機器人大賽總決賽於佛山潭州國際會展中心舉行，此賽事是目前國內外機器人領域具有廣泛影
響力的官方賽事，同時也入選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學年國家教育部競賽白名單。我校VEX機械人團隊和
人工智慧團隊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五日至六日分別參加其中的VEX機器人工程挑戰賽合縱連橫項目及AI
探索創新挑戰賽。
  VEX工程挑戰賽我校派出了兩支隊伍5868B和5868D參加。參加此項比賽的隊伍共有一百五十支，
他們通過全國各個地方的區域賽挑選而來，共同在這個機器人盛宴中上演了一輪又一輪精彩對決。我校
隊伍經過資格賽的多輪比拼，B組同學表現尤爲突出，經過兩輪對決躋身高中A組前四強；D組同學經過
努力順利成爲初中A組前八強隊伍。
  其中兩支隊伍順利進入總決賽，並在決賽中賽出風采，給現場裁判留下了深刻印象。
  各項成績如下：

AI探索創新挑戰賽
培正2隊

隊員：關文宇、譚暉業
成績：決賽半自動冠軍、最佳操作獎、二等奬

帶隊老師：劉冠華、林建源、施志東

培正3隊
隊員：謝愷晴、龔詩雅、陳嘉怡

成績：決賽半自動第四名、最佳編程奬、二等奬
帶隊老師：劉冠華、林建源、施志東

培正4隊
隊員：梁梓堯、伍行知、王梓言

成績：設計奬
（全場唯一軟硬體均由同學自己設計與編程的隊伍）、

三等奬
帶隊老師：劉冠華、林建源、施志東

培正1隊
隊員：劉哲、梁浩

成績：三等奬
帶隊老師：劉冠華、林建源、施志東

VEX機器人工程挑戰賽
5868D

隊員：楊海謙、李梓灝、李振榮
成績：初中組一等獎

帶隊老師：楊堃

5868B
隊員：鄧伊漵、杜芷瑩、梁雅姿

成績：高中組二等獎
帶隊老師：楊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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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青少年機器人大賽獲佳績
  我校WRO機器人團隊、VEX機器人團隊和FTF智慧編程無人機團隊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廿八至廿九
日參加第二屆珠海市青少年機器人大賽暨珠港澳青少年機器人橫琴邀請賽。參加此次比賽的有來自珠港
澳的兩千多名學生，他們一同匯聚於珠海橫琴，共享着這場科技盛宴。在激烈的比賽中，我校同學沉着
應對，愈戰愈勇，接連取得了優秀的成績。
  獲獎同學如下：

WRO機器人小學組：
胡溢朗、黃鉦軒獲冠軍，導師：李文朴
陳上禮、鄭汶樂獲亞軍，導師：李文朴
陳健朗、鄧熹桐獲季軍，導師：袁國展

WRO機器人初中組：
陳祖謙、馬梓峰、尹梓澔獲冠軍

蕭敏瑤、潘鎧情獲亞軍
梁曉迪、李溈瑋獲季軍

導師：梁婉茵

VEX機器人初中組：
楊海謙、李梓灝、李振榮、李梓灝獲技能賽（初中組）三等獎、團體賽亞軍

導師：楊堃

VEX機器人高中組：
鄧伊漵、杜芷瑩、梁雅姿獲技能賽（高中組）冠軍、團體賽季軍

李靖瑜、洪宏樂獲技能賽（高中組）亞軍、團體賽季軍
陳浩徽、黃旨鵬、李柏僑、程樂彰獲技能賽（高中組）季軍、團體賽季軍

導師：楊堃

飛趣未來初中組：
陳柏諭、楊凱業、梁逸駿、陳軒賢獲二等獎

郭美慧、黃湋健、周駿宇、馮逸賢、黃莉茵、劉鈺涵、蔡垂澤、鄭子謙、鄭昊侖獲三等獎
導師：何城坤

176



澳門校聞 各項比賽獎項

珠海市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獲佳績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由珠海市科協和珠海市教育局舉辦之第三十六屆珠海市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暨
珠澳青少年科技交流邀請賽在珠海市九洲中學舉行，本校共派出七個作品，獲得了三項一等獎、兩項二
等獎、兩項三等獎及一項青少年發明創造優勝獎。

學生：劉曉蓓
作品：便裳衣櫃

獎項：一等獎、青少年發明創造優勝獎
導師：袁國展、何城坤

 
學生：程樂康

作品：可遠觀而不可竊玩
獎項：二等獎

導師：袁國展、何城坤
 

學生：鄉子梵
作品：智能式保暖外套

獎項：一等獎
導師：袁國展、何城坤

 
學生：林煜翔、王琬斯、梁正朗

作品：基於語音識別技術的無接觸式智能電梯
獎項：一等獎

導師：陳嘉賢、鄭穎清
 

學生：李卓軒、梁茵彤、黃霆鏵
作品：疫情期間支援網上學習系統

獎項：三等獎
導師：陳嘉賢、鄭穎清

 
學生：尹梓澔

作品：基於短波輻射滅菌技術的看家小衛士
獎項：二等獎
導師：梁婉茵

 
學生：徐子恒、邵琪俊、盧家楠

作品：噴霧消毒抗疫無人機
獎項：三等獎
導師：吳澤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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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國際青少年人工智慧交流展示會獲二等獎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上海第二屆國際青少年人工智慧交流展示會
(IAIF)，我校S5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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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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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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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訊扣叮編程獲最高獎項
  第二屆騰訊扣叮編程追夢營於二零二零年九月進行，並於十二月進行嘉年華頒獎活動，本次比賽是
通過編程及創意設計出遊戲或動畫，使學生享受「遊戲化學習」和「快樂編程」。在數百件編程作品
中，本校有四位學生獲得最高獎項。分別有：

老人服務機械人獲「關注社會奬」
  我校的人工智慧家居服務機械人研究團隊，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份
有兩支隊伍參加了中大賽馬會「『智』為未來計劃暨中學智能創意比
賽2020」。
  本校兩支隊伍都成功入圍，分別是由李彥熙、莫梓健、梁梓堯、
吳粲然四位同學的「伴我出行」老人服務機械人，以及由謝愷晴、龔
詩雅、關文宇、譚暉業、劉哲五位同學的「電子零件分類器」。
  當中「伴我出行」老人服務機械人獲得「關注社會奬」，於二零
二零年十一月廿八日的線上頒獎典禮上分享得奬感受，並鼓勵其他同
學繼續探索及研究人工智慧家居服務機械人。

初一光
作品名稱：game

創作學生：何定謙
帶隊老師：何城坤

作品名稱：躲避戰機
創作學生：宋美瑩
帶隊老師：何城坤

初一望
作品名稱：Space Invader V2.0

創作學生：李天朗
帶隊老師：溫紫峰

作品名稱：坦克大戰 battle city
創作學生：劉鍵楠
帶隊老師：溫紫峰

178



澳門校聞 各項比賽獎項

第五屆全國青少年無人機大賽─澳門特區選拔賽獲佳績
  「第五屆全國青少年無人機大賽─澳門特區選拔賽」於五月十八日在澳門科學館隆重舉行，賽事
分為迷宮挑戰賽、自動競速障礙賽、手動競速障礙賽三項。
  本校共派出九位同學參賽，由劉冠華創新科技主任、郭俊傑老師等指導培訓及協助，並獲得初中組
兩個一等獎、兩個二等獎，高中組一個一等獎、三個二等獎之成績。
  獲獎名單如下：

高中組
迷宮挑戰賽：

一等獎：高一級 高德其、戴弘俊
二等獎：高一級 許立知、魏上行

自動競速障礙賽：
二等獎：高一級 許立知、魏上行

手動競速障礙賽：
二等獎：高一級 高德其、戴弘浚、賴卓禧

初中組
迷宮挑戰賽：

一等獎：初二級 古曉童、林俊翹
一等獎：初二級 顏靖瑤、麥家浩

自動競速障礙賽：
二等獎：初二級 顏靖瑤、麥家浩

手動競速障礙賽：
二等獎：初二級 古曉童、林俊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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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國際青少年科學影像展評展映活動成績優異
  「第十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青少年科學影像單元暨第二屆北京國際青少年科學影像展評展映活動」共
收到來自北京市中小學生以及德國、捷克、意大利、俄羅斯、韓國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青少年科學影像
作品二百四十七部。而我校在本次活動成績優異，共獲得一等獎四項，二等獎十一項，三等獎六項，且
當中的兩份作品分別獲得最佳探究獎和最佳表演獎。另外，陳健鴻老師及高泳詩老師皆獲得大會頒發優
秀指導老師獎。
  得獎名單如下：

作品：歡樂太陽灶
學生：呂穎欣、朱柏年

指導老師：陳健鴻
獎項：科學微電影組一等獎、最佳探究獎

作品：不能說的水果秘密
學生：呂穎欣、關嘉琪

指導老師：陳健鴻
獎項：科學紀錄片組一等獎

作品：不同烹調方法對菠菜營養的影響
學生：梁博淇、莫凱淇、林卓誠

指導老師：高泳詩
獎項：科學紀錄片組一等獎

作品：闖紅燈之心理因素探究
學生：朱柏年、呂穎欣、余穎潼

指導老師：高泳詩
獎項：科學紀錄片組一等獎

作品：天然去甲醛
學生：潘卓言、許藍、周婉怡

指導老師：陳健鴻
獎項：科學微電影組二等獎

作品：草與菌之大作戰
學生：劉朗晴、黃凈熙

指導老師：陳健鴻
獎項：科學紀錄片組二等獎

作品：聲音的奧秘知起來
學生：魏智誠、羅啟傑、羅韶笙

指導老師：陳健鴻
獎項：科學紀錄片組二等獎

作品：聽，海岸的聲音
學生：盧詠珈、郭俊浩、余泳霖

指導老師：楊宇恆
獎項：科學紀錄片組二等獎

作品：褐變的奧秘
學生：呂穎欣、關嘉琪

指導老師：陳健鴻
獎項：科學紀錄片組二等獎

作品：洗手學問大
學生：嚴嘉欣、王迪生、梅安迅

指導老師：高泳詩
獎項：科學紀錄片組二等獎

作品：你滑倒過嗎
學生：張若詩、鄭善雲、吳笛

指導老師：高泳詩
獎項：科學紀錄片組二等獎

作品：廁所奧秘多
學生：馮嘉尚、戚錦柔、盧家煒

指導老師：高泳詩
獎項：科學紀錄片組二等獎

作品：特斯拉的故事
學生：魏智誠、麥軒朗、陳瑋俊

指導老師：陳健鴻
獎項：科普動畫組二等獎

作品：阿基米德鑒定皇冠的故事
學生：張若詩、鄭善雲、關穎澄

指導老師：高泳詩
獎項：科普動畫組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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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阿基米德鑒定皇冠之勵志故事
學生：朱尉妍、馮嘉尚、戚錦柔

指導老師：高泳詩
獎項：科普動畫組二等獎

作品：拾大三巴
學生：呂穎欣、朱柏年

指導老師：陳健鴻
獎項：科學微電影組三等獎、最佳表演獎

作品：水的再生
學生：周家弘、馬楚嵐、陳浩徽

指導老師：楊宇恆
獎項：科學紀錄片組三等獎

作品：促發效應
學生：黃禧蕾、余維盈、鄭愷亭

指導老師：楊宇恆
獎項：科學紀錄片組三等獎

作品：檢「茶」
學生：陳紫詠、李依霖、張言銘

指導老師：陳健鴻
獎項：科學紀錄片組三等獎

作品：野餐趣事之細菌篇
學生：朱尉妍、林煜翔、關穎澄

指導老師：高泳詩
獎項：科學紀錄片組三等獎

作品：別出「鋅」裁
學生：許庭蔚、彭開元、佘佐晴

指導老師：陳家綱
獎項：科學紀錄片組三等獎

181



澳門校聞各項比賽獎項

參加全國青少年科學影像節
  由中國科協青少年科技中心、中國青少年科
技 輔 導 員 協 會 、 天 津 市 科 學 技 術 協 會 主 辦 的 第
十一屆全國青少年科學影像節中，本校同學獲得
「優秀作品」獎項。
  獲獎作品：

參與全國青少年航天科普活動
  由中國科協青少年科技中心、中國衛星導航系統管理辦公室學術交流中心主辦的「2020年全國青
少年航天科普活動」中，參與學生需根據數學、物理、化學、生物、信息技術等科技課程中的相關基本
概念、知識、原理，結合航天科技相關的課外知識，講解說明概念、知識或原理與航天科技領域的關聯
和應用。
  這次活動我校共十二位同學、六項作品獲選航天科普講解優秀作品。

《聽，海岸的聲音──海岸侵蝕探究》
作者：盧詠珈、郭俊浩、余泳霖（校友）

指導老師：楊宇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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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青少年科學家大會頒獎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2020年第二屆澳門青少年科學家大會」中，本校學生獲獎如下：

工程與技術範疇金奬
項目名稱：破舊「鈉」新──鐵摻雜對磷化鈷鎳

催化表現及其在混合鈉空氣電池中的應用
學生：胡鈞再、盧詠珈、佘佐晴

指導老師：陳家綱

人文與社科範疇銀奬
項目名稱：澳門中學生創業意向

影響因素模型構建之研究
學生：陳顥齊、羅家瀠

指導老師：李棟

環境與健康範疇銅奬
項目名稱：改朝換袋—— 

一種可持續發展的防水環保包裝物料
學生：葉皓軒、梁雅一

指導老師：曾玉金

人文與社科範疇銅奬
項目名稱：分析停課不停學期間電子學習之成效及

復課後的影響——以A校為例子
學生：陳君維

指導老師：鍾子程

項目名稱：澳門跨境中學生身份認同研究調查報告
學生：黄怡禎、胡嘉葆、余子儒

指導老師：李棟

項目名稱：澳門高中畢業生升學抉擇行爲
影響因素調查

學生：林正瀚、林志靄、杜雨潔
指導老師：李棟

環境與健康範疇海報奬
項目名稱：基於雙響應納米藥物應用於癌症治療

學生：方鴻諭、嚴嘉欣、王丹怡
指導老師：高泳詩

人文與社科範疇海報奬
項目名稱：澳門廟宇牌匾——

歷史記憶的傳承和保育
學生：鄭愷亭、余維盈

指導老師：鍾子程

榮譽奬
項目名稱：電梯裡的智能管家

學生：林煜翔、王琬斯、梁正朗
指導老師：陳嘉賢

項目名稱：葉之魔力 2.0
學生：余智斌、李嘉寶

指導老師：古成威

項目名稱：針對病毒的單株抗體芯片平台初探
學生：梁穎怡、林芷愉、張倩綸

指導老師：梁瑩瑩、姚曉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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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一種食品抑菌保鮮劑研究
學生：區栢豪、許詠晴、郭俊浩

指導老師：陳小欽

項目名稱：關於澳門電子支付的發展研究
學生：司凱晴、梁沛盈、林籽然

指導老師：周慧心

項目名稱：澳門人氣咖啡店之成功因素
學生：許熙彤、蔣文琪、李欣燃

指導老師：周慧心

項目名稱：VR 遊澳門
學生：朱嫣然、蘇可瑜、賀君潁

指導老師：李月婷

項目名稱：澳門中學生於社交平台經營電子商務及
其消費之趨勢情況

學生：朱雅祁、張欣玥、黎政彤
指導老師：周慧心

項目名稱：澳門高中生賭博認知偏差與
賭博意向之研究

學生：歐錦鈞、馮藹晴
指導老師：李棟

項目名稱：澳門顧客奶茶品牌抉擇影響因素之研究
學生：馬凝希、陳宇軒

指導老師：李棟

項目名稱：高等教育產業化對澳門經濟增長影響的
實證研究——基於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

學生：盧鍵朗、張心怡
指導老師：李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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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智慧應用設計比賽」本校學生奪殊榮
  為鼓勵本地人才及企業以更靈活及高效的方式，研發承載5G技術，推出更多切合澳門居民工作、生活
及娛樂場景的智慧應用方案，澳門電訊舉辦「5G‧智慧應用設計比賽」，我校學生高二冼嘉俊、李彥熙、
莫梓健「家居老人服務機械人」及高二梁雅姿、鄧浩峰「飛機巡檢機器人5G項目規劃2020」囊括了實作組
兩項最高大獎，以及高三呂穎欣、徐天賜、陳嘉熙及鍾紹穎「智能5G派送機械人」獲得概念組優異獎。

「科學定向解密」獲卓越獎
  由澳門科學館主辦，《力報》合辦的「科學定向解密」校際挑戰賽活動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九日圓
滿結束，本校高二同學李清揚、冼嘉俊、柯展偉、馮穎、鄧浩峰取得大會頒發的「卓越獎」。
  是次活動要求同學運用科學知識解決
不同範疇的問題，是兼具科學及科技知識
運用、動作協調的比賽。本校同學在競賽
中的HADO電競運動環節表現突出，同學
們因應比賽規則事先制定策略，並切實執
行，是該環節中本澳廿五間參賽學校中表
現最突出的隊伍。同學們均表示能於是項
比賽中展現所學，並感受到比賽的樂趣，
收穫滿滿。

智慧街燈創新賽頒獎
  一月，本校同學參加由澳門大學智慧城市物聯網國家重點實驗室、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主辦的「2020
全澳青少年智慧街燈創新挑戰賽」，並在眾多作品中脫穎而出進入決賽，最終分別獲得二等獎和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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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參加「2020 青少年科普影片製作比賽」喜獲佳績
  在澳門科學館主辦的「2020青少年科普影片製作比賽」中，參賽學生需以個人或小組方式就「芯
片」、「北斗衛星」、「量子力學」、「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5G)」、「物聯網」、「人工智慧」、
「區塊鏈」及「醫療科技」其中一項題材製作一段科普影片，每段得獎影片都經由主辦單位代表及相關
領域的專業人士和學者組成的評審委員會而選出。我校在本次比賽中共獲得一等獎三項、二等獎一項、
三等獎三項、優異獎七項的優異成績。同時，我校的陳健鴻老師、高泳詩老師、楊宇恆老師和黃耀鋒老
師皆獲得大會頒發指導老師獎。
  得獎名單如下：

作品：人工智慧
學生：蔡家悠、蔡慧姸

指導老師：陳健鴻
獎項：「人工智慧」一等獎

作品：物聯網
學生：魏智誠、黃淨熙

指導老師：陳健鴻
獎項：「物聯網」一等獎

作品：量子力學
學生：梁博睎、梁肇晴、羅天悅

指導老師：陳健鴻、高泳詩
獎項：「量子力學」一等獎

作品：生活中的AI
學生：李卓軒、林樂思、雷靖琪

指導老師：黃耀鋒
獎項：「人工智慧」二等獎

作品：決戰、全球定位
學生：周家弘、郭祺宇、許立知

指導老師：楊宇恆
獎項：「北斗衛星」三等獎

作品：物聯網是甚麼？
學生：張善言、鄭舜悅

指導老師：陳健鴻
獎項：「物聯網」三等獎

作品：基於雙響應納米藥物應用於癌症治療
學生：嚴嘉欣、方鴻諭、許以琛

指導老師：高泳詩
獎項：「醫療科技」三等獎

作品：北斗衛星
學生：黃冬攸、黎穎、梁曉迪

指導老師：楊宇恆
獎項：「北斗衛星」優異獎

作品：你知道北斗衛星嗎？
學生：何佩沛、何欣樺

指導老師：陳健鴻、高泳詩
獎項：「北斗衛星」優異獎

作品：人工智慧
學生：王玥、張鎧晴、唐若琳

指導老師：陳健鴻、高泳詩
獎項：「人工智慧」優異獎

作品：區塊鏈
學生：魏智誠、黃淨熙

指導老師：陳健鴻
獎項：「區塊鏈」優異獎

作品：你知多少
學生：潘卓言、許藍、曾溢希

指導老師：陳健鴻
獎項：「區塊鏈」優異獎

作品：醫療科技
學生：黃彥博、林若凡、易沁禧

指導老師：陳健鴻
獎項：「醫療科技」優異獎

作品：平行宇宙
學生：朱安祁、李可柔、鄺子柔

指導老師：陳健鴻
獎項：「量子力學」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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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參加創新挑戰賽成績出眾
  三月廿七至廿八日，全澳青少年（學界）創新挑戰賽複賽於澳門
科學館舉行，本校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制定合理的解決方案，紛紛製
作出自己的作品及研究，最終在賽場上展現自己的成果。經過評審
後，本校九份作品獲得優異奬，八份作品獲得優良奬，兩份作品獲得
甲級奬，為全澳獲優異獎及獲獎數最多的學校。

班際紙飛機競技賽獲獎者眾
  第一屆班際紙飛機競技賽夢飛翔，經過一輪激烈的比賽，以下同學獲獎：

飛行距離最遠：
初中組

一等奬 初二信  梁逸駿 黃莉茵
二等奬 初三光  施祖俊 鄭琨源
三等奬 初三正  翁澤宗 謝祖傑
優異獎 初三光  陳翰霖 黃淨熙
優異獎 初三信  林錦謙 吳致軒

高中組
一等奬 高一善  朱震濠 謝曜匡
二等奬 高二正  徐子聰 何展毅
三等奬 高一信  唐日曦 黃旨鵬
優異獎 高二望  林子堯 譚仲軒
優異獎 高一愛  黎明駿 陳紫詠

飛行時間最久：
初中組

一等奬 初三望  霍展聰 羅焌庭
二等奬 初三光  陳翰霖 黃淨熙
三等奬 初三正  翁澤宗 謝祖傑
優異獎 初二望  唐若琳 李以其
優異獎 初二信  梁逸駿 黃莉茵

高中組
一等奬 高二正  徐子聰 何展毅
二等奬 高二望  林子堯 譚仲軒
三等奬 高二信  吳綽諺 朱嘉駿
優異獎 高二信  余兆嵐 劉展滔
優異獎 高一愛  張博旼 郭曉嵐
優異獎 高一愛  黎明駿 陳紫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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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全澳校際劍擊比賽獲佳績
  由澳門劍擊總會主辦、教青局贊助的第十屆全澳校際劍擊比賽於四月廿四日及廿五日在澳門東亞運
體育館舉行。我校劍擊隊派出一百七十名選手出戰，劍手們在A至E
組奮力應戰。經過兩日激烈比賽共贏得七項全場總冠軍及卅五項個
人獎牌，更連續六年囊括A組全場總冠軍。其中在男子A組花劍、佩
劍及女子A組重劍均取得冠軍，包括有男A花劍梁志謙、男A佩劍黃
嘉祐及女A重劍羅焯欣，另有多人躋身各組別前三名。劍擊隊未來
將繼續普及劍擊運動，並傳承互助互勵的體育精神。

周沫涵在嘉佳衛視少兒聲樂大賽脫穎而出
  新年期間，來自粵港澳近千名少年兒童齊聚廣州華鉅君悅酒店
空中劇場，參加第二屆嘉佳衛視獨具一格少兒聲樂大賽總決賽。
  本校小三信班的周沫涵同學代表澳門賽區，以一首描寫鄉村留
守兒童的作品《山頂上》，在兒童A組一百四十五名選手中脫穎而
出，獲得「特金奬」，將被選送參加在海南瓊海博鼇國際會議中心
舉行，由中國文化管理協會主辦的二零二一博鼇（聲樂）藝術節全
國總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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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澳小學生國情繪畫大賽碩果累累
  本校學生於六月一日參加第五屆全澳小學生國情繪畫大賽頒獎禮，是次比
賽以「童夢繪錦繡──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主題。藉此加深學生對中華
傳統文化的認識，同時透過繪畫作品表達學生對中華文化傳承的感受。本校學
生積極參與，獲獎者眾。獲獎同學如下：

團體創作優秀獎：
小五級 黎家睿、周灝賢

最佳技法獎：
小四級 周敬軒

二等獎：
小三級 陳上揚、呂星嶢

小六級 梁錦欣

三等獎：
小三級 邱語嫣、陳弘毅、徐旨樂、余韋霆、

徐樂津、蔡芷晴、鄭焯詠、趙玥潼
小四級 譚琪蓁、陳心悅、余思樂、莫俊謙

小六級 甄浠、鍾欣瞳、龍思晴、林子瑜

  獲優秀獎同學共有八十三人，黃慧儀老師獲指導老師金獎，黃懷樟及王桂芬老師均獲銀奬。

中小學生版畫年展榮獲總冠軍
  三月二日下午，本校師生出席在「後牛房實驗場」舉行的「第二屆全澳中小學生版畫年展」開幕暨
頒獎禮。本校學生表現出色，獲得佳績，總冠軍由初一光班學生薛子榆同學獲得。
  獲獎名單如下：

 總冠軍： 薛子榆（初一光）

 特優獎： 梁雅一（高二望）、馬志沛（高一信）、林伊澄（初三善）、陳俊薇（初二善）、
  顏靖漪（小六望）、嚴雅懿（小四正）、江偉霆（小三望）

 優異奬： 陳溢朗（高三正）、鄭愷亭（高二善）、岑凱健（初三愛）、馮彥珊（初三善）、
  李偉康（初一正）、黃凱琳（初一善）、魏靖喬（小六善）、李文彥（小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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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發展銀行吉祥物設計大賽頒獎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五日，本校學生參加「澳門發展銀行吉祥物設計大賽」頒獎典禮，是次比賽旨在
提昇學生對企業的品牌設計的構思與創作，同學們的作品呈現出活潑、可愛、親和、造型簡潔，色彩明
快，具有辨識性的特點。
  獲奬學生名單如下：

  優秀獎：白明明（高一）、高譽愷（初三）、鄭善云（初三）

  入圍獎：陳恩琦（高一）、吳笛（初三）、林煜翔（初三）、李彥一（初二）、鄭昊侖（初二）

  此外，本校還獲得「優秀組織獎」。

MCC童樂盃創作賽獲佳績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本校學生參加「MCC童樂盃小眼睛看世界」全澳中小學生創作比賽，該比賽
是通過學生對自身的感受出發，透過作品呈現出他們眼中的世界、投奔無限的未來的想法。比賽分為三
個主題：1. 中文作文比賽（我的澳門）；2.攝影比賽（幸福的時光）；3. 繪畫比賽（探索世界）。本校
學生表現出色，獲得優異的成績。

中文作文比賽（我的澳門）獲獎同學
亞軍 高二級 盧詠珈
季軍 小五級 梁顥騰、小四級 李迪心

優異獎

高三級 劉焯盈、初三級 楊穎浠、
初二級 黃冬攸、

初一級 趙康瑤、蘇芷盈、蘇穎琳、
小四級 陳心悅、李紫瑩

攝影比賽（幸福的時光）獲獎同學
亞軍 小六級 黃樂宜
季軍 小六級 甄浠

繪畫比賽（探索世界）獲獎同學
冠軍 小六級 蘇進翎
亞軍 初二級 黃冬攸、小六級 林子瑜

優異獎 高一級 賴悅鋆、初一級 馮芷穎、
小四級 莫俊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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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全澳師生美術聯展成績優異
  「第四屆全澳師生美術聯展」於四月十九日在盧廉若公園春草堂進行開幕式及頒獎禮，是次比賽以 
「尋‧織」為創作主題，透過作品表達同學們對追求夢想的想法。本校學生表現卓越，獲獎同學如下：

校際戲劇比賽成績斐然
  「第二十九屆校際戲劇比賽」於四月十七日及十八日在中葡職業技術學校禮堂舉行。
  由方秀娟老師、郭艷玲老師、劉梓晴老師指導，高二信吳凱彤、彭開元執導，初一善馮芷穎、初一
光趙康瑤、初三望施人瑋、高一善李德彥、高二望彭天熙、高二愛唐瑤、高二愛雷碧榆、高三愛周思妍
演出的劇目《最美好的時光》，以及高二望林芷愉、高二善余泳欣執導，初三信張若詩、高一善周家
弘、高二愛歐錦鈞、高二正梁裕騫、高二正殷子軒演出的劇目《禮物》均獲優良級。
  方秀娟老師憑《最美好的時光》、郭艷玲老師憑《禮物》均獲劇本創作奬。
  由袁一豪老師、譚重儀老師、蔡毓瑜老師指導，小三善林庭萱、小四信官愷澄、小四愛陳茵蕎、小
四善陳浚諾及小五正張焯灝演出的劇目《叉叉星球》和小四愛李迪心、小五善李宇洋、小五善潘煒中、
小六信葉佩淇、小六善甄鍶晴及小六正楊婷雅演出的《你哋！聽我講》均獲優良級。
  《你哋！聽我講》袁一豪老師獲得優秀導演獎；小五善李宇洋同學及小五正張焯灝同學獲優秀演員奬。

佳作獎：
高二級 胡凱琳
小四級 莫俊謙

優異獎：
高三級 劉慶翔、張譯心

高二級 戴恩霖
小六級 何諾臻、歐錦康、鄧可豐

小五級 杜展鋒、施詠婷
小四級 李栩樂、陳心悅

小三級 李晞瑤、徐樂津、黃雅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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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抱生命的美」短片拍攝比賽榮獲冠軍
  五月，由街坊總會學生輔導服務中心主辦的「擁抱生命的美」短片拍攝比賽頒獎典禮中，本校魏智
誠同學憑動畫《愛好》榮獲中學組冠軍。

「疫情下的啟示」攝影比賽成績佳
  二零二一年國際博物館日以「博物館的未來：恢復與重塑」為主題，主辦單位舉辦「疫情下的啟
示」攝影比賽，本校初一級黃樂宜，初三級阮曉明、黃淨熙、張芸熙皆獲學生組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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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一屆華人少年徵文比賽成績佳
  本校同學參加由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事業發展中心主辦的「第廿一屆華人少年徵文比賽」，
表現出色，獲取佳績。

徵文創作
國際少年書信寫作比賽榮獲金獎 
  為響應萬國郵政聯盟第四十九屆國際少年書信寫
作比賽，國家郵政局將經由全國評審委員會在全國篩
選出一篇作品，代表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青少年競逐獎
項。今屆比賽的題目為「請寫封信給一名成年人，談
談我們生活的世界」，陳君維同學贏得澳門區的代表
權，並以作品《致祖父的一封信》參與國家郵政局的
全國評選，最終榮獲國內金獎（全國十名）。

一等獎 S4B宋嘉潁、S4E陳明心

二等獎 S4A王丹怡、S4B麥偉邦、S4D嚴慧喬、S4E廖文迪、趙卓穎、S5B林芷愉、S5C李欣燃

三等獎

S1D龍紫嵐、S2A張梓汶、S2B蔡慧姸、S2C黃琳驊、S2D施宇灝、S2F徐子恒、
S3A馮嘉尚、S3B黃馨倩、S3E蘇可瑜、S3F高譽愷、S4A許浩桓、李泳湘、吳粲然、
陳俊康、S4B張子彤、古曉晴、戴毅熹、S4C馬卓怡、S4D馮頎惠、S4E甄語嫣、S5A方澍、
S5B莫凱淇、胡元楚、S5C陳芷詠、S6A何梓為、S6B何穎彤、張志健、S6C鄧卓瑜、
司凱晴、周駿陽、S6D陳顥齊、S6E林庭安

指導老師獎
謝敏琪老師、余少君老師、黃耀鋒老師、張琦老師、伍家明老師、蔡桂枝老師、
吳惠梨老師、鍾春暉老師、林佩欣老師、源靜芬老師、張柏恩老師、陳子明老師、
鄧毅靜老師、方秀娟老師、麥芷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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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展及徵文比賽頒獎禮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展」開幕儀式，於四月十五日早上假
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綜合體會議廳舉行。此外，
由澳門特區政府及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合辦的「國家安全與我」中文徵文比賽頒獎禮亦同場舉行，高
一信班張靖坪同學勇奪高中組一等獎，初三信班張若詩同學獲
初中組二等獎。

澳門中學生大灣區徵文比賽表現出色
  本校同學參加由澳門大灣區青年發展協會主辦、勵志青年會協辦、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支持的「第二屆澳
門中學生大灣區徵文比賽」，表現出色。四月廿三日下午，部份獲獎同學出席頒獎典禮。獲獎名單如下：

初中組一等獎 S2D 劉宇晴
初中組二等獎 S1A李思賢、張子晗
初中組三等獎 S2A關文宇，S3C謝宛珊

初中組最佳文風獎 S1A郭芷璿，S1C蘇芷盈、林堉成，S2F徐子恒
初中組優異獎 S1A杜詠桐、吳宜霖、鄭承熹，S1C羅智祥、司徒玥明

初中組最佳主題獎 S1C鄭嘉裕
初中組最具創新獎 S1A黃寶穎，S2D鄺子柔，S2F周子瑩，S2F岑芷羚

高中組一等獎 S4A曾悅
高中組二等獎 S4A陳俊康
高中組三等獎 S6C梁沛盈
高中組優異獎 S4A林竑旭，S5B楊朝傑、劉十滔

高中組最佳文風獎 S4A盧嘉欣，S4D馮卓琳，S5B林竣暉
高中組最佳主題獎 S4C胡甄原，S5B李彥熙、許詠晴
高中組最具創新獎 S4A王丹怡、林沅婉，S5C甘子臻，S6C麥俊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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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表現優異
  本校同學參加由文化局主辦的「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獲取佳績。初二望何欣樺、高一信張
靖坪分別獲初中組季軍、高中組季軍，初一正賈子驁、初二信林樂禧、初三信馮嘉尚、初三光黃淨熙獲
初中組優勝獎，高一善嚴慧喬、高三望鄺羨洳獲高中組優勝獎。

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獲佳績
  本校同學參加由澳門基金會、澳門日報主辦的「第二十六屆澳門中學生讀後感徵文比賽」，表現出
色，獲取佳績。初二善梁樂瑤獲初中組冠軍，初三正陳思澄獲初中組季軍，初三光卓子俊、初二信張梓
汶、初二望何欣樺獲初中組優異獎；高二望胡元楚獲高中組亞軍，高一愛梁愫獲高中組季軍，高三望林
悅兒、高二望盧詠珈、高一信林竑旭獲高中組優異獎。其中初二善梁樂瑤同學的文章：少年‧澳門‧
說——讀《平民聲音澳門與抗日戰爭口述歷史》有感，獲得了初中組冠軍，梁同學在頒獎典禮上進行了
精彩的發言，與大家分享她的寫作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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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同心•與法同行》徵文頒獎
  本校同學參加由法務局主辦的《同根同心‧與法同
行》徵文比賽，高一信林竑旭獲中學組優異獎。陳子明
老師為指導老師外，積極參與比賽，獲公開組季軍。

 抗疫下的澳門徵文賽獲佳績
  本校同學參加由澳門南海海外留學生聯盟主辦的《抗疫下的澳門》徵文比賽，獲取佳績。高一望賴
悅鋆、高三信劉家裕分別獲高中組金獎、銅獎，高三信劉慶翔、何梓為獲高中組優異獎，高三信項一
凡、葉漢天、鄭欣樺，高二望莫鎧澤及高一善楊寧獲高中組入圍獎；初三善岳子惠獲初中組銅獎，初三
信蕭聖桐獲初中組優異獎，初三信馬昱琪、黃浩政、曾子樂獲初中組入圍獎。

參加「警民合力，全城抗疫」徵文賽獲佳績
  本校同學參加由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主辦的「警民合力，全城抗疫」中文徵文比賽，獲取佳績。
高一信張靖坪獲高中組亞軍，高二愛杜雨潔獲高中組季軍，高一望何忻桐、鄭麗汶及高一愛何嘉汶獲高
中組優異獎。

196



澳門校聞 各項比賽獎項

義烏駱賓王詩歌賽多位同學獲獎
  由中國作家協會兒童文學委員會、浙江省作家協會、義烏市人民政府主辦，《中國校園文學》雜誌
社、義烏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承辦的第二屆義烏駱賓王國際兒童詩歌大賽，面向全球徵文，期望藉著比
賽形式培養出更多的新生代兒童作家。
  本校同學積極參與，且表現出色，獲獎名單如下：

「給聖誕老人的信」徵文比賽 及「小學生科•藝大作戰」
影片拍攝比賽獲佳績
  由澳門郵電局舉辦的第廿五屆「給聖誕老人的信」徵文比賽 、「小學生科‧藝大作戰」影片拍攝
比賽於三月一日下午在通訊博物館舉行頒獎典禮。本校學生積極參與，且表現出色，獲獎名單如下：

「給聖誕老人的信」徵文比賽中文組
徐樂津（小三信）獲得第一組第一名，其指導老師為林碧珊；

李卓宇（初一善）、李華錚（小六信）、馬焯琳（初一正）、陳茵蕎（小四愛）、李心瑜（小四正）獲得
第二組優異奬，指導老師分別為黃耀鋒、鄭智伶、蕭欣翹、梁綺婷和陳美容。

一等獎
初二望 周清瓅

二等獎
高三愛 張譯心

三等獎
初三光 阮曉明

入圍獎
高三愛 鄧采瑤
高二望 胡元楚
初三光 高譽愷
初一信 陳柏諭
初一望 劉鍵楠
小六望 王俊浩
小六望 李德胤

「小學生科‧藝大作戰」影片拍攝比賽
小四愛：梁觀然、曾愷澄、繆狄紓，獲得
小學四年級或以下組別最佳作品，其指導

老師為陳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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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獲獎情況
參加美國經濟挑戰賽初賽(NEC)獲區域金獎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日結束的美國經濟挑戰賽初賽(NEC)，我校共計七組廿八名同學參加。由高
二級歐錦鈞、林正瀚、張欣玥、馮藹晴組隊參加AS(高級別組) 獲得區域總分金獎。由高二級李欣燃、
張耀恆、雅量敬、盧柱源組隊參加Pre(初級別組)獲得區域總分銅獎。NEC比賽是美國高中生最熱衷的
學術比賽之一，歷史悠久，以小組為單位參賽，每組四人，分別參加微觀經濟、宏觀經濟、國際經濟和
時事筆試，全英文筆試答題。

全國第十七屆地圖展示活動評選結果出爐
  全國第十七屆(2020年)地圖展示活動評選結果出爐，同學經過田野調查結合環境意識、發揮地圖製
作及使用技能後，於全國範圍中學作品中脫穎而出，獲得佳績如下：

最佳調查獎

周家弘、鄭愛華、葉俊濠、黃天佑
趙卓穎、陳邦雋、林紀言、楊寧

高中組一等獎

鄧采瑤、黃詠琳、鄧卓瑜
盧詠珈、馮藹晴、黃曼晴

初中組一等獎

趙卓穎、陳邦雋、林紀言、楊寧
岳子惠、林樂思、雷靖琪、林伊澄
周家弘、鄭愛華、葉俊濠
方愷瑤、馮彥珊、王琬斯
李艾民、梁茵彤、黃霆鏵、歐陽天泰
歐志暉、梁振東、孫同宇

以上指導老師分別為周慧心老師、楊宇恆老師、
魏曉萍老師

初中組二等獎

魏上旖、麥可琳、鄧賜恩、吳詠嫣
趙錦欣、馮佑楠、鄭穎芝、程梓悅
江禧源、陳穎妍、陳芷穎、謝宛珊
賀君潁、蘇可瑜
劉樂瑤、黎曉穎、韋希敏、黃禧允、周倩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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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各項比賽獎項

中學生歷史知識競賽獲一甲獎項
  由澳門基金會主辦「第二屆中學生歷史知識競賽」已於五月圓滿結束，該項活動鼓勵同學通過日常
生活中的學習，閲讀積累，在記憶基礎上進一步理解歷史，提昇澳門中學生歷史素養，融入對學生家國
情懷的培養。本校同學積極參與，高中組隊伍「紅藍天使」獲得一甲獎項，初中組隊伍「勇者無懼」及
「至善至正」均獲得二甲獎項。

參加澳門地理奧林匹克和地球科學奧林匹克競賽表現出色
  本校地理賽小組參加第十屆地理奧林匹克和第二屆地球科學奧林匹克競賽，分別獲得一金四銀二銅
和四銅的佳績。此外，高二黎政彤和朱雅祁擔任這兩個比賽頒獎典禮司儀。

地奧獲獎名單如下
金獎：叢培羲 

銀獎：李欣燃、張欣玥、黎政彤、陳君維
銅獎：朱雅祁、周駿陽

 

地科獲獎名單如下
銅獎：許熙彤、江禧源、陳君維、張博旼

 
地奧或地科入選獎包括

黎政彤、雅量敬、黃天晴、叢培羲、許熙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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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各項比賽獎項

本校學生參加「青少年誠信大使與校園實踐計劃」獲選為優秀隊伍
  本校同學朱雅祁、許熙彤、張欣玥、鄭愛華、陳晞瑤參與由廉政公署舉辦的「青少年誠信大使與校園
實踐計劃」，於四月十七日的嘉許禮暨分享會上，獲得來自廉政公署的嘉許，更獲選為優秀隊伍之一。

澳門職業英語比賽獲佳績
  為鼓勵澳門旅遊從業員提昇英語能力，以有助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持續發展，澳門生產力
暨科技轉移中心於本年續辦「第二屆澳門職業英語比賽」。比賽以觀光及旅遊服務業職業英語為主題，
分學生組（包含中學及大專院校）及公開組，參賽者以隊伍形式參加，提交圍繞主題而拍攝的短片，每
組分別設有金獎、銀獎、銅獎及創意獎各一名。本校學生積極參加，且表現出色，奪得學生組別之銀獎
以及銅獎，得獎名單如下：

  銀獎：司凱晴、李呈童、周思妍、郭曉琪（高三愛），指導老師：吳雄舟

  銅獎：鄧景恒、程文康、鄭愛華、張洛嘉、陳邦雋（高一望），指導老師：陳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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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各項比賽獎項

校園氣象監測比賽獲優異獎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由地球物理暨氣象局、澳門科學館主辦的「校園氣象監測比賽」中，本校高三級
賴穎妍、林呈鎂、梁肇鈞、林籽然和高二級鄭智泓同學獲得優異獎。

「城市特搜2021」活動獲佳績
  為鼓勵學生發掘社區民生問題，由澳門聚賢同心協會舉辦，「城市特搜2021」活動於五月廿二日舉
行，我校同學積極參與建言獻策，高中組同學汪文禮、黃煒晴、簡翊翹以『關前街區民生問題』獲優異
獎。初中組同學馮逸賢、張宇軒、鄭嘉裕以『僑樂巷垃圾桶問題』獲亞軍。高小組同學林敬昕、麥爾臻、
陳迪琪以『購物優惠連環計』獲季軍。初、高中組指導老師為魏曉萍，高小組指導老師為郭振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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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各項比賽獎項

基本法
推廣基本法系列比賽喜獲佳績 
  為推廣基本法知識，從而對基本法有正確的認識理解及進一步在校園推廣基本法，澳門基本法推廣
協會舉辦了「基本法演示文稿PowerPoint設計比賽」、「基本法宣傳短片創作比賽」及「澳門基本法
校園壁報設計比賽」。
  本校學生踴躍參加活動並憑優秀表現獲得佳績，獲獎情況如下：

「基本法演示文稿PowerPoint設計比賽」
郭祺宇(高三正)、李靜然(高三正)、胡嘉葆(高三正) 憑着《樂享無限發展空間》獲得冠軍及最佳演
繹奬，其指導老師為鄧毅靜，鄧老師同時獲得優秀指導老師奬。

「基本法宣傳短片創作比賽」
林亦茵(小五愛) 、簡玥翹(小五正)、吳詠心(小六善)、陳嘉晴(小六善) 憑着《做咩我話事！》獲得
冠軍及最佳創意奬，其指導老師為余宗軒、梁紫君及梁婉屏；
趙卓穎(高一正) 憑着《繁榮穩定全因基本法》獲得優秀獎，指導老師為伍家明；
黃韻澄(小五善) 、梁樂晴(小五善)、袁芷臻(小五正)、張祉萱(小六愛) 憑着《信不信由你》獲得優
秀奬，其指導老師為余宗軒、梁紫君及梁婉屏。

「澳門基本法校園壁報設計比賽」
莫俊謙 (小四愛) 獲得小學組二等獎，其指導
老師為陳麗玲；
顏靖媛 (小一望)、李文彥 (小六望)、顏靖漪
(小六望)、鍾欣瞳 (小六善)、甄浠 (小六正)、
梁錦欣 (小六正) 獲得小學組入圍獎，其指導
老師為黃慧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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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各項比賽獎項

我與《憲法》和《基本法》演講比賽獲季軍
  由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法
務局及市政署合作舉辦的「紀念《澳門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頒佈28周年之我與《憲法》和《基本法》演講
比賽」（個人演講決賽），在三月廿八日下午舉行。
  我校辯論隊梁正朗於決賽上，發表個人演講，題
為《心繫家國、傳承兩法》，通過同學真情實感的演
繹，最後奪得季軍，表現出色，為校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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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各項比賽獎項

影片
「全球抗疫，我們在一起」短視頻獲
二等獎 
  為了給世界各國戰勝疫情加油鼓勁，喚起希望，以民
間文化交流傳遞精神力量，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主辦、
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漢語國際教育中心）協辦了「全
球抗疫，我們在一起」的國際青少年講述抗疫故事短視頻
活動。本校同學積極參與，關嘉琪、黎政彤、朱雅祁、許
詠晴、梁博淇、顏俊偉、李家賢、林曉俊、區樂熙、鄧蘊
翩、楊寧以作品《逆風同行》獲四川省成都市友協選送，
最終評獲二等獎。

金泉獎短片大賽奪冠
  由澳門基金會贊助，澳門科技大學電影學院主辦的2020金泉獎短片大賽，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十五日舉行頒獎禮，該賽事旨在發現和鼓勵優秀新媒體影像作品，培養影視創作和創意人才。本校學生
積極參與，且獲獎者眾。

中學組劇情片冠軍
作品：《我是一個電話亭看守員》

學生：關嘉琪
指導老師：伍家明

中學組紀錄片亞軍
作品：《拾遺─香火不絶》

學生：趙卓穎、嚴嘉欣、陳邦雋、尤啟樂
指導老師：伍家明

中學組劇情片季軍
作品：《木偶》

學生：何欣樺、蔣文琛
指導老師：伍家明

中學組劇情片優異獎
作品：《愛讚女孩》

學生：吳雪兒、趙芷欣、梁潁欣
指導老師：伍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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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各項比賽獎項

創“SUN”慶回歸新媒體創意大賽獲影片金獎
  由澳門青年聯合會主辦的「創“SUN”慶回歸—新媒體創意大賽」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日舉
行頒獎禮。該活動期望借助時下流行的網絡社交平台，以新媒體製作為媒介，鼓勵青少年發揮創意，傳
達愛國愛澳的理念，結合自身成長經歷，抒發家國情懷。
  本校同學積極參與，且表現出色。由伍家明老師指導的高一正班趙卓穎在影片類（公開組）奪得金
獎，高三望班區樂熙同學在相片類（公開組）取得銅獎。
  攝影組：劉慧敏主任指導小六正班甄浠（親子組）取得銀獎。
  影片組：梁婉屏老師指導小六望班胡諾恩與小二愛班胡諾珩（親子組）取得銀獎。

作品：《幸福日記》
學生：陳思宇、王丹怡、梁倩欣、

顏俊偉、陳宇軒
指導老師：伍家明

作品：《筆生》
學生：趙凱翹、何佩沛

指導老師：伍家明

中學組紀錄片優異獎
作品：《遺城絲路》

學生：林芷瑜、朱雅祁
指導老師：黃耀鋒

作品：《茗聞遐邇》
學生：李家賢、區樂熙、林曉俊、鄧景恆

指導老師：伍家明

作品：《紅燈》
學生：高天瑜、吳宜臻、林靄怡

指導老師：伍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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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各項比賽獎項

模聯
本校學生喜獲東亞大學模擬聯合國大會獎項 
  四月二至五日，第七屆東亞大學模擬聯合國大會於澳門大學順利舉辦。本次大會有來自悉尼大學、
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法國拉羅謝爾大學、北京大學、瑞士商學院、北京語言大學、深圳大學以及澳門
本地的大、中學生兩百多人參與。大會設置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大清資政院、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
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主新聞中心五個會場。
  我校高中同學羅家瀠、葉偉雄、黃梓熙、朱雅祁、林正瀚、余泳欣、黃曼晴、陳靖桐、徐子淇等九
位同學通過學術測試獲得不同會場的參會資格。同學在比賽過程中模擬不同國家的外交代表，以演講、
辯論、磋商和撰寫各種會議文件等方式推動會議進程，維護國家利益，彰顯外交風範。
  獲獎情況如下：

「青少年模擬聯合國大會冬季會議」奪佳績
  「2021青少年模擬聯合國大會冬季會議」及「澳門區精英賽」頒獎禮於四月十三日假永利澳門宴
會廳舉行。
  「青少年模擬聯合國大會冬季會議」是「國際青少年模擬聯合國大會」在中國設置的分會場，由國
際聯合國協會主辦。本澳同學需透過參加第一輪的澳門區精英賽獲得精英獎，入選澳門代表隊，方獲得
中國會的參會資格。
  在兩次比賽中，同學表現突出，我校獲頒全場唯一一個「最佳團隊獎」，本校小學同學劉巧盈、李
卓翹以及中學同學陳芷詠、馮藹晴、項一凡、胡嘉葆、黃思華、林正瀚、鮑翰林、陳顥齊、鄭愷亭、吳
雨晴、嚴慧喬、余維盈、黃禧蕾、陳靖桐、陳君維、江禧源分別獲得各類獎項，梁美穠老師、鄧毅靜老
師獲頒「優秀指導老師獎」。
  獲「最佳外交官」獎項的鮑翰林同學登台發言，分享活動感受。鮑
同學表示，是次經驗使他學懂與他人合作，更讓他收獲了寶貴的友誼，
這次經歷將帶領他成為更優秀的自己。

高三善班 羅家瀠
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 傑出代表獎

高二正班 黃曼晴
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 最佳立場文件獎

高二愛班 朱雅祁
主新聞中心 榮譽提名獎

高二愛班 林正瀚
人權理事會 榮譽提名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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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校聞 各項比賽獎項

大灣區中學生模擬聯合國大會獲佳績
  五月十五至十六日，由廣州二中主辦的大灣區中學生模擬聯合國大會於該校舉行，是次比賽總共有
來自大灣區的四十多間名校參加。我校國際議題研習小組派出高三年級的陳顥齊、胡嘉葆，高二年級的
馮藹晴、黃禧蕾、鄭愷亭、余維盈、吳雨晴、鮑翰林，高一年級的陳君維、蘇俊熙、徐子淇、陳靖桐、
衛芷綽、張綺桐、蔡旻曉、周家弘、嚴慧喬等十七位同學參加，由鄧毅靜老師指導。同學在比賽過程中
盡展優秀的外交官風範，獲得優異成績。透過是次比賽，同學們的學術水平、思維能力、演說及辯論能
力、協作能力獲得進一步的提昇，同時也收獲了深厚的友誼。
  獲獎情況如下：

參與澳科大「校慶盃」辯論交流賽
  五月九日下午，本校辯論隊應澳門科技大學邀請，參加「2021澳門科技大學『校慶盃』暨澳門培
正中學普通話辯論交流賽」，慶祝澳門科技大學成立廿一周年。
  比賽辯題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對外發展應主打經濟牌／文化牌」，兩校同學準備充足，整場比賽非
常精彩。透過比賽，我校同學獲益良多，正反雙方的四辯得個人表現分數最高，同時獲最佳辯員獎。

高二善 馮藹晴 Honorable Mention Norway
高三正 胡嘉葆 榮譽提名獎
高一善 徐子淇 榮譽提名獎
高二善 鄭愷亭 榮譽提名獎
高二善 余維盈 榮譽提名獎

高一善 陳君維 最佳外交風采獎
高一望 蘇俊熙 最佳外交風采獎
高一善 衛芷綽 最佳文件寫作獎
高一善 張綺桐 最佳文件寫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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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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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年度傑出學生獎學金
香港培正同學會 45,000.00 2020-2021年度畢業禮/結業禮十項獎學金

培正專業書院 1,000.00 楊國雄博士伉儷獎學金
吳宣倫博士(1958年級銳社) 美元2,500.00 吳宣倫吳胡淑慈伉儷獎學金

昇/培社同學 1,000.00 黃逸樵、梁君偉、林敏初老師獎學金
陳樹森學長(1976年級捷社) 美元12,903.00 梁寒操老師中文科獎勵計劃

黃思豪學長(1983年凱社) 5,000.00 黃增玲先生獎學金(2022-2023年度)

無名氏 50,000.00
「致敬鍾景輝博士表演藝術獎學金」、

「培正藝術獎學金(音樂)」、
「培正藝術獎學金(視覺藝術)」及

「培正藝術獎學金(電影)」
教育發展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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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 2020-2021年度福音事工津貼

何建宗校監 10,000.00 贊助「謙社金禧室」電器麥志偉校董 10,000.00
羅志強校董 1,000.00 慰勞老師聚餐活動

李黃敏儀校董 150,000.00 學校發展經費
鄭景亮先生 300.00 禮券3張購買日用品
黃慶苗伉儷 450,000.00 2021-2022年度紅藍科研先鋒計劃

葉惠康博士(1949年級堅社) 2,000,000.00 學校發展經費
劉龍聲學長(1960年級正社) 100.00 校刊郵費及出版經費

廖耀琦學長(1962年級旭社)家屬 200,000.00 翻新E座6個課室工程
1963年級真社 60,000.00 5個學年之「1963年級真社傑出教師獎」

彭鑑芬學長(1968年級仁社) 500.00 校刊郵費及出版經費

1970年級謙社 10,000.00 贊助2020-2021年度體藝活動費用
372,250.00 謙社金禧捐獻「謙社金禧室」裝修工程Hosum Li Fund 美元1,000.00

鄺鑑開學長(1974年級基社)
10,000.00 學校發展經費
10,000.00 教職員會員工福利
6,250.00 送贈全體員工餅卡共125張

黃炳財學長(1976年級捷社) 1,000.00 校刊郵費及出版經費
章子惠學長(1976年級敏社) 3,000.00 香港培正中學紀念林英豪校長教育發展基金
朱自明學長(1985年級博社) 800,000.00 支持H座體育館更換冷氣設備

何敬誠學長(1986年級晶社) 100,000.00
支持學生往外地比賽及

支持學校聯絡海外內校友，
發揚紅藍精神的有關活動

馬秀敏學長(1990年級騰社) 100,000.00 支持“Project Why Not”經費陳志忠學長(1991年級勇社) 100,000.00
2018年級臻社全體同學 3,000.00 贊助「謙社金禧室」設備
2019-2020年度三光班 200.81 學校發展經費

方正元學長 (2019年級君社) 20,000.00 支持“Project Why Not”經費
2020年級奕社 3,114.50 學校發展經費2023年級悅社 100.00

(捐款名錄截至2021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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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正專業書院 HK$ 1,000.00 楊國雄博土伉儷獎學金

章子惠學長(1976年級敏社) HK$ 3,000.00 林英豪校長教育發展基金

旭社廖耀琦學長家屬 HK$ 200,000.00 1962年級旭社
紀念廖耀琦先生升中獎學金

Mr. and Mrs Edward C.M. Wong Foundation Ltd HK$ 38,000.00 黃慶苗伉儷獎學金
童閱出版社有限公司 HK$ 1,000.00

學校發展基金

文錦強牙科診所文錦強醫生(1977年級傑社) HK$ 1,000.00
岑建樂學長(1979年級榮社) HK$ 1 000.00

青田教育中心 HK$ 1,000.00
Joy Treasure Ltd.何志堅學長(1978年級英社) HK$ 1,000.00

Royal Sky(Asia) Limited顧明均學長(1966年級皓社) HK$ 20 000.00
鍾信明學長(1965年級耀社) HK$ 3,000.00

綠維油漆工程 HK$ 1,800.00
英利音樂有限公司 HK$ 3 000.00

香港專業排球學校有限公司鄭偉豪學長(2001年級慧社) HK$ 3,000.00
唐世煌社長(1969年级昇社) HK$ 2,000.00
譚世英社長(1971年級剛社) HK$ 3,000.00

Winbridge Company Limited廖约克學長(1963年級真社 ) HK$ 10,000.00
何浩元校董(1981年級勁社) HK$ 10,000.00

保嬌麗公司李明慶學長(1955年級忠社) HK$ 1,000.00
香港培正同學會黎藉冠副會長(1983年級凱社) HK$ 10,000.00
Eikowada Limited繆嘉銘學長(1987年级德社) HK$ 1,000.00

永業冷氙電業工程行有限公司 HK$ 1,000.00
金綸服裝有限公司 HK$ 100,000.00

彭煥棠社長(1959年級光社) HK$ 2,000.00
香港培正同學會劉詩韻會長(1986年级晶社) HK$ 2,000.00

鄺啟聰學長(1995年級健社) HK$ 3,000.00
泳天游泳中心有限公司 HK$ 3,000.00

1971年級剛社金禧紀念獻禮(1971年級剛社）
HK$ 30 000.00 1971年級剛社金禧紀念獎學金
HK$ 70,000.00 捐贈校史廊

HK$ 100 000.00 捐贈助學金
Chan Lai Yip & Tam Sai Ying (1971年級剛社） HK$ 1,362.51 1971年級剛社珊瑚獎學金差額

Yeung A Ting HK$ 10,000.00
資訊科技添置

教學設備3D打印機
周耀文、何光欣 HK$ 20,000.00

Kong Yung HK$ 10,000.00
Yu Kwun Ki Lawrence HK$5,000.00

（捐款名錄截至2021年8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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