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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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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血女子中學

Precious Blood Secondary School

寶血創校七十周年  
     校友同慶高誼隆情

電子學習改變授課和學習模式

現時學生除了要有書本上的知識外，亦需要運用資
訊科技進行各式各樣的學習、交流和互動，以及透過互
聯網搜集不同時地的資料，與不同人士建構知識。透過
資訊科技，學生不只向一校的老師學習，更能通過互聯
網自行探索知識和培養批判性思維，令學生不用外訪亦
可擴闊視野。

資訊科技基建及設備更新

本校在2013年決定更新已用了逾十年的網絡設
施，以滿足現今電子學習的需要。工程包括轉用10G
光纖及CAT 6網路線；改用穩定、安全及可靠的10G
思科（Cisco）網路交換器，以加快網速並加強網絡
基建，減低遇上網絡流量樽頸的機會；舊的視窗系統亦已換為Windows Server 2012 R2 及Windows 
8 .1 /7。另外，為增加教學的靈活性及支援同學在校園內隨時上網學習和交流，令老師不須到指定地點才
可進行資訊科技教學，校方在校園內可進行教學的地點均己安裝了多個思科（Cisco）802 .11ac無線網絡接
入點（Access Point，即AP）以作配合。此外，除安卓（Android）平台的平板電腦外，我們今年亦添置了
不少iPad Air 2 (64GB)平板電腦，務求向學生提供更多元
化的學習應用程式及電子課本。

學校行政系統更新

本校參加了第三期加強公營學校行政管理試驗計劃，
設置了校本的電子文件管理系統及成績分析系統，方便老
師在制訂教學策略時，查閱及跟進學生在整個中學生涯的
學業進程及學習成效。另外，本校購買了家校通訊的手機
應用程式（Teamwork School Messenger），以加強家校聯
繫，讓家長能更迅速地掌握學校的訊息。此手機應用程式
亦可增加師生間的溝通和讓校方減少派發紙張通告，響應
支持環保。除此之外，本校近年也不斷添置各式能改善學
校行政的系統，如電子改卷系統及文字辨識軟件等。

感恩祭

資 訊 科 技 基 建 及 學 與 教 發 展

步行籌款

開放日

Rishare 文件管理系統

Promethean Multi-Touch Activboard 
電子白板

Mobile Learning with 
iPad Air 2

Microsoft Youth Spark Programme 
Hour of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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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展組：班長領袖培訓

Halloween Activities

科學學會：雪糕製作班

通識教育科：「 從雨傘運動看香港政府管治」講座

台灣升學講座

初中家長日

開放日「我要做老闆」攤檔

運動會

公民教育劇場學校巡迴演出 
- 《現代灰姑娘》

廣州巿第九十七中學訪校 滑板示範

2015 年是我校創校七十周年，也是上主對我校普降恩澤的一年。歷屆校友熱烈參與各項

活動，她們對母校的高誼隆情及對師妹的親切關懷，見證了上主如何珍視每一位「寶血人」的

成長，啟廸我們薪火相傳、以愛還愛。際此學校邁向新

發展的階段，我們既扎根於傳統的關愛校園文化，又能

與時並進，栽培學生作全方位學習，為學生將來得以更

好地貢獻社會作準備。

盆菜宴

資訊科技學與教發展

隨着本校資訊科技教學資源不斷優化，本校的電子教學亦日趨多元化。利用電子白板教學能大大提高
學與教的互動性，令學生更投入課堂，主動學習；本校近年更引入便攜式流動電子白板裝置，增加教學的
靈活性。此外，不同學科亦按科本特性，加入不同的電子教學元素，例如利用可與平板電腦連接的數據收
集儀，使實驗數據更精準，學生更能即使時用軟件處理數據；透過上載自行錄製的教學片段，讓學生按個
人學習進度，預習或重溫學科知識；各科亦會透過自學網站、網上教室、討論區等形式，使學習不再局限
於課室內，讓學生能隨時隨地，以不同形式及進度不斷學習，以體現自主學習的精神。

教師亦在課業設計上加入電子學習元素，以強化學生運用資訊科技的能力、培養他們運用資訊科技的
素養，使學生能掌握在資訊年代終身學習及創意解難所需的技能、知識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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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年度頒發之獎學金（校內）校 外 活 動

日本交流文藝廊導賞工作體驗
恒生社聯 1516

頒獎禮

海事博物館
導賞工作體驗

中一學生參觀
海事博物館

台灣領袖訓練營

佳能攝影馬拉松 粵港青少年志願工作者
雙向交流的情況

2015-2016 年度上學期 遊學及交流概況
日期 目的地 獲獎 / 行程

2015年8月 台灣
中四陳宣同、鄭希潼、李芷筠及曾希瞳四位同學參加第十屆港島東
區聯校學生領袖訓練計劃，往台灣交流學習。

2015年9月至
2016年8月

美國
中五黃詩晴同學獲校友彭少英女士捐贈接近十三萬獎學金，往美國
遊學一年。

2015年12月 日本 中五何楨瑞同學獲選到日本參加21世紀東亞少年大使交流計劃。

2015年12月 廣州
29位中二至中四同學獲選到廣州參加中國夢青年發展 --- 粵港青少
年志願工作者雙向交流，參觀廣州市內一些企業、到錢崗八一小學
義教、廣州市第九十七中學交流等。

中二學生參觀海關大樓

藝術成就

體育成就德育及公民教育成就

學術及其他成就

姓名 班別 名稱
歌詠團 世界青少年合唱節 銀獎

余蔚瑩
陳佩姍

中六信
中六愛

第七屆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獎學金

篇幅所限，僅撮錄榮獲三甲之得獎項目

2015 - 2016 年度 校外比賽光榮榜 ( 截至 2016 年 2 月止 )

姓名 班別 名稱
2015-2016 年度中學校際游泳比賽（港島區第三組別）

陳芷翹 中二信
女子丙組 50 米自由式 第一名
女子丙組 100 米蛙式 第二名

陳芷翹
陳穎霖

中二信
女子丙組 4x50 米自由式接力 第三名

魏柏晴 中二愛
陳芷芯 中一望

東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5
丁心瑩 
翟美樂

舊生

女子公開組 4 x 400 米接力 冠軍鄭安淇 中三望

鄭茵曈 中二信

葉穎芯 中五愛 女子丙組 400 米 冠軍
依莎貝 中三信 女子丁組 100 米 亞軍
李卓霖 中三愛 女子丁組 100 米跨欄 季軍
林卓慧 中三敬 女子丁組跳遠 亞軍
謝芷希 中三敬 女子丁組跳高 季軍
依莎貝 中三信

女子丁組 4 x 100 米接力 亞軍
吳皓宜 中三望
李卓霖 中三愛
李如殷 中二信
鄭茵曈 中二信 女子公開組 1500 米 及 800 米 季軍
黎寶珠 中二愛 油尖旺區及荃灣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5 女子青少年 D 組鐵餅 亞軍

2015 亞洲滑冰邀請賽 ‧ 青島

謝芷希 中三敬
FREESTYLE 4 、LARGE PRODUCTION TEAM、

TEAM SURPRISE 第一名、 INTERP、ARTISTIC 第二名
JUMP & SPIN、SPEED RACING 第三名

姓名 班別 名稱
香港紅十字會 2014-2015 年度 東區青年急救比賽 亞軍

李凱諺 中六信 公益少年團中學三等榮譽章、1415 年度優秀團員
李洛琳 中五信 香港女童軍總會 隊伍優秀女童軍獎

陳蓁 中五愛 香港交通安全隊獎學金暨義務工作嘉許狀
第十屆港島東聯校學生領袖訓練計劃

陳宣同 中四信 傑出表現獎
鄭希潼 中四信 飛躍進步獎
曾希瞳 中四信 最具領袖潛質獎

姓名 班別 名稱
香港資優記憶挑戰賽 2015

優秀學校 大獎
李鎧妍 中四信 高中全場總排名 季軍
李鎧妍
鄭希潼

中四信

人名記憶 金獎江穎詩
陳宣同
石浩怡

中四望

李鎧妍
鄭希潼

中四信 數字記憶 金獎

陳宣同 中四信
數字記憶 銀獎

石浩怡 中四望
李鎧妍
江穎詩

中四信 啤牌記憶 銅獎

曾希瞳 中四信 2015 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課外活動及社區服務方面
袁海儀 中五信 祁良神父紀念獎學金
林詩淇 中六信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高中學生獎

The Most Important People in My Life  Cheung Sum Ki (F5A)
 I believe that in everyone’s life, there are people who give you inspirations and motivations. It is their support 
and attitude which influence you. To me, my parents are the ones who have influenced me the most.
 My mother’s name is Mary. She is intelligent, helpful and patient. She is the one who does all the housework. 
But this is not what makes her special. My mother never complains about doing most of the work at home. She is 
considerate and understanding. She always understands my needs. And when I feel doomed, she is the one who cheers 
me up. She always tells me not to be daunted by failure, as it is the step to success. She also tells me to have confidence 
in myself, which has given me great inspirations. On occasions, she would even write quotes on pieces of paper to 
encourage me. She is the most caring person in the world. Once my dad was under much stress and got drunk, he slept 
on the floor and refused to move. However, my mother insisted on getting him to bed and asked me for help. I refused 
as I felt upset about my dad’s drinking. After the chaos of moving my father, my mother scolded me for not caring for 
the family nor considering the consequences. This also reminded me of how much she cares for her mother. When she 
thinks of her, she sometimes cries because she is old and death may come in any day. Her kindness has influenced me to 
be who I am. Now I care for my family and friends. I offer support and help without hesitation.
 Different from my mother, my father is very intense. He insists on checking my work everyday, no matter he 
is busy or not. He always shares his experiences 
with me: his work, his teachers, colleagues, 
parents, etc. He is brave and just. When he sees 
people suffering, no matter he is a stranger or 
someone he knows, he feels empathy and often 
prays for them. He donates to the poor even 
though he is not wealthy. In retrospect, he has 
even once stopped a man from taking pictures 
of a female passer-by on the MTR, that is why I 
think he is brave. He always tells me to be a good 
and successful person, to have good orientation 
and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He supports me for 
who I want to be and he always buys me things. 
There was once I complained for running out of 
paints for drawing and he bought me new paints 
the next day. I feel very grateful for what he does 
and his teaching.
 In conclusion, the two people who 
influenced me most have kind hearts. I learn how 
to love from them and hope to convey this virtue 
to my love ones.

姓名
班別

( 14 - 15 年度 )
獎學金名稱

陳佳櫻 陳瑋淇
黎建玲 梁尉琳

中六信 陳燧棠先生紀念獎學金 ( 以最優文憑試成績入讀大學 )

歐綺晴 蔡靜蕾
梁錦蘭

中六望
梁鳳儀校友獎學金 ( 以最優文憑試成績入讀大學 )

盧琳琳 葉倩恒 中六愛

陳瑋淇 中六信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中六級數學科[M1+核心部份]成績第一名)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 ( 中六級化學科成績第一名 )

蔡嘉鈴 中六信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 ( 中六級歷史科成績第一名 )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 ( 中六級地理科成績第一名 )

梁尉琳 中六信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 ( 中六級英文科成績第一名 )

曾詠欣 中六信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 ( 中六級生物科成績第一名 )

歐綺晴 中六望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

( 中六級數學科 [ 核心部份 ] 成績第一名 )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 ( 中六級通識教育科成績第一名 )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 ( 中六級經濟科成績第一名 )

范靈芝修女紀念獎學金 ( 學業成就獎 )

陳建茹 中六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六級通識教育科成績第二名 )

方嘉希 中六望 笑蓮獎學金 ( 體藝表現成就最優 )

伍穎怡 中六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六級數學科 [ 核心部份 ] 成績第二名 )

翟美樂 中六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六級英文科成績第二名 )

吳漪琳 中六愛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中六級中文科成績第一名）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 ( 中六級中國文學科成績第一名 )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 ( 中六級中國歷史科成績第一名 )

蘇沛鈴 中六禮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 ( 中六級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成績第一名 )

張媜媜 中五信 潘中時先生百歲紀念獎學金 (中五級數學科[M1+核心部份]成績第一名)

翟美雪 中五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五級英文科成績第二名 )

林詩淇 中五信

呂燃金修女紀念獎學金 ( 中五級英文科成績第一名 ) 

潘中時先生百歲紀念獎學金 (中五級數學科[核心部份]成績第一名)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五級生物科成績第一名 )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五級化學科成績第一名 ) 

呂燃金修女紀念獎學金 ( 傑出學生獎 )

吳茂瀅 中五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五級視覺藝術科成績第一名 )

莫穎楓 中五信 呂燃金修女紀念獎學金 ( 校內服務特優獎 )

黃詩梵 中五信 蘇衍慧修女助學金

黃詩晴 中五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中五級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成績第一名)

鄭曉嵐 中五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中五級數學科[核心部份]成績第二名)

林鎵湋 中五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五級歷史科成績第一名 )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五級地理科成績第一名 )

李咏霖 中五望 范靈芝修女紀念助學金

丁詩儀 中五望

潘浩明校友獎學金 ( 中五級通識教育科成績第一名 )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五級物理科成績第一名 )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五級經濟科成績第一名 )

邵穎 中五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五級通識教育科成績第二名 )

王穎如 中五望 范靈芝修女紀念獎學金 ( 卓越領袖獎 )

陳旋 中五愛 朱克用先生紀念獎學金 ( 中五級學行顯著進步獎 )

石慧琳 中五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五級中國文學科成績第一名 )

陳嘉明 中四信

陳懿行校友獎學金 ( 中四級中文科成績第一名 )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四級通識教育科成績第二名 )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四級中國歷史科成績第一名 )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四級旅遊與款待科成績第一名 )

何楨瑞 中四信

陳燧棠夫人獎學金 ( 中四級英文科成績第一名 )

李煒邦老師紀念獎學金 (中四級數學科[核心部份]成績第一名) 

黃永傑先生獎學金 ( 中四級中國文學科成績第一名 )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四級生物科成績第一名 )

張心喬 中四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四級英文科成績第二名 )

洪希雯 中四信

李煒邦老師紀念獎學金 (中四級數學科[M1+核心部份]成績第一名)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四級物理科成績第一名 )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四級化學科成績第一名 )

郭穎穎 中四信

AARON BROCK 紀念獎學金 ( 中四級通識教育科成績第一名 )

陳鄭觀海女士獎學金 ( 高中義工服務特優獎 )

蘇衍慧修女助學金

林麗明 中四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四級中文科成績第二名 )

司徒思嘉 中四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四級地理科成績第一名 )

韓嘉儀 中四望 潘浩明校友獎學金 ( 中四級歷史科成績第一名 )

劉偉倩 中四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中四級數學科[核心部份]成績第二名)

蕭冬梅 中四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四級經濟科成績第一名 )

梁穎雯 中四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中四級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成績第一名) 

余翠卿校友紀念獎學金 ( 中四級學行顯著進步獎 )

陳宣同 中三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三級中文科成績第二名 )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三級中文科進步獎 ) 

黎雪凝校友獎學金 ( 中三級英文科進步獎 )

姓名
班別

( 14 - 15 年度 )
獎學金名稱

何曉旻 中三信
余淑珍女士紀念獎學金 ( 中三級中文科成績第一名 )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三級數學科成績第二名 )

江穎詩 中三信 陳福林先生紀念獎學金 ( 中三級英文科成績第一名 )

李清儀 中三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初中義工服務特優獎 )

曾希瞳 中三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三級英文科成績第二名 )

楊卓穎 中三信 呂燃金修女紀念獎學金 ( 中三級數學科成績第一名 )

謝鳳宜 中三愛 葉轉章校友助學金

胡添欣 中三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三級數學科進步獎 )

依莎貝 中二信 羅次雲女士紀念獎學金 ( 中二級英文科成績第一名 )

吳聞聞 中二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二級英文科成績第二名 )

岑祉欣 中二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二級中文科成績第二名 )

馮巧旻 中二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二級中文科進步獎 )

鄭蘇倫 中二望 呂燃金修女紀念獎學金 ( 中二級數學科成績第一名 )

葉允行 中二望
邱海燕校友獎學金 ( 中二級英文科進步獎 ) 

區綺雯修女獎學金 ( 初中學行顯著進步獎 )

黎婷婷 中二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二級數學科成績第二名 )

梁穎詩 中二敬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二級數學科進步獎 )

謝芷希 中二愛

奮進獎學金陳詠琪 吳鈺鈞 中二敬

朱敏宜 中一信

陳芷翹 中一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一級英文科成績第二名 )

布釬琳 中一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一級數學科進步獎 )

狄雪兒 中一信 潘中時先生紀念獎學金 ( 中一級英文科成績第一名 )

詹巧琪 中一信 余淑珍女士紀念獎學金 ( 中一級中文科成績第一名 )

徐巧榆 中一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一級中文科進步獎 )

周諾怡 中一望 余淑珍女士紀念獎學金 ( 中一級數學科成績第一名 )

向紫叶 中一望 林洪光先生獎學金 ( 中一級英文科進步獎 )

胡婉儀 中一敬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一級中文科成績第二名 )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 中一級數學科成績第二名 )

江穎詩 中三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全級第一名）岑祉欣 中二信

胡婉儀 中一敬

何曉旻 中三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全級第二名）鄺曉嵐 中二望

陳芷翹 中一信

胡秋煖 中三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全級第三名）鄭安淇 中二望

向紫叶 中一望

楊卓穎 中三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全級第四名）吳皓宜 中二望

梁溢桐 中一望

李清儀 中三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全級第五名）林思嘉 蔡爾雯 中二愛

李如殷 中一信

陳佳櫻 陳婉儀 中六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各級操行獎）

吳嘉妍 戴莉菲 中六望

梁婉柔 吳漪琳 中六愛

馮紫樺 龐芷君 中六敬

陳嘉欣 黃穎棋 中六禮

莫穎楓 黃詩晴 中五信

林鎵湋 袁霈珊 中五望

石慧琳 楊沅蓉 中五愛

陳佩姍 梁曉慧 中五敬

陳芷慧 中五禮

陳嘉明 何楨瑞 中四信

張柏騫 中四望

梁穎雯 容芷珊 中四愛

許芳嘉 中四敬

何曉旻 中三信

簡詠琳 李潔婷 中三望

胡添欣 中三愛

廬佳佳 黃詠彤 中三敬

蔡佩盈 黃翠兒 中二信

梁尹曦 吳皓宜 中二望

黎婷婷 林思嘉 中二愛

陳詠琪 郭詩雅 中二敬

陳慧婷 鄭詠心 中一信

梁溢桐 王潔雯 中一望

林麗珊 林𡞵茹 中一愛

宋佳文 胡婉儀 中一敬

《玫瑰花和仙人掌》    中五信  何楨瑞

玫瑰花和仙人掌，都是有刺的植物，但其生存之道，卻
大相逕庭。

玫瑰追求美麗，呈最嬌豔一面以誘人。玫瑰色彩斑斕，
紅如烈火、黃如蜜糖、橘如鴨嘴的花朵，使人伸手欲摘；為
了保護自己，她不得不以刺傷人，點滴鮮血更益美豔，難怪
被冠上自私陰險之名。仙人掌本來無刺，只是為了適應沙漠
暑燥，將葉退化成針刺狀，減少水份的流失，其莖粗大而呈
巨柱狀，是為了儲存更充足的養份，他甘於平庸，但堅毅勇
敢，可扺抗風沙和烈日，因此能於劣境中成長。

玫瑰為了炫耀自己的美麗而肆無忌憚，以為可以靠刺
來自保，孰料美麗終不敵光陰荏苒，最後花殘葉落，飄散泥
上。仙人掌不求瞬間的燦爛，不作虛張鋪設，竭力吸收雨露
精華，低調求存，是以仙人掌的知名度，亦不亞於玫瑰花。

在現今社會中，不少人喜愛玫瑰，甚或秉持着玫瑰的做
人之道，但請大家也別忘了翠綠的仙人掌，它風格務實、堅
毅不屈的精神，也值得我們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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