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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邁步前行
願主的平安和喜樂與大家同在！

我感到很榮幸獲得辦學團體耶穌寶血女修會及校董會的委任，成為寶血女子中學第七任校長，得以服務

這所歷史悠久、校風純樸的學校。首次於校訊與各位分享，藉此良機描繪一下本校發展藍圖的梗概。

教學相長 提升教學質素及學習效能
學校是培育人才的地方，必須持續建設優秀的教師團隊為學生提供優質的教學。本校不同

的科組透過與教育局和中文大學的協作計劃，優化課程，進行課堂觀摩和分享，以提高教學效

能。此外校方亦會為教師安排講座和分享會，探討如何利用課堂設計、小組討論及協作等策略

促進主動學習。我們要求學生主動參與課堂，教導學生善用課堂筆記，培養積極的學習態度。

照顧學習多樣性是因材施教的重點，我們將會投放更多資源，提供更有系統的拔尖補底措施，

包括設立學生人才庫、資優訓練、校本剪裁課程、專家支援等。

與時並進 推行電子學習和STEAM教育
電子學習普及，毫無疑問已成為青少年獲取知識的有效方式，教師們必須與時並

進，以創新的教學模式為學生設計電子學習體驗。不同的科目已積極推行iPad和電腦輔
助教學，塑造新一代的智慧型教室。學校亦已設立了兩個創新科技實驗室，分別發展

智能機械科技及生物科技，現已全面運作，為學生提供有趣的課程及活動。此外，我

們亦構思把設計及視覺藝術的元素與科技教育融合，成為本校的特色科技課程。

快樂校園 營造身、心、靈正向氛圍
本校努力推行正向生命教育，藉著宗教倫理科、生活教育科、班主任課及周會

進行多元化的價值教育；並透過領袖訓練、大姊姊計劃、制服團隊、義工服務、生

涯規劃活動、海外考察、教育營等，讓同學獲得豐富的體驗，培養積極的心志。營

造校園關愛文化，表現於老師對同學關愛有加，以及學姐對學妹的關顧之情。建設

理想校園方面，四樓的空中花園現正進行翻新工程，將會提供舒適而寧靜的綠化環

境，讓同學紓緩壓力。位處二樓的音樂輔導咖啡閣現已開始運作，舉辦了很多與職

場相關的興趣班和生活技能班。隔壁是環保智能運動中心，走廊設置休閒桌椅，這

裏將會成為本校的優質生活空間。

踏進2020年，標誌著我校邁進第七十五年，別具意義。寶血女子中學繼往開來，秉承校訓—智、義、勇、節的精神，

盼與家長同心攜手，積極培養學生成為品德良好，樂於學習的寶血人。

校長的話

開學彌撤與領袖生合照

旅行日杜校長與師生合照（右一）

重視教師培訓

杜師正校長

學校舉行升中家長講座，
杜校長與來訪的家長、學生交流。



2019年7月13至21日，曾美月副校長、陳憲華助理校長以及王鴻傑
老師帶領23位學生到布里斯本參與「澳洲英語與數理科研交流」活動。

出發前，所有獲選參加交流團的同學均須參與長達半年的校內培

訓課程，內容包括：團隊建立、科學探究、解難活動、編程學習、英

語培訓及專題報告等，為交流活動作好準備。

這9天的交流活動中，學生於Grace Lutheran College參與了5天充實
的課堂活動；包括特別為本校學生而設的機械人課程，以及與當地學

生作一對一的配對，讓本校學生跟隨當地學生上課及活動，深入體驗

澳洲的學習模式。此外，學生亦獲安排入住接待家庭，讓學生進一步

了解兩地文化及生活習慣的差異。

交流活動雖然只有短短數天，但我校學生表現主動，經過幾天的相處，與當地學生及接待

家庭已建立了深厚友誼。行程結束當天，彼此都依依不捨，有些同學更相擁而哭。

交流期間，隨團教師亦到訪不同學校及機構進行交流，如Caloundra City Private School、
St Aidan's Anglican Girls' School、St. James College、St Hilda's School、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tudy Queensland及BROWNS English Language School，為日後再
到澳洲交流奠下基礎。

是次交流增進了我校與Grace Lutheran College的友誼，盼望日後兩地學校可以通過不同形式，如視像或互訪，作恆常交流。

學生感想：

STEAM 活動Race To The Line—模型火箭車比賽
2019年11月2日，三十多名寶血師生齊集禮堂，參加一場緊張刺激的模型火箭車比賽。當天，參加者須

分成小組，於短短三小時內，利用3D設計程式、物理模擬軟件及切割工具，將一塊高密度的發泡膠磚，製
作成獨一無二的火箭車。

在動手製作火箭車前，同學須先學習相關的數理知識，例如空氣動

力學和減低摩擦力的方法等，以掌握製作高速及穩定的火箭車所需考慮的元素。在設計過

程中，同學先運用3D設計程式，設計火箭車的初型，再利用模擬軟件，預測火箭車的性能。
通過組員之間的討論，一次又一次的修訂，各組終於完成了火箭車的設計。

接下來，便是製作火箭車的環節了。同學利用發熱線，將發泡

膠磚按設計圖切割成火箭車的形狀，再利用錘子將車輪安裝在車身上，禮堂裏「砰砰嘭嘭」之聲此起
彼落，有如汽車製作工場般。當一些組別還在努力裝嶔車輪時，有些組別已開始實地測試火箭車的性

能了。經過最後的改良修正後，各組均忙於美化火箭車，為火箭車繪上精美的圖案，準備參加火箭車

大賽了。

不消一刻鐘，禮堂已化身成為火箭車比賽的場地了，同學們坐於賽道旁，為自己的隊伍吶

喊助威。為提高比賽的準確性及公平性，比賽運用了現時學習編程的主要工具—micro:bit來
量度及計算火箭的速率。經過一番緊張刺激的比賽後，我們順利選出了三組的優勝隊伍，她們

將代表我校，出戰2020年5月舉行的香港區火箭車比賽。參賽的同學們，加油啊！

中五信  魏柏晴
我在今次的遊學團中獲得很多不同的體驗，我有機會結

交不同種族的朋友，了解他們不同的文化和生活習慣；在

接待家庭中，令我對澳洲的生活方式有深入的了解；在澳

洲學校的課堂中，我發現澳洲的STEM教學內容十分有趣，
令我眼界大開，獲益良多。

中一信  林綺華
這次交流活動，我所接觸的同學及接待家庭都十分熱情

和友善。在澳洲，我和Buddy一起上了很多不同的課堂，如
英文、設計、木工和體育課等，他們的課堂氣氛較輕鬆自由，

學生都可按個人興趣作不同的嘗試。

澳洲英語與數理科研交流活動回顧

冠軍組別
二信 陳子琦
二信 陳祉玥
二信 鄭羽淇

亞軍組別
三愛 周雅純
三愛 吳樂兒
三愛 黃愷堯

季軍組別
二信 LAIBBA BIBI
二信 吳子欣
二信 黃雅誼

同學們利用應用程式測試設計動手製作模型車

同學合作設計模型車

模型車速度測試比賽

同學們努力的成果

學生於Grace Lutheran 
College參與了5天充實

的課堂活動
一眾師生到布里斯本參與

「澳洲英語與數理科研交流」活動

與當地學生一起研習

同學們與當地學生及接待家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成長的印記

中一成長營
本校於2019年8月27至29日為中一各班舉辦了一次成長營，協辦機構為長洲鮑思高青年中心。是次活

動內容包括：自我突破、歷奇訓練活動、解難思考訓練遊戲、團體建立訓練等，讓同學們有機會嘗試藉

著不同項目挑戰自己。

成為寶血人
開學後，經過一個多月的中學

學習及生活適應，同學親身體驗作

為寶血人的特色。九月的中一成長

祝福禮，讓同學與家長、老師分享

在不同活動中的快樂時光，留下美

好回憶。

升上中四—面對高中新挑戰
本校於2019年10月3至4日為中四級舉辦了成長營，協辦機構為聖雅各福群會（青

年服務）。是次活動內容包括：人生模擬遊戲、歷奇訓練活動、解難思考訓練遊戲、團

體建立訓練等。同學們藉著不同活動自我反思，挑戰自己，學習定立目標的方法，從而

確立自己將來發展的路向。

中一新生—適應新生活
為了讓中一新同學更容易適應新的學習生活，校方於暑假期

間，為新同學安排了不少多元化的活動，令她們在開課前已投

入新的學習生活，認識新同學，適應新環境。

寶血‧升Together，是活動的序幕，本
校於七、八月份亦舉辦了不少有趣的學科

體驗活動，令同學在輕鬆的氣氛下學習。

田徑體驗活動以廚餘作染料，製作紮染。

製作手繩，學習英語。

齊齊舞動

同學們以圖畫及文字
表達對未來學習的期望

在「寶血‧升Together」
中認識了不少新同學

高空游繩 團結互愛快樂回憶製作羅馬炮架

自信分享各種難忘體驗

亮燈禮合照

人生模擬遊戲

合作解難



2018至2019年是我人生中既
精彩又富有挑戰性的一年，因為有

幸得到了「原來我得㗎」美國交流

計劃獎學金的資助，讓我有機會

與美國當地的高中生交流，從中體

驗當地的獨特文化。當初參加這

個計劃就是因為希望可以擴闊自

己的眼界，了解不同的風土人情。

這一年海外交流的經歷使我成長，令我變得更堅強、獨立，也

讓我更加了解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我在印第安納州的布魯克維爾(Brookville, Indiana, US)與當
地寄宿家庭一起生活，並於當地公立高中(Franklin County High 
School)就讀12年級。這裏的老師和同學都非常熱情，讓我很快
適應美國的生活。他們平日亦很主動與我討論有關香港的教育

制度、中國文化等問題，原來美國人對中國文化十分好奇。我

的文學老師對《孫子兵法》非常感興趣，我們亦經常討論中國

的經典文學話題。他們意識到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會反思自

己對中國文化了解不足。

首先，美國的上課方式與香港有某些相似之處，例如小班

教學，以及上課時間等；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美國高中

課程較香港高中課程多元化。美國的高中課程可以讓你接觸

到一些比較特別的科目，例如心理學、農業科學、市場行銷

學等等，多樣豐富的課程選擇，可以讓我早點了解大學課程內

容，有助選擇自己感興趣的科系。我在這一年有修讀Technical 
Communications的課程，它是一個學習基本技能的課程，老師
會教你如何寫稅單、不同場合的個人演講稿、大學申請履歷表

等等，我學到了很多實用的技能。

其次，美國自由的教育文化，亦與香港的教育制度相異，

學生們需要自主學習課程內容及完成課業，考取學分進入心儀

的大學。在美國學習的課堂上，老師往往只拋給你一個問題，

讓你思考探究，這種「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的教育方式，

不僅鍛鍊我的獨立思考能力，亦激發了我的求知精神，提升了

個人學習的自主性。

此外， 學校亦有開設不同的語言課程，例如法語、西班牙
語等。我修讀了西班牙語課程，起初我對於學習發出西班牙語

的顫音感到十分困難，因為漢語、英語沒有相似的發音，但是

經過反復努力練習，最後也學會了。

課外活動方面，我參加了學校的藝術社團、西班牙社團、

話劇社團和網球隊。最初，我不太熟悉社團事務的時候，老師

和同學們總是給予我幫助，讓我很快地融入其中。這些不同類

型的校外活動，不但讓我豐富了見識，也藉此結交了一些鼓勵

支持我的朋友們。

當然，我也想感謝的我的寄宿家庭，他們就像我的第二個

親人，他們在生活上給我最好的安排，他們為了讓我能夠吃到

米飯，買了電飯煲，這些小細節讓我感到溫暖；他們一直在背

後支持我，鼓舞我，也時常關顧我思念香港的情緒。我感恩在

美國的這一年有美好的生活、難忘的回憶。

現在，我會努力準備文憑試，

考上大學，希望我的故事可以告訴

大家：「努力嘗試爭取你想要做的

事情，便會問心無愧—上天會給

你最好的安排。」

聯校歷史考察活動 赤壁武漢研學團
本校中國歷史科與德貞女子中學及梁式芝書院合辦「赤壁武漢研學

團」，於2019年7月11日至2019年7月14日舉行，目的是讓學生藉考察活動
學習中國語文及文學，了解歷史文化。

拓闊眼界 豐富人生—「原來我得㗎」美國交流計劃 
中五信 張雯茜

行程及學習重點
★考察赤壁古戰場：
品讀三國演義的人物、故事及

背後所呈現的品德價值。

★考察東湖及黃鶴樓：
認識黃鶴樓的源起及建築文

化，認識東湖與歷史及文學創

作的關係。

★考察辛亥革命歷史遺跡：
學習辛亥革命歷史過程及武漢

三鎮地理與革命成功的關係。

★考察武漢的湖北省博物館

及首義廣場：
有助學生更深入了解中國上古

史及現代史。

考察赤壁古戰場及辛亥革命歷史遺跡，學習相關歷史過程，
並感受重大歷史事件發生的場景。

學生用心學習，
討論氣氛熱烈。

到臨黃鶴樓，感受
文學創作中的實地環境。

農曆新年時老師和同學一起
舉辦慶祝派對（左三）

學校舉辦花車巡遊，
與所有國際交流生合照

Graduation Ball
與朋友們合照

家庭聚會合照
與寄宿家庭一起觀看

Michigan大學足球比賽

離開前與host family合照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姓名 2018-2019年度班別
2018-2019年度各級操行獎

NOI-ARAM CHUNNIPHA 中一信

黃靖嵐 中一望

王欣雨 中一愛

陳煒喬 中二信

陳姿彤 中二望

梁穎詩 中二愛

余欣潼 中三信

袁晓晴 中三望

王鈺妍 中四信

宋婉雯 中四望

向紫叶 中五信

劉嘉怡 中五愛

李凱婷 中五敬

吳皓宜 中六信

倫海澄 中六愛

林家琬 中六敬

2018-2019年度初中各班第一名
袁煒琳 中一信

吳迪 中一望

張暐娸 中一愛

馮敏姸 中二信

潘潔儀 中二望

梁穎詩 中二愛

王雅雯 中三信

袁晓晴 中三望

霍兆琪 中三愛

楊舒晞 中三敬

姓名 2018-2019年度班別 獎學金名稱

以優異文憑試成績入讀大學

鄺芷敏 中六信 梁鳳儀校友獎學金

魏慧妮 中六信 梁鳳儀校友獎學金

岑祉欣 中六信 梁鳳儀校友獎學金

嚴嫚潼 中六信 梁鳳儀校友獎學金

中文科成績第一名

袁煒琳 中一信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

潘潔儀 中二望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

梁婉庭 中三望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

鄭慧茵 中四信 陳懿行校友獎學金

向紫叶 中五信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

中文科成績第二名

吳迪 中一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李婧鈺 中二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張馨 中三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陸蓓蕙 中四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李嘉慧 中五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中文科進步獎

黎家其 中一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徐子晴 中二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何嘉儀 中三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第一名

袁煒琳
中一信英文科成績

第一名
潘中時先生紀念獎學金

簡曉彤
中一望英文科成績

第一名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黎汸瑤
中二信英文科成績

第一名
羅次雲女士紀念獎學金

KHAN 
MUSKAN

中三信英文科成績
第一名

陳福林先生紀念獎學金

袁晓晴 中三望英文科成績
第一名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陳凱盈
中三敬英文科成績

第一名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林嘉蓮 中四望 陳燧棠夫人獎學金

狄雪兒 中五望 呂㜣金修女紀念獎學金
英文科成績第二名

吳心怡 中四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英文科進步獎

李倚婷 中一望 林洪光先生獎學金

何藴晞 中二信 邱海燕校友獎學金

施希璇 中三信 黎雪凝校友獎學金

數學科成績第一名

梁茜汶 中一愛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

潘潔儀 中二望 呂㜣金修女紀念獎學金
袁晓晴 中三望 呂㜣金修女紀念獎學金

洪芷妍
中四信中四級數學科

(M1)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

陸蓓蕙
中四信中四級數學科
（核心部份）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

李悅莹 中五信中五級數學科
(M1)

潘中時先生百歲紀念
獎學金

李悅莹 中五信中五級數學科
（核心部份）

潘中時先生百歲紀念
獎學金

數學科成績第二名

何正行 中一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施欣欣 中二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梁婉庭 中三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洪芷妍
中四信中四級數學科
（核心部份）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李悅晶
中五信中五級數學科
（核心部份）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鄭安淇 
中六信中六級數學科
（核心部份）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

數學科進步獎

黎家其 中一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王睿詩 中二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DONTHULA 
LASYA 
PRIYA

中三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通識教育科成績第一名

李家雯 中四望 Arron Brock紀念獎學金
謝苑翹 中五望 潘浩明校友獎學金

周皓晴 中六望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

通識教育科成績第二名

鄭慧茵 中四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盧婉宜 中五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岑祉欣 中六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姓名 2018-2019年度班別 獎學金名稱

中國文學科成績第一名

孫家文 中四信 黃氏獎學金

林芷嘉 中五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生物科成績第一名

鄭慧茵 中四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李悅莹 中五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化學科成績第一名

洪芷妍 中四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李悅莹 中五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岑祉欣 中六信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

物理科成績第一名

洪芷妍 中四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鄭詩泳 中五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歷史科成績第一名

梁溢桐 中五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中國歷史科成績第一名

呂紀嵐 中四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岑祉欣 中六信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

地理科成績第一名

吳嘉燕 中四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向紫叶 中五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鄺芷敏 中六信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

經濟科成績第一名

鄭慧茵 中四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向紫叶 中五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鄭安淇 中六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成績第一名

陳祉妍 中四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陳慧婷 中五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成績第一名

魏柏晴 中五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旅遊與款待科成績第一名

馬瑋彤 中四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陳俏君 中五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譚雪琳 中六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學行顯著進步獎

黎家其 中一愛 區綺雯修女獎學金

李貴善 中一愛 區綺雯修女獎學金

蒙嘉汶 中二望 區綺雯修女獎學金

王睿詩 中二愛 區綺雯修女獎學金

朱盈熹 中三信 區綺雯修女獎學金

崔曉桐 中三信 區綺雯修女獎學金

黃曉彤 中四望 余翠卿校友紀念獎學金

湯寶儀 中四愛 余翠卿校友紀念獎學金

馮寶瑩 中五愛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

曾姵菁 中五愛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

學業成就獎（中一至六平均成績第一名）

岑祉欣 中六信 范靈芝修女紀念獎學金

卓越領袖獎

王潔雯 中五信 范靈芝修女紀念獎學金

傑出學生獎

向紫叶 中五信 呂㜣金修女紀念獎學金
體藝表現成績優異

王怡君
中一愛體育表現
成績優異獎學金

永恒教育基金獎學金

陳皓昕
中三信體育表現
成績優異獎學金

永恒教育基金獎學金

袁晓晴 中三望體育表現
成績優異獎學金

永恒教育基金獎學金

劉恩希
中四信體育表現
成績優異獎學金

永恒教育基金獎學金

施詠姿
中四望體育表現
成績優異獎學金

永恒教育基金獎學金

李愛詩
中四愛體育表現
成績優異獎學金

永恒教育基金獎學金

余靖琳
中五愛體育表現
成績優異獎學金

永恒教育基金獎學金

黎寶珠
中五敬體育表現
成績優異獎學金

永恒教育基金獎學金

程晞昕
中六信體育表現
成績優異獎學金

永恒教育基金獎學金

趙淳希
中六望體育表現
成績優異獎學金

永恒教育基金獎學金

關鋇頤
中四敬視覺藝術表現
成績優異獎學金

永恒教育基金獎學金

李旻諺
中五望視覺藝術表現
成績優異獎學金

永恒教育基金獎學金

姓名 2018-2019年度班別 獎學金名稱

黃曉楠
中六敬視覺藝術表現
成績優異獎學金

永恒教育基金獎學金

林翠山
中一信表演藝術表現
成績優異獎學金

永恒教育基金獎學金

曾卓詩
中一望表演藝術表現
成績優異獎學金

永恒教育基金獎學金

施錚泳
中二信表演藝術表現
成績優異獎學金

永恒教育基金獎學金

黃曉琳
中二望表演藝術表現
成績優異獎學金

永恒教育基金獎學金

林珮茹
中二愛表演藝術表現
成績優異獎學金

永恒教育基金獎學金

陳敏洏
中三愛表演藝術表現
成績優異獎學金

永恒教育基金獎學金

何麗嫦
中三敬表演藝術表現
成績優異獎學金

永恒教育基金獎學金

洪凱嵐
中五信表演藝術表現
成績優異獎學金

永恒教育基金獎學金

倫海澄
中六愛表演藝術表現
成績優異獎學金

永恒教育基金獎學金

體藝表現成績最優

李如殷
中五望體育表現
成績最優

笑蓮獎學金

魏柏晴
中五信視覺藝術表現

成績最優
笑蓮獎學金

黃翠兒
中六望表演藝術表現

成績最優
笑蓮獎學金

初中義工服務特優獎

伍穎姿 中三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溫寶怡 中三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陳凱盈 中三敬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高中義工服務特優獎

譚家樂 中四望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

林芷嘉 中五信 藍天佑先生獎學金

王潔雯 中五信 陳鄭觀海女士獎學金

校內服務特優獎

王潔雯 中五信 呂㜣金修女紀念獎學金
初中家境清貧成績及操行良好

袁煒琳 中一信 蘇衍慧修女助學金

梁婉庭 中三望 葉轉章校友助學金

高中家境清貧成績及操行良好

鄭慧茵 中四信 范靈芝修女紀念獎學金

陸蓓蕙 中四信 蘇衍慧修女助學金

「敢夢·圓夢」實驗計劃
郭旻晞 中三敬 梁鳳儀校友獎學金

2018-2019年度頒發各項獎學金



2019-2020年度校外比賽光榮榜  2019年7月至2019年12月止

姓名 班別 獎項

交通安全隊

呂紀嵐 中四望 2018-2019香港交通安全隊（學校隊伍）獎學金

鄭慧茵 中四信
2018-2019總監特別嘉許獎狀（學校隊伍）

（附加笛繩）

盧以穎 中四信

王鈺妍 中四信

蔣鈺琳 中四望

高雪兒 中四望

李家雯 中四望

梁詠喬 中四望

宋婉雯 中四望

李紫柔 中三信

交通安全隊

香港交通安全隊周年大會操2018-2019步操比賽冠軍
香港交通安全隊會長盾及證書

香港交通安全隊周年大會操2018-2019步操比賽亞軍
港島及離島總區周年檢閱禮2018-2019步操比賽冠軍
港島及離島總區周年檢閱禮2018-2019步操比賽亞軍

2018-2019年度籌款獎券中學隊最高銷售獎冠軍
香港交通安全隊特別獎勵獎章

姓名 班別 獎項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019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港澳盃HKMO OPEN》

李悅莹 中五信 銀獎

李悅晶 中五信 銀獎

陸蓓蕙 中四信 銀獎

孫家文 中四信 銅獎

袁晓晴 中三望 銅獎

陳穎欣 中三信 銅獎

施欣欣 中二望 銅獎

馬心宇 中二望 銅獎

吳迪 中一望 銅獎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019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AIMO Open)晉級賽

袁晓晴 中三望 銀獎

孫家文 中四信 銅獎

施欣欣 中二望 銅獎

吳迪 中一望 銅獎

心靈教育

個人發展

學習及活動

學校禮儀 開學彌撒

聖誕禮儀及聯歡

更生先鋒
香港發生社會運動後，學校舉行
祈禱會，學生對此表達的祝福語。

捐血日

中三級通識科專題研習導引

舞蹈組訓練

於本校咖啡閣舉行的
奶茶沖製班燈光組培訓

榮獲第71屆香港學
校朗誦節中五六級
散文集誦冠軍區本課外活動

中樂擊鼓練習

樂韻播萬千音樂會

生物科電子教學

神父、校長監誓，
簽署見證。

班長宣誓就職

學生會交職儀式

學生帶領信友禱文舞蹈減壓工作坊

健康生活
方程式講座

當天亦是敬師日，
同學們為老師繪製

的禮物。

宗輔組十月玫瑰月活動

老師演奏及獻唱

面試工作坊

台灣升學講座

中六升學講座
校長歡迎辭

繽紛校園—上學期校內活動剪影

學術及其他成就

姓名 班別 獎項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際朗誦節

中五級 中五六級散文集誦冠軍

曾詩雅 中三信 中三級散文獨誦季軍

談諾兒 中一信 中一級詩詞獨誦季軍

亞洲學生音樂朗誦協會
2019亞洲校際朗誦比賽

黃曉彤 中五望
普通話詩詞獨誦冠軍

粵語詩詞獨誦冠軍

文婧兒 中五信 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張穎茵 中五信 粵語詩詞獨誦金獎

譚家樂 中五望 粵語詩詞獨誦金獎

簡慕勤 中四信 英語詩歌散文季軍

潘慧兒 中一信 英語詩歌散文金獎

潘莉莉 中一信 英語詩歌散文銀獎

中國青少年文化藝術交流協會
第十二屆中國青少年才藝比賽

中五級 高中組集誦冠軍

李錦坭 中五信 高中組粵語古典詩詞冠軍

張穎茵 中五信 高中組粵語古典詩詞亞軍

譚家樂 中五望 高中組粵語古典詩詞亞軍

文婧兒 中五信 高中組粵語古典詩詞季軍

陳忻懿 中五望 高中組粵語古典詩詞季軍

粵港澳資優創意寫作大賽2019
林芷嘉 中六信 星中之星

張馨 中四信 星中之星

姓名 班別 獎項

王鈺妍 中五信 金獎

周諾怡 中六愛 銀獎

香港國際音樂節藝韻盃

徐巧榆 中五信
香港國際音樂節藝韻盃

合唱組第一名

洪凱嵐 中五信

王潔雯 中五信

邱嘉瑜 中五望

廖慕貞 中五望

謝苑翹 中五望

狄雪兒 中五望

李旻諺 中五望

何欣諭 中五愛

梁佩賢 中五愛

范芷惠 中四信

葉卓妍 中四信

梁詠喬 中四望

林嘉蓮 中四望

黃穎瑭 中三信

凌雅詠 中三望

溫寶怡 中三望

葉卓炘 中三望

林翠山 中一信

王潔雯 中五信 青年鋼琴組第二名

藝術成就體育成就
姓名 班別 獎項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中學校際籃球
比賽（港島區 第二組別 女子團體）
李如殷 中五望 第三名

余靖琳 中五愛

黎寶珠 中五敬

施詠姿 中四望

朱珈妍 中四望

羅曉汶 中三望

林心如 中三愛

黃惠華 中三信

甘穎怡 中二望

許芷晴 中二望

譚倬言 中二望

林嘉盈 中二望

吳汶禧 中二望

蔡雅琳 中二愛

鄭羽淇 中一信

林翠山 中一信

姓名 班別 獎項

吳子欣 中一信

王怡君 中一愛

簡曉彤 中一望

祁芷彤 中一望

林嘉儀 中一望

劉卓妍 中一望

潘梓瑩 中一望

愛鄰舍服務協會 2019室內籃球賽
李如殷 中五望 亞軍

余靖琳 中五愛

黎寶珠 中五敬

施詠姿 中四望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教育局協辦sportACT獎勵計劃

魏柏晴 中五信 金獎

陳芷芯 中四愛

高晧恩 中三信

黃穎瑭 中三信

姓名 班別 獎項

葉晴 中三信

陳皓昕 中三信 
莫梓晴 中三望

陳敏洏 中三愛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8-2019

劉恩希 中四信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18-2019
東區分齡田徑比賽2019

劉恩希 中五信
女子C組100米冠軍
女子C組200米冠軍

李愛詩 中五愛
女子C組100米亞軍
女子C組200米亞軍

范芷惠 中五信 女子C組跳遠冠軍

陳皓昕 中四望
女子C組鉛球冠軍
女子C組鐵餅冠軍

林翠山 中二信 女子D組400米季軍
簡曉彤 中二望 女子D組鐵餅季軍

姓名 班別 獎項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總決賽2019 (中三級)

袁晓晴 中四信 銀獎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世界數學遊戲公開賽2019

袁晓晴 中四信 銅獎

Australian Science Innovations - 
Big Science Competition

李婧鈺 中二望 優異

潘潔儀 中二望 優良

黎家其 中一愛 優良

東區學校進步生及模範生

梁佩賢 中五愛 東區學校進步生

殷雅婷 中四敬

姓名 班別 獎項

邵梓澄 中三信

梁盼 中二愛

胡婉儀 中五信 東區學校模範生

李家雯 中四望

袁晓晴 中三望

潘潔儀 中二望

羅氏慈善基金、教育局

鄧芯怡 中六望 應用學習獎學金

明日之星 上游獎學金
梁佩賢 中五愛

余穗瑩 中四愛

袁晓晴 中三望

葛量洪獎學金

王靜雅 中五敬

（篇幅所限，僅撮錄榮
獲三甲之得獎項目）

德育及公民教育

德育及公民教育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