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話：2858 7002 傳真：2857 2705

網址：http://lstlkkc.edu.hk

地址：香港西營盤醫院道28號

電郵：office@lstlkkc.edu.hk

畢生難忘的教學經驗

1

校
訊
第二十期
2020年6月

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在我們的教學生涯中，本學年相信最令大家難以忘懷。本

學年（2019至2020）我們經歷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長

的停課期。

2019年6月爆發的社會事件，對港人生活有著廣泛深遠的

影響，社會失去平靜，人們的分化、撕裂愈見明顯。兩極

化的思潮影響著每個人的價值觀、道德觀，街頭的破壞騷

動牽引港人的情緒，掀起喋喋不休的爭論，破壞了家庭、

同事、學生、朋友之間的和諧。作為教育機構，我們想方

設法保護學生維持正常的學習生活，拒絕將政治爭拗帶入

校園。 

樂善堂梁銶琚書院在這場政治風暴中也不能獨善其身。自

從去年6月開始，持不同政見人士便企圖以不同途徑進入

校門，宣揚他們的政治主張，影響師生。 有見及此，辦學

團體樂善堂向屬下全體學校發出清晰的指引：學校必須秉

持政治中立原則，禁止政治進入校門，各教職員工須恪守

教育專業操守，以持平、不偏不倚的專業精神，培育學生

正確的人生方向，建構和諧，共融的社會。感謝全體師生

共同的努力，梁書在這段艱難歲月中仍能保持校園安寧，

師生仍能聚焦於教學事工，專心學習。

2020年開始，社會事件還未平息，就迎來本世紀最大的

流行疫症「2019冠狀病毒病」。這疫症最先於我國武漢

爆發，時值農曆新年前夕，原本家人團聚、良朋歡慶，喜

氣洋洋的大好日子，頓變人心惶惶，互相隔絕的淒涼景況。

1月23日武漢市封城，也拉開了全國各省市封關，互不相

通的序幕，14億人口的國家即時停擺！各省市的志願醫療

隊，敢於犧牲，前赴後繼的湧進武漢，爭分奪秒，為要拯

救生命；全國人民自發家居隔離，放棄個人自由，為的是

要打這場必要取勝的硬仗。

這次疫情讓我們了解到全人類都面對共同的敵人，無一倖

免。疫情無分國界、種族，變種的病毒隨著全球一體化已

擴散到地球的每—角落。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

個世界，趨使我們要有同心抗疫的決心與行動。

自2020年2月3日開始，全港學校停課，師生也投入社區

隔離的抗疫大軍，各校均採取各類「停課不停學」的教學

措施，梁書也不例外。自停課至今，梁書的網上教學已進入

第三階段了。每個進階轉變我們都考慮到教師的裝備和學生

的承受能力，循序漸進。在全面實施網上視像教學前，學

校為教師和學生安排了多次的培訓，務求讓網上教學能達

至預期效果。此外為確保網上教室的私隱，學校特意採購

網上教學軟件的使用權，加強各項保密功能，又安排班主

任及教學助理為進入網上教室的學生點名，既能確保學生

的身份，亦可就學生的出席情況與家長保持緊密的溝通。

感謝梁書全體教職員工的通力合作，使網上教學工作得以

順利進行。隨著香港疫情慢慢減退，全港學校有序復課，

香港社會、學校快將重現活力，師生恢復正常學校生活的
日子指日可待。

2019-2020學年是極不尋常的一年，當中所發生的事震撼

了香港，改變了世界。教育同工們面對各項的衝擊，既叫

我們反思教師的專業操守，也帶動我們進入了電子網絡教

學的新紀元，催生了更多教學的套件和施教的方法。這一

年讓我們深切體會挑戰帶來了反思與機遇，亦使我們變得

更靈活，更能應對改變，克服困難，變得更強大。

在此祝願疫情在全球盡快過去，香港社會的分歧能早日化

解，一切重回正軌，讓我們再見艷陽天。

羅文彪 校長
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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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課不停學的安排

由3月2日起，學校編定新時間表，由全體教師為中一

至中五級學生，透過網上實時授課。各級學生逢週一

至週五上午八時四十五分至下午十二時三十分，登入

指定網上教室上課，每天三節課（高中個別班級及科

目，包括中六級，安排於下午第四節課進行），每節

一小時。教師亦為中六學生利用下午時段透過網上實

時教學作試前溫習，預備文憑試。 

各級科任老師亦會透過Google Classroom及電子通訊軟

件，發佈班本學習材料及課業。學生除按網上學習指引

完成並繳交各科課業外，亦需按指示完成網上評估。

隨著中三至中五級學生復課，並實施半日上課，時間

表沿用十天循環周，每天上八節課，中一及中二級的

網上課堂亦按同一時間表同步進行，由上午八時至下

午一時二十分。

由4月20日起，各科任老師使用Zoom視訊軟體與學生

進行分班或分組課堂，各級學生逢週一至週五上午八

時四十五分至下午十二時三十分，以學校指定個人電

郵登入網上教室上課，每天三節課（高中個別班級及

科目會安排於下午加開第四節），每節一小時。

在停課期間，有需要的學生可回校自修，自修室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三時三十分。自修室由老師及教學

助理當值，解答回校自修學生的學習問題。

本校透過不同方式照顧學生的多元學習需要，如發放自學教材、加開語文及通識增補課程，以及非華語生和特殊學習需要學

生課後網上學習支援課程等，幫助學生在家中持續學習。

教育局因應「新冠狀病毒病」疫情，宣布全港學校延遲復課，延

遲復課並不等於停止學習，學生需於停課期間善用時間在家中繼

續學習。學校在停課期間，分四階段進行在家學習。

設網上實時教學控制室，

除協助管理網上課堂外，

亦為老師作即時的支援

舉辦教師校本網上視像教學工作坊，為實時教學作準備

第一階段 (5/2 - 28/2)

第二階段 (2/3 - 17/4) 第三階段 (20/4 - 26/5)

第四階段 (27/5 - 5/6)

學校騰出班房，讓老師回

校作網上實時視像教學

網上實時視像教學上課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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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除需按網上學習指引完成各科課業外，亦需按指示完成網上評估，讓老師評核學生學習進度。

學校以同儕分享形式於二月及三月舉辦視像教校本使用ZOOM工作坊及「LoiLoNote 入門篇」，為老師實施視像教學作準備。

教師在停課期間透過定期會議，除規劃學與教的進程，調整原課程內容和教材外，亦商討協作教學模式和制定復課策略，以

切合學生的需要。

復課預備工作

復課後實行夏令上課時間，課堂由上午八時開

始，至下午一時二十分結束，每節縮短至三十

分鐘。由6月1日至考試前，下午三時十五分至

四時三十分，各科教師透過網上實時課堂為中

五級學生補課。年終考試延遲至6月29日至7月

8日進行。

為保持校園環境衞生，梁書師生能夠在潔淨和安全的環境下，逐步

回復正常的校園生活，學校採不同的防疫措施，包括：加強校園清

潔工作、於學校出入口設置紅外線體溫探測儀、當值老師每天檢查

學生的「量度體溫紀錄表」，以及在校園當眼處張貼多張告示，提

醒學生必須佩戴口罩和保持適當社交距離。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訪校，

了解學校的復課準備

復課後小賣部重新劃定排隊區，

學生須保持適當社交距離

初中生回歸校園，充滿喜悅

學校在入口

設置紅外線

體溫探測，

為進入校園

人士測量體溫

高中生復課，積極應付明年文憑試



學科活動及成就

初接觸演講，我以為只要背熟稿子，上台一字不漏地講出來便可。觀摩過友校參賽選手

的表現，他們的演講張弛有度，適時配合肢體語言，吸引觀眾的目光。我不禁自省，原

來演講不僅僅著重於「講」，還要「演」，兩者缺一不可。第二次參賽，我除了認真備

稿，還投放更多時間練習面部表情、眼神、聲線和節奏等，結果能喚起觀眾的共鳴。謝

謝老師一直鼓勵我勇於嘗試，把握演講機會，藉此建立自信和提高表達能力！

參賽過程中，我有幸得到廣播業界專業導師的聲演指導，亦能觀摩友校同學的優秀聲演，受益良多。我享受聲演的過程，細味

文本內容，揣摩作者的思想感情，透過聲音的力量，讓聽眾感受文字之美。感謝老師的悉心訓練和同學投票支持！

本年度，中文科除舉辦恆常的語文活動外，更與中史科合辦各項以「茶文化」為主

題的活動，為校園營造中國文化氛圍，提升學生對學習中國文化、歷史的興趣。

5B 譚詩茵

5B 鄺若彤

5A 馬衛国 中文學會主席

先澀，後甘，終醇，這是品茗的滋味。品茗是我國文化的一隅，道理

卻不少。沏茶的過程頗繁瑣，需有耐性。墨綠的茶葉於茶勺緩緩落入

茶壺，等候些許，漸漸茶香馥郁瀰漫，此時舉杯細味，方得品茗之樂。

我從沏茶、敬茶、品茶中學會全神貫注，寧心養氣，也提升了個人修

養。這次茶藝學習活動讓我對茶文化的歷史和意義有更深的了解，也

對禮儀和修心養性有更新的體會。

參加中文學會的茶藝班，我不但學會沏茶，敬茶和品茶，而且有機會

在義工服務活動中實踐所學，為長者奉茶。一眾茶藝班同學為二十多

位長者泡茶，我們一邊品味清茶，一邊聽着長者將自己的故事娓娓

道來。這次的義工經歷教我們細啖淺嚐人生百味！

5A 蘇俊羽 茶藝班學員及梁書義工團主席

(左) 鄺若彤(右) 譚詩茵

校園茶會

參觀香港茶具文物館

新春賀年活動 茶藝考核

到訪長者中心進行茶藝義工服務

4

香港島傑出學生（初中組）

3B 黃芷欣

香港島優異生（高中組）

6A 賴家朗



與環保教育S T 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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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開拓學生視野，本校鼓勵學生積極參加校外比賽及活動，由老師帶領訓

練，本年度數學科派出16位學生參加8場校外數學比賽，獲得3個金獎、7個

銀獎、5個一等獎、6個二等獎、16個銅獎、9個三等獎及1個優異，共46個

獎項，成績令人鼓舞！

中四級程灝文、朱加嵐、黎蔚橋、賈詠莉同學，在香港教育城與Microsoft主

辦「Master Code編程大賽2019：AI未來校園」比賽中，獲得高中組季軍。 Master Code編程大賽2019：AI未來校園

「綠色能源夢成真2019」比賽 

  太陽能發電的智能庇護所

學生投入組裝智能垃圾箱智能感應垃圾箱環保物料 冠軍 2A 亞軍 3B

中四級朱浩恩、余浩正、陳永希、董杰銨和王俊程參加由港燈主辦的

「綠色能源夢成真2019」比賽，成功晉身最後13隊，並獲資助進行

「綠色能源夢成真」項目，設計一個智能庇護所，透過太陽能發電，

為露宿者提供一個冬暖夏涼的家。

QRCODE：港燈新聞稿

由活動組、科技與生活科和學生會合辦的「STEAM智能感應垃圾箱班際比賽」鼓勵中二至中四級學生利用環保物料及

學校提供的材料製作智能感應垃圾箱。活動既能讓學生應用生活與科技科的學科知識，也提升他們的環保意識，加強

班的凝聚力。

季軍 4A

The school provides a lot of fun-based opportunities for all 

our students to sharpen their speaking skills. Students enjoy 

these activities.

對於照顧學習多樣性而言，考察活動能有助照顧不同能力學生的需要。各科老師悉心設計考察活動，讓學生經歷實地考察的研

習過程，使學生對相關課題及知識概念有更深入認識之餘，也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及對學科的興趣。

長洲地質考察 參觀機電工程署參觀香港天文台觀塘市區重建考察活動

Alone we can do so little; 
together we can do so much. 
Learning English as a team is 
so much fun!

No tricks, just treats! 
Happy Halloween!

Friends like you make the 
season bright, Merry 
Christmas!



全方位學習日 

領袖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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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各項歷奇活動、步操和自理訓練等，加強學生的

紀律和自理能力，發揮個人潛能，建立健康形象。

日營內既有集體活動，亦有班際活動，提升學生的溝

通能力、協作能力和創意思維等。班主任帶領班會幹

事進行各類型班會活動，使師生感情加深，班級凝聚

力增強。

各班會籌備旅行活動，自行分工準備食物和集體遊戲。

抵達燒烤場地，師生一邊燒烤，一邊談天說地。學生

主動將美食獻給老師，盡顯尊師的精神。燒烤過後，

各班會幹事帶領同學進行集體遊戲，師生打成一片，

渡過愉快的一天。

經過3日2夜的歷奇訓練，學生對個人的能力和專長有充分了解，

敢於挑戰自我，為未來三年高中生涯訂立清晰的目標，同時對

班級以及學校的歸屬感亦增進不少。

學生先欣賞學校巡迴戲劇演出《像我這一個女子夢西遊》，然

後參加由香港管弦樂團演奏的音樂會。這次文化之旅，讓學生

了解中國戲曲和西方歌劇的藝術特色，以及欣賞貝多芬交響樂

如《田園》和《土耳其進行曲》等的藝術元素和創作意念。

本校聯同樂善堂陽光青年計劃於9月27日至28日為本

年度的學生領袖（包括學生會、四社、領袖生、輔

導領袖生及其他學會幹事）舉行兩日一夜的領袖訓

練營。

透過多元化的團隊訓練，培養學生的領袖才能、團

體溝通合作技巧以及領袖應有的素質。參加的學生都

十分投入及積極，獲得導師的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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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交流團 

生涯規劃 

本校獲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撥款資助，設立生涯規劃資源中心「知道吧」。

「道」指前路、方向，「知道」除了一般解釋「明白、了解」的意思外，也含有希望學

生能在此尋找出路方向的意思。資源室內提供種出路方向的資料，由本地大專大學、職

業教育、在職培訓，以至海外升學、最新職業資料等包羅萬有。「知道吧」的「吧」，

與英文「BAR」同音，「知道吧」內談的不只是嚴肅的升學出路話題，也可以讓學生透

過桌上遊戲、卡牌等生涯輔導工具輕鬆探索生涯規劃的重要元素。

學生不只在高中階段才開始籌劃出路，初中階段培養正確的態度及正面價值觀，對個人、

社會、世界具充分的認識，才可以應付未來的挑戰。自2018-2019學年起，生涯規劃教

育組在中一、中三開始推行校本生涯規劃課程，本年度更擴展至中二、中六級。每級均

設有主題，生涯規劃老師及社工透過有趣活動及互動遊戲，讓學生掌握時間管理、訂立

目標，職業探索、人生價值等主題，期望自初中開始逐步建立自我價值，成就夢想。

正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為拓寬學生視野，了解世界各地最新發展，本校特意安排中五級學生在2019年11月27－

30日期間，到韓國首爾進行科技及文化遊學考察。

是次行程包括參觀韓國著名景點景福宮、北村韓屋村，了解首爾市區重整項目—清溪川，到訪韓國娛樂文化事業重地KBS及

MBS電視台，青年流行時尚集中地弘大青年市集及仁寺洞，了解當地文化產業。另外，我們又到韓國首屈一指的延世大學與

當地大學生交流，了解韓國升學情況。學生亦有參觀市民安全體驗館及三星D’Light展館，了解韓國防災措施及三星最新科技

產品，最後親嘗製作韓式泡菜及穿上韓式服裝。行程豐富，讓師生了解當地教育文化、旅遊發展及環境保育的特色。

生涯規劃資訊室「知道吧」

生涯規劃圖書閣

齊來穿韓服

韓燒

泡菜DIY

南山塔

景福宮三星D’Light展館

延世大學
MBC電視主題公園

KOGAS天然氣運營中心



體藝活動

音樂發展日 合唱團表演

第七屆「阿爸、阿媽，食飯喇！」

校際戲劇比賽 最佳劇本獎及優異劇本獎

8

6D陳家俊作品

「緋櫻神舍」
6D鄺穎宙作品

「和平會議」

初中學生沙畫作品

田徑運動會

漢華及桂華山籃球友誼賽

滾軸溜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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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服務

學生領袖系列

「施比受更為有福」，本校學生、教職員工和家長都熱

衷義工服務。本年有3位家長和有6名學生（5A蘇俊羽、

5B李怡楠、譚詩茵、楊心琳、6A莫潔楓、邱詠誼）在「

中西區家教會傑出義工選舉」中脫穎而出，肯定她們多

年積極參與區內義工服務。本校亦獲得社會福利署頒發

「中西南及離島區傑出義工團體獎2019」。

環保學會和公益少年團每年均支持「公益金慈

善花卉義賣」，由環保學會會員種植花卉，

再由公益少年團團員向師生宣傳及義賣花卉，

所得款項全數捐贈公益金。

中西南及離島區

傑出義工團體獎2019 公益金慈善花卉義賣活動

中西區家教會傑出義工

回想六年的點點滴滴，儘管一年級的我是個懵懵懂懂的少年，

但現在的我已是個滿載而歸的中六畢業生。中五那年我有幸

擔任學生會主席，深深體會籌辦活動殊不簡單，既要提早策

劃活動細節，也要靠各位幹事群策群力，各個活動才得以順

利進行。經過學生會的歷練，無論是在談吐舉止或領導溝通方

面，我都更有自信。我亦明白勇於實踐、嘗試，才能得著更多。

相信校園每一個活動將會是學生美好的回憶，青春的印記。

在此希望各位師弟妹可以盡情享受中學時光，投入參與各類

活動，發揮所長，突破自我，成為最耀眼的星星。

2018/19 學生會主席 6D 李宇涵

在傳承禮中，我從上一任領袖生長手中接過蠟燭，蠟燭很重

很重，它代表着一份承擔精神和責任的傳承。作為領袖生長

我們不僅要嚴以律人，更要嚴以律己。我希望能把這份精神

傳承下去。梁書是我們的家，家有家規、校有校規，維持學

校秩序是領袖生的責任，但也需要學弟學妹們遵守紀律。

我很慶幸能夠加入領袖生團隊，透過不同的活動，如授章儀

式、公開演講、設計壁報和安排領袖生當值等，都強化我的

組織和溝通能力，自信心亦提升了不少。儘管現在的我依舊

不完美，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但感謝師長和同學的包容、

信任和相互扶持，伴我成長，接下來我也會繼續努力，讓自

己變得更好！

2018/19 總領袖生長 6A 胡泳芝

我擔任總領袖生長一職後，才深切體會當上一位領袖的不容

易。正所謂「己欲立而立人」，我比往日更守規盡責、自律

自省，無時無刻希望能成為同學的良好榜樣，維持梁書的純

樸校風。這個具有挑戰性的崗位中，讓我學會如何推動學校

訓導活動，如何與其他領袖生溝通合作，如何靈活調派當值

人手等。願未來的領袖生能夠秉持承擔和團隊合作的精神，

團結一致，盡心盡力為同學、為學校服務！

2018/19總領袖生長 5B 譚詩茵

 總領袖生長 
(左)胡泳芝 (右)譚詩茵

 前學生會主席 李宇涵



家教會 

主席的話

人生有不同階段，在每個轉變的時刻總有驚喜
和變化。中學畢業只是一個學習階段的完結，
人生另一個階段的新開始，讓我們為過去感恩，
也懷著信心、勇氣迎向未來。

今年，小兒也畢業了！在梁書六年的生活快將
結束，他由一個含羞內儉的中一生，到現在成
為一個樂觀和勇於表達的中六生，足證他真的成
長了！感謝羅校長、班主任及各位老師一直用心
為學生付出，努力地教導和照顧學生的需要。

卸任在即，真的不捨！本人有幸加入梁書家教
會，有賴大家的信任和支持。這些年，我學會
籌辦不同類型的師生或親子活動，活動得以圓
滿舉辦，全靠各位老師和家長委員的投入參與。
在此，再次感謝羅校長、老師及家長委員的鼎
力支持。希望梁書在未來更上一層樓，校務蒸
蒸日上，請各位繼續支持家教會往後的活動。
祝各位生活愉快、健康成長！

主席的話

黃敏儀女士（家長代表）、李芷珊老師、陸韻妍老師（教師代表）

易芸女士、崔秀芳女士（家長代表）、王月思老師（教師代表）

翁嘉賢女士（家長代表）、方美玲老師（教師代表）

主席

副主席

司庫

稽核

秘書

康樂

公關及宣傳

執委

候補委員

阮鳳儀女士（家長代表）

麥勁明老師（教師代表）

伍永嫦女士（家長代表）

許惠芳女士（家長代表）、劉乃鴻老師（教師代表）

左明香女士（家長代表）、杜偉信副校長（教師代表）

馮麗儀女士（家長代表）、張銘耀老師（教師代表）

第二十二屆家長教師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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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 親子燒烤樂

中一級家長交流會

新春親子年糕製作班

校友會 

校友會致力透過不同的活動，促進歷屆校友之間的情誼，協助校友與學校保持聯繫，並支持學校各方面的發展。

校友擔任音樂發展日

表演嘉賓

校友會盆菜宴

主席

副主席

司庫

稽核

外務秘書

內務秘書

宣傳

康樂

總務

曹小蕾

黃翠兒

李曉彤

周頌軒

鄭開楠

馮靖姍

潘沛燃

丘青汶

吳文樂

第九屆校友會執行委員



學生成就

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獎項類別

學術 第44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全港青年演講比賽 民政事務總署  5B 譚詩恩  季軍

學術 有聲好書全港中學生聲演比賽 2020 香港電台
5B 鄺若彤 

全港最後十強及最佳表演獎

學術 明日之星 2019 上游獎學金 扶貧委員會

學術 青苗學界進步獎 2018 - 2019 青苗基金

學術 2019  Harvard Book Prize
The Harvard Club of 

Hong Kong

Winner: 6A Yau Wing Yi;
first runner-up: 6A Lo Wing Kit; 
second runner-up: 6A Chan Ka Lok Jerick

學術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粵語組
優良獎狀：1C 謝逸楠、2B 姜芷晴、梁穎、3D馮瑞瑤、鄺慧兒、
5B 方行 (小組季軍)
良好獎狀：1A 劉子健、1C 劉國深、2B 陳玥華、3B 陳詩明、4A 賈詠莉
普通話組
優良獎狀：1A 鄭浩弘、柯重鑫、陳芊羽 

STEM Master Code 編程大賽2019：AI未來校園 微軟香港、香港教育城
高中組季軍：
4A 程灝文，4A 朱加嵐，4A 黎蔚橋，4A 賈詠莉

STEM 港燈綠得開心計劃 — 綠色能源夢成真 2019 港燈
入圍獎：4B 朱浩恩、4B 余浩正、
4B 陳永希、4B 董杰銨、4B 王俊程

STEM WMI 世界數學邀請賽 2019 總決賽 第一教育 優異獎：6A 林佳楷

戲劇 第七屆「阿爸、阿媽，食飯喇！」校際戲比賽
家庭與學校合作

事宜委員會

STEM WMI 世界數學邀請賽 2020 第一教育 銅獎：5A 陳俊濤

2019 - 2020 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男甲50米蝶泳亞軍、 50米自由泳亞軍：5C 陳偉豪；
男丙50米蝶泳亞軍、100米 自由泳亞軍：2A 蔣承希 

體育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屆全國青年運動會
第二屆全國青年運動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團

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團成員/

足球比賽女子14歲11人際體校組

前八名嘉許狀：2A 盧靖愉

體育

STEM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 2019 - 2020 奧冠教育中心
銀獎：5A張祥熙；
銅獎：2A唐嘉杰，2B 陳維佳，5A 吳志成

STEM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020 (香港賽區) 奧冠教育中心

STEM 大灣盃預選賽2020 (香港賽區) 奧冠教育中心

STEM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20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一等獎：2B 陳維佳；
二等獎：2A唐嘉杰，2A袁偉達；
三等獎：1A凌樂雯，1B陳迪生，1C鄭學嵐，2A朱子杰，2B 廖展禾

金獎：5A 張祥熙；
銀獎：2A 唐嘉杰，2B 袁偉達，5A 吳志成；
銅獎：1B 陳迪生，2A 朱子杰，5A 郝震星，5A 陳俊濤，5A楊震耀

最佳劇本獎、優異劇本獎：5A 何錦光；
演員: 2B 周國文， 3A 龔浚熹， 3B 陳詩明，3A 施朗，3B 温貝饒；
音響：3C 吳子衡；燈光： 3C 黃浚洪

STEM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2019-2020 (香港賽區) 奧冠教育中心

金獎：2A唐嘉杰，5A張祥熙；
銀獎：2A朱子杰，2B 陳維佳，5A 吳志成；
銅獎：1A陳迪生，1A岑泓澔，1A韋利安，2A袁偉達，
             5A赦震星，5A陳俊濤，5A 楊震耀

STEM
2019 前海粵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香港賽區

 (中學組)
前海國際

優異獎：5A 馬衛国，何錦光，李家朗； 
優異獎：4A 鄧子恩，朱加嵐，林俊軒，

4B 余浩正

一等獎：2A唐嘉杰，2B陳維佳，5A張祥熙；
二等獎：1A韋利安，2A袁偉達，5A陳俊濤，
5A郝震星，5A吳志成；
三等獎：1A岑宏浩，1B陳迪生，2A朱子杰

進步獎：3A 姚仲瑜，3B 王宝怡，4A 余澤林，
4B 陳家誠，4D 張嘉俊 ，4D 柯榮坤 ，5C 李煒駿，
6A 盧銘鴻，6B 李思諾，6D 陳家俊

學術 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香港島校長聯會
中西區傑出學生（初中組）3B 黃芷欣
中西區優異學生（高中組）6A 賴家朗

獎學金：3A 姚仲瑜，3B 王宝怡，4A 余澤林，
4B 陳家誠，4D 張嘉俊 ，4D 柯榮坤 ，5C 李煒駿，
6A 盧銘鴻 ，6B 李思諾 ，6D 陳家俊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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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主辦機構 成績獎項類別

顧問：羅文彪校長 鍾耀基副校長 杜偉信副校長 趙兆鵬主任          

編委：黎蕊萍老師 方美玲老師 王建圻老師 祁小屏老師 陸韻妍老師

南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
南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男子11-12歲組100米 自由泳冠軍、
50米自由泳亞軍、50米 蝶泳亞軍：2A 蔣承希

體育

灣仔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灣仔區文娛康樂體育會 
灣仔體育總會

男子少年H組 50米 自由泳亞軍、50米 蝶泳亞軍：
2A 蔣承希體育

油尖旺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油尖區康樂體育會

男子少年H組 50米 自由泳亞軍、50米 蝶泳亞軍：
2A 蔣承希體育

深水埗區分齡游泳比賽201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深水埗康樂體育會 
東方泳會

50米 蝶泳季軍、100米 自由泳季軍：2A 蔣承希體育

賽馬會青少年足球發展計劃－
訓練計劃2019-20女子14歲以下組別 - 七人賽盃賽

香港足球總會 季軍：2A 盧靖愉 體育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屈臣氏集團 屈臣氏傑出運動會獎：2A 盧靖愉體育

源流盃躲避盤比賽 源流躲避盤體育會 冠軍：1C 陳子峰 體育

成長希望獎學金 2019 成長希望基金會

九龍樂善堂

獎學金：6A 施世鴻 、6A 邵裕體育

樂善堂轄屬中學校服設計比賽 冬季女生校服設計優異獎：4B 梁紫銘藝術

「預防科技罪案」四格漫畫設計比賽」
香港警務處新界南區
防止罪案辦公室及課
外活動主任協會合辦

優異獎：4A 鄧子恩藝術

中順潔柔。中傳錦繡杯中國南昌第三屆
全國體育舞蹈公開賽暨南昌市第二十屆
體育舞蹈錦標賽

南昌市體育總會 / 
中傳錦繡（北京）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
南昌市體育舞蹈協會

金獎：吳天盈藝術

中西南及離島區傑出義工團體獎 2019
社會福利署中西南及
離島區推廣義務工作
服務協調委員會

梁書義工團獲傑出義工團體獎社區服務

二零一九年中西區青年獎勵計劃 中西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優異獎：6A 邱詠誼社區服務

中西區家教會傑出學生義工獎 中西區家教會
傑出學生義工獎：
5A蘇俊羽、5B李怡楠、譚詩茵、楊心琳、
6A莫潔楓、邱詠誼

社區服務

18-19 有心學生嘉許狀 香港青年協會社區服務

2019「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環境運動委員會 優異獎環保

香港綠得開心學校大獎2019 港燈 亞軍環保

嘉許狀：
2A吳晞瑜、2A潘妍彤、2B李曉晴、2B梁穎、
2C王倫晶、2D楊牽心、2D萬訥言、3A張洋培、3A歐嘉儀、
3A劉曉欣、3A姚仲瑜、3B梁晴、3C潘婥盈、3D袁嘉勵、
3D鄭寶馨、3D傅文傑、3D謝俊賢、4A鄧子恩、4A賈詠莉、
4A歐陽文婧、4B陳錦婷、4B劉怡含、4B陳曉晴、4B何宜偉、
4B伍美滋、4B朱浩恩、4B余浩正、4B吳梓萁、4B蔡景豪、
4C卓凱靜、4C李睿君、4C江書妍、4C蔡俊暉、4C鄭李靖、
4D陳梓楓、4D陳捷軒、4D陳志榮、5A李家朗、5A劉家熙、
5A史官正、5B楊心琳、5B李怡楠、5B丁翠怡、5B吳玟希、
5B譚詩茵、5B黃鳳希、5B陳綺敏、5B徐楚均、5B鄺若彤、
5B謝沛穎、5B潘俊廷、5B陳思樺、5D鄭林、6A莫潔楓、
6A蘇俊然、6A邱詠誼、6A袁梓棟、6A王子瑞、6A盧銘鴻、
6A黃懿忻、6A古凱遐、6A陳嘉樂、6A胡泳芝、6B張智勇、
6B吳官俊、6B陳子杰、6B馮嘉宝、6B林嘉軒、6B林嘉豪、
6B關偉恒、6B陸柏豪、6B周德安、6C劉錚瑜、6C方嘉亮、
6C林崇匯、6C陳伏琳、6C孫鉞渟、6C陳秀娟、6D黃澤銘、
6D陳家俊、6D王倫哲、6D高偉業

中西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9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中西區康樂體育會

男子青少年F組100米自由泳冠軍；
男子青少年F組50米蝶泳冠軍；
男子青少年F組50米自由泳冠軍：5C 陳偉豪；
男子青少年G組100米背泳季軍：2A 蔣承希；
女子青少年G組100米背泳季軍：4A栁洛瑤 

體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