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本人謹代表「屯天家長教師會」多謝各位關注子女成長的家長，
各位都知道子女在中學階段裡都有顯著的轉變，除了學習能力外，其思

維、德育和價值觀都有著重大發展，所以家長應該給予子女更多些相處時間，
互相傾訴，輕鬆地共聚天倫，讓子女能夠培育出正確的思考能力並發展其個人才能。

屯天家教會亦本著這個精神，讓家長從舉辦、協助和參與不同類型的活動中，多方面了解子女成長
的道路，及重視孩子的個人感受，從而引領子女以積極及正面的態度面對成長，為他們帶來幸福的童年及快樂的人生。

現在讓我們一起重溫第十七屆「屯天家長教師會」與學校攜手舉辦的活動，於每年開學前，所有中一的新生都參加兩天紀律訓練
營，讓同學能夠認識新的學習環境，並於訓練完成後的頒獎禮上，給家長和導師見證了他們正式踏入中學生涯的里程碑。

為了增進家長與學校及家長之間的溝通和聯繫，我們舉辦了「親子旅行」和「春節聯歡晚會」，家長、子女和老師無分彼此，一起
享受活動帶來的歡樂，增進親子間的感情。在今年「春節晚會」中，我們邀請了家長與同學一起表演舞獅助慶，還可以欣賞到鄭美儀
老師及校友黃妍的美妙歌聲。在本會的常委會議裡，我們邀請家長義工出席，為會務發展及活動安排提供了寶貴的意見。

在每年一度的「陸運會」中，家教會委員和家長義工親手為「親子競技比賽」設計精美的道具，為活動帶來與別不同的氣氛。期間家長
委員更代表屯天家長們參與「中六 200 米畢業跑」，以鼓勵即將畢業的同學勇往直前、擁抱未來。

每年屯天家長義工都會構思並親手預備多款美味的食物，分別在 12 月的資訊日，送給到來參觀的同學，還與參觀者分享子女在學校生活
的點滴，及在 3月中的宗教週裡，義賣籌款，讓屯天的關懷和愛心遍佈整個校園。藉著 3月初的「屯天家長日」，家教會安排了校服轉贈
及圖書借閱的服務，並與家長互相交流。在 6 月初的「家長也敬師」活動中，家長們送上心意卡和水果，感謝老師因材施教，讓同學發展
所長，給同學打穩基礎。

今年 4 月中的「家長茶聚」，由李德恩醫師及家教會副主席馮轉屏醫師為家長分享「中國民間痛症療法」，活動中家長們非常踴躍地參
與不同示範，親身體驗各種療法，期間我們還為家長預備水果及特色小吃，各人都帶著滿足的心情而回。在 5月舉行的「家長課程」裡，
我們邀請到「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蝴蝶綜合服務處（學校支援）顧嘉慧主任為家長分享：如何和青少年「談」戀愛，她提醒家長們應以
平常心、耐心及和解的態度去引導子女行一條正確談戀愛的路，期間各家長對課題發表意見，並指出對於婚前性行為，家長應給子女灌

輸正確的價值觀。

為推動學生品格和鼓勵同學之間互相支持，我們舉辦了「好人好事獎」及「屯天學生活
動及服務獎勵計劃」，今年還設立了「品行進步獎」，讓同學在學業成績外的努力和
付出都能獲得家長和老師的認同和讚賞，增加同學的自信心，共同創造屯天精神。

最後在此衷心感謝賀妙珍校長、楊嘉儀副校長、王妙菁副校
長、各位老師及家長義工的協助和支持以及家長常委的

盡心盡責，使「屯天家長教師會」舉辦的活動能夠
順利完成，再次多謝歷屆為家教會作出貢獻的
各位朋友。祝各位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謝謝！

家長教師會第十七屆主席  麥
文安

主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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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有如一場障礙賽。不少家長為求孩子贏在起跑線上，耗盡心力，努力栽培。可
是孩子最終的目標，應是終點線，所以屯天一直教育孩子日後成為具「愛」 ( 關愛別人 )、「度」 ( 以
積極正面態度 )、「高」 ( 提高多元會能 ) 的成功領袖。最近網上谷歌做了一項調查，認為成功的領袖，
應有上述同類特質：關愛屬下、謙虛誠實待人的態度及具持續學習的專業才能。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日屯門天主教中學法團校董會正式成立。學校將繼續過往以天主教教育的核心價值 ( 愛德、生命、家
庭、真理、義德 ) 栽培我們的學生成為具「愛」( 愛德、生命、家庭 ) 「度」( 義德 )「高」( 真理 ) 的領袖學生。

提「高」學生多元智能，不僅是科本能力，還有是九種共通能力。在學術方面，「讀萬卷書」為的是讓學生認識「真
理」，在活動方面，「行萬里路」如各項課外活動，海外交流計劃，目的是認識世界，實踐「義德」。

「贏在終點線上」

校長的話

《新亞學規》提及做人的最崇高基礎在求學，求學之最高旨趣在做人，即本校
強調培養學生具有正面道德生活及學習態度，通過服務學習活動，實踐基督「非以役人，
乃役於人」的精神。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教授在頒授學位典禮上，祝願同學過「簡樸的生活、高崇的生活、謙卑
的生活」，這是一種謙虛積極態度面對生活。

沈教授亦提及「一所大學的價值，不能用畢業生的工資來判斷，更不能以他們開的汽車、住的房子來作準，
而是應以它的學生在畢業後對社會、對人類的影響為依歸。」屯天學校使命是「愛己愛人，成己達人」，一個懂得
愛己愛人、修身、齊家的學生，日後可治國、平天下。

人生有如障礙賽，當中要懷着「關愛」與身邊「家人」朋友同學邁向前路，當中雖然遇到不同障礙，但只要謙虛地
懷抱挑戰，發揮「生命」正能量，自可輕鬆長跑。學習「真理」讓我們在賽道上以公平、「義德」進行賽事，這就是沈校
長所謂的尊貴人生，發揮崇高的體育精神，關愛第一，比賽第二。學校的同學離開屯天仍心念母校，在面書上感謝老師教導，
有些更為自己的學弟學妹捐出獎學金，鼓勵他們奮鬥，如屯天獎助學金、遊學體驗生活獎學金、劉家駿獎學金等。

各位親愛的家長，讓我們攜手一同培育具「愛」「度」「高」的領袖學生，願他們往後能過一個「簡樸的生活、高崇的生
活、謙卑的生活」。

聖經金句：「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 若 13:34 )  

賀妙珍校長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我經常鼓勵同學多走一步，跳出自己生活的框框，往外看看，接觸不同的人，經歷另類的生活，感
受同一天空下的不同氣息。

基於以上的教學目標，本科都會盡量安排修讀的同學在學期間有一次出境旅遊考察，拓闊視野，實踐書本上的理論和體驗旅遊的樂
趣。過去的日子，我們都是參與校外的團體，且是中國內地行，例如︰北京、上海、山東、西安、廣州等地。每次都有主題的，例如︰
探究歷史名城、考察文化古跡、體驗風俗文化等，除了提升民族情懷外，這都是書本上學習的課題，誘發同學深思，提升學習的層次。
近年來，我們開始自己主辦出境旅遊考察了。幾年前，一班中四的同學就到清遠走了一趟，除了遊覽當地的名勝外，還探訪山區
居民，體驗他們的學校生活，一起學習當地的傳統文化︰山歌、鼓舞和剌綉；探究這一類落後的地方如何發展旅遊事業，蠻有
趣的啊！ 

近兩年，我們才跳出中國，遠赴台灣。今年就有 2 次出境旅遊考察的經驗。第一次是 9 月初給中六級同學的「世界教
室計劃：探索澳門世界文化遺產深度行」。計劃以三個學習主題為軸心：文化遺產、飲食文化和人文文化。同學除了觀看
了一場精彩的歌舞表現外，還拜訪澳門旅遊學院，且例必走訪澳門歷史名城區。不過，更特別的是他們同時要完成多項任
務，就是做小導遊、訪問、記錄、尋找答案，甚至當眾表演等等。雖然過程艱辛，汗流浹背，但大家都十分享受呢！看
來也沒有辜負老師的悉心安排。而第二次是於復活節期間給中五同學的台灣學習團，活動目的分別是探究開發旅遊資源、
體驗旅遊文化和樂趣和了解海外升學的出路情況。同樣，學生都要在當地進行景點考察，完成旅遊與款待科的功課。但
特別的是與兩大學有交流，認識當地的學制，好讓同學在高考後，有多一個選擇，這正是校長的一番好意。根據學生
的回應，他們都喜愛放天燈和造紙工作坊的活動。在旅遊過程中，我們都深刻認識了台灣人的守規和環保精神！

其實，遊學團要辦得成功，真的需要有周詳的計劃。當然，學校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學生和家長的信任和合作，
就可令事情更順利，旅程更愉快。我們期望學生能寓學習於娛樂，寓理論於應用！當你經歷過不同的事，思想就比從
前成熟得多，人也就自然成長的了。

所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一切的成功都必須由眼前腳下的第一步開始。

2013 年 9 月 25 日下午 2 時假屯門鄧肇堅運動場舉行，家長教師
會主席麥文安先生帶領家長教師會常委和家長支援小組成員為社際啦
啦隊比賽擔任評判，並設計親子競技遊戲，邀請老師、學生組隊，與
由家長和子女組成的親子隊伍作賽。

遊學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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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與款待科  李潔玲老師

第 27 屆校運會親子競技比賽

第 17 屆會員大會及
中一至中五家長教師聚會

家長教師會於 2013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五）晚上 7時在學校禮堂舉行會員大會，114 名
會員出席盛事。首先由校監周偉文神父致歡迎辭，接著由去屆主席麥文安先生與副主席袁麗紅
女士報告會務和財政狀況，其後新一屆候選幹事發表競選抱負，並進行投票，最後由賀妙珍校
長致謝辭。新一屆幹事會以 114 票贊成當選。常委會除校方委任的代表外，其他職位經由互
選產生，第十七屆常務委員會會員名單如下：

1

2

  主席  麥文安先生
  副主席  馮轉屏女士、鄭美儀老師
  文書  冼鳳賢女士、王佩珊老師  
  財政  鄧素敏女士、黃龍璋老師
  總務  1. 梁玉燕女士
    2. 胡彩美女士
    3. 袁麗紅女士
    4. 曾佩薇女士
    5. 黃麗貞女士 
  康樂  1. 鍾玉玲女士
    2. 葉凱詩女士
  當然委員  賀妙珍校長  王妙菁副校長
 義務核數師  黃衛武女士

家長教師會為了慶祝春節來臨，舉辦水仙花
栽種班，栽種班於 2014 年 1 月 5 日（星期日）上
午在學校舉行，由家長擔任義務導師，教授家長栽
種水仙花的方法。

水仙花栽種班3



踏入 2014 年，新的一年開始，家長教師
會於 2014 年 2 月 21 日（星期五）晚上 7：00
在學校禮堂舉行一年一度的春節聚餐，參加的
老師、家長和學生約 150 人。聚餐的節目豐
富，包括：集體遊戲及嘉賓表演，先有家
長與學生表演「醒獅賀歲」，再邀請了黃

妍校友表演唱歌，還有賀
校長與老師一同合唱賀
歲歌曲，自助餐進行
期間，還舉行大
抽 獎， 參 加
者盡興而
歸。

家長教師會於 2013 年 12 月 15 日（星期日）
舉辦「親子之旅 ------「沙頭角、香港天際 100、漫
畫星光大道、一人一爐自助火鍋」親子戶外活動，
家長老師踴躍出席，包括賀妙珍校長、王妙菁副校
長、楊嘉儀副校長和家教會副主席鄭美儀老師。兩輛旅

遊車於上午 9 時 30 分出發，在家教會主席麥文安先生帶
領下，上午參觀百年禁區沙頭角之擔水坑村，欣賞沙頭角的圍

村風貌、中午遊覽尖沙咀漫畫星光大道，展區內展現香港不同漫話
的人物造型；午膳在尖沙咀餐館享用一人一爐自助火鍋，席間還設有大抽獎，下午遊覽香
港天際 100，以 360 度環視維港美景，活動約於下午 5時結束。

家長教師會於 2014 年 4 月 11 日（星期五）晚上舉
辦家長茶聚活動，主題為「中國民間痛症療法」，由李德
恩醫師、馮轉屏醫師主講。主要分享中國民間痛症療法，
包括介紹拔火罐、刮痧及各式艾灸。除講授基本的理論
知識外，大家更能從日常生活中實踐養生保健。是晚參加
者非常踴躍，包括主席麥文安
先生、賀妙珍校長、王妙菁副
校長、鄭美儀老師和黃龍璋老
師。家長、教師也積極參加拔
火罐、刮痧、各式艾灸的示範
及親身體驗。

家長為了表示對老師的謝意，也讓同學學習感恩的精神和態度，特意於
2014 年 6 月 3 日早會時間，向老師致送心意卡和水果籃。家教會主席麥文安先

生聯同多名委員和義工出席活動，心意卡和水果籃由 4 位教師代表接受。

今年接獲不少組別申請，反應熱烈，獲批核組別名單如下：

獲批核組別

活動獎勵計劃 公益少年團、普通話學會、升學及擇業輔導組、旅遊與款待科

服務獎勵計劃
圖書館領領袖生組、普通話學會、升學及擇業輔導組、有機耕
種計劃、校園攝製隊、公益少年團、學生長、領袖生

日期 單據編號 內容 收入 ($) 支出 ($) 結餘 ($)

承上餘款 37,442
10-2013 PTA 會費 17,880
5-12-2013 親子旅行 5,627.50
12-2013 水仙花 129.40
21-2-2014 春節聚餐 3,944.60
31-12-2013 利息 1.55

八達通手續費
+ 銀行手續費

634.5

3-2014 家長將車馬費
捐贈 PTA

270

4-2014 家長茶聚 402.5
3-6-2014 敬師日 (水果 ) 744.8

44,110.25

屯門天主教中學 家長教師會財務報告
結算時段：2013 年 9月 1日  至  2014 年 6 月 6 日

2014 年 5 月 30 日晚舉辦「家長課程」，主題為如何與青少年「談」
戀愛，由香港基督教女青會蝴蝶灣綜合社會服務處 ( 學校支援 ) 顧嘉慧主任
主講，內容豐富，出席家長也踴躍參與討論，盡情投入課題，大家得益不少。

親子戶外活動 家長親子課程

家長茶聚

4 7

6

家長教師會春節聚餐

家長也敬師運動

5

8

家長教師會屯天學生活動及
服務獎勵計劃 2013-20149



好事：她是班會主席，很多
課外活動也是她提議的。上課
時，我的座位看黑板反光，她每次
也主動借筆記給我抄，有時我忙著
其他事要幹，她也肯幫我分擔，真
是好人。

提名人：1A 張洪亮

好事：那天是星期二，正當
我在課室時，因為地上有一點
水，所以我突然滑倒，當我快要滑
倒時，他熱心地扶我，雖然這一事
帶不出甚麼大道理，但我覺得他非
常之有親切感。

提名人：1B 沈宏廸

好事：她是一個熱心助人的女
孩，在我有功課上的困難時，她總

會耐心地教導我，讓我明白到我做錯
的地方。有一次，我在深夜時致電給她，
希望她教導我數學，當我以為這麼夜，
她定然會拒絕教導我。可是，我想錯
了，她不但沒有拒絕我，而且一如既
往地用心教導，使我感動不已。

提名人：3D 黃子敏

好事：在我功課和學習遇到困
難時，他都不厭其煩地教導我，
即使我不理解，他都耐心教導我。
在我成績未如理想時，他都鼓勵我，
在背後支持我，對其他同學也是一
樣，證明他是一個關懷及支持同
學的人。

提名人：5B 胡子浩

好事：他每天「跑上跑落」，
為我們班取報紙，用他的汗水換
來我們班的閱讀機會。在炎炎夏日，
沒有人願意這樣做，只有高卓永一人
默默地為我們付出，無論用體力和
汗水，都要把報紙送給每一個同
學手上。

提名人：5C 莊彩霞

好事：記得有一次，我參加了
學校的義工服務，我粗心大意，
將手上的食物打翻了，她見狀就立
刻把食物清潔乾淨，又詢問我有沒有
受傷。當我成績未如理想，她會給
我打氣手勢，令我有一份溫暖。

提名人：1D 劉璦妍

好事：有一次在操場集隊
時，我突然感到身體不適，臉
色蒼白，她在隊列中照顧了我一
會，然後把我帶到醫療室，並
在小息時到醫療室問候我。

提名人：2B 馬凱晴

好事：有一次我忘記帶視藝科
功課，她耐心聆聽我的困難，提
醒我正確的方法去解決問題，又陪
我回家拿回功課補交。在我煩惱選科
的時候，她不厭棄我日夜提問她，
每次都用心幫我分析，支持我。

提名人：3C 李昱蒽

好事：有一次，在普通話課
堂裡，我遇到了一個大困難，
就是沒有帶筆，他就借給我。而
且，他會在我有難題的時候，
給予我正確的解決問題方法。

提名人：2A 譚文軒

好事：還記得有一次學校 BBS
的活動，我因某些事情而情緒低

落，甚至在活動現場落淚，但在我還
強忍淚水時，妳早已察覺並過來詢問和
陪伴我，在妳過來的那一刻，我哭了。
妳一直在我身邊安慰我，又嘗試去開
解我。謝謝妳在我傷心失意時給我
溫暖和力量。

提名人：2C 馬佩欣

好事：在今年的 TL 科考試的前一
天，放學時風雨交加，我趕往市場買

材料，然後需要借用其中一個同學家的
廚房試煮，我找過很多同學，他們都有各
自的原因而拒絕了我的請求。我心急如焚，
就在這時，她的一個來電解救了我，她願
意借出她的廚房，當我到達她家時，她
的媽媽亦熱情款待我。謝謝你。

提名人：3B 李芷珊

好事：有一次我因一些私事
而煩惱，鎮邦一眼就看穿了我的
心事，主動走過來開解我，陪伴
我，聽我訴苦，他說了幾個幽默的
笑話，令我展露笑容，又叫我要
開心活好每一天。

提名人：4B 陳朗翀

好事：在一起去張家界交流
團時，我不小心由樓梯上摔下，
並且扭傷了腳，多謝你扶著我走完
剩下的路程，又替我包紮紗布，擦
藥油，更幫我搬行李，感謝你在
我最需要幫助時送來的關心。

提名人：5A 姚南

好事：還記得有一次，我在上
課時肚子疼，她用溫暖的手扶著
我，陪伴我到醫療室休息，還幫我
買了一支水，她真的是很細心呢！我
認為她是一個正直和有正義感的同
學，她從來不會遲到，上課時十
分專心，亦很聰明。

提名人：5D 鄭曉汶

好事：身為班長的她，經常
熱心地幫助同學解決功課上的問
題，又稱職地替同學收回條以及
處理各種班務。當我感到徬徨不
安時，她總是以沈實的聲音安慰
我，鼓勵我。

提名人：4C 賴彥如

好事：在上課時，當我遇上一
些問題，她會指導我正確的答案。
因為我家住東涌，距學校較遠，需
要等待家人下班後再來學校接我回
家，有時候家人晚了下班，她會陪
伴我一起，直到家人到來接我。

提名人：5E 郭婉儀

好事：有一天放學後，風雨
交加，我十分苦惱地站在校門，
其後，我的身後出現了一個黑影，
原來是王普朗同學。他主動拿出一
把單人雨傘遮我一同離開，我十
分感動。

提名人：4D 黃嘉健

好事：在風和日麗的下午，我獨
自困苦、疑惑，把玩手上細長、老

舊的鋼筆。沈甸甸的文字烙印於眼中，
我思考卻得不出努力的碩果。此時此刻，
高大的身影被陽光掩蓋了臉容，依稀的
微笑從廖同學粗糙的臉龐漸漸展露。廖
同學伸出援手，給予我耐心的指導，
實令人感動，暖入心扉。

提名人：3A 俞君浩

好事：記得有一次田徑隊練
習，那天我生病，所以訓練時感
到特別辛苦，我有點頭暈，就跟
她說，她立刻跟教練說並買水給我
喝，又扶我去休息，叮囑我支持
不住就回家，令我十分感動。

提名人：2D 楊巧琳

好事：有一次我請了三天假，
潘昭彤不但為我保留了三天的家
課，我回到學校時，她還告訴我要
如何完成家課，以及學校和班上發生
過的事，她又問候和關心我那三天的
情況。我十分感謝她，因為她幫了
我很大的忙。

提名人：1C 屠湘儀

好事：她經常臉帶笑容，很樂
天，能帶給人開心快樂的感覺。說

起一件小事，借紙巾也算小事吧！我
常忘記帶紙巾回校，但她每次都會毫不
猶疑地將整包紙巾借給我，並且每次都
會臉帶笑容。這件小事已能彰顯她樂
於助人的一面。思敏，謝謝你！

提名人：4A 胡卓盈

好事：我今年的成績不好，
他在放學後陪我溫習數學，我
有不懂的地方，他都會好好解
釋給我聽，我真的很感謝他。

提名人：4E 區肇桁

好事：他每天「跑上跑落」，
為我們班取報紙，用他的汗水換
來我們班的閱讀機會。在炎炎夏
日，沒有人願意這樣做，只有高卓
永一人默默地為我們付出，無論用
體力和汗水，都要把報紙送給每
一個同學手上。

提名人：5C 莊彩霞

1A 黃詠琳 1B 朱佳冠

3D 盧傲霜

5B 熊彥瑋

5C 高卓永

1D 黃諾心

2B 何佩遙

1C 潘昭彤

4A 李思敏

4E 馮凱揚

5C 高卓永

2C 余嘉寶

3B 黃咏嫻

4B 周鎮邦

5A 蔡雅思

5D 梁藹瑩

4C 曾芷鈴

5E 高咏欣

4D 王普朗

3C 林柳茹

2A 麥嘉皓

2D 方曉悠

3A 廖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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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身為班會主席，每次
有班會或班際活動，你都盡力
而為。無論是聖誕聯歡的感恩環
節，還是班會遊戲，你都盡責地
讓同學在最後一年留下美好回
憶，多謝你！

提名人：6A 莫思捷

6A 蔡育承
好人

好事：他是我遇過最好的班長。
班中大小事務也由他打點，例如：

通知同學抄寫黑板資料，管理秩序，處
理同學的儀容、紀律問題，所以他被我
們笑言是班中的管理層、黑板大使、紀
律大使。感謝你為同學的付出。

提名人：6B 黃曉風

6B 郭健釗
好人

好事：伍同學的性格樂觀
積極，非常樂於助人，有求
必應。為人風趣幽默，經常
把歡樂帶給班中的同學。

提名人：6C 溫詠琪

6C 伍淑芳
好人

好事：我的英文科成績不好，數
學科更是一敗塗地，本來我已心灰意

冷，自信極低。但是我中學生涯中的一
盞明燈 ----- 羅洛然，像一道曙光般降臨。
他不僅解答我學科上的問題，而且更教曉
我高深的記憶法，令我獲益良多，再次感
到世界是有希望的，人生是充滿希望。
我的成績雖沒有大進步，但我十分感
謝他。

提名人：6D 劉健安

6D 羅洛然
好人

好事：在我生病時，她十分
關心我，幫我抄筆記，還會整理
好課堂的資料，教導我一些重點。
在我感到不快時，她會主動幫助
我，很有耐性地聽我訴苦，陪伴
我走出陰霾。

提名人：6E

6E 鄭凱珊好人

好人好事獎 2013-2014 得獎名單

6A 梁肇麟 司徒華教育基金第二屆「好學生」表揚計劃 好學生獎
6A 梁肇麟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nd The Hong 

Kong Jockey Clib  Student of The Year-
Sportperson

Certificate of 
Distinction

6B 劉偉銘 香港理工大學高中數理比賽 Distinction 
6B 林俊輝 Credit
6A 蔡育承 Proficiency 
6A 龍震霆 Proficiency 
6B 梁起賢 Proficiency 
6B 柯弦德 Proficiency 
6B 黃曉風 Proficiency 
6A 蔡育承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香港生物奧林匹克 一等榮譽獎
6B 柯弦德 二等榮譽獎
6B 劉卓洋 優異獎
5B 陳淑芳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廿載家校情，

關懷滿全城」標語創作比賽
中學組優異獎

3D 陳宗金 Kidz Club(HK)「傑師級」2013 全港慈善徵文
比賽

公開組優異
文學獎

3A 余嘉敏 公開組優異
文學獎

3A 周庭恩 日本命力摯愛媽媽表心『詩』創作比賽 中學組亞軍
3A 余嘉敏 中學組季軍
3A 鍾琳琳 中學組優異獎
3C 全美寶 中學組優異獎
4E 黎思浩 青年區動第二屆全港中學生時事評論

文章大賽
優異獎

6B 黃奕斯 優異獎
6B 葉子軒 優異獎
6B 宋雅詠 優異獎
6B 廖文倩 優異獎
6D 伍霈汶 優異獎
6D 葉秋弦 優異獎
3E 馮欣怡 香港教育學院校友會「同一天空下」兒童權

利創意解難比賽 ( 劇本創作 )
亞軍

3E 李秋萍 亞軍
3E 葉穎婷 亞軍
1B 邱希文 季軍
6B 梁祥琛 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同學會第四

屆全港中學中國歷史研習獎勵計劃
三等獎

2C 曾暄炯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第十八屆全港中小學
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初中組優異獎
6B 熊偉靖 高級組優良獎
3D 楊逸熙 東井圓佛會傳統德育文化與家世香港《傳統

德育文化》標語創作比賽
優異獎

5D 黃嘉欣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水上安全標語創作比賽 優異獎
5B 王奕珊 香港家庭福利會健康網絡生活標語創作比賽 優異獎
5B 王奕珊 優異獎
4E 楊家慧 環保標語創作比賽 高中組季軍
4E 陳嘉欣 高中組優異獎
3D 洗翠怡 救救世軍港澳軍區文字部世軍港澳軍區徵文

比賽 2013
初中組冠軍

3D 周靜欣 初中組優異獎
5C 陳煒晴 台灣經濟文化事務處

悠遊台灣。樂活香港「明信片設計」比賽
中學佳作獎

5B 鄭淑兒 中學佳作獎
4B 葉汪庭 怡和集團及醫院管理局精神健康漫畫

設計比賽
中學組優異獎

4C 鄭景陽 中學組優異獎
4E 黃栢恩 中學組優異獎
3B 吳紫薇 兒香港教育學院校友會童權利繪本創作比賽 中學組季軍

3B 李芷珊 中學組優良獎
3B 吳君儀 香港教育學院校友會兒童權利繪本創作比賽 中學組優良獎
3B 李嘉惠 中學組優良獎
3B 陳國政 中學組良好獎
2B 陳浩蓁 港鐵、明報「輕鐵及港鐵巴士」道路安全繪

畫比賽 2013
初中組優異獎

2B 陳浩蓁 聖誕繽紛小畫家大比賽 初中組優異獎
2A 盧詠童 樂喜聚「快樂生活•活出精彩」繪畫比賽 最佳創意獎
3A 駱海珊 優異獎
3A 黃晞婷 優異獎
3A 余嘉敏 優異獎
1B 鄭安琳 優異獎

班別及姓名 參賽項目 獎項 班別及姓名 參賽項目 獎項
1C 朱珀言 土木工程拓展署防石欄模型設計比賽 優異獎
1C 蘇康威 優異獎
1C 湯樹仁 優異獎
1C 唐耀豐 優異獎
1C 楊鳴宇 優異獎
2D 朱少康 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

第七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 T-Shirt 設計比賽
優異獎

3C 郭碧玉 優異獎
4C 羅 進 香港教育城 2013 香港 . 廣東省肇慶市懷集縣 -

美好明天攝影、繪畫比賽
季軍

3C 姚慧囡 中國歷史教育學會歷史事件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初級組優異獎
2D 鍾曉穎 仁愛堂體育中心主辦二零一三年仁愛堂跆拳

道大賽
男子組亞軍

2D 鍾曉穎 香港跆拳道協會全港男子青少年跆拳道比賽
2013 色帶組

51-54KG 冠軍

2D 鍾曉穎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
SAMSUNG 第五十七屆體育節跆拳道男子色
帶賽 2014 青少年色帶組

冠軍

2D 鍾曉穎 青少年隊制跆拳道比賽 2013 男子色帶組
( 搏擊 )

54-58 公斤亞軍

5D 黃嘉欣 仁愛堂體育中心主辦仁愛堂劍擊大賽 2014
個人花劍 ( 中學 ) 女子甲組

亞軍
4D 黃寶熹 冠軍
1C 李逸悅 香港劍擊總會學校體育推廣計劃隊際外展花

劍比賽 2013
女子團體季軍

4D 黃寶熹 女子團體季軍
5D 黃嘉欣 女子團體季軍
1C 鄭君亮 香港兒童棋院 2014 年度香港兒童棋院盃 - 公

開賽
優異獎

1C 鄭君亮 CLAS International 2013 年度香港青少年
鋼琴比賽

優異獎

1C 鄭君亮 2014 全港青少年鋼琴大賽 銅獎
屯天排球隊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3-14 屯門區校際排球

比賽
女子丙組季軍

3D 黃子敏 「豐盛人生，『賭』此為此」全港學生舊曲
新詞創作比賽

冠軍
2D 陶嬿冰 季軍
3D 何芷晴 季軍
3D 古晉端 季軍
3D 周富安 季軍
3D 湯德龍 季軍
3D 鄧浩瑋 季軍

2D 鍾曉穎 男子乙組 4x100 米接力賽 殿軍
3A 馮智傑 殿軍
3B 陳祖貽 殿軍
4A 周鎧傑 殿軍
1A 張洪亮 男子丙組 4x400 米接力賽 季軍
2C 郭政勤 季軍
2C 蘇康威 季軍
2C 湯樹仁 季軍
3D 江俊淇 女子甲組 4x100 米接力賽 亞軍
5B 李穎欣 亞軍
4A 湯綺婷 亞軍
6C 林詩納 亞軍
6C 李詠雯 亞軍
3D 江俊淇 女子甲組 100 米 冠軍
3D 江俊淇 女子甲組 200 米 冠軍
4A 唐綺婷 女子甲組跳遠 季軍
2D 楊巧琳 女子丙組跳遠 殿軍

班別及姓名 參賽項目 獎項

香港天主教教區中學
香港天主教教區中學 第二十一屆聯校運動會

新聲盃：中樂合奏中學初級組 冠軍
1B 羅曉慧 柳琴獨奏 - 初級組 冠軍
3B 鄭依婷 木笛二重奏 - 中學 - 14 歲或以下 亞軍
3B 吳紫薇 亞軍
3D 馮允樂 箏獨奏 - 深造組組 季軍

班別及姓名 參賽項目 獎項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 第六十六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6E 張穎琪 *  馮騰達

6B 郭鍵釗 *  劉卓洋  梁起賢

6C 李詠雯 *  陸栢穎 *  伍淑芳 *

1B 李浩軒 *  

3B 陳國政 *  

6A 蔡育承 *

3C 黃樂希 * 

4E 馮凱揚 *

1D 鍾愛僖 *  黃諾心  蔡偉濤 

2B 何佩遙 *  林曦文 *  邱希文 *

4A 呂治國 *  李思敏  香昕蕎

4B 郭嘉信 *  陳永傑  歐穎康

5B 熊彥瑋 *  陳淑芳  麥梓浚

2C 唐耀豐 *  余嘉寶  曾暄烔

1C 潘昭彤 *

2A 趙婉婷 *  馮紫喬

2D 范偉玉 *  方曉悠

4D 王普朗 *  周芷琦

5C 陳煒晴 *  高卓永

6D 彭寶瑩 *  徐僕偵

5D 蔡旻晉 *  鍾耀軒

3D 余雅絲 *  盧傲霜

3A 廖亮 *  馬璟謙

每班被提名最多

人次的首 3 名同學 ( 其提名

人次超過 3 次 )，可獲得獎狀

乙張；

*  每班最高

票數者獲

得 家 長 教

師 會 頒 發

禮品一份，

以作鼓勵。

5A 蔡雅思 *  陳樂汶  張嘉穎

學生參與課外活動(2013-14)得 名獎 單



2D 鍾曉穎 男子乙組 4X100 米接力賽 冠軍
3A 馮智傑 冠軍
3B 陳祖貽 冠軍
4A 周鎧傑 冠軍
1A 張洪亮 男子丙組 4X400 米接力賽 季軍
2C 郭政勤 季軍
2C 蘇康威 季軍
2C 湯樹仁 季軍
1A 張洪亮 男子丙組跳遠 亞軍
1A 張洪亮 男子丙組 200 米 季軍
2C 郭政勤 男子丙組 100 米 冠軍
1A 張洪亮 男子丙組團體獎 殿軍
1A 黃宇德 殿軍
1C 姜兆楷 殿軍
1C 譚文希 殿軍
1D 趙俊昇 殿軍
1D 馮灝正 殿軍
2C 郭政勤 殿軍
2C 蘇康威 殿軍
2C 湯樹仁 殿軍
3D 江俊淇 女子甲組 100 米 冠軍
3D 江俊淇 女子甲組 200 米 冠軍
4A 唐綺婷 女子甲組 400 米 亞軍
3D 江俊淇 女子甲組 4X100 米接力賽 亞軍
5B 李穎欣 亞軍
4A 唐綺婷 亞軍
6C 李詠雯 亞軍
4A 唐綺婷 女子甲組跳遠 季軍

班別及姓名 參賽項目 獎項 班別及姓名 參賽項目 獎項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 屯門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5C 張菊璇 最受歡迎展板設計 季軍
5C 葉泳琪 季軍
5D 鄭曉汶 季軍
5D 樊璟瑩 季軍
5E 張淑茵 季軍
5E 溫雅雯 季軍
5C 張菊璇 最具創意旅遊路線 季軍
5C 葉泳琪 季軍
5D 鄭曉汶 季軍
5D 樊璟瑩 季軍
5E 張淑茵 季軍
5E 溫雅雯 季軍

班別及姓名 參賽項目 獎項

2C 梁可妍 中二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
2C 黃鵒楹 305 中二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
2C 唐耀豐 317 中二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
4A 李鏝澄 403 中四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冠軍
4B 鄧樂彤 303 中四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冠軍
6B 葉子軒 313 中六男子粵語散文獨誦 冠軍
6D 葉秋弦 401 中六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冠軍
1C 謝浩欣 328 中一二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軍
2C 曾暄烔 305 中二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3A 蔡皓宏 316 中三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3A 馮智傑 416 中三男子粵語散文獨誦 亞軍
4A 高嘉璐 327 中三四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軍
4B 林灝 315 中四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5D 許錦輝 314 中五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6A 陳翠珊 461 中五六基督教經文獨誦 亞軍
6D 彭寶瑩 301 中六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班別及姓名 參賽項目 獎項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 第六十五屆中文朗誦節

香港遊樂場協會 ‧ 旅遊路線 展板設計比賽

3A Fung Chi Kit Solo-Verse Speaking
(Secondary 3 Boys)

1st

4A Woo Cheuk Ying Solo-Verse Speaking
(Secondary 4 Girls)

1st
4A Chow Hoi Kit 2nd
5A Chan Suet Ying Solo-Verse Speaking

(Secondary 5 Girls)
2nd

3B Chan Kwok Ching Solo-Verse Speaking
(Secondary 3 Boys)

2nd

2C Yip Lai Sze Solo-Verse Speaking
(Secondary 2 Girls)

2nd

4A Cheung Ning Yan
Woo Cheuk Ying

Dramatic Duologue 
(Secondary 4)

2nd

1D Chan Chor Yu Solo-Verse Speaking
(Secondary 1 Girls)

3rd
1C Leung Sze Yu 3rd
4A Chan Long Wai Ray

Chow Hoi Kit Simon
Dramatic Duologue 
(Secondary 4)

3rd

3B Ng Tse Mei Solo-Verse Speaking
(Secondary 3 Girls)

3rd

1D Chau Lok Lam Solo-Verse Speaking
(Secondary 1 Girls)

3rd

Class Name Entry Places

Prizes in the 64th Speech Festival (English) (2013)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 第六十五屆中文朗誦節

5B 陳鈺珊 30 秒正二重跳 亞軍
4A 黃紫鎣 季軍
2A 黃靜婷 4x30 秒團體四人單人繩接力賽 亞軍
4A 黃紫鎣 亞軍
5B 陳鈺珊 亞軍
5C 馮展雯 亞軍
2A 黃靜婷 2 分鐘 6 人大繩 冠軍
2B 何佩琪 2 分鐘 6 人大繩 冠軍
3A 黃晞婷 2 分鐘 6 人大繩 冠軍
4A 黃紫鎣 2 分鐘 6 人大繩 冠軍
5B 陳鈺珊 2 分鐘 6 人大繩 冠軍
5C 馮展雯 2 分鐘 6 人大繩 冠軍
2A 黃靜婷 女子組 全場總冠軍
2B 何佩琪 全場總冠軍
3A 黃晞婷 全場總冠軍
4A 黃紫鎣 全場總冠軍
5B 陳鈺珊 全場總冠軍
5C 馮展雯 全場總冠軍

班別及姓名 參賽項目 獎項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主辦、香港專業技術跳繩訓練社協辦
羅桂祥盃速度跳繩錦標賽 2014( 中學組 )

5A 羅菁 晉級賽 ( 香港區 )
決賽
全國總決賽

一等獎
一等獎
一等獎

6B 熊偉靖 晉級賽 ( 香港區 )
決賽
全國總決賽

一等獎
狀元獎
一等獎

6D 郭芷程 晉級賽 ( 香港區 )
決賽
全國總決賽

一等獎
二等獎
二等獎

6C 伍寶儀 晉級賽 ( 香港區 ) 二等獎
晉級賽 ( 香港區 ) 高中組 團體亞軍

班別及姓名 參賽項目 獎項

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學會
2013 年全國青少年語言知識大賽 ( 全國作文現場比賽 )

6E 黃紫兒 401 中六女子粵語散文獨誦 亞軍
1D 羅曉茵 328 中一二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2B 鄧皓文 305 中二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2C 李曉彤 328 中一二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季軍
2D 林卓思 305 中二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2D 陶嬿冰 305 中二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2D 鍾維敏 317 中二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3B 李芷珊 304 中三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3C 胡秀誠 316 中三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4A 馮綺彤 303 中四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4A 譚銘彥 中三四男子普通話詩獨誦 季軍
4B 陸穎嵐 443 二人朗誦 季軍
4B 鄧樂彤 443 二人朗誦 季軍
5E 李綺婷 302 中五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6B 葉子軒 413 中六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6C 區寶瑩 301 中六女子粵語詩詞獨誦 季軍
6D 曾頌熙 413 中六男子粵語散文獨誦 季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