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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光家書> 
祢的話 

 
  我校於 2020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理想，中文及英文科合格率近五年平均約 97%，

均高於全港；16 科中今年有 4 科為 100%、9 科超過 90%，不少科目第 4 級或以上的百分

率亦高於全港。我們仍須不斷努力，追求卓越。入讀 JUPAS 學位課程之百份率比全港高，

入讀八大學位課程之百份率近年更逐年提升，而且本校多年來年四主科、最佳五科及多個

選修科之增值均高於全港平均水平，可見老師和同學的努力。 

 
  英文科一向在辯論比賽中表現出色，在 2019/20 香港中學辯論比賽(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Debate Competition) 中，我校兩隊辯論隊上學期在總共四場初賽中均獲

全勝，雖然決賽於下學期疫情下被逼取消，但此全勝紀錄已肯定了同學之優異英語辯論能

力，師生會繼續努力，再創佳績。除了辯論比賽，在語言運用等方面也得到很多實踐所學

的機會，吸取更多經驗。在第 70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全級中一同學均參與集誦，同學獲

得多項冠軍及優良獎，例如英語即興劇、英詩獨誦、英語散文獨誦、英語二人對話、公開

演說、粵語詩詞獨誦、粵語散文獨誦、粵語二人朗誦、普通話詩詞獨誦、普通話散文獨誦

等，其中英語即興劇更獲得總冠軍，集誦項目已是八年冠。在第 71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中學合唱隊 14 歲或以下外文歌曲組」獲頒優良獎狀，「中學合唱隊 16 歲或以下外文歌

曲組」，獲頒良好獎狀，學生亦有參與樂器（鋼琴、長笛、木童笛、古箏、結他）比賽；

透過練習及在比賽中互相觀摩，拓闊學習視野。 

 
  不少同學在學術、活動、領導和服務方面皆因有傑出表現而獲得表揚，中六級梁樂堯

獲選為「2019 香港島高中組傑出學生」。另外，中三級梁靜文獲選為「香港島香港島初

中組優秀學生」。中六級張茵兒、麥穎喬、陳彦蓁及中三級梁靜文獲選為「2019 年南區

傑出青年」及「優秀青少年」。除此以外，我校同學經常在社區活動中擔任司儀，例如教

育局公益少年團香港南區周年頒獎禮，社會福利署中西南及離島區義工分享交流會暨嘉許

典禮等，受到嘉賓讚許，可見老師們在背後付出了的許多時間和精力，實在是值得的。  

 
  同學除了透過比賽、表演、擔任司儀等實踐所學，亦透過海外交流增廣見聞。以往暑

假，我校舉辦了多個交流團到世界各地，包括 「真光聯校暑期英國遊學團」、「真光四

校多倫多暑期遊學團」、「STEM 英國青年交流之旅」、「韓國歷史文化考察之旅」、「台

中暑期排球訓練之旅」、「上海及杭州科技文化考察之旅」、「深圳考察之旅」、「穗港

真光姊妹校交流團」、「中一級綜合人文科廣州考察活動」、創意思維世界賽香港區賽分

組亞軍代表香港到美國參加世界賽，及公益少年團傑出團員日本交流團等，好讓同學能加

強英語溝通能力、領袖訓練、數學訓練、認識內地及外地文化、接觸國際專業人士等，同

學透過親身經歷外地生活，亦能培養獨立處事和與人相處的技巧，其中之得益實在遠遠超

過書本和課堂所學。 

 
  本年學校參加了「感創敢為-青年社會創新服務獎」比賽計劃，此計劃是一個旨在提

升香港青年的同感理解及社會參與的服務學習及社會創新計劃，是次比賽共有 260 支參賽

隊伍，我校隊伍脫穎而出，獲得了金獎、最佳演繹獎和觀眾最喜愛隊伍三個大獎，並獲

10,000 元於暑假試行計劃。另外亦於教育局實地學習博覽 2018 中獲 實地學習傑出學生獎

金獎及銀獎。其他義工服務方面，本校又再獲中西南及離島區推廣義工服務協調委員會選

為「傑出義工團體」，同時本校有超過六百名學生獲得義工服務嘉許獎狀，分別有 185 位

個人獎金狀，224 位銀狀及 185 位銅狀。本校及家長教師會亦再獲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

務協調委員會頒 10000 小時義工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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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老師在電子學習和 STEM 教育方面十分努力，同學也樂於學習。中六林萍心同學參加 IVE 主辦的香

港中學 IT 知識網上問答挑戰賽，並獲得銀獎。三名學生(3D 黎卓希、5E 布樂心和 5E 李思賢同學)參加全港 STEM
分析及解難技能精英學習計劃 暨英國特許資歷培訓處 (TQUK)「分析及解難技能 STEM 證書(第 1 級)」課程

Award in Analytical Thinking & Problem Solving with STEM (Level 1), 並成功獲得證書，此證書得到英國特許資

歷培訓處(The Office of Qualifications and Examinations Regulation - Ofqual) 頒證機構認可。同學在 STEM 基礎

課程中，透過建造氣墊船模型，實踐 STEM 知識，提升她們分析及解難能力，對她們 在科學學習上有一定的

幫助。另外，多位老師經常獲邀請於教育局、友校或其他機構分享教學心得，老師更多次獲得本地及國際獎

項，例如香港大學的 International Outstanding e-Learning Awards。 
 
  我校老師和同學都能在學與教及服務方面實現校訓「爾乃世之光」，甚願我們香港真光書院的學生繼續

見證神的真光，在這講求獨立思考的世代，時刻也學習謙卑與順服，願意為著別人的真正好處而甘願捨棄自

己的利益或主張，好讓她們能為光作見證，實踐聖經的話：「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約 1:9) 
願神的話深藏在信祂的人心中，作我們腳前的燈，作我們路上的光。正如詩歌「祢的話」所寫一樣︰ 
 

祢的話 
 

我將你的話語，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遠離。 
哦主啊！與我親近，我愛你聲音，作我腳前的燈，作我路上的光。 

 
天地將要過去，你的話卻長存，天地將毀壞，你的話卻長新。 

 
我將你的話語，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遠離。 

哦主啊！與我親近，我愛你聲音，作我腳前的燈，作我路上的光。 
 

Your Word 
 

I have hidden your word in my heart, 
that I might not sin against you, I might not far away, 

Oh Lord, come near to me, I love Your voice, 
Be the lamp to my feet and the light for my path. 

 
Heaven and earth will pass away, but your word endures for ever, 
Heaven and earth will be perished, but your word is everlasting. 

 
I have hidden your word in my heart, 

that I might not sin against you, I might not far away, 
Oh Lord, come near to me, I love Your voice, 

Be the lamp to my feet and the light for my path. 
 
 

吳嘉文校長 
2020 年 9 月 

 
 
 
 

學生組織 
一、 學校目標 

  本校於二零一八年度訂立了學校三年目標，學校於 2018-2021 年各項政策與活動皆配合各目標而策劃，實

踐全人教育： 
優化深層思維 拓闊學習視野 
Optimize deep thinking Broaden learning horizons 

 
二、 學校收集意見之方法及途徑 

  為提升各項活動、措施及項目的效能，校方透過不同渠道收集家長及學生意見。例如於家長教師會主辦之

親子活動後收集家長意見，作為構思新活動時參考；於星期五生活教育課後收集學生及班主任意見，作下年度

各級主題參考；於科會議及委員會會議議程中檢視全年運作，作為策劃下年度活動之參考等。此外，本校由「學

校發展津貼」資助的拔尖保底課程均透過問卷，瞭解學生對課程成效的看法，作為校方的參攷。 
  歡迎家長就學校各方面情況表達意見，請聯絡班主任或校長，可透過意見箱、電郵、電話、來信或到校

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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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直社成立 
  為加強各級學生的聯繫，增加朋輩學習的機會，本校設立了直社，透過直社進行各類型的比賽，高中學

生可藉此機會指導初中學生進行全方位學習，以樹立良好榜樣及發揮領導才能，並增強學生及校友對學校的

歸屬感。 
  各級學生隨機平均分為紅、黃、藍、綠四社，以後在學及畢業後都不會改變。全體教師、職員及工友亦

隨機分社，鼓勵教師參與活動。學生體育服裝也配合四社顏色而各有不同。 
紅社 黃社 藍社 綠社 
社主任 ：關頴楠老師 
社長 ：5B 關紫晴 
副社長 ：4B 盧梓桐 
財政 ：4E 鄺惠愉 
財政 ：3D 蘇嘉恩 
文書 ：3A 周皚 
文書 ：3C 梁焯妍 
宣傳 ：5B 陳嘉盈 
宣傳 ：2D 吳穎桐 
總務 ：3A 余詠詩 
總務 ：2C 梁綽敏 

社主任 ：黃德軒老師 
社長 ：5A 黃綽盈 
副社長 ：5C 謝汶芸 
財政 ：5B 吳綽瑤 
財政 ：4D 郭焯嵐 
文書 ：4B 張蘊之 
文書 ：4B 王思頤 
康樂 ：4D 張瑞清 
康樂 ：3C 徐嘉寶 
總務 ：2D 林芊芊 
總務 ：2D 楊卓喬 

社主任 ：王錦榮老師 
社長 ：5A 盧曉彤 
副社長 ：5B 鄭曉欣 
財政 ：5C 胡詠芯 
財政 ：4B 羅考泳 
文書 ：5D 施頴恩 
文書 ：4E 胡洛霏 
宣傳 ：4D 劉小玲 
宣傳 ：4D 楊海琳 
總務 ：3C 梁雨珊 
總務 ：2C 梁卓嵐 

社主任 ：譚美玲老師 
社長 ：5A 林心怡 
副社長 ：5B 程心怡 
財政 ：5C 林佯辰 
財政 ：4C 鄧芷瑩 
康樂 ：5C 吳詠琦 
康樂 ：4A 江慈容 
文書 ：3A 盧心悠 
文書 ：2C 林雅雯 
總務 ：2C 黃穎兒 
總務 ：2D 陳靜希 

 
四、 班主任及級主任 

中一級（旭晶社） 
1A 陳曉靈老師、張家政老師 
1B 林威敏老師、曾鈺怡老師 
1C 黃家寶老師、黃德軒老師 
1D 文詠詩老師、馮松渭老師(級任) 
 
中二級（藝芸社） 
2A 周秀雯老師、黃潔華老師 
2B 王淑芬老師、郭凱盈老師 
2C 孫成威老師、高曉君老師(級任) 
2D 林映彤老師、冼浩朗老師  

中三級（曜社） 
3A 賴正琼老師、吳凱傑老師 
3B 陳麗璇老師、梁敏娜老師(級任) 
3C 譚美玲老師、黃穎慈老師 
3D 陳淑霞老師、徐奇帆老師 
 
中四級（晨暉社） 
4A 關志雄老師 
4B 曾頴傑老師(級任) 
4C 梁家和老師 
4D 黃海星老師 
4E 張志華老師 
 

中五級（蘅圃社） 
5A 黃琇盈老師 
5B 余詠琴老師 
5C 施莉翎老師 
5D 黃溢聲老師(級任) 
5E 陳錦文老師 
 
中六級（曉社） 
6A 盧智健老師(級任) 
6B 麥永福老師 
6C 嚴穎衡老師 
6D 楊家慧老師 
6E 葉靜雯老師 

 
 
 

宗教活動 
 
一、 設立福音大使 

  今年從中一至中五級學生中揀選了 25 位基督徒擔任福音大使，並安排在課後由宗委教師及堂會牧者，帶

領她們以 ZOOM 來查經。 
 
二、 團契 / 小組聚會 

  上學期由教會同工和宗教主任以 3 個小組形式關顧學生，合共接觸約 50 人。 
 
三、 教會導師進入中一宗教課 

  本年度在中一宗教課採用啟發課程中的 4 個課題，容讓中一級學生認識基督教信仰，並且邀請教會導師

入課堂以小組形式協助，對學生學習和成長有幫助。 
 
 

學習生活 
一、 學業獎勵 

1. 品學優異生 
中一至中三成績全級三名內，操行 A 級，頒予獎狀。 
中四至中六於六個科目表現最佳，操行 A 級，頒予獎狀。 

2. 學業優等生 
中一至中三全級第一、二、三名，中四至中六於六個科目表現最佳，各得獎者將獲獎學金並紀錄於成績

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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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科獎學金 
各科全級最高分者，各得獎者將獲獎學金並紀錄於成績表內。 

4. 學科優異生 
初中科目名次全級三名內。高中科目表現達標。得獎者將紀錄在成績表內。 

5. 學業進步生 
下學期成績比上學期有顯著進步，差額計算由級會決定及通過，得獎者將紀錄在成績表內。 

6. 成績優異生 
每學期公佈每班前五名(中一至中五)。初中各班上、下學期第一、二、三名及高中各班以四科核心科目成

績計算上、下學期第一、二、三名將獲獎學金。高中每科第一名將獲獎學金。 
7. 香港中學文憑試獎學金 

本校中六畢業生，香港中學文憑試中、英、數、通四科成績達 3322 級及有一科或以上獲 5 級。 
8. 黃羅蒙恩獎學金 

a. 本校畢業而能進入本港或海外專上學院者 
b. 成績優異、品行良好及服務精神佳者 

9. 黎耀球獎學金 
本校中六畢業學生、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品行良好而入讀本港大學。 

10. 黎黃恩憐獎學金 
本校中六畢業學生、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品行良好而入讀本港大學。 

 

 
 
二、 測考安排 

  本校的測考安排目的是配合全方位學習模式，讓學生有更多空間深化所學。本校更著重多元化課業形式，

作為各級全年延續性課業評核。 

中一至中五 上學期統測（十月） 上學期考試（一月） 下學期統測（三月） 下學期考試（六月）

中六 統一測驗（十月） 畢業試（二月） － － 

學生感言 
 S3 李嘉芸 (學業優等生) 

我認為上課的時候，要專心地聆聽老師的講解，遇到不解的地方就要虛心求教，勇於發問，同時

要定立目標，定時檢討自己的學習進度。做練習時要小心審題，整理出答題的思路，則能促進我

們的學習。 

 

 S3 黃樂怡 (學業優等生) 

我在準備考試前會先制定時間表，清楚列明各科所需的溫習時間表和複習的內容，使自己有明確

的溫習目標。另外我會分別為每一科寫下筆記，除了記下書本知識，也會寫下老師在課堂上重複

講述的內容，課後與同學進行交流，互相切磋。 

 

 S3 申宜（學科獎學金） 

「學習是漫長的歷程，而不是被強迫的過程」，我的學習心得就是要使學習變得有趣，從木訥的

文字中探尋樂趣，令學習不再枯燥苦悶。亦不是一味「死背書」，而是有彈性地調整學習策略，

則較容易獲得成就感，「好成績」就不再是泰山般的壓力了。 

 

 S4 梁靜文 (學業優等生) 

我認為自製筆記是學習的關鍵，日常熟讀已整理的內容，加強深層思維，考試前更要重溫鞏固知

識。應試時也要有自信，不要慌亂，用凡事盡力的態度完成每一份試卷，便能取得理想成果。同

時善用共享學習空間，提升學習質素。 

 

 S4 陳卓盈（學科獎學金） 

我認為讀書絕對不能單靠背誦，記重點是必然的，但當中一定要理解清楚其概念。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及經濟科都是需要概念清晰的科目，明白概念才能恰當運用在其中，溫習時也變得輕鬆。

同時也可以多看題型，多做多熟習，我相信「勤有功」。 

 

 S4 黃芷晴（學科獎學金） 

首先，我認為在課堂摘取課文重點是最重要的，然後將知識聯繫到日常生活中，並且要善用學校

的電子資源，進行多角度分析，使印象深刻。平時也要多閱讀，廣泛涉獵知識，拓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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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優培育 

  為有系統、有方向地發掘和培育資賦優異的學生，充分發揮她們個別潛能，期望資賦優異的學生日後在

公開試能獲得 Level 5 或以上的成績，教務組根據 2019-2020 年終成績，選取中二至中五級中文科、英文科、

數學科、綜合人文/通識科、科學科首 5 名，而物理科、化學科、生物科首 3-5 名成績優異的學生，製成本校

資優學生名單。 
  另外，本校共提名 14 位中二至中四級學生參加香港資優教育學苑「2019-2020 資優教育中學生提名」，7
名學生成功於一月前修畢學苑修讀中、英或科學的資優課程，成績理想，獲學校推薦後，全部獲學苑甄選並

取錄為正式學員。 
 

四、 善用資源 
  本校善用「學校發展津貼」及辦學團體額外撥款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其中包括︰ 

範疇 工作/職位 

為教師創造空間、減少教師的非教學工作 
教學及行政助理、資訊科技技術統籌主任、測考代監考員及口

試助理 
課程發展 普通話校本課程、網上剪報 

課程和評估、照顧學習差異 

增聘 1 位英文科顧問、1 位外籍英語老師、8 位教師、1 位學

科導師、5 位助理教師、4 位教學助理，提高師生比例 1:10。

高中四班分拆五組，全校各級英文科分組教學；初中中文科及

數學科分組教學；高中選修科由一組分拆為兩組。 
高中數學科朋輩輔導班、提升數學科 TSA 成績、地理科朋輩

功課輔導、ICT 朋輩輔導班、健社科大姐姐計劃 
提高語文能力 初中中文「智愛」學習平台、高中中文拔尖班 

推行其他學習經歷 

真光大使、地理科實地考察、立體雕塑工作坊、裝置藝術工作

坊、大姐姐小妹妹計劃、G&C 訓練、品德戲劇、話劇訓練班、

舞蹈訓練班、排球訓練班、游泳訓練班、籃球訓練班、田徑訓

練班、射箭訓練班、羽毛球訓練班、劍撃訓練班、領袖訓練營

加強學生的關顧及支援、聯絡社區資源 增聘宗教主任及社工各一名 
 
五、 自修室開放 

  本校百年樹人計劃的圖書館及共享學習空間的工程已經完成，為了讓學生享有一個寧靜的環境作小組學

習或個人自修，本校學生如有需要，可預約留校於圖書館內自修，讓學生於課堂後有空間溫習及預習，鞏固

課堂所學。本校圖書館開放至下午五時，留校使用自修室的學生須得家長同意及於網上進行預約，並須愛惜

公物及遵守使用規則。 
 
六、 中一級課後學習班 

  因維持半天上課，本年度由中一課後學習班改為繳交功課訓練，協助學生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由班主

任委派兩位學生工作人員負責跟進收集功課的膠盤，學生把當天要繳交的功課放進膠盤內，每個膠盤會有分

科分組及任教老師資料，科長將所收集之功課交往教員室。中一級訓練期由 9 月 24 日(四)至 9 月 30 日(三)，
共五天訓練期。訓練期內，學生必須在 8:00 前回校。 

 
七、 中六級中學文憑試及聯招程序家長講座 

  為了讓學生及家長了解應屆中六學生的升學新資訊及文憑試應考的最新動態，本校舉辦了不同的升學活

動。其中包括： 
日期 活動 
25/9/2020 大學聯招簡介會、校友分享學習心得 

9/10/2020 - 20/10/2020 開設大學聯招帳戶 

21/10/2020 印製各大院校學系面試問題參考 

21/10/2020 - 30/11/2020 宣傳各大院校資訊日 

06/11/2020 中六級升學及文憑試最新動態家長講座 

08/01/2021 面試技巧工作坊 
10 月至 12 月期間 YMCA 社工與中六學生進行一對一網上升學面談 

 
八、 「真光大使」計劃 

  本計劃邀請中一及中二級學生參加，訓練學生成為內外兼備的「學生大使」，培育她們在不同場合中介

紹學校資訊，並積極實踐。過程中，計劃會提供訓練課程，協助她們建立自信心，透過活動得到學生及教師

的支持、欣賞等，累積成功經驗，提昇他們的自我形象及自尊感。整個訓練計劃內容包括培訓工作坊、學校

探訪、參觀及領隊訓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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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真光大使」名單如下： 
1A 高慧文 
1A 周靖淳 
1A 鍾知悅 
1A 傅靜香 
1A 葉曦彤 
1A 高本晴 
1A 林彥彤 
1A 古蔚嘉 
1A 黃鎧瑩 

1A 王倚晴 
1B 區嘉怡 
1B 陳卓遙 
1B 周曼喬 
1B 鄭嘉妮 
1B 熊施穎 
1B 葉詩詠 
1B 李綺諾 
1B 羅焯嵐 

1B 盧蕙蒽 
1B 麥詠鋅 
1B 孫博雅 
1B 黃苑瑩 
1B 邱懿 
1B 余咏曦 
1C 張凱童 
1C 紀欣彤 
1C 林晞敏 

1C 劉悅儀 
1C 吳卓庭 
1C 吳沛芝 
1C 魏靖桐 
1C 謝慈慧 
1C 黃巧姸 
1C 黃偲緣 
1C 黃影 
1D 陳烺楨 

1D 林羽茵 
1D 李嘉詠 
1D 蘇希桐 
1D 曾熙鈶 
1D 黃婥淇 
1D 黃沛盈 

 
I)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 (HKSSDC) 2020-21 

  Another exciting year has started for the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 (HKSSDC).  Our 
first contest took place on 14 October, but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it had been staged as an online debating 
competition, in which our True Light girls spoke as the Affirmative House against the opponents from Henrietta 
Secondary School.  Our Senior English debating team, 5E Tasha Lam, 3B Chiara Pang and 5E Coco Keung, had led 
the school to our first victory with their impressive performance. 
 
  I feel so glad to be an audience of such an unprecedented competition and I was amazed by the speakers who all 
did an awesome job.  The motion of the debate was “All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should do compulsory charity 
work”, which was a meaningful and thought-provoking topic for students to talk about.  I think our team 
demonstrated excellent skills in research, critical thinking and delivery.  For example, they cited reference materials 
from various studies an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nd their persuasive tones delivered the arguments clearly and 
forcibly in a perfectly managed period of given time.  True Light girls truly deserved the win and we are so proud of 
them! As a debater for the coming rounds, I feel so honoured and excited to be part of our school’s debating team.  
Learning from the senior team members, I hope to hone my debating skills and speak confidently in the upcoming 
match, gaining valuable experience from it.  It would be my pleasure if our team can win the competition as our 
peers did in this competition. 

 Nicole Chan – 4A 
 
II) Our newly-renovated English Corner  

  Our new English corner is open now! It is a great place for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and relax.  The 
environment is excellent, comfortable and conveniently located.  You will find lots of seating areas and the chairs are 
cosy.  The lighting is soft and warm.  It is definitely worth visiting.  I hope we can have lessons there.  What’s 
more, interesting activities such as playing board games can be held in this new place.  Hope to see you there and 
have an enjoyable time. 

Natalie Liu Wing Sze – 4B 
 

  The school recently had a big renovation, it has been 2 months since the construction ended and yet, going to 
school still surprises me.  The modern office vibe makes you feel so mature and gives you so much motivation.  
Every time I walk into that room, I feel my adult mode instantly kicking in.  
  I still remember the day when the principal mentioned that the school would soon have some refurbishments.  
When she first said those words, I thought she meant by re-painting the walls, but then I heard her plans and I got so 
thrilled.  I couldn’t wait for the final product.  Now that the English corner looks newer than ever.  If I wake up 
sad that day, I can affirm myself that going to the English corner, can keep my negative thoughts away. 

Chiara Pang Kong Wa – 3B 
 
III) English Society 2020-21: Lantern Guessing Game 

  The English Society proudly presents their first whole-school activity of this year in September, the lantern 
guessing game, to celebrate the warmth-filled mid-autumn festival.  With the Society’s aim to promote English as 
the language to understand cultures around the world, our members filled the campus with festive décor of colourful 
lanterns with riddles that drew crowds of onlookers for a brain-racking moment in English.  We are really grateful 
for the success that has kicked off a year of fun English activities! 

 
 
 

校園動向 
訓導組 

 
 
一、 各級訓導老師： 

中一級 張家政老師 
中二級 郭凱盈老師 

中三級 徐奇帆老師 
中四級 張潔玲老師 

中五級 黃琇盈老師 
中六級 嚴穎衡老師 

 



- 7 - 

二、 領袖生 
領袖生名單：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領袖生長： 5E 曾綺琳  5A 黎采林  5A 劉善怡  
副領袖生長： 4C 林樾淳 5E 韋佩旻 4D 陳鎣熙 5C 何栩昕 5B 李天藍 5D 朱穎瑤 
資深領袖生： 4A 陳綽瑜 

4D 陳綺華 
4E 鄺惠愉 
5A 陳熙蕾 

5A 葉嘉儀 
5C 陳凱桐 
5D 施頴恩 
5E 鄭鳳鳴 

4A 黃芷晴 
4D 張瑞清 
4E 李倩瑜 
5A 林心怡 

5B 鄭曉欣 
5C 黃壁雯 
5D 黃沛希 
5E 趙穎琳 

4C 葉雪雯 
4D 何淑祈 
5A 陳溱欣 
5A 黃豊晴 

5B 關紫晴 
5D 樊欣悅 
5E 陳虹秀 
5E 林嘉彥 

領袖生： 3A 李巧怡 
3A 楊詠翹 
3C 徐嘉寶 
3C 李峰恩 
3C 伍詠琪 
3C 黃樂怡 
3D 李嘉芸 
4A 陳泳彤 
4A 羅錦榆 
 

4B 鄭靜 
4D 梁雅彤 
4D 黃凱琪 
4E 趙詠童 
4E 鍾靖霆 
4E 黃巧琳 
5A 張嘉琳 
5A 李曉柔 
5D 阮淑晶 
5E 陳以俐 

3A 馮麗蒨 
3A 李匡翹 
3B 張欣蔚 
3C 李慧珊 
3C 蔡靜怡 
3D 古嘉渝 
3D 蘇恩怡 
4A 陳卓盈 
4B 陳晞惠 
 

4C 陳雯櫻 
4C 黃嘉瑤 
4D 杜雯慧 
4D 楊海琳 
4E 袁佩佩 
5B 陳嘉盈 
5C 劉穎欣 
5C 吳梓瑜 
5D 蔡鎔遥 
5D 馮翠瑩 

3A 黃珮之 
3A 楊芷欣 
3B 黃嘉銀 
3B 余曉旻 
3C 莫凱霖 
3C 黃佩妍 
3D 申宜 
4A 羅美鳳 
4A 黃楚淇 
 

4B 廖詠詩 
4C 黃樂宜 
4D 蘇嘉兒 
4E 吳樂謠 
5A 周曉晴 
5A 張樂怡 
5B 何翹君 
5D 周凱淇 
5D 范倩霞 

 
 
 

輔導組 
一、 各級輔導老師 

中一 莊少靜老師 
中二 高曉君老師 
中三 頼正琼老師 
中四 黃玉芝老師、吳惠玲老師 
中五 余詠琴老師 
中六 譚美玲老師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社工部社工會於以下日子駐校，幫助學生適應成長問題。 
楊舒婷姑娘︰逢星期一、二、四、五駐校 
梁凱怡姑娘︰逢星期一、二、三、五駐校 
古凱盈姑娘︰逢星期一、二、四、五駐校 

 
 
二、 大姐姐小妹妹計劃 

  輔導組每年都會為學生籌備「大姐姐小妹妹計劃」，目的是希望透過小組形式，讓高年級的「大姐姐」

與低年級的「小妹妹」藉著社區服務，建立自信心、提升溝通技巧及學習關愛社群。導師為黃玉芝老師、陳

淑霞老師及社工楊舒婷姑娘。組員名單如下： 
2A 梁悅心 3A 黃珮之 3A 潘旖澄 3B 區曉澄 
2B 何尚蔚 3A 劉琬澄 3A 黃凱晴 3B 陳佩怡 
3A 韓栩冰 3A 李紀游 3A 余詠詩 3B 翟家悅 

 
 

活動特寫 
 
 
一、 學生會就職典禮 

香港真光書院第四十二屆學生會就職典禮 
薪火相傳 成就出色領袖 

 
  香港真光書院第四十二屆學生會就職典禮於 2020 年 10 月 16 日假學校禮堂舉行，當日榮幸邀請校董蔡克

剛律師作為嘉賓，見證典禮進行。 

  典禮先由饒富意義的真光「傳燭禮」展開序幕，燭光傳至應屆學生會一眾幹事手中，儀式象徵薪火相傳，

寄寓真光女兒秉承「為世作鹽作光」的服務精神，克己犧牲、無私為社會作出貢獻。應屆學生會幹事亦同唱

「學生會會歌」，象徵團結一致，承擔會務工作。蔡克剛律師向同學作勉言，鼓勵真光女兒持守堅毅可靠的

品格，承傳委身服務社群的精神，為世作鹽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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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禮結束後，蔡律師接受校園記者訪問。眾人眼中律師是一件繁忙的職業，但蔡律師認為繁忙與否在於

我們能否從工作中得到樂趣，以及享受工作的過程。若我們能夠在工作中發掘趣味，即便工作再繁重，也不

會成為負擔。蔡律師以自身為例，他每天都在九點前便上班，回到公司開始處理手頭上的工作，一般同事五

時便會下班，但蔡律師仍會工作至六時才離開，主要原因是蔡律師熱愛工作，所以願意投入大量時間。不過，

蔡律師認為適當休息也同樣重要，建議同學在空閒時抓緊機會休息，放鬆自己，這樣更利於健康與學業之間

取得平衡。 

  談及到學生會幹事須平衡學業和學生會職務，同時還要疏解兩方面的壓力。就該問題，蔡律師指學生當

以學業為重，這是學生的本份，然後投放足夠時間完成學生會工作，履行服務同學的責任。至於平衡學業和

學生會職務方面，蔡律師指學生會是一個團隊，幹事們應該分工合作，各司其職，不應由某幾個人獨自承擔

所有工作，每個人皆獲得服務經驗，最後才合併大家的成果，就像拼圖一樣，則使學生會務運作流暢。蔡律

師又以個人經歷為例，指自己曾經在工業協會工作，同伴們很快便分配工作，做好本份，工作便迅速完成。

這都是源於他們充分掌握自己的工作，明白職責所在。因此，學生會幹事之間的協調是平衡他們學業和學生

會職務的重要元素。 

  訪問中談及作為會長應具備的條件，曾擔任香港律師會會長的蔡律師認為「會長」屬於領導者角色，不

能我行我素，當各人抱持不同想法時，會長應給予其成員充足的發言時間表達己見，並盡量取得平衡點，帶

領整個團隊前進，通力合作。蔡律師提出了一個反面例子，如果會長以自己為中心，沒有考慮團隊成員的意

見，只會顯出其獨裁，難以說服別人。 

  最後，蔡律師期望新一屆學生會幹事勇於承擔工作，成為校方和學生的橋樑，正如校訓「爾乃世之光」，

學生會應將屬於自己的光傳揚，延續到下一屆學生會。 
 

真光校園記者 
5C 何栩昕、5D 黃沛希同學報道 

 
本屆學生會幹事會名單如下： 

會 長：4D 杜雯慧 

副會長：4E 黎愷蕎 4E 陳佩貞 

總 務：4E 布采湳 4E 譚芷晴 

財 政：4E 麥善欣 3A 楊芷欣 

康 樂：3C 陳思穎 2C 胡嘉琪 

宣 傳：3C 伍詠琪 3A 馮曉儒 

學 術：4A 方心怡 4E 黃巧琳 

文 書：4E 孔垂慈 4E 黃璟瑜 
 
 
 
 

 家長活動 
 
一、 「真光愛心小農莊」 

  為了讓更多家長共享農莊成果，本會特別於 2020 年 10 月 17 日至 11 月 14 日舉辦「真光愛心小農莊」活

動。在活動中，由家長義工擔當小園丁，熟識有機耕作的家長分享經驗，學生與家長一起照顧植物，親身體

驗耕種的樂趣，促進親子關係。 
 
 
 
 
 
 
 
 
 
 
 
 
 

校訊最新資料可於本校網頁瀏覽，如有任何寶貴意見， 
歡迎電郵與吳嘉文校長聯絡 nkm@app.hktlc.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