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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社成立典禮： 
2021 年 3 月 5 日 

家長日： 
2021 年 3 月 20 日 

中一至中五 
統一測驗： 
2021 年 4 月 19 日至 
4 月 22 日 

校慶感恩會暨 
新圖書館、演藝廳及 
學習共享空間 
啟用典禮： 
2021 年 5 月 18 日 

中一至中五 
下學期考試： 
2021 年 6 月 3 日至 
6 月 15 日 

畢業典禮暨傳燈禮： 
2021 年 7 月 2 日 

散學禮： 
2021 年 7 月 9 日 

    

編委會 

顧問：吳嘉文校長 
   孔詠茵老師 
主編：嚴穎衡老師 
編委：黃嘉豪老師 
真光校園記者： 
1A 梁焯琪 
1A 鍾知悅 

學習成果 
上學期成績優異生名單 

1A 張晞苗   馮曉嵐   徐芷欣   周穎君   岑苡甄 

1B 葉詩詠   張卓妍   盧蕙蒽   周曼喬   鄭凱瑤 

1C 黃 影   黎卓妍   謝慈慧   梁芷琦   樊嘉堯 

1D 蘇麗珍   黃沛盈   陳雅妍   姚嘉琪   王雅柔 

2A 麥梓澄   黃淑霞   王雅林   黎佩珊   陳寶晴 

2B 陳樂琳   張詩娜   何尚蔚   楊子晴   郭曉婷 

2C 徐恩羨   甘曦晽   盧凱祺   蔡欣桐   温旨悅 

2D 林子彤   梁紫茵   施海欣   陳凱恩   梁凱晴 

3A 楊芷欣   嚴翠渝   李巧怡   王煥喬   盧心悠 

3B 李穎欣   黃嘉銀   張欣蔚   余倩瑤   郭巧伶 

3C 伍詠琪   黃樂怡   卜倩瑶   蘇佩嘉   徐嘉寶 

3D 李嘉芸   申 宜   古嘉渝   陳惠欣   李巧晴 

4A 陳卓盈   吳慧淇   黃芷晴   梁靜文   余穎潼 

4B 羅考泳   廖詠詩   鄭 靜   林欣賢   周綺嵐 

4C 關梓恩   林樾淳   鄧芷瑩   龔芷樂   羅穎恩 

4D 何淑祈   林嘉怡   蘇嘉兒   陳妤芯   梁雅彤 

4E 黃璟瑜   袁佩佩   譚芷晴   李倩瑜   孔垂慈 

5A 梁 悅   黎采林   劉善怡   林心怡   張樂怡 

5B 柳琬婷   鄭曉欣   曾梓澄   李天藍   吳欣璇 

5C 何栩昕   黃壁雯   胡詠芯   孫麗英   梁 琦 

5D 朱穎瑤   樊欣悅   李天恩   黃沛希   周凱淇 

5E 林嘉彥   林玲玲   陳虹秀   曾綺琳   何慧芯 
 

 S4  S5    

中文 4D 林嘉怡 5B 柳琬婷   

英文 4A 陳卓盈 5E 林嘉彥   

數學 (必修部分) 4E 葉家琪 5E 林嘉彥   

數學 (單元一) 4E 布采湳 5D 李天恩   

通識教育 4B 羅考泳 5C 何栩昕   

資訊及通訊科技 4A 林芷蔓 5D 李天恩   

生物 4B 廖詠詩 5B 鄭曉欣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4B 廖詠詩 5B 曾梓澄   

化學 4E 布采湳 5E 林嘉彥   

物理 4E 布采湳 5D 李天恩   

中國歷史 4B 李欣怡 5C 何栩昕   

歷史 4C 關梓恩 5A 張樂怡   

地理 4E 麥善欣 5D 黃沛希   

經濟 4A 梁靜文 5C 梁琦   

企業會財（會計） 4A 陳卓盈 5E 林嘉彥   

視覺藝術 4D 何淑祈 5A 呂樂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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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HKSSDC) 
  Being undefeated against different schools, our English Debating Team 1 (senior) has finally been crowned as 
the champion of 2020-21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 (Division II) (HKI & KLN) in Term 1.  
On 26 Feb, the team, comprising all S4 students, including 4A Tina Cheung (the first speaker), 4A Anna Chan (the 
second speaker) and 4A Nicole Chan (the third speaker), led by their coach, Ms. Yeung, spoke as the Negative House 
on the motion “The House supports the use of tiger parenting techniques” against Tack Ching Girl’s Secondary 
School.  The Finals match was intense and it was a neck-and-neck game.  Eventually the adjudicator was more 
convinced by the solid evidence and research findings presented by our team and declared us the winner.  
  The junior team (Team II) of five S3 students (3A Chloe Li, 3B Chiara Pang, 3A Denise Fung, 3A Kary Ching 
and 3A Ophelia Wong) and their coach, Mr. Hedley, revelled in their victory against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College on 20 Jan.  Having prepared their debate speeches and practiced rebuttals, the team argued that “Hong Kong 
should implement a garbage tax by 2022”, with fiery arguments about the inefficacy of recycling campaigns and the 
need for strong action to be taken to combat Hong Kong’s garbage problem.  The adjudicator was impressed 
particularly by our final speaker, 3A Denise Fung, who rebutted with riposte, summarised with skill and concluded 
with confidence, earning her the best speaker prize.  
  Despite the pandemic that forces all debates to go online, it has been a fantastic year for our school with victories 
for all of our three English Debating teams (S1-2, S3, and S4-S5).  The senior team (Team I) has concluded term 1 
with the champion title; while the S3 junior team (Team II) has also secured their spot in the HKSSDC Finals, which 
will take place in term 2.  We look forward to another exciting contest for Team II in their Finals! 
  “I feel honored to represent the school to go for the debating finals.  It was my second time to participate in a 
debating competition and it actually gave me some stress as that was already the finals.  Of course I am thrilled by 
the victory, giving me the first trophy in my life.  But more importantly, I feel thankful for the help from my 
teammates and teachers, which I appreciate much, especially Ms. Yeung, who helped me to work on my 
pronunciation and delivery, as well as gave us a lot of advice on strategy and research leading to our success.  It is 
certainly an exceptional experience!” 

Anna Chan 4A 
 
 

宗教活動 
一、 團契和小組 

1. 全校上學期有 5 個團契小組，由宗教主任統籌，安排 3 間堂會同工負責帶領，堂會分別是循道衛聯合教

會鴨脷洲堂、宣道會海怡堂、宣道會利福堂，接觸近 67 位中一至中六級的學生，主要以 ZOOM 進行，

也夾雜實體聚會。 
2. 今年從中一至中五級學生中揀選 25 位基督徒學生擔任福音大使，並安排以 ZOOM 進行，由信望愛福音

堂傳道、宗委老師和團契老師帶領她們學習以查經為主，聚會 9 次，平均 18 位學生出席。 
 
二、 福音周 

1. 「愛‧祝福」行動 I：已於 30/11/2020 進行，邀請 37 位福音大使參與寫咭，包裝 100 份禮物包。有些主

動親手贈送禮物包給教師、校務處同工和工友們，為教師和同工們打氣加油。 
2. 「愛‧祝福」行動 II：合作堂會同工進入中四至中六課室帶活動和送禮物祝福學生。 
3. 「愛‧解憂」之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佈道會：於於 4/12/2020 以預先錄製，當日 YouTube live 直播形

式進行，內容包括有南區牧者唱詩敬拜、校友見證、U-Fire 總幹事胡裕勇講道，當日有 128 位學生填寫

佈道會回應表示決志，分佈級別有中一 57 位；中二 43 位；中三 12 位；中四 6 位；中五 5 位；中六 5 位。 
4. 疫情下的愛繪畫及攝影比賽截止日期延遲至 4 月中。 

 
 

校園動向  
訓導組 

 
自律獎 
  為鼓勵學生尊重他人、自重自律，培養良好品格和負責的態度，訓導組特舉辦「自律獎」獎勵計劃，獎

勵每月最少犯規紀錄的班別，頒發嘉許狀，以作鼓勵。因疫情進行網課關係，上學期只計算 9 月及 10 月紀錄，

得獎班別如下： 

9 月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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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 
 

大姐姐小妹妹計劃 
  大姐姐小妹妹計劃在上學年以視像形式進行了西洋字設計培訓課程，讓學生學習課堂以外的課外知識。

學員學習西洋字設計後，先後設計了不同的字款畫出校名及聖誕樹，製作了數張有特色的聖誕卡。另外，學

員除了從導師的教學內容學習基本字款，亦有互相分享各人的設計，拓寬設計的靈感。 
 
 

「深層思維」重點培育計劃 
 
 

  學校近年致力推動深層思維，期望學生能於課堂或課後討論中作出更多深層次的表達，展示更清晰的推

論、整理及總結思考。由本年度開始，本校開展為期六年的「深層思維」重點培育計劃，分階段於中二至中

六級的數學、綜合科學、化學、生物和物理科推行分組教學策略，培養精英學生的深層思維及抽象思維的能

力，激發學生對學習數學和科學知識的學習興趣和動機。此外，學生透過參與課堂以外的延伸學習活動，擴

闊視野和發展潛能，提升學生對數理科的興趣。 

 
 

校園活動 

 
一、 教學參觀及活動 

  為發展學生多方面的才華，本校積極實行全方位學習，鼓勵學生走出校園，擴闊學習領域。本學年各學

科及學會為學生安排了多項教學參觀及活動，詳列如下： 

主辦單位 參觀／活動項目 日期 地點 
學校社工 我和社工們有個約會 2020/10/6,9,30 Zoom 

地理科 中六高中實地考察課程(荃灣) 2020/10/7 Zoom 

物理科 HKU Virtual Information Day 2020/10/31 Zoom 

學校社工 Me Time 小組活動 2020/11/2,7,9,16,
23,30, 
12/5,7,14,21 

Zoom 

英文科 Becoming a Detective for Secondary 
Schools 

2020/11/10 香港文化中心 

公益少年團 南區寒冬送暖金絲帶大行動 2020/11/12,12/19 本校, 利東邨 

數學學會 香港中文大學「數造人生」分享會 2020/11/13 本校 

預慶真光創校 150 活動 觀賞「熱血合唱團」生命教育電影 2020/11/26 K11 

中文學會 觀賞張愛玲 100《說唱張愛玲》 2020/11/27 香港文化中心 

話劇組 MiniMovie 全港中學微電影創作大賽-演
技工作坊 

2020/11/28 油麻地城景國際鑽石廳 

綜合科學科 珊瑚人工智能辨識系統工作坊 2020/11/28,29 海洋公園, Zoom 

數學學會 香港中文大學就業講座 2020/12/18 本校 

 拍攝青年薈萃宣傳短片 2021/1/15 學校圖書館 

英文科 觀賞英語話劇「Comedy of Mistakes- 
Sherlock Holmes The Speckled Band」 

2021/3/10 西灣河文娛中心 

 

學生感言 
4A 黃芷晴 
本校理科透過深層思維重點培育計劃，實行分組教學，每組的師生比例減少，就能增加教

師與學生的互動。首先在課堂上透過教師頻密的發問及學生的回應，能反映學生對課題理

解的深度，而且課後的功課亦比以往多，透過頻密的練習，能鞏固所學，刺激思維。 
 
4A 黃楚淇 
在這個深層思維重點培訓計劃中，教師較以往着重課後延伸學習，教師會提供一些電子閱

讀材料，再運用探究問題引發我的思考，及在網上討論平台作討論。另外，我知道學校將

會安排我們參加一些大學舉辦的活動，擴闊我們的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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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香港真光書院資訊日 
  本校於 2020 年 11 月 21 日舉行了「香港真光書院資訊日 2020」邀請小學家長到校參觀，體驗真光多姿多

彩的校園生活。當日，校長吳嘉文博士先於禮堂介紹真光的特色和介紹真光歷史與多元化的校園生活，接着

由校友分享學習心得和感受。家教會的家長亦分享了女兒就讀真光的感受，使來賓進一步了解真光。 
  雖然本年受疫情所限，未能進行大規模導賞，但無阻來賓對認識本校的熱情。各組別盡心盡力地準備各

式各樣的展覽，如學科分享、科學探究、VR 室體驗等，讓來賓親身體驗中學的學習生活。不少家長對本校產

生濃厚興趣，表示資訊日充滿趣味，增加了對真光的了解，例如︰「學校介紹得好清晰，整個流程十分流暢，

學生好乖巧，很多不同活動，學校不斷投放資源進步中！」、「多謝好介紹，3 個多小時的介紹和分享，大開

眼界，獲益良多。特別喜歡體育表演，演藝廳的表演，看到學生面上都有笑容，真好！」 

 
三、 高中數學講座-數學幾何的工業應用及其進展 

  為了提升學生對數學幾何學應用的認識，本校於 2021 年 1 月 15 日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雷樂銘教授

透過 ZOOM 為中五級的學生舉辦數學講座，主題為「數學幾何的工業應用及其進展」。講座中雷教授向學生

介紹了不同關於幾何學的 實際應用例子，讓學生大開眼界，從中瞭解到數學幾何學的發展在不同範疇改 善

了我們的日常生活，生活處處也有數學。 
 
 

學生感言 
 
 

5A 梁悅 
參與完這個數學講座之後，我對一些 virtual actor 更加有興趣。因為本身有聽過 virtual 
actor 的存在，當時只是覺得他們是一種類似卡通人物的存在，並不知道原來和數學有

關。現在知道原來這些全都是靠數學幾何方法，總合成為一塊會動又真實的臉孔，我覺

得十分驚訝。尤其是那些臉孔的移動都十分自然，如眨 眼，張嘴等。我認為這講座令

到我對數學本來的刻板印象改變了。我一直都只 視數學為算式，較抽象虛無的東西，

但幾何數學所製成的 3D 模具則使它變得具 體有趣，令我發現原來數學也不只有算式。 
 
5B 鄭曉欣 
這次講座是關於幾何學的應用，講者提及到數學應用的動機是解決日常問題，本人在參

加講座後亦覺得數學應用很有意義。講座前段以通俗有趣的例子說明用 3D 相機收集數

據動態 3D 圖像，簡短講解了原理是光在曲面反射，拍攝約 3 個角度再用幾何學方程的

運算，便可得到 3D 圖像。而本人最感興趣的是簡介共形幾何能應用到醫學的部份。例

如能夠準確快捷地掃描病人的腦部，運用保角變換減少誤差，能絕大程度保存大腦紋路

的重要醫學信息。在 3D 圖像中以幾何結構一一對應比較差異，使醫生可以更容易準確

分析病患身體構造或病情變化等 ，例如腦回粗度的改變。這幾何學應用能大大提升醫

療診斷的效率，使病人能盡早治療，意義非凡。 
 
 
 
 
 
 
四、 香港真光書院中一級社成立典禮 

發揮團結精神 展示女性優勢 
香港真光書院中一級社成立 

  本校於 2021 年 3 月 5 日舉行了中一級級社成立典禮，當日全校師生一同見證本屆中一級學生的大日子， 
校方亦邀請了校董麥樂嫦女士與學生分享人生經驗，令學生獲益良好。 

學生感言 
5C 何栩昕 
榮幸能擔任導覽員一職，向嘉賓分享校園生活和介紹學校的最新設施，如圖書館，由於疫情關係令嘉

賓人數比以往少，一切總算順利完成。我對真光增加了歸屬感，並提升溝通技巧和應變能力，希望來

年能與新加入的學妹見面。 
 
2B 陳樂琳 
資訊日當天我在教師的帶領下，於嶄新建成的演藝廳進行歌唱表演，場地設計簇新、設備完善，來賓

也投入欣賞我們的表演，使我以「真光女兒」的身份深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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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級社是真光的傳統特色，學校希望藉此典禮把學生團結起來，發揮互助互愛的精神。本年度的級社

名為「旭晶社」，社色是紅白色，代表力量和純潔，社花是蓮花，象徵品格高尚的君子，社訓是「日昇月恆」，

盼望學生能專心學習和工作，亦要互相幫助，群策群力，爭取成功。典禮開始時先由中一級主席余咏曦同學

致辭。余同學分享了中一學生在真光的校園生活，當中包括學習活動、學生會選舉及就職典禮、直社授旗禮

等。雖然部份活動受疫情影響而取消，但中一學生亦不失難忘時光，例如一年一度的師生合照，大家戴着口

罩拍攝班相，做出不同的動作，這樣的經歷前所未有，尤是特別。中一學生亦作餘興表演，可見真光女兒多

才多藝的優點。 
  當日，校長吳嘉文博士邀請了校董麥樂嫦女士作分享，鼓勵學生發揮女性的優點。麥校董認為「美麗」

不只於外表，一個美麗與智慧兼併的女孩，第一要善良和厚度；第二要有智慧；第三要懂得愛惜，和常存一

顆感恩的心。為何有人不覺得自己快樂？只因他們不懂珍惜身邊擁有的美好事物。她把學生比喻為人生的船

長，目標是要到達幸福快樂的島，由自己掌握旅程，所以在中學階段要盡量做好投入社會發展的準備，才能

成功追逐夢想。年青人是社會的希望，麥校董最後勉勵學生竭力為社會作出貢獻。  
  典禮結束後，麥校董接受校園記者採訪，提及到提升領導才能的技巧。在校園方面，學生可主動擔任不

同活動組織的幹事，了解舉辦活動的目的，在籌備活動的過程中提升領導才能，更能獲得成功感。參與聯校

活動，與他校學生切磋，擴闊視野，都是令自己進步的大好機會。麥校董也指出誠信的重要性。社會中誠信

對誰都十分重要，誠信是人們心裏的一班列車，只要跟着誠信的軌道行駛，路程或長或短，事情始終會變得

順利。如果失去誠信的話，別人也會對你失去信心。最後麥校董寄語真光女兒重視誠信，以建立良好的人際

關係。 
真光校園記者 

1A 梁焯琪、鍾知悅同學報道 
 
I) S1 Poetry Planet 

  In November 2020, all of the S1 students enjoyed a spectacular performance, Poetry Planet, staged by a 
professional drama crew.  The drama taught the audience everything about poetry and poems around the world in an 
engaging and exciting journey.  Before the drama performance, all S1 classes participated in an interactive poetry 
workshop led by the production crew.  Students read aloud and performed selected poems like Spike Milligan’s Ning 
Nang Nong and Clive Sansom’s The Dustman in creative ways.  Together, these interactive and interesting 
experiences have successfully connected our students with language arts. 
 

II) SCOLAR Becoming a Detective workshop 
  Arthur Conan Doyle’s Sherlock Holmes has been the classical icon in detective stories.  To learn about the 
literary elements in short stories, a group of ten selected S1 and S2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SCOLAR “Becoming a 
Detective” workshop in November 2020, in which they learned to appreciate this genre and engage in critical thinking 
by following the plot and deducing a theory. 

 

校外成果 
一、 2020 年雙日單輪射箭比賽(星章賽) 

比賽日期：2020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六)及 11 月 15 日(星期日) 
反曲弓少年組亞軍︰5A 李曉柔 (60M 亞軍、50M 亞軍、40M 亞軍、30M 季軍) 
反曲弓少年組季軍︰5B 關紫晴 (60M 季軍、40M 季軍、30M 季軍) 
複合弓少年組亞軍︰4A 盧梓桐 (40M 冠軍、30M 冠軍) 

 
二、 中國歷史人物小故事網上閱讀問答比賽 

  「月旦古今︰中國歷史人物小故事比賽」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及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聯合

主辦，旨在鼓勵學生從閱讀中自主學習，認識中國重要歷史人物事蹟及其品德情操，以提高學生對學習中國

歷史和中華文化的興趣，並從中培養優良的品德，傳承中華文化的精髓。 
  是次比賽分為「中國歷史人物小故事網上閱讀問答比賽」及「向我最喜愛的中國歷史人物致敬創作比賽」

兩項活動。學生可同時參與兩項活動。優秀作品將會結集成學與教資源冊，並派發予全港中學，藉以推廣中

國歷史及中華文化。 
推廣閱讀文化獎︰香港真光書院 
優異獎︰21 人 
嘉許獎︰82 人 
 

三、 2020-21 年度第六屆南區優秀青年計劃 
  「南區優秀青年計劃」由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聯同南區民政事務處舉辦，期望透過是項計劃表揚更多在

社區積極參與地區活動或服務，對社區發展有貢獻，在個人成就上有卓越表現，以及兼具領袖潛能的青年人。 
  本校學生表現卓越，獲獎如下︰ 

南區傑出青年(高中組)︰6B 劉墡怡 

南區優秀青年(高中組)︰5A 李曉柔 

南區優秀青年(高中組)︰5E 林嘉彥 

南區優秀少年(初中組)︰3C 徐嘉寶 

南區優秀少年(初中組)︰3A 王康晴 

南區優秀少年(初中組)︰2A 黎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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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實地學習博覽 2021 
  本校學生在教育局舉辦的「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實地學習博覽 2021」「傑出學生獎」及「創新方案比

賽」中勇奪多個獎項，她們憑著在高中健社科所學習到的理論及實地學習機會，進行深入反思及策劃相關創

新方案，學生準備充足、參賽表現出色，成果令人感到鼓舞！ 
 

「傑出學生獎」得獎名單  

金獎︰6A 林紫韻、6B 劉墡怡 

銀獎︰6A 羅紫瑤、6B 李穎欣 

(得獎學生各獲頒獎座及獎狀) 

 

「創新方案比賽」得獎名單  

優異獎︰ 
獲頒獎座、獎狀及書券$500 

「銀髮功夫 APP」︰ 
學生希望與長者地區中心合

作，編寫互動而有趣的電話應

用程式，鼓勵長者透過學習太

極，提升體適能及平衡力，減

低長者跌倒的風險 

5C 黃壁雯 (隊長) 

5C 彭詩穎、5C 謝汶芸、 

5E 趙穎琳、5E 李加琪 

入圍 16 強︰ 
獲頒書券$500 

「佳市」︰ 
學生進行實地考察，嘗試為街

市進行風險評估，預防長者跌

倒 

5A 黃豊晴 (隊長) 
5A 葉嘉儀、5B 姜詠恩、 
5B 李思慧 

入圍 16 強︰ 
獲頒書券$500 

「卡拉 OK！」︰ 
卡拉 OK 這類處所存在很多安

全隱憂，藉此方案，盼能降低

對員工及顧客的健康風險 

5A 李曉柔 (隊長) 
5A 陳思琪、5B 吳欣璇、 
5C 田璧嘉、5E 梁雨桐 

 
五、 邁向碳中和 灣區少年行 

  本校兩位中五級生物科學生 5B 鄭曉欣和 5D 朱穎瑤，參加了由「國家生態環境部宣傳教育中心」主辦的

「邁向碳中和 灣區少年行」。兩位學生於 2021 年 2 月 6 日出席了粵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主題活動綫上

啟動儀式。當日香港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先生也應邀出席擔任嘉賓。香港區參展作品中，網上新聞媒體報導了

三位香港學生，本校佔了兩位，表現值得欣賞。 
 

學生作品 作品簡介 

在這份作品中，我們分別把作品焦點各放

在兩邊，左上方為現時碳排放的主要來

源，因為經濟的發展，人類對於能源，肉

類的需求，大大增加了各國碳排放，破壞

了部分生物賴以為生的生境。而左下方描

繪了大灣區的各個地標，以大灣區各個城

市的地標做代表，象徵它們為大灣區邁向

碳中和做出的貢獻。右方則為達至碳中和

後的理想願景，作品中的每一種生物，不

論是動物還是植物，都是大灣區獨有的品

種，部分更是我國瀕臨滅絕的生物，保護

好這些珍稀生物，能更好地平衡食物鏈，

維持生物多樣性。而右下方也有這份作品

想表達的核心價值，邁向碳中和可以怎樣

有助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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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校友傑出表現 
1. 徐卓瑩校友(2016 年畢業)肄業於香港理工大學測繪及地理資訊學(榮譽)理學士學位課程，於 2020 年榮獲

一級榮譽學位(First Class Honours)。 
2. 梁樂堯校友(2020 年畢業)肄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學士學位課程，於 2020 年榮獲由民政事務局頒發之「多

元卓越獎學金」。 
3. 羅裕琳校友(2020 年畢業)肄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幼兒教育學教育學士 (榮譽)課程，於 2020 年榮獲 Sunshine 

Scholarship (Bachelor of Education (Honour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4. 崔曉妍校友(2020 年畢業)、鄺美齡校友(2020 年畢業)及梁曉娜校友(2020 年畢業)分別肄業於香港大學附屬

學院文學副學士(語言及人文學科) - 英文及英語文學研究、中醫學副學士及室內設計高級文憑課程，於

2020 年榮獲香港大學附屬學院入學獎勵金。 
5. 蔡婉瑩校友(2020 年畢業)肄業於香港大學附屬學院社會科學副學士課程，於 2020 年榮獲香港大學附屬學

院獎學金。 
6. 葉坤霖校友(2020 年畢業)肄業於香港浸會大學管理學高級文憑(運動與健康生活)課程，於 2020 年榮獲

Higher Diploma Entrance Scholarship。 
7. 王珮怡校友(2020 年畢業)肄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文學副學士(工商管理)課程，於 2021 年榮登校長

榮譽榜(President's Honour Roll)。 
8. 鍾雪兒校友(2020 年畢業)肄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理學副學士(創意數碼媒體設計)課程，於 2021 年

榮登學院成績優異榜(Dean's List)。 
9. 馬海琳校友(2020 年畢業)肄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理學副學士(心理學)課程，於 2021 年榮登學院成

績優異榜(Dean's List)。 
10. 談玉玲校友(2019 年畢業)肄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文學副學士(電影、電視及數碼媒體學)課程，於

2021 年榮登學院成績優異榜(Dean's List)。 
11. 林紆希校友(2017 年畢業)肄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學士(新聞主修)課程，於 2020 年榮登學院成績優異

榜(Dean's List)。 
12. 潘靖雯校友(2018 年畢業)肄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地理及通識教學(雙學位課程)課程，於 2020 年榮登校長榮

譽榜(President's Honour Roll)。 
13. 蘇令翹校友(2018 年畢業)肄業於香港浸會大學英國語言文學文學士(榮譽)學位課程，於 2020 年榮登學院

成績優異榜(Dean's List)。 
14. 翁筠瑜校友(2019 年畢業)肄業於香港浸會大學文學士學位課程，於 2020 年榮登學院成績優異榜(Dean's 

List)。 
 
 

家長活動 
 
一、 家長講座及家教會周年大會 

  本校一向重視家校合作，竭力保持與家長緊密聯繫，縱然受疫症影響，第二十五屆家教會周年大會及分

班座談會亦於 2020 年 11 月 29 日以網上形式順利舉行。本會於周年大會安排了合唱團及英詩朗誦表演，與家

長一起分享學習成果；校長亦利用此難得機會，為家長介紹學校最新發展。是次家教會周年大會，家長投票

選出九位新一屆家長委員，選舉後舉行了網上班主任與家長的座談會。期望在家校共融的環境下，真光學生

皆能發揮潛能，學有所成，享受愉快的校園生活。 
 
第二十五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名單(2020-2021) 
主  席：施旭寧先生 
副 主 席：譚鳳儀女士、曾雅逸老師 
秘  書：黎冬梅女士、孔詠茵老師  
司  庫：譚建儀老師 
核  數：陳霞妮女士 
聯  誼：林麗莉女士、劉頴欣女士、林映彤老師、莫澤金老師 
執行委員：陳芳芳女士、袁美寶女士、何世傑先生、陳志雄副校長 

 
二、 真光愛心小農莊 

  「真光愛心小農莊」成立於 2020 年暑假，為了讓更多家長共享成果，我們召募了廿多位家長義工擔當小

園丁，一起照顧植物。義工參加了四次由家長委員教授的有機種植課堂，學習基本的種植知識，然後分組輪

流回校打理植物。發展至今，在家長義工的悉心照料下，小農莊生機勃勃，植物種類繁多，為校園增添無限

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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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