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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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C 廖漪昕 
3C 黃樂怡 
5A 張樂怡 
5D 朱穎瑤 
 

學習成果 
一、 下學期各班成績優異生名單 

1A 張晞苗   周穎君   馮曉嵐   岑苡甄   葉可程 

1B 鄭凱瑤   周曼喬   何枝營   張卓妍   葉詩詠 

1C 黃 影   黎卓妍   李若菁   紀欣彤   盧家瑤 

1D 黃沛盈   姚嘉琪   吳嫻雅   蘇麗珍   王雅柔 

2A 麥梓澄   黎佩珊   黃淑霞   王雅林   梁悅心 

2B 陳樂琳   張詩娜   何尚蔚   楊子晴   郭曉婷 

2C 梁綽敏   徐恩羨   蔡欣桐   温旨悅   梁樂琪 

2D 林子彤   施海欣   梁紫茵   陳凱恩   劉重均 

3A 李巧怡   嚴翠渝   楊芷欣   王煥喬   黃珮之 

3B 郭巧伶   黃嘉銀   余倩瑤   李穎欣   甘靜怡 

3C 伍詠琪   卜倩瑶   黃樂怡   徐嘉寶   李峰恩 

3D 李嘉芸   申 宜   古嘉渝   吳諾瑤   陳惠欣 

高中各班以四科核心科目成績計算 

4A 陳卓盈   梁靜文   黃芷晴   吳慧淇   黃楚淇 

4B 廖詠詩   羅考泳   周綺嵐   林欣賢   李欣怡 

4C 關梓恩   林樾淳   龔芷樂   羅穎恩   蕭家汶 

4D 何淑祈   楊海琳   陳妤芯   陳鎣熙   梁雅彤 

4E 孔垂慈   李倩瑜   趙詠童   布采湳   譚芷晴 

5A 梁 悅   黎采林   林心怡   劉善怡   張樂怡 

5B 鄭曉欣   柳琬婷   曾梓澄   李天藍   吳欣璇 

5C 何栩昕   黃壁雯   梁 琦   胡詠芯   孫麗英 

5D 朱穎瑤   李天恩   黃沛希   樊欣悅   周凱淇 

5E 林嘉彥   曾綺琳   林玲玲   陳虹秀   鄭鳳鳴 
 

 S4 S5 
中文 
英文 
數學 (必修部分) 
數學 (延伸部分-單元一) 
通識教育 
資訊及通訊科技 
生物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化學 
物理 
中國歷史 
歷史 
地理 
 
經濟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視覺藝術 

4E 黃璟瑜 
4E 布采湳 
4E 布采湳 
4E 布采湳 
4A 梁靜文 
4A 林芷蔓 
4B 廖詠詩 
4B 廖詠詩 
4E 李倩瑜 
4E 布采湳 
4E 黃璟瑜 
4A 梁靜文 
4E 麥善欣 
 
4A 梁靜文 
4A 陳卓盈 
4D 何淑祈 

5B 鄭曉欣 
5E 林嘉彥 
5D 李天恩 
5E 林嘉彥 
5A 梁悅 
5D 李天恩 
5B 鄭曉欣 
5B 曾梓澄 
5E 林嘉彥 
5D 李天恩 
5C 何栩昕 
5A 張樂怡 
5C 何栩昕 
5B 柳琬婷 
5D 朱穎瑤 
5E 林嘉彥 
5D 黃沛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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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動向 
一、 「深層思維」重點培育計劃 

  本校近年致力推動深層思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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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分

組教學，增加師生的互動，以培養學生的深層思維及抽象思維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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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

級學生於學習體驗日透過觀賞由英國科普教育家及 BBC 電視節目主持人 Greg Foot 主講的-The Future of Food, 
了解世界人口不斷膨脹、地球缺乏種植農作物的土地和水源的條件下，如何透過科學及科技解決未來糧食不

足的問題。 
  另外，化學科於下學期亦舉行講座，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化學系侯俊傑博士，向中三及中四化學科學生

介紹「Cosmetic Chemistry」。侯博士的講解生動，讓學生從中瞭解到有關製作化妝品的化學知識，體會化學知

識在日常生活的廣泛應用。 
 

學生感言 
 

 
3A 韓栩冰  
透過這個講座，我們學到關於化學和化妝品的聯繫，當中的有效成分可以滲透皮膚的真

皮層，令皮膚的狀態更好，例如果酸、聚合氯水鋁和水楊酸。果酸可以增加膠原蛋白的

產生，提升皮膚彈性，從而令皮膚更緊致；氯水合鋁可抑制汗液，常用於止汗濟；水楊

酸可抗粉刺等。除了有效成分，化妝品還需要加入防腐劑以延長保存期，防止微生物污

染。維生素 E 和 BHT 可幫助減低氧化程度，並保護皮膚免受自由基的傷害。在這次講

座中，我學習到了化妝品中化學成分的作用，深刻認識到化學與人類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的道理。 
 
4A Luo Kam Yu 
After joining this seminar, I have learnt what ingredients should be used to make 
cosmetics. I am curious about the lipstick at the beginning, however, this seminar can 
really answer my question. Lipstick is usually made of oil, wax and softener. That makes 
the lipstick solidify and last. Also, I have learnt that pigment is the main ingredient of 
eyeshadow. That makes it become more colorful. Other eye shadow ingredients include 
talc, zinc stearate, magnesium stearate, zinc oxide, titanium dioxide and so on. This 
seminar really inspires me a lot. 

 
 
 
  
二、 閱讀組活動 

  本年雖受疫情影響，學生大部分時間需要在家網課，但也無阻學生閱讀分享的決心。本年在網上完成中

三級閱讀分享，由班主任及 8 位非班主任老師評分，選出各班分享最優秀的同學。 

 

 
訓導 

 
 
一、 考勤嘉許計劃  

  為培養學生的勤學守時精神，訓導組特設立考勤嘉許計劃，以獎勵全學年勤學及守時之學生，本年度得

獎名單如下： 
 
 
 
 
 

1A 高慧文 
1A 鄭敏芝 
1A 張晞苗 
1A 周靖淳 
1A 梁琛 
1A 温諾彤 

1A 王小雪 
1A 黃鎧瑩 
1A 王倚晴 
1A 余祉霖 
1B 鄭雯錡 
1B 鄺家楹 

1B 黃苑瑩 
1B 葉鎂錤 
1B 余皜欣 
1C 徐苑紋 
1C 紀欣彤 
1C 黎卓妍 

1C 劉曉宜 
1C 吳沛芝 
1C 黃偲緣 
1D 陳姿樺 
1D 趙銳霖 
1D 梁頌汶 

1D 蘇希桐 
1D 葉恩彤 
1D 姚嘉琪 
2A 何穎曦 
2A 何詠儀 
2A 梁悅心 

2A 麥梓澄 
2A 伍芯瑩 
2B 陳樂琳 
2B 黎千楠 
2B 李芯蕾 
2B 伍悅怡 

2B 佘汶柔 
2B 曾詠欣 
2B 屈沛恩 
2B 張詩娜 
2C 陳韻因 
2C 林佩欣 

表現優秀同學 

3A 
張希臨 
李演鈴 
黃凱晴 
楊芷欣 

3B 
張欣蔚 
樊曉晴 
彭江華 
余曉旻 

3C 
卜倩瑶 
李秀君 
李慧珊 
黃樂怡 

3D 
陳惠欣 
黎倩茹 
李嘉芸 
黃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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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梁綽敏 
2C 梁樂琪 
2C 蕭颽瑩 
2D 郭心妍 
2D 林樂恩 
2D 林子彤 
2D 劉重均 
2D 凌珮沂 
3A 歐嘉敏 
3A 程嘉楠 
3A 馮曉儒 
3A 馮麗蒨 
3A 黃珮之 
3A 劉琬澄 
3A 李巧怡 
3A 勞沛欣 

3A 潘旖澄 
3A 黃凱晴 
3A 王康晴 
3A 王煥喬 
3A 楊芷欣 
3A 楊詠翹 
3A 嚴翠渝 
3B 區曉澄 
3B 翟家悅 
3B 鄭穎琪 
3B 張欣蔚 
3B 梁佩雯 
3B 裴心朗 
3B 甄鈺善 
3C 卜倩瑶 
3C 李卓婷 

3C 李峰恩 
3C 李慧珊 
3C 羅芷澄 
3C 莫凱霖 
3C 伍詠琪 
3C 蘇佩嘉 
3C 蔡靜怡 
3C 黃樂怡 
3D 陳卓嵐 
3D 陳惠欣 
3D 郭銘娜 
3D 許心儀 
3D 劉樂婷 
3D 李嘉芸 
3D 吳諾瑤 
4A 朱海憧 

4A 羅錦榆 
4A 吳慧淇 
4A 黃楚淇 
4A 邱敏嘉 
4B 羅考泳 
4B 廖詠詩 
4B 黃芷嵐 
4B 肖怡 
4C 朱芷滺 
4C 葉雪雯 
4C 關梓恩 
4C 林芷欣 
4C 黃樂宜 
4D 陳綺華 
4D 陳鎣熙 
4D 郭焯嵐 

4D 黎卓希 
4D 梁雅彤 
4D 林嘉怡 
4E 趙詠童 
4E 李倩瑜 
4E 吳樂謠 
4E 譚芷晴 
4E 黃巧琳 
4E 袁佩佩 
5A 陳思琪 
5A 張樂怡 
5A 黎采林 
5A 林心怡 
5A 李怡寧 
5B 鄭曉欣 
5B 程心怡 

5B 柳琬婷 
5B 李思慧 
5B 吳欣璇 
5D 周凱淇 
5D 朱穎瑤 
5D 施頴恩 
5D 黃沛希 
5D 阮淑晶 
5E 林嘉彥 
6A 陳樂瑜 
6A 羅紫瑤 
6A 佘錦欣 
6A 黃施施 
6B 何思瑩 
6B 鄺双鳳 
6B 劉欣童 

6B 羅婧顗 
6B 文學沂 
6C 陳焯楹 
6C 陳詠琳 
6C 霍凱彤 
6C 楊曼靜 
6D 張珮莎 
6D 梁允沂 
6E 林晶晶 
6E 李思賢 
6E 李詠楠 
6E 布樂心 
6E 湯潁恩 

 
二、 守時獎勵計劃 (P 計劃)  

  為令學生明白守時的重要，訓導組特舉行「守時獎勵計劃」(P 計劃)，獎勵每月沒有遲到或遲到最少的班

別，頒發嘉許狀，以作鼓勵。得獎班別如下：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全年 

 

 
三、 自律之星  

  為鼓勵學生克己自律，及表揚自律守規、沒有過犯的好學生，符合「標準真光女兒」的部份素質，訓導

組特此頒發「自律之星」嘉許狀，以茲鼓勵。得獎學生均於學期中無書面處分、無記名、無欠交功課或回條、

無缺席或遲到，確實值得嘉許。本年度得獎名單如下： 

1B 黃苑瑩 
1C 黎卓妍 
1D 姚嘉琪 
2A 梁悅心 
2B 陳樂琳 
2B 曾詠欣 
2C 梁綽敏 
2D 林子彤 
2D 劉重均 

3A 程嘉楠 
3A 嚴翠渝 
3C 卜倩瑶 
3C 李峰恩 
3C 李慧珊 
3C 羅芷澄 
3C 莫凱霖 
3C 蘇佩嘉 
3C 蔡靜怡 

3C 黃樂怡 
3D 李嘉芸 
4A 羅錦榆 
4A 黃楚淇 
4B 羅考泳 
4B 廖詠詩 
4C 葉雪雯 
4C 黃樂宜 
4E 趙詠童 

4E 吳樂謠 
4E 譚芷晴 
4E 黃巧琳 
4E 袁佩佩 
5A 陳思琪 
5A 黎采林 
5A 林心怡 
5B 李思慧 
5D 朱穎瑤 

5D 施頴恩 
5D 黃沛希 
5D 阮淑晶 
5E 林嘉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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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感言 
5E 林嘉彥 
對我而言，這個活動既是有趣，又是難忘。在逃脫密室時，我亦學習到許多在課堂中較少接觸的技巧和知識，例

如以多角度思考以及用光線折射原理解謎。我更加在與組員合作時發現到他們在學習以外的長處，使我對他們更

為欣賞。希望日後也能舉行類似的活動，讓更多同學能夠參與其中，訓練自己和人合作及解難的能力，有效地裝

備自己，面對將來的種種挑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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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組舉辦了「自律獎」，獎勵每月最少

犯規紀錄的班別，頒發嘉許狀，以作鼓勵。得獎班別如下：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全年 

 
 

輔導 
 

一、 生活輔導學生工作小組 
本校生活輔導學生工作小組於 2021 年 6 月 21 日舉辦了「生活輔導學生工作小組真人密室逃脫遊戲—逃出香

港！」活動，前往逃出香港旺角店進行密室逃脫。成員被安排為四人一組，進入不同主題的密室，一同合力

找到逃脫方式。在活動過程中，學生需要在密室的不同角落尋找線索及物品，並用之於解謎，有效地培訓他

們的邏輯思維及解難能力。同時，成員們要與組員交流訊息、互相接納對方的建議和協助，才可以盡快逃離

密室，有利於訓練學生與人合作及溝通的技巧。 

 

宗教活動 
 
 
一、 小組聚會 

  今年有 6 個團契小組，由團契導師和四間堂會同工負責帶領，接觸近 132 位不同級別的學生參與。因疫

情多以 ZOOM 進行，但復課的日子也安排實體團契。 
 

二、 校慶感恩會暨新圖書館等設施啟用禮 
  於 2021 年 5 月 18 日進行，邀請名譽校牧李炳光牧師分享信息，主題為「百年樹人」，同時也邀請教育局

局長楊潤雄太平紳士主持啟用禮。本校學生的表現獲得來賓的好評。 
 

三、 中一暑假福音活動 
  福音營因疫情改為 3 天的日間活動，將於 2021 年 7 月 15-17 日舉行，現約有 20 位學生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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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 
 
一、 復活節崇拜 

願賜平安心靈 感受寶貴恩典 
  本校於 2021 年 3 月 31 日下午在禮堂舉行了復活節崇拜，是次主題為「願你們平安！」，透過唱詩、祈禱、

見證分享以及證道的回應，藉此提醒學生復活節真正的的意義，讓學生感受神的恩典。大會邀請了基恩敬拜

音樂事工的同工們以詩歌「寶貴恩典」、「一生讚美祢」頌揚神的偉大恩典，願各位在疫情及生活壓力下重新

得力。 
  當天由基恩敬拜林寶鈿姊妹分享神的見證，林姊妹提及過去家庭生活，面對情緒壓力和種種不快時，她

慶幸遇到非常關心自己的教師，相信一切逆境都是上帝的考驗，藉着對上帝的信心，傷口最終都會得到醫治，

獲得平安喜樂，嘗到無限恩典。其後唱回應詩「平安的路」及作呼召，讓學生與上帝對話，放下心中重擔，

把心中的掛慮交託給祂。最後林姊妹為大家祝禱，帶到崇拜的尾聲。莫澤金老師亦引聖經約翰書經文，重申

耶穌甘心犧牲的愛，以及上帝治癒疾痛的大能，讓學生感受甚深。 
   

真光校園記者 
3C 廖漪昕，3C 黃樂怡同學報道 

 
二、 週會 

  本校於 2021 年 5 月 7 日假禮堂舉行「陶鑄：自強不息」週會，邀請棒球運動員陳敏惠介紹賽馬會「奧翔」

計劃，包括體能挑戰賽及各專項運動體能要求。她教授學生如何發掘適合自己的運動，又鼓勵學生多做運動，

鍛鍊體能，提升身心健康。陳敏惠教練分享了棒球訓練的經驗，她在機緣巧合下被動漫吸引而開始接觸棒球，

然後加入球會並成為香港代表隊，最後帶出「運動改變生命，奧夢可變成真」的訊息，呼籲學生多接觸不同

類型的活動，以發展潛能，達成夢想。 
 
三、 中一班際計數機速算比賽 

  為提升中一學生使用計數機的熟練程度及加強中一級學生學習數學的氣氛，數學學會於 2021 年 5 月   

13 日舉行中一班際計數機速算比賽。比賽當日氣氛熱烈，各班學生都盡情盡情投入。最後由 1B 班奪得冠軍，

1A 班奪得亞軍，1C 班奪得季軍。 
 

四、 校慶感恩會 
真光創校過百載 

香港真光書院四十五周年校慶 
百年樹人育菁莪 

 
  為慶祝香港真光書院 45 周年校慶，以及「百年樹人計劃」順利完成，學校於 2021 年 5 月 18 日在禮堂舉

行「香港真光書院 45 周年校慶感恩會暨新圖書館、演藝廳及學習共享空間啟用禮」。學校有幸邀請教育局局

長楊潤雄太平紳士為啟用禮主禮嘉賓，李炳光牧師作信息分享。 
  當日，楊局長和多位嘉賓參觀新落成新圖書館、演藝廳及學習共享空間，並聆聽學生的學習成果分享。

嘉賓對於學生所獲得的成果予於讚賞及肯定。 
  楊局長對真光 45 年來在教育事業上的付出，做到與時並進，力求進步，不斷優化學生的學習環境的辦學

宗旨表示肯定。香港真光書院於 1977 年在堅島開辦，再於 1995 遷移到現址，亦於南區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

的關係。我校本著基督博愛的精神，從事女子教育工作，重視學生德智體群美靈的均衡發展，教導學生克己

犧牲，救危扶病的精神，更值得欣賞的是全校師生秉承「爾乃世之光」的校訓，於義工服務不遺餘力，屢獲

殊榮，並獲得中西南及九區推廣義工服務的相關獎項，同時有超過 650 位學生獲得義工服務的獎項。 
  「用之社會，報之社會」，學校近年來持續更新教學設施，欣逢 45 周年校慶，學校推出了「百年樹人計

劃」，並得到了校董會，以及社會各界的鼎力支持。在是次計劃中，除了翻新圖書館外，並於舘內開闢小組討

論區、溫習專區和虛擬實景區，以擴闊學生的學習視野。而演藝廳設置了專業的音響和燈光設備，提供話劇

及樂團演奏，學生豐富校園生活之餘，更培養鑒賞藝術的能力。隨著更多新設施的落成，真光學生可以在這

個多元化的學習環境中，學習新知識，發展所長。 
  最後，楊局長於典禮中勉勵學生，要珍惜寶貴的學習機會，善用新的設施，積極參與各項學習活動，感

受學習當中的樂趣。並祝願學校透過「百年樹人計劃」乘勝啓航，各位真光女兒精益求精，恪守「爾乃世之

光」的校訓，照遍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點亮每一個有需要人士，為國家作出貢獻。 
 

真光校園記者  
5A 張樂怡，5D 朱穎瑤同學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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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敬師周」及「教師中的教師」選舉 
  為感謝教師的辛勞，學生會於 2021 年 5 月 13 至 20 日舉行了「敬師周」，活動內容包括皮革文件夾送贈、

「教師中的教師」選舉、贈送心意卡及「師生過三關」遊戲同樂，藉此增進師生感情並感謝教師的悉心教導。

本年度的「教師中的教師」選舉於 2021 年 6 月 1 日舉行，經全校學生投票後，由周秀雯老師、曾鈺怡老師、

康嘉文老師、林映彤老師及賴正琼老師老師當選。 
 

六、 學習成果分享日 
  下學期的「學習成果分享日」於 2021 年 6 月 25 日舉行。當日頒發了本年度學生在眾多領域上取得的獎

項，各科組及課外活動團體也分享了多元學習經歷。首先是舞蹈組表演朝鮮民族舞「心靈之翼」，舞者合作無

間，姿態靈巧輕盈，優美典雅。接着是音樂科小組合唱，演唱「The princess」及「By the sea from Three songs 
of the sea Op.1」，學生歌藝熟練，音域甚廣，高難度歌曲皆應付自如。此外，亦有一系列活動分享，包括︰S1, 
S2 and S4 Drama Workshop、港日 STEM 交流活動、International Sci-Teens Challenge 2021 Competition 及香港青

年大使活動，學生分享的活動豐富多元，讓人大開眼界。雖然本年疫情反覆，但無阻真光女兒投入參與課外

活動，更橫跨科技、科學、文學、藝術、運動、社區服務等，發揮不同潛能，展示出堅毅積極的真光精神，

饒有意義。 
 

七、 中六級畢業感恩崇拜、曉社級夕及永久社成立典禮 
  本年度中六級畢業感恩崇拜於 2021 年 7 月 2 日舉行，主題為「與妳/您/祢同行」。崇拜會以中六級學生祈

禱及敬拜隊的詩歌掀開序幕，學生用歌聲讚頌上帝，感謝神的愛。接着是學生讀經，分享上帝的說話，讓主

的話長存在學生心中。其後由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鴨脷洲堂的卓迪舜牧師作畢業勉勵，講題為「主領前程：要

持守所學習的」。卓牧師以個人經歷勉勵中六級學生，我們想快樂，但時常又會記着憂傷的事，走在人生的十

字路口，或會面對很多抉擇和挑戰，卓牧師鼓勵大家嘗試放鬆心情，與家人、師長、朋友傾談，善用青春，

創造無限可能。他提及《提摩太後書》中指出各種人性的弱點，社會處境對我們的影響十分大，但只要按着

上帝的心思，持守所學習和所確信的，活出至善人生，就能使心靈得到平靜，走過不同階段，迎接更好的未

來。盼望中六級學生一直都有信仰和主耶穌陪伴在身邊，祂的恩典常與大家同在。崇拜會後隨即舉行了曉社

級夕及永久社成立典禮，簡單而莊嚴的典禮代表中學階段的完結，亦象徵真光女兒與母校的連繫。 
 

曉社永久社幹事名單：  
主席︰6A 鍾凱桐 副主席︰6E 甄若蘅 
文書︰6D 梁敏希 康 樂︰6A 歐陽耀敏 
學術︰6E 林晶晶 班代表：6A 王詩詠、6B 黃子蓓、6C 何貴姿、6D 曾芷晴、6E 張曉嵐 

 
 

八、 畢業典禮及傳燈禮 
  2020 至 2021 度畢業典禮於 2021 年 7 月 2 日在本校禮堂舉行。當晚很榮幸邀請了校監萬玉鳴女士致歡迎

詞，她感謝教師這年來無私的付出，勉勵畢業學生於疫境中自強不息，要專注於自己強項。萬校監引用《論

語》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相信學生憑着毅力和堅定的志向，定能迎難而上，創造美好的

將來。她最後引用聖經約書亞記 1 章 9 節︰「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

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鼓勵學生不要只以文憑試成績來限制自己的價值，上帝的大能會引領大家走正

確的道路。隨後由校董黃楚沙女士頒發畢業證書。合唱團則以歌曲「Give thanks to God」獻上祝福。典禮完畢

後隨即舉行傳燈禮及花式操。傳燈禮是真光的傳統，由中六級學姐把真理之燈傳給中五級學妹，象徵薪火相

傳之意，為畢業典禮畫上圓滿的句號。 
 
九、 Echo Bounce 歌唱及才藝比賽 

  為讓有不同才能的學生有一展所長的機會，學生會於 2021 年 7 月 5 日舉行了「Echo Bounce 歌唱比賽及

才藝比賽」。比賽包括獨唱組、合唱組及跳舞組，藉此讓學生於考試後放鬆心情。各參賽者除了一展歌喉之外，

更配合了純熟的舞步和精彩的伴奏，盡顯真光女兒的音樂才華。今年雖受疫情影響，學生只能於網上欣賞比

賽現場直播，但當日全體仍透過線上投票選出最受歡迎大獎，比賽依然在熱烈的氣氛下結束，為匆匆的學年

畫上圓滿的句號。結果如下： 

獨唱組冠軍 5D 曾寶儀 

合唱組冠軍 組合名稱「gucci gang」(6A 羅倩琦、羅紫瑤) 

跳舞組冠軍 組別名稱「spider man」(2B 李芯蕾)

最受歡迎獎 組合名稱「hopeless」(4B 布童欣、5A 林心怡、5B 程心怡、6D 梁允沂) 

 
十、 班際課室清潔比賽  

  為提升學生清潔意識，共建和諧美好校園，從而凝聚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總務組於本學年不定期舉行

了班際清潔比賽。比賽最終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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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清潔班別 

初中 
 

高中 
 

 
十一、 社際比賽結果 

項目 
  

籃球賽 
  

壁報設計比賽 
  

排球賽 
  

羽毛球賽 
  

劍撃賽 
  

學科時事問答 
比賽   

射箭賽 
  

Rummikub 比賽 
  

Scrabble 比賽 
  

社際全年成績 

 
 

十二、 學校籌款活動 
  本校今年籌款的目的包括津貼學生活動、資助校內獎助學金及捐助慈善機構。承蒙家長、學生及各界鼎

力捐輸，「新年獻金」籌得 56310 元，截至 2021 年 7 月 5 日共籌得 43,864 元。在此謹致深切謝意。 
  籌得金額將用作增添校內設施、學生獎助學金、學生活動金及捐助慈善團體，承蒙校董、家長、校友、

教師及學生積極支持，在此謹致深切謝意。 
  以下為「新年獻金」捐款壹佰元或以上校董、友好及學生芳名，特此向各位及有關家長致謝。 
蔡祖光校董 3,000 
蔡克剛律師 5,000 

萬玉鳴校監 2,000 
高膺校董 30,000 

彭思梅校董 3,000 
學生 864 

 
 

家長活動 

一、 第二期有機園圃種植計劃 
「真光愛心小農莊」的植物經過第一期家長義工的辛勤栽種，已果實累累，家長能一嘗豐收的滋味。第二期

農莊擴展工程也於 2021 年 3 月展開，在校內另闢一塊土地來發展有機耕種，讓更多家長參與。完成平整農地後，

第三期有機耕種工作坊也於 5 月至 6 月展開，共舉行了三次課堂，教導家長掌握基本的有機耕種知識。 
 

二、「家長義工嘉許禮及烹飪工作坊」。 
在 2021 年 6 月 19 日舉行了「家長義工嘉許禮及烹飪工作坊」，以答謝家長義工努力不懈照顧農莊。當天，

家長義工聚首一堂，重溫農莊發展的點點滴滴，並且一起製作花生酥小食，渡過了愉快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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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成果 
 
一、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2020 / 2021 

  是次比賽由教育局課程發展處資優教育組委託，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主辦，旨在發掘中國語文方面表

現優異的資優學生，擴闊他們的視野。本校 3D 申宜同學於 2021 年 1 月順利完成比賽並榮獲菁英銅獎，成果

令人鼓舞。 

 
 
二、 2021 齊心抗疫全港中學校際硬筆書法比賽 

  3A 楊芷欣同學於 2021 年 2 月參加香港音樂傳藝協會舉辦的「2021 齊心抗疫全港中學校際硬筆書法比賽」

獲得中三級冠軍，表現傑出。 

 
 
三、 香港+行業領袖分享博覽 2021 

  6D 蕭曉晴於 2021 年 3 月 20 日出席由香港生涯規劃協會主辦「香港+行業領袖分享博覽 2021 」，主要了

解不同行業(如調酒師、多媒體設計師等)、工作內容、入職條件、行業前景、薪酬福利、晉升階梯、行業趣聞、

投身行業經歷及心得、行業體驗等。 

 
 
四、 「航天科學家團隊進校園」 

 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成功發射，標誌着中國航天航天工程邁進新里程。為讓中學生對國家航天發展和歷年

取得的成就有更深入的認識，本校吳嘉文校長、高曉君老師與三名基本法學生校園大使(4C 林樾淳、4D 杜

雯慧、4E 袁佩佩同學)於 2021 年 6 月 25 日參加由教育局舉辦的「航天科學家團隊進校園」講座。是次活動

特别邀請了內地最頂尖航天科學家戚發軔先生與中學生作分享他的奮鬥故事。學生可以從中領略到國家在航

天領域上所取得的成就得來不易，當中的科學家如何以堅毅、刻苦精神，以及高尚情操為國家奉獻。 

 
 

學生感言 
4C 林樾淳 
對我而言，這個講座令我獲益良多，了解到什麼是航天科學，我亦更深入地了解航天的歷史，

我明白到每個航天工程的成功實在不容易，背後要付出很多代價。這令我學習到對於熱愛的事

情要堅持，才有機會成功，世上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所以我們也要付出努力才能早日達到自己

的目標。 

學生感言 
3D 申宜 
今年幸得教師推薦，令我有機會參加菁英比賽，我從來未想過自己能夠參加如此盛大的比

賽。面對摩拳擦掌的對手，我不禁畏懼，但憶起教師的栽培，我才能夠勇敢發揮長處，在

比賽中大展拳腳，獲此次寶貴的經歷。 

學生感言 
6D 蕭曉晴 
當日的活動是以 zoom 形式進行，同學可以選擇自己感興趣的行業，我選擇了媒體設計師、

樹木管理員和藝術管理員等行業，透過這些分享，我能得知一些行業的工作範疇、薪金和樂

與苦等等，例如樹木管理員只能在某時段進行樹木的分析，工作非常受天氣影響。當中印象

最深刻的莫過於多媒體設計師的作品和由藝術管理員所分享的藝術作品。我認為這活動值得

學校推薦給同學，因為同學能在該活動中得知一些小眾行業或創新行業的未來發展和工作範

圍等等，讓同學能發掘自己的興趣，好好裝備自己。 

學生感言 
3A 楊芷欣 
當筆落在書法比賽的紙上時，我感受到一種久違的平靜。回顧參加比賽的歷程，那時我認真

地寫下一撇一捺，每一次的困難和想氣餒的心，全都融在這一頁紙上。參加這個比賽讓我感

悟到寫字並非那麼隨意，一下筆，便要對這個字負上責任，讓它能在紙上展現最完美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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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21 
  本校 8 名學生於 2021 年 4 月參加由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主辦的「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21」，初中題目是「我為抗疫出一分力」，高中題目是「逆來不順受」。4E 黎愷蕎、4E 陳佩貞同學在比賽中

獲得良好獎；2A 陳愛瑤、2A 黎佩珊、2D 陳凱恩、3A 李演鈴、4D 杜雯慧、4E 黃璟瑜同學獲得優異星獎。在

科組教師的培訓，學生積極比賽下，比賽中計算初賽評分總和之高，本校有幸躋身最高分之十所中學之一，

獲頒發「最傑出參與學校獎項」。 

 
 

六、 乘風航之伙伴計劃 
  學生會參與了「乘風航之伙伴計劃」，分別於 2021 年 6 月 28 日進行公民教育工作坊及於 6 月 30 日在

保良局陳麗玲(百周年)學校參與活動，讓本校學生學習如何和智障人士相處，學習共融概念，從中培養德育

價值及領袖才能。 

 
 
七、 2020-2021 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現場作文比賽 

  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為一年一度的學界盛事，是次比賽合辦團體有︰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學會、中

國語文現代化學會、中國傳統文化促進會及中國青少年素質教育發展中心，旨在拓展學生思路，激發其寫作

興趣，並搭建兩岸四地寫作交流平臺，以提升學生中文寫作水準。本校 5A 李怡寧同學順利完成三個階段比賽，

歷時 8 個月，並在各賽事中獲得優秀成績，其語文及寫作水平可見一斑，值得嘉許。 
比賽結果︰初賽三等獎；決賽二等獎；總決賽三等獎 

 
 

學生感言 
5A 李怡寧 
菁英盃的比賽圓滿落幕，我非常幸運地堅持到了最後的總決賽，也很感謝這比賽帶給我的寶

貴經驗。作為一個全國性的大型比賽，各地新秀都能齊聚一堂共同切磋，實在是難得的機會。

雖然總是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但總是缺乏實戰的機會，文筆不經磨煉也難以有進步。

而作文比賽自然也和學校中的考試不同，我在其中見識到了豐富多樣的作文題目，對我來說

是一種挑戰，但也為靈感打開了匣子。我有時做事會有所忌諱或太過自負，而這次比賽也讓

我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很榮幸能觀摩優秀參賽者的作品，向他們學習從而彌補自己不足之

處，也希望有更多切磋機會，使文章更上一層樓。 

學生感言 
3C 伍穎琪 
通過這次的活動，我的心情一直難以平靜。作為身為智障人士的他們，其實也與我們相同的，

而他們更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他們的樂觀、堅強以及永不放棄的精神將永遠激勵我們積極向

上。我們不應該嘲笑或以奇異的眼光看待他們，因這並不是他們的錯，我們應該積極地幫助他

們，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世界將變成美好的人間！ 

學生感言 
5E 杜雯慧 
參與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21 令我獲益良多。首先，在經過系統性的訓

練，我的普通話飛躍進步，再加上比賽中能夠觀摩其他學校的同學演講，實屬難得的學習機

會。這次寶貴的經驗豐富了我的閱歷，亦提高了我的膽量，希望日後能參與更多類似活動和

比賽，藉以增值自己。 
 
2A 陳愛瑤 
雖然是次的演講比賽改由網上進行，令我的緊張的壓力減少了，但不同於在現場可以親身目

睹不同的競爭對手，從而向他們學習，取長補短，彌補自己的不足。我希望如題目所說，疫

情盡快過去，令大家可以參加到自己朝思暮想的比賽，享受比賽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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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2020-21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HKSSDC) 
  Despite the pandemic for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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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ing undefeated against different schools, Hong Kong True Light College English Debating Teams have claimed 
victory in the series of debates in 2020-21.  Having worked for several months, the culmination of their effort 
amounted in a resounding success.  The Senior Team I has first been crowned as the champion of 2020-21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 (Div II) (HKI & KLN) in Term I in an intense Finals match.  Then, earning 
four victories in a row means our Junior Team (Team II) will be proceeding to the Grand Final for the first time in True 
Light history, and to our greatest pride, on 5 July, the team has successfully claimed victory on the motion, "the elderly 
are better taken care of in nursing homes than living with their children." The first speaker, 3B Chiara Pang, was named 
as the Best Speaker in the Grand Finals.  Similarly, Our Senior Team (Team I) will be competing against another 
strong opponent in their Grand Final in mid-July. 

 
“The debate was overall a very unforgettable and fun experience.  I had fun preparing the notes and 
practising with my friends.  We learnt a lot of new information about the topic.  Practising the script also 
made my presentation skills a lot better.” 1A Holly Wong 

 
“After two years of experience as a debater, I have found that my confidence to speak in public has grown 
beyond my wildest dreams.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we must prepare prior to a debate has helped me and my 
teammates attain more knowledge.  Our team has performed very well in both years, having won all our 
competitions.  Going forward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experience and apply it to my future endeavors.  And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my team advisor, Mr. Hedley, my teammates and the 
debating organization.” 3B Chiara Pang 

 
II) Harvard Book Prize Award 2021 

  Three form 5 students, 5E Tasha Lam, 5B Tiffany Lau and 5A Hannah Leung, were awarded the Harvard Book 
Prize this year, earning the nomination for participating the Harvard Book Prize Scholarship Essay Competition, which 
is a selective trial that picks out outstanding students for a scholarship based on a writing contest of four essays on 
different topics.  Students who are qualified to join this contest need to be fairly good at studying and have respectable 
personalities. 
  On 28 May, all winners were invited to the prize-giving ceremony held at La Salle College.  During the ceremony, 
they were presented the participating prize and a book named Too Much Information.  Overall, it was an unforgettable 
and remarkable experience for the winners. 

 
III) Hong Kong Budding Poets 

  This year, some of our selected students joined the Hong Kong Budding Poets programme hosted by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Gifted Education.  Before submitting their poems, students attended a training workshop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intricacies of writing poetry.  It was an insightful experience for our creative students to learn 
techniques to further enhance their writing skills. 

 
IV) MI Young Writers Award 2021 

  MI Young Writers Award 2021 is an annual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that aims to foster and recognize 
excellence in English writing by providing student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their expressive talents and 
creativity.  This year, 24 students joined the writing competition.  4E Coco Yuen Pui Pui was awarded the Top 50 
Merit Award in the senior section on the topic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 epidemic with her essay entitled “When 
One Door Shuts, Another Opens”. 

 
V) S4 Drama Workshop 

  In March, the school arranged a class-based drama workshop for all S4 students led by a professional 
native-speaking drama production crew.  The workshop was based on the classic detective story students read in class, 
Sherlock Holmes’ The Speckled Band.  Students acquired various drama techniques and learned about theatrical 
operation and vocabulary through immersing in a range of interactive activities in our newly renovated performance 
theatre.  Through reviewing the plot and reliving the selected scenes, students learned more about the characterization, 
voice projection and the use of non-verbal language in drama performance. 

 
VI) Speech Enhancement Workshop with St. Peter’s Primary School 

  On 19 March, our NETs held a speech enhancement workshop with St. Peter’s Primary School, in which our S1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share about studying at Hong Kong True Light College.  The workshop also aimed to help P6 
students with their public speaking skills for school interviews by providing useful hands-on tips.  Both our workshop 
leaders and the P6 students enjoyed it very much. 

 
VII) Young Post’s Scavenger Hunt 

  A scavenger hunt is not only as a fun brain-teasing activity but great training in reading skills in scanning for 
information.  Participating in Young Post’s Easter scavenger hunt competition 2021, three students, Victoria Yu (4A), 
Gabriel Yau (4A) and Sally Po (4E), ploughed through the paper’s official website and became the runners-up in the 
contest, winning delectable prizes that certainly make reading a sweet journey for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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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教學參觀及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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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闊學習視野。本學年各學

科及學會為學生安排了多項參觀活動，詳列如下： 
主辦單位 參觀／活動項目 日期 地點 

宗委會 中一學生生命成長活動 2021/7/15-17 本校、南區社區、南朗山 
中四級數學科 Towards Modern Algebra 

Towards Differential Geometry 
2021/7/15-30 香港中文大學 

中四級化學科 Laboratory Workshop: 
The “Blue Bottle” Experiment 

2021/7/26-8/16 香港城市大學 

 

 2020 至 2021 年度校外獲獎紀錄 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7 月 
項目 賽事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  得獎者    

視覺 
藝術 

第 46 屆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全港青年繪畫比賽(2020-21 年度)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及觀塘扶輪社合辦 
國畫(中學組)冠軍 5B 陳曉陽  

 第十三屆校園藝術大使 香港藝術發展局   5A 呂樂瑤 5D 樊欣悅

 第六屆「紫荊盃」兩岸暨港澳青少年書畫大賽 紫荊雜誌社 中國畫組中學組優異獎 5B 陳曉陽  
 青年藝術節 2021 馬鞍山青年協會 國畫中學高級組優異獎 5B 陳曉陽  
 校園嘉許活動 2021 青年薈萃 高中視覺藝術組二等獎 5A 呂樂瑤 5B 李思慧

 第一屆校際非華語學生繪本創作比賽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中學個人組優異獎 2B 薛詠琳 2B 馬美娜

 第三十九屆香港數學競賽(2021/22) 
海報設計比賽 

教育局及香港教育大學 亞軍 

(榮譽獎狀及港幣200元書券) 

5D 黃沛希  

 「保護香港海洋環境」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2020 漁農自然護理署 高中組優異獎 5A 呂樂瑤  

獎勵 2020 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香港島校長聯會 南區優秀學生(初中組) 3A 馮曉儒    
計劃     南區傑出學生(高中組) 5B 鄭曉欣    
  2020 年南區優秀青年嘉許計劃 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與 南區傑出青年 

(代表南區出席交流團) 
6B 劉墡怡    

    南區民政事務處合辦 南區優秀青年 5A 李曉柔 5E 林嘉彥

      南區優秀少年 2A 黎佩珊 3C 徐嘉寶

        3A 王康晴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2020/21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獎學金$1000 6A 林紫韻 6B 劉墡怡

  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2019-20 學年) 羅氏慈善基金及教育局

合辦 
「特別嘉許」獎 

獎學金$2000 
6A 張穎桐    

      獎學金$1000 6C 陳詠琳 6E 林晶晶

        6C 陸子晴   
  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2018-19 學年)   「特別嘉許」獎 

獎學金$2000 
 歐綽妍    

  青苗學界進步獎 2019-20 青苗基金會 青苗學界進步獎 2A 何穎曦 5B 陳嘉盈

        2B 何尚蔚 5C 李政慧

        2C 蕭颽瑩 5D 曾寶儀

        2D 林樂恩 6A 佘錦欣

        3B 蕭欣靖 6B 文學沂

        3B 樊曉晴 6C 李浩言

        3C 卜倩瑶 6D 余哿賢

        3C 李峰恩 6E 布樂心

        4B 林欣賢 黃雅亭

        4B 湯嘉欣 劉倩妤

        4D 黃雅雯 龍穎詩

        4E 黃璟瑜 黃穎彤

        4E 吳樂謠 黃語嫣

        5A 陳溱欣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入學獎勵金 香港大學   校友崔曉妍(2020 年畢業)

        校友鄺美齡(2020 年畢業)

        校友梁曉娜(2020 年畢業)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獎學金     校友蔡婉瑩(2020 年畢業)

  傳理學院成績優異榜 2019-20 香港浸會大學   校友林紆希(2017 年畢業)

  教育學系校長榮譽榜 2019-20     校友潘靖雯(2018 年畢業)

  文學院成績優異榜 2019-20     校友蘇令翹(2018 年畢業)

        校友翁筠瑜(2019 年畢業)

  Higher Diploma Entrance Scholarship   獎學金$10000 校友葉坤霖(2020 年畢業)

  Sunshine Scholarship (Bachelor of Education 
(Honour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獎學金$20000 校友羅裕琳(2020 年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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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賽事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  得獎者    
  多元卓越獎學金 2020 民政事務局 獎學金(學士學位課程學費) 校友梁樂堯(2020 年畢業)

  ｢明日之星｣計劃上游獎學金 2021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獎學金$5000 5B 鄭曉欣 5D 朱穎瑤

        5C 何栩昕    
  2020 南區「勇闖高峰」學生領袖培育計劃 南區學校聯會 潛質學生領袖中學組銀獎 5A 盧曉彤    
      學生領袖 2A 伍芯瑩 5A 林心怡

        3C 徐嘉寶 5E 鄭鳳鳴

        3C 陳思穎    
  《基本法》學生校園大使 教育局   4C 林樾淳 4E 袁佩佩

        4D 杜雯慧    
  2020-2021 義工嘉許典禮 中西南及離島區推廣義

工服務協調委員會 
傑出義工團體 義工服務團 

家長教師會 
  2020-21 香港傑出青年義工 社會福利署 10000 小時義工服務獎 香港真光書院   
  2020 年義工服務嘉許狀 社會福利署         
  個人獎-銀狀 

 1A 葉可程 1A 高慧文 1A 古蔚嘉 1A 梁琛 1A 鍾知悅 1A 周靖淳 1C 魏靖桐 1D 黃婥淇

 1D 王雅柔 2A 伍芯瑩 2A 張倬嘉 3A 楊芷欣 3C 伍詠琪 3C 莫凱霖 4A 陳卓盈 4A 陳泳彤

 4D 杜雯慧 4D 陳鎣熙 4E 鄺惠愉 4E 黃巧琳 4E 鍾靖霆 5A 張樂怡 5A 陳溱欣 5A 梁悅

 5A 陳熙蕾 5A 黎采林 5A 林心怡 5B 鄭曉欣 5B 關紫晴 5C 吳梓瑜 5D 黃沛希 5E 趙穎琳

 5E 林嘉彥 5E 曾綺琳 6A 李焯芯 6C 黎碧琪 6E 周芷羽 
  個人獎-銅狀 

 1A 黃鎧瑩 1A 王倚晴 1A 吳姵嬨 1A 葉曦彤 1A 梁焯琪 1B 葉詩詠 1B 余咏曦 1C 黃巧姸

 1C 黃偲緣 1C 黃影 1C 吳沛芝 1C 紀欣彤 1C 李寶兒 1D 鄭惠心 1D 樊恩 1D 陳烺楨

 2A 陳梓澄 2A 王心妍 2A 何卓茵 2A 黎佩珊 2D 梁凱晴 3A 馮麗蒨 3A 馮曉儒 3A 楊詠翹

 3A 余詠詩 3A 李匡翹 3A 王康晴 3A 盧心悠 3A 程嘉楠 3A 李巧怡 3B 張欣蔚 3B 文漪澄

 3C 蘇佩嘉 3C 林家寶 3D 李嘉芸 4A 江慈容 4A 陳綽瑜 4A 黃芷晴 4A 羅錦榆 4A 黃楚淇

 4A 邱敏嘉 4A 張天嵐 4B 張蘊之 4B 廖詠詩 4B 王思頤 4B 盧梓桐 4B 陳晞惠 4B 羅考泳

 4B 盧心悅 4C 林樾淳 4C 葉雪雯 4C 關梓恩 4D 張瑞清 4D 陳綺華 4D 劉小玲 4E 吳樂謠

 4E 布采湳 4E 譚芷晴 4E 林宇群 4E 孔垂慈 4E 黎愷蕎 4E 趙詠童 4E 李倩瑜 4E 黃璟瑜

 4E 陳佩貞 4E 陳梓晴 4E 麥善欣 5A 李曉柔 5A 黃豊晴 5A 劉善怡 5A 梁祉淇 5A 周曉晴

 5A 葉嘉儀 5A 盧曉彤 5A 張嘉琳 5A 呂樂瑤 5C 何栩昕 5C 林佯辰 5C 陳凱桐 5C 劉穎欣

 5C 吳詠琦 5C 黃壁雯 5C 胡詠芯 5D 朱穎瑤 5D 阮淑晶 5E 陳虹秀 5E 姜芷澄 5E 鄭鳳鳴

 5E 陳以俐 5E 韋佩旻 5E 趙濠兒 6A 羅倩琦 6B 文學沂 6B 盧霜其 6B 何思瑩 6B 劉墡怡

 6B 丘嘉儀 6B 李晴欣 6C 李浩言 6C 馬穎心 6C 郭可怡 6D 李芷鎣 6D 張珮莎 6E 張可兒 
      義工小組嘉許獎     
      金狀 公益少年團    
 2020-21 年度公益少年團傑出團員選舉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 傑出團員 5C 何栩昕   
  2020-21 年度公益少年團南區優秀團員  中學組 5B 柳琬婷    
 2020-21 年度公益少年團積極團隊獎   香港真光書院   
  公益少年團獎章   基本章 1D 陳烺楨 5B 鄭曉欣

        1D 姚嘉琪   
      初級章 5B 鄭曉欣   
      中級章 5B 鄭曉欣    
  第十二屆健康資訊學生大使計劃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

辦事處 
健康資訊學生大使 5C 孫麗英 5E 陳以俐

      平面圖像設計比賽亞軍 5C 孫麗英    
  2021 年度青年資訊科技大使獎勵計劃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銀章 4D 黎卓希 5B 雷愷錡

        5B 何翹君   
      銅章 3C 楊樂懿 4B 翟曉桐

        3D 李嘉芸 4B 周子詠

        4A 江慈容 4D 陳鎣熙

        4A 林芷蔓 4D 何淑祈

 2020/21 香港青年大使計劃 香港青年協會 傑出計劃年獎 5B 曾梓澄  
     香港青年大使計劃銀獎 5A 黎采林 5B 曾梓澄

音樂 第 73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鋼琴獨奏-四級 金獎 1A 周靖淳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女聲-14 歲或以下   銀獎 1B 孔令心 3A 嚴翠渝

        2B 陳樂琳 3B 文漪澄

        2B 馮靖嵐 3C 莫凱霖

        2B 郭曉婷   
  聲樂獨唱-外文歌曲-女聲-16 歲或以下   銀獎 4B 羅考泳 5B 姜詠恩

        4E 林宇群 5B 吳欣璇

 Hong Kong Youth Catania Music Competiton 
2021 

New Hong Kong 
Philharmonia 

Examination Piece- Piano A5- 
the Second Prize 

1A 周靖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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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賽事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  得獎者    

體育 2021 年世界青少年射箭錦標賽   複合弓青年組香港區代表 4B 盧梓桐    
     (止步於 16 強)     
     反曲弓少年組香港區代表 5A 李曉柔   
 2020 年雙日單輪射箭比賽(星章賽) 香港射箭總會 女子反曲弓少年組第二名 5A 李曉柔   

      60M 50M 40M 距離獎亞軍     
      30M 距離獎季軍     
      女子反曲弓少年組第三名 5B 關紫晴   
      60M 40M 距離獎季軍     
      30M 距離獎亞軍     
      女子複合弓少年組第二名 4B 盧梓桐   
      40M 30M 距離獎冠軍     
 學界射箭(港九地域)2020/21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甲組反曲弓個人第三名 5A 李曉柔  
 女子組   甲組反曲弓個人第七名 5B 關紫晴  
     乙組反曲弓個人第四名 4E 鄺惠愉  
     乙組反曲弓個人第六名 3D 楊洛遙  
     乙組反曲弓個人第八名 3D 古嘉渝  
     丙組反曲弓個人第四名 2A 何卓茵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20-21 屈臣氏集團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5B 曾梓澄    

朗誦 第 72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粵語詩詞獨誦 中學一年級良好 1D 林俞辰   
      中學三年級優良 3C 林子琪 3D 林㬢彤

      中學三年級良好 3D 陳佩雯   
      中學四年級良好 4A 張天嵐   
  粵語二人朗誦   中學一、二年級良好 2B 夏卓珈 2B 鄺穎桐

      中學五、六年級優良 5B 鄭曉欣 5B 吳欣璇

  粵語散文獨誦  中學一年級優良 1D 何沛橋   
      中學二年級優良 2D 梁凱晴   
      中學四年級良好 4C 林樾淳   
      中學五、六年級亞軍 5D 黃洛瑤   
      中學五、六年級優良 5C 孫麗英 5D 朱穎瑤

        5D 周凱淇 5D 樊欣悅

        5D 蔡鎔遥 5D 施頴恩

      中學五、六年級良好 5B 吳欣璇 5D 源曉麗

        5D 黃沛希 5D 鄧詠雯

  粵語基督教經文朗誦   中學一、二年級良好 1A 高慧文 2D 游紫清

        1A 鄭敏芝   
  普通話散文獨誦   中學一、二年級良好 2D 梁凱晴   
      中學三、四年級優良 3D 林㬢彤   
  普通話詩詞獨誦   中學五年級良好 5D 范倩霞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21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港島區初中組優異星獎 2A 陳愛瑤 2D 陳凱恩

      2A 黎佩珊 3A 李演鈴

      港島區高中組優異星獎 4D 杜雯慧 4E 黃璟瑜

      港島區高中組良好 4E 黎愷蕎 4E 陳佩貞

      最傑出參與學校獎項       

其他 2020/21 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 教育局 傑出演員獎 1A 古蔚嘉 4A 陳綽瑜

        2A 姜綺雯 4D 姚淑嵐

        3A 楊希敏   
     傑出影音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1A 古蔚嘉 4A 陳綽瑜

        1A 黃鎧瑩 4D 何淑祈

        1C 徐苑紋 4D 姚淑嵐

        1C 紀欣彤 5A 張嘉琳

        2A 姜綺雯 5A 呂樂瑤

        3A 楊希敏 5E 曾綺琳

        3D 郭可茵    
  第 57 屆學校舞蹈節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 中學組中國舞(獨舞)甲級獎 1C 李若菁 1D 陳姿樺

  亞洲學生藝術節藝術大賽 2021 第一教育集團 Folk Dance-Group-1st Place & 
Folk Dance-Solo-2nd Place 

(Age Group 12-13) 

1D 陳姿樺   

  感創敢為 — 青年社會創新服務奬 2020/21 香港小童群益會 優異獎 5C 黃壁雯 5E 趙穎琳

        5C 彭詩穎 5E 李加琪

        5C 謝汶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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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8 屆香港數學競賽 (2020/2021) 教育局及香港教育大學 三等榮譽獎狀 5D 樊欣悅    
 中學數學閱讀報告比賽 (2020/21) 教育局 初中組表揚獎 2A 王雅林   
  Canadian Mathematics Contest 2020/21 University of Waterloo Distinction+Oustanding 

Achievement 
1A 周靖淳 4E 馮蘊萱

      2B 阮穎萱 5E 林嘉彥

        3A 李匡翹   
      Distinction 1A 余祉霖 2A 伍芯瑩

        1B 何穎昕 4E 布采湳

        1B 葉詩詠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實地學習博覽 2021 教育局 傑出學生獎金獎 6A 林紫韻    
      (獎座及獎狀) 6B 劉墡怡   
      傑出學生獎銀獎 6A 羅紫瑤   
      (獎座及獎狀) 6B 李穎欣   
      創新方案比賽優異獎 5C 黃壁雯 5E 趙穎琳

      (獎座、獎狀及書券$500) 5C 彭詩穎 5E 李加琪

        5C 謝汶芸   
      創新方案比賽入圍 16 強 5A 黃豊晴 5A 陳思琪

      (書券$500) 5A 葉嘉儀 5B 吳欣璇

        5B 姜詠恩 5C 田璧嘉

        5B 李思慧 5E 梁雨桐

        5A 李曉柔    
  中國語文菁英計劃 (2020/21) 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 菁英銅獎 3D 申宜    
  2021 齊心抗疫全港中學校際硬筆書法比賽 香港音樂傳藝協會 中三組冠軍 3A 楊芷欣    
  2020-2021 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

英盃」全國現場作文總決賽 
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學

會 
高中三等獎 5A 李怡寧    

  校園嘉許計劃 2021 九龍西區扶輪社和青年

薈萃合辦 
初中文字作品組一等榮譽 3D 申宜    

    (獎座及現金獎$2000)     
      初中文字作品組二等榮譽 2C 甘曦晽   
      (獎座及現金獎$1000)     
      高中文字作品組二等榮譽 5B 柳琬婷   
      (獎座及現金獎$1000)     
      高中視覺藝術組二等榮譽 5A 呂樂瑤 5B 李思慧

      (獎座及現金獎$1000)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2020-2021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Term 1 HKI & KLN Division II 
Senior Champion 

 

4A 陳綽瑜 4E 趙詠童

  4A 陳卓盈 4E 布采湳

  4A 張天嵐 4E 譚芷晴

  4E 林宇群 5E 林嘉彥

   Grand Final HKI & KLN 
Division II Junior Champion 

3A 馮曉儒 3B 彭江華

   3A 黃玥澄  
   Grand Final HKI & KLN 

Division II Junior Best Speaker 
3B 彭江華  

   Grand Final HKI & NT 
Division II Senior Champion 

4A 陳卓盈 5E 林嘉彥

   4E 趙詠童  
   Grand Final HKI & NT 

Division II Senior Best Speaker 
4E 趙詠童  

  Young Post's Easter competition 2021 Young Post, SCMP Runner-up 4A 邱敏嘉 4E 布采湳

        4A 余穎潼    
  MI Young Writers Award 2021 Magazines International 

(Asia) Limited 
Senior TOP 50 Merit Awards 4E 袁佩佩    

  The Harvard Book Prize 2021 The Harvard Club of 
Hong Kong 

School Champion 5E 林嘉彥    
    School Runner-up 5A 梁悅 5B 柳琬婷

 2020-21 年度「篇篇流螢」網上閱讀計劃 中國文化研究院 高中組「閱讀之星」銅獎 5E 曾綺琳  
  網「樂」安全比賽 2020/21 香港警務處 中學組優異獎 5C 彭詩穎    
  eRead Scheme STEM 閱讀分享比賽 2021 HKACE STEM4GIRLS 

& Scholastic 
初中組亞軍 3D 李嘉芸    

    高中組冠軍 4D 陳鎣熙   
      高中組殿軍 4E 林宇群    
  2021 do your :bit 全球挑戰賽 Micro:bit Educational 

Foundation 
Merit Award 2B 陳樂琳 2B 江曉澄

      2B 蔡嘉謙    
  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AITLE 金獎(150 書券) 6A 黃施施    
      銀獎(100 書券) 6E 卜慧蘭 5B 雷愷錡

      銅獎(50 書券) 6D 蕭曉晴 5C 孫麗英

        6E 王綽琪    
  2021 香港中學 IT 知識網上問答挑戰賽 IVE 銅獎 5B 雷愷錡    
 micro:bit 模型火箭車比賽 2020-2021 尊科教育 初中組初賽二等獎 3C 卜倩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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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 MTA: Introduction to 

Programming Using Python 
YITAA Microsoft MTA 認證 5A 梁悅 6E 卜慧蘭

      5B 梁佑思 6E 莊桂芳

        5B 雷愷錡 6E 布樂心

        5C 孫麗英 6E 王綽琪

        5D 李天恩    
  Chemists Online Self-study Award Scheme 

2021 
教育局與香港虛擬大學 Bronze 4E 趙詠童 4E 黃巧琳

 浸大科學節 2021 有獎問答遊戲 香港浸會大學理學院 冠軍(書券$800) 5A 張嘉琳  
   第二至十名(書券$100) 5C 黃鈺玲  
 International Sci-Teens Challenge 2021 Anglo-Chinese Junior 

College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Council 
 

Junior Silver Award 3A 李巧怡  
   (e-cert & prize of USD52 worth 

Amazon Gift Card) 
   

   Junior Merit Award 4E 袁佩佩  
   (e-cert & prize of USD23 worth 

Amazon Gift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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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