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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光家書> 
祢的話 

 
  我校於 2021 年香港中學文憑試，中、英、數、通四個核心科目平均合格率為 94.7%，

合格率超過 90%的科目共有 9 科，其中 7 科合格率為 100%，不少科目取得第 4 級或以上

之百份率高於全港日校考生。十年來英文科合格率平均達 97.4%，而且本年四主科、最佳

五科及多個選修科之增值均高於全港平均水平，有同學取得 5** 5* 5* 5 5 5 成績，六科考

獲 34 分。學生升讀聯招(JUPAS)學士學位課程的百分率亦遠高於全港水平，並不斷提升，

可見老師和同學的努力。 

 

  本 校 英 文 科 去 年 度 於 香 港 中 學 辯 論 比 賽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Debate 

Competition)中，分別派出初中(中一二、中三)及高中(中四五)三隊英語辯論隊作賽，成績

斐然。雖然因疫情關係，練習及比賽均改為線上舉行，同學仍然表現出色，屢獲殊榮。其

中英語辯論一隊更於全年總決賽中獲勝，勇奪高中組(香港及新界)全年總冠軍。初中組二

隊亦百戰百勝，同奪初中組(香港及九龍)全年總冠軍，成績令人鼓舞。而 4E 趙詠童及 3B

彭江華同學賽後均獲評為總決賽中最佳辯論員，實在可喜可賀。除了辯論比賽，同學在寫

作及閱讀亦有優異表現，例如在 MI Young Writers Award 2021 獲得 Senior TOP 50 Merit 

Awards 、在 Harvard Book Prize 2021 獲得 School Champion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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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鄭曉欣

獲選為「2020 香港島高中組南區傑出學生」。另外，中三級馮曉儒獲選為「香港島初中

組南區優秀學生」。中六級劉墡怡、中五級李曉柔、林嘉彥、中三級徐嘉寶、王康晴及中

二級黎佩珊獲選為「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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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有賴老師在背後付出的時

間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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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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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環保專題研習」、於美國舉辦的創意思維世界賽、於波蘭舉

辦的 2021 年世界青少年射箭錦標賽及公益少年團傑出團員海外交流團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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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技巧，其中之得益實在遠遠超過書本

和課堂所學。 

 

  去年，學校參加了教育局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實地學習博覽，中六級林紫韻及劉墡

怡獲得傑出學生金獎，羅紫瑤及李穎欣獲得傑出學生銀獎，中五級五位同學獲得創新方案

比賽優異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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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本校有超過一百名學生獲得義工服務嘉許獎狀，分別有 37 位

個人獎銀狀及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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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 10000 小時義工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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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辦學團體和慈善基金會的支持下，本校由 2020-2021 學年開展為期六年的「深層思維」重點培育計劃，以

培育精英學生為目標，分階段於中二至中六級的英文、數學、綜合科學、物理、化學和生物六科推行分組教學，

期望有潛質的學生能在香港中學文憑試考獲頂尖成績。被揀選的精英學生能學習核心和增潤課程，並出席一系列

擴闊學習經歷的活動，如學校與中文大學及科技大學協辦之大學研習計劃、專業人士講座、網上視像交流等。學

生參與國際比賽，並獲優異成績，例如在 International Sci-Teens Challenge 2021 中獲 Junior Silver Award 及 Junior 
Merit Award，成績令人鼓舞。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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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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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願我校學生繼續見證神的真光，在這

講求獨立思考的世代，時刻學習謙卑與順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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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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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9 月 

 
 

學生組織 
一、 學校目標 

  本校於二零二一年度訂立了學校三年目標，學校於 202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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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探究精神 
拓闊學習視野、活出正向態度 
Optimize Deep Thinking    Shine with Inquiry Spirit 
Broaden Learning Horizons    Live by Positive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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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校方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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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主任： 黃德軒老師 社主任： 黃溢進老師 社主任： 馮君朗老師 
社長  ： 5E 鄺惠愉 社長  ： 5D 張瑞清 社長  ： 5B 羅考泳 社長  ： 4A 盧心悠 
副社長： 4A 余詠詩 副社長： 5B 張蘊之 副社長： 5E 李倩瑜 副社長： 5E 陳梓晴 
財政  ： 4A 王煥喬 財政  ： 5B 林欣賢 財政  ： 4C 李秀君 財政  ： 5E 陳佩貞 

 4B 李卓婷  4A 徐嘉寶  4D 梁芯言  5A 陳泳彤 
文書  ： 5E 孔垂慈 文書  ： 5B 周綺嵐 文書  ： 5A 梁靜文 文書  ： 4B 樊曉晴 

 3D 吳穎桐  4C 許心儀  3A 劉佩姍  5E 黎愷蕎 
宣傳  ： 3A 何卓茵 康樂  ： 3C 林芊芊 宣傳  ： 5B 李穎琳 宣傳  ： 3A 梁悅心 

 3D 梁綽敏  3C 楊卓喬  4A 王康晴  2A 葉詩詠 
總務  ： 4D 古嘉渝 總務  ： 2D 黃偲緣 總務  ： 2C 黃巧姸 總務  ： 4B 李紀游 
 2A 馮順琳  2A 周曼喬 社主任： 3C 梁卓嵐 社主任： 3A 伍芯瑩 

 
四、 班主任及級主任 

中一級（曉社） 
1A 翟彥君老師、何紅紅老師 
1B 謝奕琦老師、梁惠嫦老師 
1C 吳斯漢老師、林威敏老師(級任) 
1D 許蕙羚老師、陳淑霞老師 
 
中二級（旭晶社） 
2A 何穎蓉老師、林映彤老師 
2B 陳詩淇老師、郭凱盈老師(級任) 
2C 黎芷晴老師、孫成威老師 
2D 馮君朗老師、顏羚而老師 

中三級（藝芸社） 
3A 黃穎慈老師、關頴楠老師 
3B 朱浩軒老師、王淑芬老師 
3C 張潔玲老師、梁敏娜老師(級任) 
3D 何嘉豪老師、陳麗璇老師 
 
中四級（曜社） 
4A 蕭偉發老師 
4B 張卓蕊老師 
4C 孔詠茵老師(級任) 
4D 黃溢進老師 
4E 李淑兒老師 

中五級（晨暉社） 
5A 關志雄老師(級任) 
5B 曾頴傑老師 
5C 梁家和老師 
5D 石祉瑜老師 
5E 張志華老師 
 
中六級（蘅圃社） 
6A 蕭懿恩老師 
6B 余詠琴老師 
6C 施莉翎老師(級任) 
6D 黃溢聲老師 
6E 陳錦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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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位基督徒擔任福音大使，並安排在午膳時段由宗委教師帶領她們來

查經。 
 
二、 團契 / 小組聚會 

  上學期由教會同工和宗教主任以 5 個小組形式關顧學生，合共接觸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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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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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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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感言 
★ 5E 麥善欣 
 在今次的中大資優暑期課程中，我參加了一個有關微積分的數學線上課程。雖然只有短短七課，但

所教的內容比校内的深入更多、更具挑戰性，令我獲益良多。 
 
☆ 5E 陳佩貞 
 感謝老師的舉薦，我有幸參加了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資優暑期課程，學習心理學，中大課程所教授

的內容有別於學校課程，讓我學習到更多課外知識，拓闊了我的學習視野，獲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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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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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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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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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名位中二至中四級學生參加香港資優教育學苑「2020-21 資優教育中學生提名」，成功於一

月前修畢學苑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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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的學苑成員更於 2021 年暑期參加了中文大學舉辦的資優課程，擴闊學習視野。4A 楊芷欣、5E 陳佩

貞及 5E 麥善欣同學完成由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資優計劃主辦的「透視異常心理學」及「高等數學入門──

微積分」。5E 李倩瑜、譚芷晴及林宇群同學同樣於中文大學完成「近世代數初探」及「微分幾何初探」課程，

激發深層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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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位助理教師、3 位 SEN 助理、2 位教學助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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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英文教師 3 名、外籍英語教師 1 名、教師 11 名，提高師生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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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科朋輩輔導班、中文大學數學英才精進課程、數學比賽、ICT 朋輩輔導班、

2022 中學文憑試模擬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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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工作/職位 
提高語文能力 初中中文「智愛」學習平台、高中中文拔尖班、英語話劇欣賞工作坊。

推行其他學習經歷 

真光大使、立體雕塑工作坊、大姐姐小妹妹計劃、話劇訓練班、舞蹈訓練班、

動感物理、海洋公園工作實錄、面試技巧工作坊、雜耍隊表演、司儀訓練、

STEAM 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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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請宗教主任及社工各一名、聯校團契事奉人員訓練日。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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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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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021 大學聯招簡介會、校友分享學習心得 

6/10/2021 - 15/10/2021 開設大學聯招個人帳戶 

6/10/2021 印製各大院校學系面試問題參考 

10/10/2021- 30/11/2021 宣傳各大院校資訊日、參觀院校 

15/10/2021 中六級升學及文憑試最新動態家長講座 

10 月至 12 月期間 
YMCA 社工、升輔老師與中六學生進行 

一對一網上/實體升學面談 

9/12/2021 申請 E-APP 

10/12/2021 模擬放榜 

14/01/2022 面試技巧工作坊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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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真光大使」名單如下： 
2A 高慧文 
2A 陳卓遙 
2A 周曼喬 
2A 周靖淳 
2A 葉詩詠 
2A 林彥彤 
2A 古蔚嘉 

2A 孫博雅 
2A 黃鎧瑩 
2A 黃苑瑩 
2B 區嘉怡 
2B 鄭嘉妮 
2B 傅靜香 
2B 熊施穎 

2B 葉曦彤 
2B 李綺諾 
2B 羅焯嵐 
2B 麥詠鋅 
2B 王倚晴 
2B 邱懿 
2C 陳烺楨 

2C 林羽茵 
2C 劉悅儀 
2C 李嘉詠 
2C 蘇希桐 
2C 黃巧姸 
2C 黃影 
2D 張凱童 

2D 吳卓庭 
2D 吳沛芝 
2D 魏靖桐 
2D 黃沛盈 
2D 黃偲緣

 
I) Championships in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HKSSDC) 2020-21 

  After a year long of fierce matches against different schools in Hong Kong, our school has reaped unprecedented 
success in 2020-21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HKSSDC) with both our Junior and Senior 
English debating teams becoming the Champions in the 2020-21 HKSSDC Grand Finals.  
  In their Grand Finals taken place in July on the motion “elderly are better taken care of in nursing homes than 
living with their children”, led by their team coach Mr. Hedley, our Junior Team comprising all S3 students (3B Pang 
Kong Wa Chiara, 3A Fung Hiu Yu Denise and 3A Wong Yuet Ching Phoebe) defeated Pentecostal School as the 
negative house and became the Champion of 2020-21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 Junior 
(Div II) (HKI & KLN) in the Grand Finals. Our first speaker, Chiara Pang, was named the Best Speaker in the contest.  
  Following their success, our Senior Team (5E Lam Ka Yin Tasha, 4E Chiu Wing Tung Toby and 4A Chan Jour 
Yain Anna) had their victory over Fanling Rhenish Church Secondary School as the affirmative house and was the 
Champion of 2020-21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 Senior (Div II) (HKI & NT) in the Grand 
Finals. Our second speaker, Toby Chiu, was named the Best Speaker in the contest. 
  It has been a long battle and let’s see what warriors think about this! 
 
  As a member of the S3 debating team last year, I had a wonderful debating experience with my peers.  I 
acquired a lot of different debating skills and made some new friends from other classes.  I also learnt the 
importance of teamwork.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debate courses, I have boosted my speaking skills and expanded my 
range of English vocabulary.  I think debating is an engaging way to enhance my English.  Lastly,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chance to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my debating coach last year, Mr. Hedley, for having me in the 
debating team. 

 Ching Ka Nam, Kary –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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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eel so honored to be named the Best Speaker in the HKSSDC Grand Finals debating competition.  It has all 
been attributed to my teammates' and the teacher's support and assistance.  Debate has become a way for me to 
build up confidence and shine as I mature.  In the HKSSDC Grand Finals, we worked on the motion about elderly 
care.  The research work behind has taught me how to optimize my deep thinking and think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hen coming up with arguments for or against the motion.  This is a golden opportunity for us to 
sharpen both our thinking and speaking skills.  Our team's final victory surely highlighted our year of effort too.  

 Chiu Wing Tung, Toby – 5E 
 
II) S1 Summer Theatre 2021 

  In early August, all of our S1 students attended a three-day intensive drama workshop.  In order to help our 
newly enrolled S1 students adapt to the rich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before the school year, we had the pleasure 
to have a group of highly experienced and enthusiastic instructors from a professional native-speaking theatre to 
enlighten our S1 students the way to interpret play scripts, embrace the arts of dramas and give a professional drama 
performance.  In four groups, students explore both drama and our campus in different venues featuring different 
facilities specially-designed for school stage performance and English-learning activities.  Each group was assigned 
with a dedicated play script, including Arion and The Dolphin, Theseus and the Minotaur, Athene and Arachne, King 
Midas and His Golden Touch, Antony and Cleopatra, and Phaedra.  With the guidance from the instructors, the 
drama workshop w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with laughter and joy. 
 
  I liked the Summer Theatre because I was given chances to make new friends and try out new things such as 
making good use of the stage space, preparing our own props, and following stage directions while acting.  I hope I 
can perform a drama on stage like this again! 

 Seana Helynn – 1A 
 
  My English speaking has improved a lot during these several days because the instructors were all foreigners.  
We had to speak in English all the time.  I am happy that I had a chance to improve my English speaking and that I 
could make new friends even though we all had to chat only in English. 

 Zhu Tsz Kwan, Alice – 1A 
 

  We played many interesting games in the workshops like zip-zap-zup.  My favourite part was the game, Kitty 
Wants A Corner.  When the instructor said “Kitty wants a corner”, we had to respond by saying “Ask my 
neighbour!” and swap our places with a friend in our group.  It is such an exciting game to train our teamwork and 
stage movement.  The workshops were the most unforgettable days of my summer vacation this year. 

 Lam Yuen Ki, Eva – 1D 
 

  The instructors taught us a lot of Greek myths and legends.  I love them so much! I am going to read more 
about them.  

 Ng Ka Ying, Karen – 1C 
 
III) English Society 2021-22: Lantern Riddle Guessing and crossword games 

  Following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English Society 2021-22, our dedicated student leaders in the committee held 
a fascinating riddle guessing game during the Mid-Autumn Festival! The paper lanterns hanging at the covered 
playground and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students immediately filled the school with the festive atmosphere of the 
Mid-Autumn Festival.  This year, the English Society also organized a crossword puzzle with the theme of 
Mid-Autumn Festival, so that students can learn words related to the festival while having fun.  I believe everyone 
has learned a lot during this Mid-Autumn Festival.  As the Committee member of English Society this year, I highly 
recommend all fellow schoolmates to hurry up and participate in the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the English Society 
throughout this year.  

 Tam Tsz Ching, Sophie – 5E 
 
 

  To optimize our deep thinking and to promote the English language, the English Society is going to organize 
entertaining activities to make students more interested in English through playing.  This year, we have planned 
many English activities such as monthly crossword puzzles and biweekly activities.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organizing the activities successfully while having a wonderful time with the teacher advisors and the committee 
members. 

 Lee Sin Yu, Cindy – 5E 
 

校園動向 
訓導組 

 
 
一、 各級訓導老師： 

中一級 吳斯漢老師 
中二級 郭凱盈老師 

中三級 張潔玲老師 
中四級 黃溢進老師 

中五級 吳凱傑老師 
中六級 徐奇帆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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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領袖生 

領袖生名單：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領袖生長： 5D 陳鎣熙  5E 李倩瑜  5C 林樾淳  
副領袖生長： 5A 陳綽瑜 5D 張瑞清 5D 陳綺華 5E 鄺惠愉 5C 葉雪雯 5D 何淑祈 
資深領袖生： 4C 李峰恩 

4A 徐嘉寶 
5E 鍾靖霆 
5A 陳泳彤 

4B 楊詠翹 
4C 李嘉芸 
4C 黃樂怡 
5A 羅錦榆 

4C 李慧珊 
5B 陳晞惠 
5A 陳卓盈 
5E 袁佩佩 

5A 黃芷晴 
4E 張欣蔚 
4A 馮麗蒨 
4C 蔡靜怡 

5E 吳樂謠 
5B 廖詠詩 
4C 申宜 
4C 黃佩妍 

5C 黃樂宜 
5A 黃楚淇 
4A 莫凱霖 
4B 黃珮之 

領袖生： 3A 陳樂琳 
3A 梁悅心 
3C 施海欣 
4A 嚴翠渝 
4B 楊樂懿 
5C 關梓恩 

3A 何尚蔚 
3B 馮靖嵐 
3D 盧凱祺 
4B 甘靜怡 
5B 林欣賢 
 

3A 陳愛瑤 
3A 麥梓澄 
3D 林子彤 
4A 余倩瑤 
4E 李穎欣 
5B 羅考泳 

3A 郭曉婷 
3B 馬頌恩 
3D 蔡凱恩 
4B 韓栩冰 
5B 盧心悅 
5C 蕭家汶 

3A 周永義 
3A 王雅林 
3D 梁綽敏 
4A 余詠詩 
4D 蘇佩嘉 
5E 黃璟瑜 

3A 黎佩珊 
3B 曾詠欣 
4A 陳思穎 
4B 李紀游 
5C 龔芷樂 
 

 
 

輔導組 
一、 各級輔導老師 

中一 翟彥君老師、許蕙羚老師 
中二 高曉君老師、黎芷晴老師 
中三 顏羚而老師、何穎蓉老師 
中四 陳穎儀老師、嚴穎衡老師 
中五 頼正琼老師、黃玉芝老師 
中六 余詠琴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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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麗華姑娘︰逢星期一、二、三、五駐校 

 
二、 大姐姐計劃 

  輔導組每年都會為學生籌備「大姐姐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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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 蔡焯琳 1A 曾芷暄 1C 黃穎言 3A 梁悅心 
1A 蔡淑敏 1B 劉詩穎 1D 李芷錡 4A 余詠詩 
1A 梁善晴 1C 謝嘉欣 3A 梁善亭  

 
 

活動特寫 
 

 
 

一、 真光 150 周年校慶比賽 
  為慶祝真光創校 150 周年，2020-2021 年舉辦了不少校慶比賽，讓學生在不同領域發揮所長，在學及畢業

生皆踴躍參與，當中不乏優秀作品，展現出真光女兒多才多藝的天賦，實在令人鼓舞！得獎名單如下︰ 
 
真光 150 周年校慶 標誌設計比賽 

獎項 班別 姓名 獎品 
冠軍 5B 鄭靜 書券$800 
亞軍 5B 黃菱 書券$500 
季軍 5D 何淑祈 書券$300 
優異 4C 李嘉芸 書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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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光 150 周年校慶 聯校創作比賽 
初中中學組（徵文比賽中文組）  高中中學組（徵文比賽中文組） 

獎項 班別 姓名 獎品  獎項 班別 姓名 獎品 
季軍 4C 黃樂怡 書券$200  季軍 6A 李怡寧 書券$200 
優異 4B 楊詠翹 書券$100  優異 6B 陳曉陽 書券$100 
優異 4C 李嘉芸 書券$100  優異 5D 杜雯慧 書券$100 

 
初中中學組（徵文比賽英文組）  高中中學組（徵文比賽英文組） 

獎項 班別 姓名 獎品  獎項 班別 姓名 獎品 
優異 3A 馬美娜 書券$100  季軍 5E 黃巧琳 書券$200 
優異 2B 鄭敏芝 書券$100  優異 5E 趙詠童 書券$100 
優異 2A 周穎君 書券$100  優異 5E 布采湳 書券$100 

 
公開組（自由創作比賽） 

獎項 姓名 獎品 
優異 校友楊曉嵐 (2016 畢業) 書券$100 

 
二、 數學英才精進課程 

  中四級學生參加香港中文大學「數學英才精進課程」本校三位中四級學生於 2021 年 7 月 17 日至 30 日暑

假期間到香港中文大學參加「數學英才精進課程」。主題是「近世代數初探 Towards Modern Algebra」，任教

導師是香港中文大學李俊捷博士。課程介紹近代數論的知識，提升學生的抽象數學推理能力，藉此打好數理

基礎。學生於兩個星期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習生活獲益良多。 
 
 

學生感言 
 
★ 5E Tam Tze Ching 
  In this summer holiday, two of my classmates and I signed up for the mathematics course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is study trip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as benefited us a lot.  We learned a lot about mathematics and it helped us to improve 
our senses about numbers.  The professors and the tutors gave us interesting lessons and 
having lessons in the lecture theatres gave me a glimpse of the university life.  At the 
beginning, apart from not adapting to an unfamiliar environment, I couldn't keep up with the 
pace of the class and it made me feel nervous and confuse.  But with the help of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I finally overcame the burdens.  In addition, I also met many new friends who 
love mathematics through this course.  Through mutual discussions, learning and helping one 
another, everyone has gained a precious friendship and benefited a lot.  
  Last but not least,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school and teachers for giving us this 
opportunity to optimize our deep thinking while studying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 hope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chances to broaden our learning horizons in the future. 

 
 
 
 
 
三、 語文教學工作坊 

  本校 15 位中三級學生於暑假期間參加了由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人文及語言學部舉辦的服務學習活

動——「語文教學工作坊」，由該院專修「專業中文」的大專生擔任導師，教授思維及寫作技巧，讓學生有

嶄新的語文學習體驗。是次活動既提升了學生的中文水平，亦能拓闊視野，為升讀高中作好準備。中三級學

生皆投入課堂、樂在其中，香港浸會大學高級講師鄭瑞琴博士及導師李美玲、林綺雯同學亦對本校學生的表

現表示讚賞。 
 
四、 開學禮 

  2021 至 2022 年度的開學禮於 2021 年 9 月 1 日舉行。經歷嚴峻的疫症後，學生終於能再聚首一堂，迎接

新的學年。典禮開始前全體莊嚴地唱國歌及校歌，感恩祈禱後，由陳志雄副校長介紹校史及真光創校一百五

十周年校慶活動，呼籲學生為積極參與，發揮真光女兒的多元潛能。介紹委員會主任、教會同工、社工及新

教師後，陳副校長續致勉辭，適逢本年是東京奧運會，他藉着香港運動員的經歷，鼓勵學生勇於面對挫折，

不要被困難擊敗，懂得調整心態並多方涉獵，定能達成目標，這正好體現本年目標「優化深層思維、發揮探

究精神；拓闊學習視野、活出正向態度」。希望學生在新學年積極投入，盡展才能，珍惜學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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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生會就職典禮 
香港真光書院第四十三屆學生會就職典禮 
薪火相傳服務人群 持守克己團結精神 

 
  香港真光書院第四十三屆學生會就職典禮於 2021 年 10 月 8 日假學校禮堂舉行。典禮先由第四十二屆學

生會會長杜雯慧同學報告會務，她感謝校方及學生於過去一年的支持，並冀望新一屆學生會竭盡所能為學生

服務。接着是饒富意義的真光「傳燭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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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女兒秉承校訓「爾乃世之光」的服務精神，為世作鹽作光，克己犧牲、無私為社會作出貢獻。應屆學生會

會長楊芷欣同學致辭及介紹幹事後，由陳志雄副校長進行分享，他對學生會於競選期間的認真態度表示欣賞，

期待她們繼續發揮團結一致的精神，成為校方與學生之間的橋樑，並積極收集學生意見，與校方磋商，以回

應學生的訴求。陳副校長頒發學生會金章及服務證書予去屆學生會幹事，以表揚她們的貢獻。全體幹事頌唱

學生會會歌後，由應屆學生會副會長致謝辭，為典禮畫上圓滿的句號。 
 

真光校園記者 
3B 梁榕、4C 廖漪昕同學報道 

 
本屆學生會幹事會名單如下： 
會 長：4A 楊芷欣 
副會長：4A 陳思穎 5E 譚芷晴 
總 務：5E 吳樂謠 4C 伍詠琪 
財 政：4D 蘇佩嘉 4A 馮麗蒨 

康 樂：3A 陳樂琳 2B 孔令心 
宣 傳：4E 馮曉儒 4B 黃嘉銀 
學 術：4C 李嘉芸 4A 嚴翠渝 
文 書：4C 申宜 4C 李慧珊 

 
 
六、 旅行及學習體驗日 

  為培養學生互助合作精神及認識群體生活之重要，學校於 2021 年 11 月 5 日舉行了旅行及學習體驗日，

各級活動地點如下： 
班級 地點 

中一 海洋公園 - 互動講座(極地) 
中二 火箭車STEAM體驗活動 
中三 海洋公園 - 海洋奇趣大典、竹林隱士、海中王者 
中四 模擬社會工作體驗日及理財工作坊 

中五 
海洋公園 - 陸生動物訓練及護理、纜車設計及運作、 

水族護理、機動遊戲運作及維修、動物救援 
中六 海洋公園 

 
七、 領袖生交職典禮 

香港真光書院 
領袖生交職典禮 

  香港真光書院領袖生交職典禮於 2021 年 11 月 12 日假學校禮堂順利進行。典禮開始時，去屆領袖生長總

結過去一年的工作和得著，表示一年來的領袖生工作令她們皆有所成長，不但提升了領導能力，也使其處事

方式更成熟，最後亦向校長吳博士及教師致謝。  
  其後，關志雄老師給予學生訓勉，他分享的主題為「紀律體驗分享」，他向學生講解盜竊罪的定義，並

指出規律的重要性。另外，校規和領袖生是學校裏不可缺少的元素，他更表示每個學生如果要獲得成功，都

要具備自律、紀律和規律的條件，使學生獲益良多，並得到深刻體會。  
  接着是新一屆領袖生長帶領全體領袖生宣誓。去屆領袖生卸下職務後，新一屆領袖生在全體師生的見證

下正式就任，承諾謹守校規，為學校保持純樸的校風和良好的學習環境。最後，新一屆領袖生長向校長、教

師、工友和學生的付出致謝以結束交職禮。 
 

真光校園記者 
3B 夏卓珈、鄺穎桐同學報道 

 
 

八、 參觀香港新聞博覽館 
  為配合本校三年目標︰「拓闊學習視野，活出正向態度」，本校電腦科、校園記者及生活輔導工作小組(G&C)
共 33 名學生於 2021 年 11 月 6 日參觀了香港新聞博覽館，目的讓學生明白資訊素養的重要性，培育正確運用

資訊的能力和態度。活動中，學生了解到香港新聞業的發展，由報業的演變、電台的興起到電視新聞直播的

出現等均於展覽中呈現。學生亦能於體驗區一嘗新聞報導員滋味，就最近熱門事件作直播。另外，展館是香

港三級歷史建築，曾為孫中山先生受洗成爲基督徒的地方，極具歷史意義，在學習資訊素養之餘，也能讓學

生多了解香港的歷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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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館於下午邀請了劍擊運動員張小倫、輪椅劍擊運動員張偉良、民政事務局體育專員楊德強先生進行分

享，部分學生亦有幸參與其中。張小倫分享現今運動員的訓練情況，張偉良則細說本港運動員訓練的今昔異

同，楊德強先生就從政府角度解釋如何把資源投放於運動員身上。觀眾於問答環節問及張覺得現時政府投放

於運動的資源是否足夠，張表示在他所屬的級別算是足夠，但於較低級別的運動員則未必能維持生活，楊先

生亦補充了很多關於投放資源的資訊。 
 

 
 
 

九、 葉秋弦作家分享會 
  為了提升學生寫作技巧，中文科特意邀請了本地年輕作家葉秋弦出席創作分享會，活動於 2021 年 11 月

12 日放學假學校圖書館舉行，當中有 30 多位中三級學生出席，反應熱烈。學生於分享會前朗讀了兩篇葉作家

的作品，為活動展開序幕，她對學生的朗讀技巧表示欣賞。分享會以對談形式進行，葉作家談及過去遊歷的

經歷，無論是讀中學時參與作家講座，在台灣攻讀學士時的所見所聞，還是畢業後隻身遊歷西藏的驚險事

跡……凡此種種均成為她創作的養分。她分享了《綠皮火車》一書的創作靈感，其實是緣於對家人和身邊事

件的觀察和感悟，藉此提醒學生勿以為生活多采多姿才能寫出好作品，只要用心觀察身邊發生的大小事、留

意家人朋友的舉動、不要只專注在手機中，定能增加創作靈感，提升寫作能力。 
 

 
 
 

 家長活動 
 
一、 「同慶百年樹人計劃」親子活動 

  本校歷時兩載之「百年樹人計劃」校舍改善工程竣工，新圖書館、演藝廳、學習共享空間及三十多個課

室的先進教學設施經已啟用。為了分享喜悅，本校於 2021 年 7 月 10 日及 17 日舉辦親子活動予升小六學生和

家長參與，讓他們在抗疫之時可有一個舒展身心的機會，並希望小學生在輕鬆無壓力的環境下掌握一些概念

和技巧，為應付下一個學習階段做好準備。是次活動安排了一連串精彩活動，包括參觀本校「百年樹人計劃」

校舍改善工程之最新設施、親子烹飪、視藝製作、射箭訓練及英語面試技巧。由此，參加者可以親自接觸本

校師生及家長義工，了解本校的發展情況。 
 

二、 「至叻家長聚一聚」活動 
  為了讓中一家長彼此認識及了解本會會務，也為迎接中一新生踏入中學階段作好準備，本會特別於 2021
年 9 月 25 日舉辦「至叻家長聚一聚」活動。在活動中，家教會委員與新生及其家長一起製作「玫瑰蘋果酥」，

藉此彼此認識。同時，本校社工亦透過輕鬆有趣的方式，讓家長進一步了解怎樣與踏入青春期的子女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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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感言 
 3A 周永義 
  導賞員為我們解說新聞界歷年來的重大事件，介紹了業界著名的記者，也為我們分享了採訪近年

災荒的驚險事。館內的遊戲設施讓我們以新穎的方式體驗如何擔當導演、記者等，富有趣味。是次參

觀活動讓我得到課堂以外的新體驗，例如對新聞的歷史有了更深了解，重新認識如何成為一名好記

者，我們於下午的分享會能與香港運動員近距離接觸和交流，機會實屬難得，從中認識到全職運動員

的苦與樂，擴闊了我的眼界，收穫良多。 

學生感言 
 3A 黃淑霞 
  我有幸透過這次分享會認識葉秋弦作家，雖然之前素未謀面，但已在閱讀《綠皮火車》時被

她細膩的文筆所吸引，筆下所紀錄的每一場經歷都滲透出真摯的情感，再加上她親身分享寫作見

解，正令我明白到寫好一篇文章，最重要的不是字，而是——「心」。 
 
 3B 劉乙湘 
  是次分享會令我獲益良多，也留下了很多值得思考的問題。如要用幾個字來概括我的得著，

會是：「感」、「想」。所謂「感」，就是在寫作時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到文字中，使其觸動人心；

「想」就是在寫作前先考慮文章的立意，才能確立文章的方向，焦點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