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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果 
 
一、 上學期成績優異生名單 

1A 梁沛融     蔡焯琳     林靜頤     朱紫鈞     梁嘉如 

1B 伍穎姿     蔡卓洳     羅祖恩     易汶曦     王穎欣 

1C 林啟晴     吳嘉瑩     王儷凝     關芷欣     黃穎言 

1D 張家寶     林沛瑩     何思婷     許婷婷     文嘉希 

2A 張晞苗     鄭凱瑤     馮曉嵐     張卓妍     黃苑瑩  

2B 鄭敏芝     劉穎心     熊施穎     區嘉怡     孔令心 

2C 黃  影     王雅柔     蘇希桐     黎卓妍     盧家瑤 

2D 蘇麗珍     黃沛盈     陳雅妍     姚嘉琪     郭焯婷 

3A 王雅林     麥梓澄     黃淑霞     黎佩珊     梁悅心 

3B 何詠儀     楊子晴     佘汶柔     黃穎怡     何穎曦 

3C 劉重均     甘曦晽     温旨悅     楊卓喬     徐芷柔 

3D 梁紫茵     梁綽敏     陳凱恩     林子彤     林樂恩 

4A 楊芷欣     馮麗蒨     嚴翠渝     王煥喬     卜倩瑶 

4B 李紀游     黃珮之     甘靜怡     楊詠翹     韓栩冰 

4C 李嘉芸     伍詠琪     黃樂怡     吳芷銦     李秀君 

4D 蘇佩嘉     古嘉渝     陳惠欣     李巧晴     梁雨珊 

4E 李穎欣     黃凱晴     張希臨     黃玥澄     歐嘉敏 

5A 陳卓盈     梁靜文     黃芷晴     黃楚淇     吳慧淇  

5B 羅考泳     廖詠詩     鄭  靜     周綺嵐     周子詠 

5C 林樾淳     關梓恩     蕭家汶     單芷熹     陳雯櫻 

5D 杜雯慧     何淑祈     陳妤芯     楊海琳     陳鎣熙 

5E 布采湳     趙詠童     譚芷晴     袁佩佩     李倩瑜 

 
 S4  S5   
中文 4E 張欣蔚 5E 陳佩貞  
英文 4E 馮曉儒 5E 布采湳  
數學 (必修部分) 4A 勞沛欣 5E 趙詠童  
數學 (單元一) 4A 勞沛欣 5E 布采湳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4D 李巧晴 5C 林樾淳 (通識教育) 
資訊及通訊科技 4A 勞沛欣 5A 林芷蔓  
生物 4C 李嘉芸 5A 黃芷晴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4C 申宜 5B 廖詠詩  
化學 4C 

4C 
李嘉芸 
吳芷銦 

5E 袁佩佩  

物理 4A 卜倩瑶 5E 布采湳  
中國歷史 4B 韓栩冰 5E 黎愷蕎  
歷史 4B 

4E 
甘靜怡 
區曉澄 

5C 關梓恩  

地理 4D 蘇恩怡 5E 麥善欣  
經濟 4A 卜倩瑶 5A 梁靜文  
企業會財（會計） 4B 黃珮之 5A 陳卓盈  
視覺藝術 4C 吳諾瑤 5B 鄭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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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hampionship in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HKSSDC) 2021-22  
  Working tirelessly over the Christmas holidays, the S3 debate team pulled together to face off against a fierce 
opponent in the term 1 final of the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ompetition.  Charged with the topic 
“This House would allow negative advertising by companies against their competitors,” 3A Nicole Chan, 3A Jasie 
Chow and 3A Marie Mikfung Thewe argued fervently for negative advertising.  With a very close match, the Hong 
Kong True Light College team managed to pull ahead and secure victory, becoming the champion of 2021-22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 Junior (Div II) (HKI & NT) Term 1 Final.  As they proceed onto the 
second term, and hopefully the Grand Final, let’s all wish them the best and encourage them in their work! 

 
II) Speech festivals 2021 

  This year, a total of 40 students from S1-S5 participated in the speech festival in either Verse Speaking or Prose 
Reading classes.  After receiving coaching from and practising with our English teachers, our participants have been 
rewarded with an impressive result of 33 certificates of merits and 4 certificates of proficiency.  Among them, two 
students got the second place and three students got the third place in their class: 
 
2nd place: 
5A(4) Cheung Tin Nam Tina - 2nd place in S5 Girls Solo Verse Speaking 
5E(10) Lam Yu Kwan Yolanda - 2nd place in S5 Girls Solo Verse Speaking 
 
3rd place: 
1A(12) Leung Ka Yu Katie - 3rd place in S1 Girls Solo Verse Speaking 
5E(5) Chung Ching Ting Tiffany - 3rd place in S5 Girls Solo Verse Speaking 
1A(17) Phagami Eva - 3rd place in S1 Girls Solo Prose Reading 
 
Congratulations to all winners!  

 
III) Canadian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2022 (Arch Cup) 

  Canadian English Writing Competition 2022 (Arch Cup) is a scholarly competition that includes al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Hong Kong.  After two rounds of elimination, 14 of our students secured their places in 
the Semi-final with with the results of 1 gold award, 4 silver awards, and 9 bronze awards.  The Semi-final with a 
live writing competition will be held in mid-May at Kowloon Bay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xhibition Centre.  We 
hope that our students can keep challenging themselves and bring the final glory to our school. 

 

3A Fung Wing Laam Coyee Gold Award 

2A Tsui Yuen Tung Silver Award 

5A Chan Cheuk Yu Nicole Silver Award 

5E Wong Hau Lam Coco Silver Award 

5E Po Tsoi Nam Sally Silver Award 

2A He Wing Yan Yoyo Bronze Award 

2A Chung Tsam In Bronze Award 

2A Lo Wai Yan Bronze Award 

2A Bonde Sophia Alexandrea Bronze Award 

2A Chow Ching Shun Lydia Bronze Award 

2B Cheng Man Chi Gigi Bronze Award 

4E Fung Hiu Yu Denise Bronze Award 

5A Cheung Tin Nam Tina Bronze Award 

5E Lam Yu Kwan Yolanda Bronze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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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位中一至中五級的學生，以實體形式聚會。同時，

宗教主任和宗委核心老師也一齊跟同學聚會，內容豐富，同學投入。 
2. 今年從中一至中四級學生中揀選 35 位基督徒學生擔任福音大使，並安排以實體形式進行，由宗委老師和

團契老師帶領她們學習以查經為主，聚會 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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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一啟發課程 
  中一宗教課邀請宣道會海怡堂同工及會友出席課堂，協助教授六堂四個主題，同學們積極參與。最後一

堂為佈道會，表示願意決志信耶穌的同學大約有 43 位，只有 25 位學生出席 2021 年 12 月 16 日的屬靈生日會。 
 
三、 聖誕崇拜 

  於 2021 年 12 月 22 日進行，主題為耶穌為愛而降生，內容包括有本校師生隊帶敬拜、梁烙雯校友及科大

基督徒詩班以無伴奏獻唱兩首詩歌，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鴨脷洲堂郭康琪姑娘負責信息分享，以及黃綺婷校友

生命見証。在禮堂的學生都投入專注聆聽。 
 

校園動向  
訓導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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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導組特舉辦「自律之星」獎勵計劃，獎

勵學期中無書面處分、無記名、無欠交功課或回條、無缺席或遲到的學生。上學期得獎名單如下 
1B 林思穎 
1B 蘇洛珽 
1B 王穎欣 
1C 鄺德姸 
1C 林啟晴 
1D 何思婷 
1D 許婷婷 
1D 林沛瑩 
2A 何穎昕 
2A 黃苑瑩 
2B 方晞晴 
2B 紀欣彤 

2C 趙銳霖 
2C 黎卓妍 
2C 蘇家瑩 
2C 孫海珊 
2C 容梓瑤 
2D 陳姿樺 
2D 蘇麗珍 
3A 何卓茵 
3A 何尚蔚 
3A 黃淑霞 
3A 黃愛琳 
3A 張詩娜 

3B 梁榕 
3B 曾詠欣 
3D 陳韻因 
3D 林樂恩 
3D 林子彤 
3D 梁綽敏 
3D 凌珮沂 
4A 卜倩瑶 
4A 徐嘉寶 
4A 馮麗蒨 
4A 李巧怡 
4A 勞沛欣 

4A 王康晴 
4A 王煥喬 
4A 楊芷欣 
4B 李紀游 
4B 蕭欣靖 
4B 甄鈺善 
4C 李嘉芸 
4C 李慧珊 
4C 吳諾瑤 
4D 郭銘娜 
4D 梁芯言 
4D 蘇佩嘉 

5A 黃楚淇 
5B 肖怡 
5C 葉雪雯 
5D 陳鎣熙 
5D 黎卓希 
5D 劉小玲 
5D 楊海琳 
5E 趙詠童 
5E 鍾靖霆 
5E 麥善欣 
5E 吳樂謠 
5E 譚芷晴 

5E 黃巧琳 
6A 張樂怡 
6A 林心怡 
6B 鄭曉欣 
6B 雷愷錡 
6C 何栩昕 
6D 朱穎瑤 
6E 林嘉彥 
6E 林玲玲 
6E 曾綺琳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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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1 月 

 

10 月  

 

12 月 

 

1 月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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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班別如下：  

9 月 

 

11 月 

 

10 月 

 
12 月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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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 
 
一、 大姐姐小妹妹計劃 

  本年度上學期「大姐姐小妹妹計劃」夥拍「真光大使」合辦髮型設計課程，除外聘導師外，還有一班學

姐教導學妹學習結孖辮，以及認識真光的傳統和歷史。另外，導師亦會教授結孖辮的其他造型及變化，讓學

生可應用於學校以外的日常生活。 
 
二、 「生命不倒翁——抗壓有妙法」講座 

  近年因疫情嚴峻，導致未能進行常規課程，長期欠缺校園生活、德育及課外活動，除了影響學生的學業，

情緒及社交生活也受到一定的困擾。有見及此，輔導組於上學期聯同聖雅各福群會社工為中一、中三及中四

級學生舉行了主題講座，涵蓋校園適應、拒絕欺凌、抗壓抗逆等，提供不少情緒管理方法，盼與學生「疫」

境同行。活動當中學生反應熱烈，最後完成「心情溫度計」問卷，以便及早識別和關顧有情緒需要的學生。 
 

學生感言 
1C 鄺德妍 
活動以問答形式加強同學們的興趣，社工還邀請同學分享個人經歷，讓我更了解被欺凌的感受，避免成為欺

凌者及被欺凌者。「心靈溫度計問卷」也有助校方了解同學的心理狀況，饒富意義。 
 
3A 何卓茵 
透過參與「生命不倒翁——抗壓有妙法」講座，社工向我們介紹了不同的有效抗壓方法，例如進行簡單的伸

展運動和冥想。其中，當我冥想的時候，平靜的音樂令我感到很放鬆，所有疲倦的感覺逐漸消散，令我印象

深刻。經過這次活動，使我學會在繁亂的生活中利用瑣碎時間進行冥想，令自己的身體稍作休息，學會與壓

力正面相處，實在獲益良多。 
 
4C 申宜 
在這次活動裡面我和同學在冥想之中學會沉澱自我，從安靜的氣氛和有趣的問答中，釋放心理壓力，並學會

關心身邊的同路人，再而明白自己清澈的初心，在高中壓抑焦慮的學習模式中掌握放鬆身心的技巧，從而使

奔赴文憑試的路程一路生花。 

 
 

「深層思維」重點培育計劃 ——「力爭上游」 
 
 

  本校自 2021-2022 學年開展為期六年的「深層思維」重點培育計劃，經過一年多的發展，學校在下學期開

辦重點培育之「力爭上游」新計劃，按年分階段於不同級別進行，讓更多學生受惠。本學年下學期率先在中

三級的數學、物理、化學和生物四科推行。計劃目的是協助有志在中四級修讀數理科、成績中上的中三級學

生安排大學學姐協助同學於放學後即日溫習，第一期在 2022 年 2 月 21 日至 3 月 25 日舉行，每日兩科，每科

45 分鐘，期望學生能在每次測考獲得更好成績。 
 
 

校園活動 
 
一、 香港真光書院資訊日 

中學生活多元體驗 
真光校園精彩呈現 

  本校於 2021 年 11 月 27 日舉行「香港真光書院資訊日 2021」，邀請家長及小學生到校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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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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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來賓進一步了解真光。 
  本年繼續由真光學生導賞，帶領參觀校園共二十多個活動單位，透過輕鬆多元的途徑展現真光特色。各

學會傾力準備各式精彩攤位，如中文學會、地理學會、家政學會、德育、公民與國民教育組、科學學會等，

讓來賓及小學生親身體驗中學的學習生活，當日氣氛相當熱鬧，來賓全情投入，對各攤位充滿好奇，反應踴

躍。 
  校園記者訪問了參觀的小六學生，均表示多元化的攤位活動很有趣，學到很多在小學未曾接觸的知識，

十分期待中學校園生活。家長則指資訊日讓他們大開眼界，例如校園先進的設備能促進學習，與時並進，提

升效率。可見參觀活動有助來賓增加對真光的了解，感受到校園歡樂的氣氛，他們亦稱讚真光女兒斯文有禮、

具領導才能、樂於助人，留下正面的印象。 
真光校園記者 

3B 夏卓珈 3B 鄺穎桐同學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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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感言 

4A 卜倩瑤 

聽完教授的講座後，真的是我獲益良多。這次講座所分享的數學知識「Application of Fractal Geometry——

分形幾何的應用」是一個幾何形狀可分成數個由整體縮小的部分，這亦應用在不同的範疇上，例如著名的

巴黎鐵塔就採取這種分形建築，這種設計既可以節省鐵的成本，也可以讓鐵塔維持相似的強度，真的是我

大開眼界。最後教授讓我們透過摺紙的方式，摺出一些分形的圖案，以加深我們對分形的理解和體驗。  

 
二、 香港真光書院運動會 

真光健兒顯潛能 

運動場上建友誼 

  香港真光書院第四十五屆陸運會已於 2021 年 12 月 6 日及 8 日假灣仔運動場圓滿結束。比賽期間天公做

美，為賽場倍添生氣。縱然疫情未退，卻無阻全體師生對賽事的熱情。賽場上的健兒歇力發揮潛能，上演出

一場又一場緊張激烈的賽事，再與看台的四社啦啦隊成員互相輝映，飾物盡顯創意心思，反映對健兒的鼎力

支持。比賽平分秋色，最後同唱閉幕歌曲「Auld Lang Syne」，象徵「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體育精神，為

運動會劃上完美的句號。疫情之下成功舉辦一場精彩的運動會，實屬難得，盼望同學再接再厲，來年在賽場

上繼續發放異彩。 

  當日幸邀香港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助理教授周志清博士擔任閉幕式主禮嘉賓，他亦接受了校園記者

訪問。問及如何鼓勵學生多做運動，周博士表示怕悶的學生可以找朋友陪伴，進行團體運動，例如二人打羽

毛球、到河邊跑步、一群朋友打籃球。籃球能否入籃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和朋友一起玩樂，建立良好社

交關係，亦有助增加運動的動力。至於手腳協調與否，取決於投入的時間，越多做運動，身體便越協調和強

壯。所以學生可先選擇一項適合自己和朋友的運動，藉以建立恆常運動習慣。 

  至於運動的目標和興趣，周博士有這樣的看法︰「我認為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首先要有明確目標，例如

要做到某些動作、減肥等，你便願意投入時間。當發現自己甚至願意更改本身的行程去做運動，就表示你已

對該它充滿興趣，能維持長期的運動習慣。」青少年未必找到自己最喜歡的運動，他鼓勵大家抱持開放態度，

嘗試不同的事物。老師在課堂上指導的，可以嘗試；老師推薦的新興運動，也可以積極參與，因為只有親身

嘗試過，才能判斷自己是否喜歡該運動。 

  社會漸趨追求健康生活，高中同學或會考慮於大學修讀與健康、體育相關的學系，周博士認為學生需評

估自己對運動的熱情和投入程度，同時也要善用時間溫習、搜集選科資訊、做運動，從「內到外」為未來打

算。 

 

真光校園記者 

3A 周永義 3A 黃愛琳 5A 方心怡 5D 杜雯慧同學報道 

 

三、 真光聯校運動會 

  適逢本年為真光創校 150 周年，為促進四校交流，真光聯校運動會於 2021 年 12 月 17 日假將軍澳運動場

順利舉行。運動會賽事眾多，四校人才輩出，全力為所屬學校爭光，並藉運動建立友誼，看台上的學生熱烈

地為運動員打氣，十分投入，場面盛大。當日大會幸邀香港女子擊劍運動員江旻憓擔任閉幕式主禮嘉賓，她

與學生進行一番互動，分享運動生涯的苦樂，以及迎難而上的體育精神，相信學生心中均留下深刻印象。 

 

四、 數學科講座「分形幾何的應用」 

  本校於 2021 年 12 月 21 日舉行了數學科講座「分形幾何的應用」。活動吸引了近 50 位 DTP 同學參加。

我們邀請了中文大學數學系麥偉樑博士以摺紙的形式，講解分形幾何。活動反應良好，學生作品優秀，學生

從摺紙中領略數學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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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orm 3 inter-class debating competition was an unforgettable and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me because this 
was my first time joining a debate competition and I had to get well prepared with my negative teammates within 3 
days. It was hard to get very well prepared but luckily my teammates helped me a lot and I also got a lot of good advice 
from my classmates and my English teacher. I enjoyed working with my teammates during the preparation period and 
making the rebuttals with them. We believed that our effort would get rewarded so we worked really hard and tried our 
best to make it perfect. We all rejoiced when we won the competition and I was honoured to be the best speaker of this 
competition. I wish to thank everyone who pitched in to make it a great event. 

- Helia Yeung, 3B 

I) S1 Poetry Planet 
  On 29th Octo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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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the drama performance, all S1 classes participated in an interactive poetry 
workshop led by the production crew in Nov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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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3 Interclass debating competition 

  The inter-class debating competition took place again this year after a two-year hiatus. Students from across the 
form wrote their speeches to be selected to represent their class.  Discussing the topic of wearing school uniforms, 
each class put forward their best hope. A and B classes faced off against C and D classes in a heated debate that 
impressed the judges and audience members alike.  In the end, the A and B classes came away victorious, with Helia 
Yeung from 3AB claiming the role of best speaker. 

 
 
 
 
 
 
 
 
 
 
 
 
 
III) S4 Drama workshop 

  In November and February, the school arranged a series of drama workshops for us in a bid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book, The Alchemist. 
  In the first workshop, we had some experienced drama tutors from a professional native-English drama crew to 
provide us with interactive activities.  It was intended to give us a clearer comprehension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book. They conducted a role play activity for us.  We put ourselves into the shoes of the characters, understood their 
feelings and actions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workshop as if we were really the characters. 
  The second workshop was conducted on Zoom due to school suspension.  It would be a complete 
misconception if you think that we just sat and listened to the tutors like a lecture that day, as they actually did a fun 
warm-up exercise with us.  All of us were required to stand up and shake our hands in front of the cameras!  That 
was such a breath of fresh air for us!  We also reviewed the dialogues between the characters to figure out their 
corresponding characterization and features.  At the end, we did a presentation on Zoom. What a challenging task for 
us! 
  As one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event, I thoroughly enjoyed what the tutors prepared for us, we also benefited a 
great deal from the workshops.  We learnt how to express characters’ emotions through actions and dialogues, and 
hence, improved my verbal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skills.  We are particularly grateful that even if it is more 
challenging to teach online now, they, still, did not fail us and gave us an interesting workshop on Zoom. 

Sophia Gan, 4B 
 
 
 

校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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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推廣學會 Teen 使慶中秋 
與扶康會學員及社工 ZOOM 互動 

2021/9/18 科學實驗室 

社工 老有所為 (義工服務：探訪活動、學員互動

分享、派發抗疫物資、長幼共融) 
2021/10/9-12/11 
(逢星期六) 

林應和長者鄰舍中心,嶺大賽

馬會樂齡科技體驗館 

STEAM Club 滙豐未來技能培訓計劃 2021/10/9 學校禮堂 

電腦科 參觀 Quantum Computer Exhibition 2021/10/9 HKUST 

學生會、四社 領袖訓練營 2021/10/9 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德育發

展中心 

STEAM Club 青年創客培訓計劃 2021/11/6,13,20,
12/11,18 

蒲窩青少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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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參觀／活動項目 日期 地點 

數學科 香港理工大學線上數學講座 2021/11/6 ZOOM 

中文學會 葉秋弦作家座談會- 
從閱讀和寫作印證成長足跡 

2021/11/12 圖書館 

中文學會 浪游漁港 2021/11/19 香港仔漁港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參觀 THEI 資訊日 2021/11/19 THEI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攝影師職業生涯體驗工作坊 2021/11/19 本校禮堂 

音樂學會 音樂會欣賞 : <卡門 x 愛情靂藥> 2021/11/20 荃灣大會堂 

電腦科 Girls STEM Programme - Job Shadowing 2021/12/7 ASL 公司 

科學學會 DIY 香薰浴鹽活動 2021/12/10 本校 

公益少年團及數學學會 香港仔郊野公園遠足及清潔郊野公園活動 2021/12/11 香港仔郊野公園 

公益少年團 南區寒冬送暖大行動 2021 2021/12/12,18 香港仔坊會尚頤坊、林應和

長者鄰舍中心 

化學科 神經化學：吸毒者的大腦變化 2021/12/13 本校 

宗教科 綻放生命色彩-屬靈生日會 2021/12/16 本校 

數學學會 數學講座-Origami and Mathematics 2021/12/21 真光堂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及 
宗教委員會 

你願意聽，我願意講 2021/12/22 本校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工作體驗計劃 : 大細路劇團 2021/12/25, 
2022/1/1 

牛池灣文娛中心文娛廳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工作體驗計劃 : 碧翠有機耕種有限公司  2021/12/25-27 元朗錦田水頭村 

真光 150 週年 
短片製作組 

真光 150 週年校慶 : 微電影拍攝 2021/1/15,22,29 四校校園 

生物科 李約瑟科技與文明基金會 STEM 教育公開

講座「可持續發展，青山變金山？」 
2022/1/19 學校演藝廳 

數學科、電腦科及 
視覺藝術科 

信息圖設計工作坊 2022/1/26 zoom 

音樂科 聲音運用工作坊 2022/1/28 學生活動室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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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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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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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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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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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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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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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登校長榮譽榜(President's Honour Roll)。 
9. 盧曉盈校友(2019 年畢業)肄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文學副學士(傳理學)課程，於 2021 年榮登學院成

績優異榜(Dean's Lis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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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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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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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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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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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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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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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趣趣學堂 

    踏入新學年，家教會特別為家長舉辦名為「家長趣趣學堂(第一期)」的活動，設計了輕鬆有趣的課程

讓家長參與，一方面可讓家長可善用餘暇，在忙碌的生活中有舒展身心的機會，同時，可加強家教會委員與

家長的聯繫，發揮家校合作的精神。是次活動深受家長歡迎，報名踴躍。家長義工悉心教導；參加者投入學

習，活動氣氛融洽，大家也樂在其中。 
活動內容如下︰ 
27/11/2021(六)︰製作繽紛頭飾及電話托 
4/12/2021 (六) ︰製作立體手卷紙盆栽 
18/12/2021(六)︰製作拼貼環保袋 
15/1/2022(六) ︰製作保鮮鮮花擺設(因疫情取消) 
 

二、 第三期有機耕種工作坊 
  本會再接再勵，於 2021 年 11 月舉辦第三期「有機耕種工作坊」，讓有興趣回校種植的家長學習有機耕

作的知識。 
 
三、 資訊日 

  本校一年一度的「資訊日」於 2021 年 11 月 27 日舉行，多位家長義工協助帶隊，陪伴小六家長認識學校，

了解本校的最新發展。此外，家長更到台上分享，娓娓道出選擇真光的原因。 
 
四、 第二十六屆家教會周年會員大會 

  一年一度之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及第二十六屆執行委員選舉已於 2021 年 12 月 3 日舉行。當晚除了

順利選出九位家長委員及感謝服務多年的家長委員外，大會還安排了英語朗誦表演、本校合唱團表演、樂器

表演、家長講座及分班座談會，讓家長有機會見證女兒的成長，亦能與老師傾談，了解女兒的校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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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