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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我們開始以「貞德文化」作為學生培

育的方向，「貞德文化」包括六種美德─信、望、

愛、義、智和勇，上述美德能從我校主保聖人─聖

女貞德的言行中體現出來。每年我們以其中一種美德

作為學年主題，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希望學生能夠

在日常生活中將學年主題實踐出來。今年的學年主題

為「擇善勇敢」，我們希望同學能學習勇敢地去面

對和承擔生活上的挑戰，裝備好自己去發揚校訓─

「公民責任」的精神。

在教與學方面，「提升學習效能」為本年度學與

教範疇的關注事項。我們從提升學業成績、以英語作

為教學語言及培養學生閱讀習慣各方面，有策略地進

行各項新措施，全方位提升教學質素，繼而增進學生

的學習效能。各個學習領域恆常地跟進學生的學業成

績及日常教與學的成效，適時檢討和調節教學策略，

我們亦舉辦課後增潤班，進行拔尖保底。

數學科和理科向來設有英文組及中文組，以照顧

學生的不同學習需要。在英文組方面，我們利用教學

語言微調的機遇，善用Refined English Enhancement 

Scheme的資源，邀請大學教授為我們的老師提供專

業發展課程，開拓校本教材，照顧學生學習需要，並

舉辦講座、觀課及專業交流，以提升英文班的教學成

效。

本校一向重視培養學生的閱讀習慣，早晨閱讀計

劃早於二千年初開展，並曾獲得「優質教育基金」

撥款。有見高中課程要求學生有更高的語文和知識運

用能力，今年我們進行優化閱讀計劃，早晨閱讀時段

正式納入正式課節之中，成為「閱讀課」。透過閱讀

課，我們協助學生涉獵更廣泛及優質的閱讀材料，訓

練他們閱讀的速度，以確保閱讀的質素和成效，從而

提升學生書寫表達的能力。

在學生培育方面方面，今年的關注事項為發展

「生涯規劃」，裝備學生迎接升學及就業的挑戰。我

們透過班主任節和聯課活動，有系統地將生涯規劃的

概念注入學生六年的校園生活中，引導他們思考如何

迎接未來的挑戰，為自己的前途作出最佳的抉擇。

在推行「生涯規劃」的過程中，舊生會和家長教

師會對學校大力支持，造就我們能夠為學生提供多樣

化的學習經歷。校友會透過「亦師亦友」計劃，給予

學弟升學及就業上的指導，亦安排學弟到訪他們工作

的地方，吸收經驗。家長教師會亦積極參與有關「生

涯規劃」的講座，與學校配合，協助子女訂定目標。

為了讓學生有機會應用在「生涯規劃」中學到的

知識，體驗與工作相關的經驗，我們為學生會提供資

源，讓他們在維多利亞公園年宵花市中經營攤位，從

攤位競投、入貨、銷售策略、營運等，均由學生與老

師一同策劃，舊生會和家長教師會亦出錢出力，鼎力

支持，充分體現「聖貞德大家庭」同心同德的精神。

在現今瞬息萬變的社會，我們深信學生不但要有

紥實的知識基礎，亦需具備良好的品格、正面的人生

觀和清晰的目標，我會與全校教職員、家長及校友一

同努力，為同學營造一個充滿「貞德文化」的學習環

境，培育他們於校園內外，活出「貞德文化」，榮神

益人。

黃慧珍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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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宵攤位以「正能量」為主題，希望為全港市民打打
氣，在新一年馬上有運滿有希望。攤位主要售賣「馬上有運」的
馬年毛公仔、緊貼時事的「發牌燈座」、為香
港人打打氣的「打氣座墊」，以及為港人帶來
希望的彩色水晶花。

為使一眾參與同學透過
籌 辦 年 宵 攤 位 有 效 營 運 ， 攫
取更多課堂以外的知識及豐富同
學「與工作相關的經驗」，早於
十二月初，學生會成員與年宵攤
位的工作人員參加了由香港專業教
育學院﹙柴灣分校﹚工商管理系舉
辦的工商管理基礎課程，學習促銷

方法、貨品售賣技巧、預算制定及財務安排等。喜見同學們於年宵活動中，落力認
真，學以致用，將學到的工商管理知識應用在年宵攤位當中，此外，在整個籌備及售
賣過程中，同學們充滿自信，發揮出無限潛能與創意。

除維園年宵攤位之外，本校更於一月二十二至
二十六日參加了「APM創意潮人年宵市集學生創
業場」，預售年宵產品，讓同學實習銷售技巧。

舉辦年宵攤位不但為同學帶來寶貴的課堂以外
經驗，更能凝聚貞德人，讓本校師生、家長及校
友加強聯繫及互動，使學校充滿「正能量」。

學生會維園年宵—

馬上有運運 本屆學生會Athena投得馬年維園年宵攤位，攤位名為「馬上有運」。活動得以順利

舉行，正是結合著師生、家長及校友的力量，群策群力的成果。一眾熱心家長協助製

作彩色水晶花，校友出錢出力，鼎力贊助，充份體現了貞德大家庭的團結精神。

黃校長與學生會會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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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品包裝

• 攤位設計及裝飾

• 工作人員簡介會議

• 參與「APM創意潮

人年宵市集學生創業

場」(1月22至26日)

• 校內預售

• 印製海報、邀請卡及

宣傳單張

• 在公教報刊登廣告

• 學校網頁宣傳

• 學生會facebook宣傳

• 學生會宣傳短片

• 接受新城電台及網上

電台訪問

•籌備會議

•舉辦產品設計比賽

•前往內地採購貨品

•招募工作員

• 學生會成員參加由香港專業教

育學院 (柴灣分校)工商管理系

之工商管理基礎課程

• 成功投得維園年宵攤位184號11月
5日

1月
25日

1月
25-31日

• 年宵攤位

• 年宵攤位開幕禮

會長 中五信 王嘉煒
舉行一個年宵活動，需要牽涉多個範疇，也要同時協調

多個部份，例如產品設計、銷售策略等。作為學生會會長，我的
壓力比其他成員更多，不過我也將今次活動當作是一次面對壓力的
訓練，提升自我。

另外，於籌備期間要處理大量突發事件，令我的危機管
理意識也大大增強，對於將來籌辦活動大有裨益。

內務秘書 中四信 馮柏皓
這是我首次籌辦年宵，是一次難得的學習

機會，當中我學習到如何籌備活動、如何經營
一盤生意；不過最重要的，當然可以接觸

社會不同階層，豐富我的閱歷。

家長及同學均踴躍選購貨品

學生會成員接受電台訪問

招募人手

年宵攤位位置

校監、校董、家教會會長、校長、副校長、
校友代表一同進行剪綵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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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高唱大會主題曲「突破顯潛能」

本校與觀塘瑪利諾書院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及二十七日聯合主辦香港天主教教區

中學第二十一屆聯校陸運會，是次陸運會假將軍澳運動場舉行。開幕禮主禮嘉賓

為陳志明副主教、天主教香港教區教育事務主教代表助理儲富有先生、香港田徑

隊傑出運動員一萬米、十五公里及半馬拉松香港紀錄保持者紀嘉文先生及香港教

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體育﹞何振業先生。閉幕禮由陳志明副主教及教育局局

長吳克儉太平紳士主禮。

聯校陸運會為香港天主教教區中學每兩年一次的盛事，作為主辦單位之

一的本校，於籌備過程中，為豐富同學於活動中吸取「其他學習經驗」，老

師盡量造就機會，同學參與各單位工作的。結果，各同學於聯運

會中表現出色，備受嘉賓及友校讚賞，可喜可賀。

第二十一屆聯校陸運會圓滿成功
聖 貞 德 師 生 表 現 出 色

開幕禮及閉幕禮主禮

嘉賓陳志明副主教

閉幕禮主禮嘉賓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太平紳士

接待大使「航空青年團」，
熱誠有禮

捕捉最佳神韻，拍攝認真

老師指導有方，
禮節司稱職得體

本校運動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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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講座：老師好介紹
九月十六日，

我 們 邀 請 了 劉 詠

琛 老 師 、 倪 俊 老

師、譚永亮老師、

張 志 榮 老 師 及 鄧

振邦老師主持閱讀

講 座 ， 他 們 分 別

介紹不同類型的書

籍，如My Sister's 

Keeper、認識九型

人格、我在肯亞跑

步的日子…

購書團
十一月十五日圖書館舉行第一次購

書團活動，地點為灣仔三聯書店，是次

有十多名同學出席，為圖書館增添了

六十餘本讀物。

閱讀課新安排
為培養同學有良好的的閱讀習慣，達致「從閱讀中學

習」及提升語文能力的目的，我們於2013-14學年，配合時

間表的新安排，中一至中四級第一堂定為「閱讀課」。專責

小組與各科緊密合作，有系統規劃「閱讀課」的內容及設計

工作紙，著力提升同學閱讀素質，擴闊同學知識領域，延展

他們自學能力。

老師分享娓娓動聽，內容精彩，同學留心聆聽，還答對問
題，還可贏得豐富獎項！

今年學校開展了平板電腦互動學習計劃，於圖書館建立了

iPad Learning Centre（iPad平板電腦學習中心）。學校現已添

購二十部iPad平板電腦，配合AppleTV和WIFI設備在全無線的

環境下進行互動多媒體學習。老師可運用iPad及其下載的各種

Apps，豐富教學內容。隨著電子書的發展，老師也可選取合適

的電子書，開放給學生操作，引導學生進行自主學習。

此外，老師亦接受培訓，利用免

費Nearpod App教學平台製作教學互

動及即時回饋課件。老師在iPad上使用

Nearpod App軟體進行線上即時互動教

學，在教授過程中，老師可演示上課重

點、播放多媒體影片、顯示即時統計及

成績分析，更可讓學生完成即時互動回

饋（手寫、選擇及是非題），並將個別

學生的結果分享到全班的iPad畫面上。

計劃初期，主要在中一級英文科試行，而個別老師也參與進

行試用計劃，期望累積經驗，從而發展有效的平板電腦教學模

式。平板電腦互動學習除了能配合學校課程之外，更能提高學生

自主學習的機會，達到提升學生學習表現！

iPad Learning Center

教師積極學習使用Nearpod App製作

互動教學及即時回饋課件

同學專心使用iPad進行自主學習

老師正利用Nearpod App
將個別學生的結果分享
到全班的iPad畫面上。



65th HK School Speech Festival Results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Boys

1st runner-up 3FA Dexter Cheng Kwai Lai
3CH So Yu Chit

2nd runner-up 3FA Tam Chun Cheung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1-Boys

Merit 1FA Chan Lik Wang Cheng Chun Ngai
Chan Tsz Chung Chan Yung Ho Kobe
Choi Chun Wai Lui Hung Kit
Mak Cheuk Kiu Tan Tzs Long
Yeng Gaston Chan Sing Yue
Yeung Long Ting Wong Pak Yeung
Ye Yike Yim Hoi Chun
Shek Ho Wong Kam San

1HO Liang Wayne Jie Wayne
Chan Ka Ho Ngan Ka Chun

1CH Chun Wai Chun Ng Hok Chi Solomon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2-Boys

Merit 2FA Leung Wai Choi Tsang Ling Ho
Tsang Nok Yung

2JU Tsoi Chun For Chek Chung Hei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Boys

Merit 3FA Suen Tsz Ho Lo Sum
Siu Ka Chun Leung Jeffery Ho Yu
Leung Ming Yin

3HO Chau Bo Chun Leung Tsz Wa
3JU Wong Ki Yan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4-Boys
Merit 4HO Kwan Chung Yin Yeung Wai Kiu

Wong Lok Man Jeffrey
Lam Man Tai Kittikwun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5-Boys

Merit 5FA So Lok Man

5CH Ng Sai Him

Public Speaking Team Non-open 
Secondary 4 to 6- Boys and/or Girls

2nd runner-up 5FA David Chu Chun Kiu
Cheng Shen
Chan Chak Ming

Public Speaking Solo Secondary 2
Merit 2HO Chan Wai Ki

Public Speaking Solo Secondary 3 
and 4

Merit 3HO Matthew Tse
4FA Yu Chi Shing
4HO Lai Hor Ming

Public Speaking Solo Secondary 5
Merit 5FA Choi Ming Yeung

Chiang Man Kit
Ng Hok Nin Arthur

Public Speaking Solo Secondary 6 
and Post-secondary

Merit 6CH Chan Chung Yip

6

豐富英語學習環境
• 英 語 大 使 計 劃 、 英 語

角、閱讀之友、英語茶
座、英語電影欣賞、英
語話劇及英語演說等。

中英文朗誦節成績

本校著力為同學營造英語學習環境，恆常舉辦多元化英語活動，為同
學提供活用英語的機會，並提升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活動包括：

• 英文早會：訓練學生英語說話及聆聽能力。

• 紐西蘭交流互訪計劃

• 積極參與校外英語活動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成績
中四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亞軍 四望 鄧栢聰

中三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 三信 陳德倫

中五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 五智 胡嘉軒

中一男子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 一信 呂鴻杰

中六男子散文獨誦

優良 六愛 陳忠業

中文朗誦節得獎同學及參賽同學

英文朗誦節得獎同學、
參賽同學及負責老師

Donald Mak中一、二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一信 鄭俊毅、石浩

中三、四男子普通話詩詞獨誦

優良 四義 柯嵩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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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jamin, 
Anson and their family 
have taken incredible 

care of me.  

本年度已是學校舉辦第四屆「紐西蘭交流互訪活動」，在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

十四日，本校15名中一至中五級同學在老師帶領下，在紐西蘭首府奧克蘭渡過了難

忘的十六天，同學們入住當地人的家庭，體驗紐西蘭的風土人情。同學平日於Elim 

Christian College上課，學習英語，旅紐期間更參觀了當地名勝，獲益良多。

九月二十四日至十月五日，26名來自紐西蘭Ponsonby Intermediate School的

初中同學回訪本校，寄宿於本校同學的家庭，融入香港人的生活當中。本校為

使紐西蘭同學們認識香港及中國文化，我們為他們安排中國傳統文化、手工藝工作坊，

並與他們到訪一些友校及一起參觀香港名勝、熱門旅遊景點。

紐西蘭交流互訪2013

Amelia Looyd

Henri Locke
Lucie

Gaston Yeng

This programme 
has been a really 
great experience 

for me.  

It was so much fun 
making friends with people 
from St Joan of Arc and they 

were all very nice and 
welcoming.  

After 
this programme, I 

did not only improve my 
English, but also met a 

lot of good friends.  

I treasure most at the 

moment is our friendship.  

It really feels great to have 

good fr iends miles 

away.  

Hong Kong 

has been so much fun!  I 

will remember this experience 

forever.  We have done so much and 

I have learnt so much about Hong 

Kong and the people around me, 

from and not from NZ! 

The whole 
experience was 

amazing and I 
made a lot of 

new friends. 

Austin
 Chan

Donald Mak

Cooper



為了裝備同學面對將來的挑戰，學校全方位地推行生涯規劃活動，

從而協助同學為自己的前途作出明智的決定，藉著一系列活動，讓他們

由認識自己開始，按部就班地學懂生涯規劃，好讓他們能更有信心去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路向。在推行生涯規劃時，本校升

學及輔導委員會根據以下六大範疇為本，為本校同學推行合適的活動：

•自我認識　　•認識職業世界　　•認識升學路向　　•認識環境　　•培養生涯規劃所需的技能及要素

 曾諾言 天主教同學會委員

在今次賣物會我能夠體會到團結的力量！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三日為港島區明愛賣物會。本校天主教同學會聯同北角聖

猶達堂一同參與攤位遊戲設計及賣物的工作。活動得以順利舉行，感謝一眾師生

數月來的努力及衷誠合作。

 鄧栢聰 天主教同學會會長

讓我最為感動的是同學不辭勞苦的付出，除了一眾幹事們，其他同學也踴躍
擔當義工。賣物會當天有不少同學和校友專誠到場，給予參與之同學甚大支持。

 崔仁鍏 天主教同學會副會長

大家互相合作、互補不足。藉著今次的活動，我覺得加
深了天主教同學會各成員的了解。

 莊瀚林 天主教同學會委員

當我看到場內很多小朋友也拿著我們攤位送出的氣球，
展現出開心的笑容，令整天忙碌的我覺得付出是很值得的！

本校少年警訊熱心服務社區，在十月至十二月期間，共舉辦了六次攤位遊戲活動。

10月19日 東區道路交通安全嘉年華 2013
11月16日 少年警訊社區共融暨滅罪嘉年華 (柴灣環翠邨) 
11月17日 少年警訊參與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金禧中心開放日暨嘉年華會
11月23日 少年警訊東區滅罪助更新嘉年華 (西灣河愛秩序公園)
12月21日 東區康樂體育促進會東區聖誕嘉年華
12月24日 善導之母堂聖誕嘉年華北角樂群社會服務處聖誕嘉年華

少年警訊共襄善舉服務社群

生 涯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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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足球隊入選「香港賽馬會學界足球發展計劃」，是次計劃由英超
球隊「曼聯」以及香港足球總會合作，讓年青球員盡展潛能，在眾多申請
學校中，本校能脫穎而出，成為其中十四間參與學校。

是次計劃由曼聯足球學校總教練克里斯托弗•奧拜恩將主導執行，為
期五個月（2013年11月至2014年3月）。奧拜恩先生將定期探訪參與計
劃的中學，並為每間學校提供一套曼聯足球學校「學習錦囊」，包括訓練
工作坊及教材，讓同學受惠於曼聯足球學校的專業訓練及正面學習態度。

一年一度之中二級領袖訓練營於一月十四日至一月十七日假

青年會黃宜洲青年營舉行，全級同學第一天於西貢灣仔野外露

營，期後三日兩夜在黃宜洲青年營進行領袖訓練活動。同學在是

次訓練營表現投入認真，高度發揮團隊協作，尤其在行山活動，

同學僅以兩小時三十分鐘便完成整個旅程，需時遠比往屆同學為

短，實在值得嘉許。

中二級領袖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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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姓名

當然委員
金東周神父

黃慧珍校長

主席 梁寶琳女士

第一副主席 史蕙敏女士

第二副主席 蔡黎惠賢副校長

秘書 朱永強先生

助理秘書 韓錦鳳老師

司庫 蕭美兒女士

助理司庫 陳黃貝旋老師

聯絡及康樂

趙玉潔女士

王奇志女士

孫惠鈴女士

區潔冰女士

總務 張淑梅女士

助理總務 倪俊老師

周年陸運會家長競步比賽

親子講座一了解孩子心
12月14日

黃慧珍校長及梁寶琳主席致送紀念品
予主講嘉賓鄧藹霖小姐

新一屆委員於就職禮合照

中五信朱雋翹同學於2013年東
區家教會聯會之親子堆沙比賽
獲「中學組最佳演說獎」

家長教師會第四十三屆執行委員會

親子堆沙比賽
11月24日

陸運會
10月15日

家教會參與堆沙比賽
成員大合照

家教會於十一月十六日舉行盆菜宴，家長、老師及同學聚首一堂，共享美食

盆菜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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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舊生會主席羅世傑醫生(1964)
出任是次活動之籌委會主席，他與副主
席歐陽卓倫醫生 (1967)、總統籌主任高
漢明 (1967)、各籌備委員以及各本地
及海外聯絡人的努力下，經過近兩年籌
劃，十多次會議，「聖貞德校友第二次
重聚」活動終於在2013年11月25日至
30日順利舉行。

重聚活動先由11月25日的「舊校舍
及中區導賞團」展開序幕，當天的重頭
戲是傍晚在中區嶺南會所特別為歡迎海
外歸來的校友而設的「歸家招待會」。
期後分別舉辦了兩個旅行團─11月26日
至28日的「東莞及珠海美食團」及11月
29日「坪州海鮮團」。

是次重聚活動的高峰是11月30日
舉行的「重聚大會」。當天在禮堂筵開
21席，總共有近200多位本地及海外

校友參加。大會在下午三時正式開始，
首先是下午茶招待時間，大會準備豐富
的點心及飲料，讓校友們聯誼。期間籌
委會主席羅世傑醫生及黃慧珍校長先後
致詞，歡迎校友重臨母校並一同拍攝大
合照。到四時正，由校監金東周神父在
校內的小聖堂主持感恩祭，讓校友為母
校及眾恩人祈禱。彌撤後，大會安排校
友們參觀校園，重溫舊夢及了解母校的
最新發展。黃昏六點半，重聚晚會在聖
貞德樂團的表演樂聲中正式展開，接著
陸續進行一系列精彩的表演節目。期間
籌備委員會副主席歐陽卓倫
醫生介紹各籌委會成員，並
由一眾籌委帶領全體高唱新
舊版本校歌。大會在宴會進
行時安排了樂隊演奏懷舊金
曲，更有校友到台上高歌，
將參加者的情緒推向高峰，

掀起了晚會的高潮！舞台上進行各項表
演節目，台下大家則敘餐聯誼。會場外
也進行不同班級的合照，非常熱鬧。

畢業後數十年，校友們雖天各一
方，有各自的生活，但多年後仍能重聚
一堂，實是令人值得回味的人生美事。
今次出席人數更創空前紀錄，總人數高
達200多人，從早年到近年畢業皆有。

「聖貞德校友第二次重聚」活動在
各人互道珍重及再見聲中畫下完美的句
號！

「聖貞德校友第二次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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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就

2013-2014年度(上學期)運動員得獎項目
比賽名稱 比賽項目 組別 獎項 班別 姓名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六信 梁曉峰

賽馬會青少年足球發展計劃 暑期推廣2013第三階段分區錦標賽 香港島A2組 冠軍 四信 李浚晞、吳柏朗

香港天主教教區中學第二十一屆聯校運動會
男子400米 甲組 亞軍 六望 黃星文

男子推鉛球 丙組 亞軍 一望 鄧錦澤

學界游泳錦標賽(香港區-第三組別)
男子100米自由泳 乙組 殿軍

三信 葉季泉
男子200米蛙泳 乙組 殿軍

聖文德書院13-14年陸運會 4×100米友校邀請賽 季軍

六信 梁曉峰

六愛 蘇子康

六望 黃星文

五望 羅程昊

學界越野錦標賽(香港區-第二組別) 男子個人全場第九名 甲組 第十名 四信 李浚晞

校友優異學術表現2012-2013
Name of 
Student University Year of Graduation 

in SJA
Year of Admission in 

Baptist University Study Programme Academic Honours

Lam Hoi Ting Hong Kong 
University 2011-2012 (F. 7) 2012 BEng in Engineering Science Engineering Outstanding 

Students Scholarship
Leung Pui Ying

Baptist 
University

2008-2009 (F. 7) 2009 Bachelor of Arts (Hons.) in Translation Dean’s List

Tam Hoi Pong 2009-2010 (F. 7) 2010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s (Hons.) in  
China Studies-Sociology Option Dean’s List

Yeung Kwong 2009-2010 (F. 7) 2010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ons.) 
(Marketing Concentration) Dean’s List

Wu Kit Wa 2010-2011 (F. 7) 2011 Bachelor of Science (Hons.) in Chemistry Dean’s List
Lam Hun Chuen 
Brian 2010-2011 (F. 7) 2011 Bachelor of Social Sciences (Hons.) in 

Geography Dean’s List

Lau Yuk Man 2010-2011 (F. 7) 2011 Bachelor of Pharmacy (Hons.) in  
Chinese Medicine Dean’s List

Mak Wing Shum 
Winston 2011-2012 (F. 7) 2012 Bachelor of Science (Hons.) in Applied Biology 

(Environmental Science Concentration) Dean’s List

獎項 得獎學生

第十三屆「星
星河全國少年
兒童美術書法
攝影大賽」-
高中組
（為2012-2013
年度之班別）

特等獎 一愛 盧柏熹

一等獎 四信
柯發霖
張恩諾

二等獎 四望

許旻浩
羅程昊
梁和興
陳智峰
梁潤寶

三等獎

四信
朱雋翹
高皓天
蔡銘洋

四望

鍾旻洸
簡嘉進
張世傑
馮德熙
周學宏
陳子傑

四智

何家樂
何柏麟
劉家興
方奕成
范司元
伍冠匡
馮健生

四愛
楊諾熙
王凌峰
蔡子鴻

獎項 得獎學生

祈良神父獎學金 2013-2014 六信 梁俊銘

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2012-2013
六義 何嘉偉
六智 陳鋆豪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獨誦 (粵語) - 亞軍 四望 鄧柏聰
65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olo Verse Speaking 
(Secondary 3) competition - 2nd runner-up 3FA Tam Chun 

Cheung 

獅球教育基金「青苗學界進步獎」
（為2012-2013年度之班別）

1CH 朱浩文
4CH 黃梓濠
1FA 郭明裕
4FA 洪俊濠
1HO 施政安
4HO 謝天承
1JU 陳嘉偉
4JU 何俊傑
2CH 李昱平
4WI 吳國謙
2FA 曾子謙
5CH 施湧正
2HO 劉浩賢
5FA 李浩銘
2JU 周俊傑
5HO 陳頌揚
3CH 陳銘謙
5JU 莫柿穎
3FA 葉韋熙
5WI 陳鋆豪
3HO 李汶徽

廣東省第十四屆少兒小提琴演奏比賽-少年B組 - 銀獎

一望 盧爾文
第二屆曰本香港國際音樂比賽專業組 - 銅獎
Hong kong Youth Barclampory Music Festival (in violin 
diploma class)  - 第二名

獎項 得獎學生

第十三屆「星
星河全國少年
兒童美術書法
攝影大賽」-
初中組
（為2012-2013
年度之班別）

一等獎

三望 關頌賢

二信 蔡曉嵐

二義 黃文裕

三愛
黃兆璋
林澤坤

二等獎

二望 胡澤鍵

三信 周栢熹

三望

覃志諾
高庭軒
李汶徽
唐文軒

三愛
蘇俊晞
馬雋騫
梁錦豪

四信 蘇洛文

三等獎

一望
賴映廷
鄭灼熙
黃俊澔

一義
彭千騰
鄒濠龍

二望 黃汯樂

二愛 李昱平

二義
陳耀斌
李浩峰

三信 周栢熹

三望 楊鎧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