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由於去年社會事件及今年新冠病毒疫情關係，2019-20 家教會大部分活動取消 )

18-10-2019	 第十一屆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及晚宴；常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28-11-2019	 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20-01-2020				出版第 21 期家長教師會會訊。

09-07-2020				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10-08-2020				第 21 期家長教師會會訊寄發予沙田、大埔、北區小學家教會。

9月至	11 月			逢星期一、四，林錦江老師主持「家長書法班」，教授書畫。

2019-2020	第十一屆會務報告	:

受新冠病毒病影響，由 2020
年至今，同學不時

在家學習，感謝家長教師會陳
主席及委員鼎力支持，

互相配合，讓學校順利推展資
訊科技電子學習平台，

家長也不時參加各項網上活動
，了解學校的新動向。

學生在網上課堂和電子學習平
台上與同學交流外，更主動

參與各項校內外活動，體驗多
元學習經歷。本學年，學校參

加賽馬會「奧夢成真

—奧翔計劃」，透過體適能運
動，培養同學恆常運動習慣。

另外，學生會籌辦「網上

師生同樂日」，各人施展渾身
解數，在網上平台為大家打氣

。

在校外比賽方面，本學年張婷
婷同學榮獲大埔區傑出學生獎

、新界區優秀學生獎

殊榮，感謝大會肯定張同學的
努力和付出。學校在音樂和繪

畫比賽，再創佳績，更在

聲樂、舞蹈、作曲上備受肯定
，師生深受鼓舞。此外，多位

同學於校際朗誦節中、英

文朗誦比賽中，榮獲良好及優
良獎狀，更勇奪英文朗誦亞軍

及季軍獎項，衷心感謝同

學和指導老師的付出，共享佳
績。

展望將來，誠如主席及各委員
所言，期望疫情盡快過去，校

園再添活力。最後，

謹此祝願大家身體安康，平安
吉祥！ 梁穎媛校長

陳珮珊主席

今年我仍是說：感謝大家信任我，讓我繼續在
「疫」境中為大家服務。

過去的一年，我猜大家都有著千言萬語，盡在不
言中。

這一年多的疫情，可說是一件世界性可怕的突發
災難。我想，所有人都應和我的想法一樣：「疫情快
點過去吧！好讓一切回復正常。」大家都盼望孩子可
以如常回校學習，帶著笑容過他們該有的校園生活。

經過這次疫情，相信大家更注意日常衛生習慣，這可算是疫情帶來唯一正
面得益。我盼望在走出疫情後，我們家教會能如往常舉辦多元化活動，大家一
起積極參與，彼此加深認識。

最後，謹此祝願大家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這兩年全球的「主角」，新冠病毒可
說是當之無愧。

過去的一年，大家都過著「小心翼翼」的生
活，因為病毒具有極高的傳染性，而且感染後帶來嚴重的影響和
後遺症，令大家提心吊膽。

家教會以往舉辦的活動，今年都暫時擱置。我們家教會活動
如親子旅行，以往都極受家長和同學們歡迎。我當然和你們一樣，
希望這次疫情盡快結束，還我們自由自在的日子，讓家長可再次
參與我們舉辦的活動。

新年肇始，祝大家身體健康，家庭幸福，牛年順利。

司庫陳卓華校董

陳美蓮副校長

秘書麥錦澤老師

牛年伊始，先祝各位牛年順利，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這句話，我想是過去一年最

多人說的「祝願語」。的確，健康是無價的，

尤其是當我們面對這從未出現過的病毒。

這一年來，感恩香港曾有零三年「沙士」的經驗，大部分市民

都能配合政府的呼籲，做好個人衛生，致使疫情不像歐美那般嚴重。

我們仍需嚴守衛生指引，適應戴好口罩、勤洗手這種「新常態」，不要

讓新冠病毒有機可乘。隨着疫苗的面世及市民的廣泛接種，相信我們可一步一步地

恢復正常的生活。

待疫情完全受控後，家教會的各項活動就能復辦。希望很快可以在家教會活動中

和各位家長見面

有些同學跟我
說，過去一年的
生活十分沉悶，
因為每天大部分時間除了躲在
家裡外，還是躲在家裡，是名副其實的「宅男宅
女」。

說真的，這次疫情也真的太長了，也是前所
未有，大家只好暫時忍耐。疫情影響全球，除了
有效的疫苗外，實難看到別的曙光。這一年多的
疫情，大家的生活習慣都改變了，學生的上課方
式和人們的工作形式也起了極大的變化，幸好互

聯網普及，才不致讓地球在疫情中「停轉」。

當我們開始漸漸習慣了這個「新常態」，當然也希望疫情盡快終結，讓大家的生
活方式可以有更多的選擇。

希望走出疫情之後，在家教會的活動中能夠和大家見面。

校長的話

主席的話

家長心聲 

副校長的話

老師委員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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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定邦老師

吳惠芝老師

2020 年是特別的一年，疫情一直起起伏伏。

令我開心的，是本屆家教會家長委員，大都是
熟悉的面孔，家長委員依然心繫學校，從沒變更；
但今年仍無法舉辦以往的親子活動，彷彿整個家教
會只留下了一個空殼子。

如果沒有疫情，我們的親子活動可精采了，在
這春光明媚的三月，家教會親子遊讓我們踏上青蔥
的郊野草地，一起享受那溫暖的陽光；而親子環保用
品手作坊和乾花製作也令雙親節更添溫馨。

盼望疫情快點完結，可以和你們在活動中相聚。

大家好，我是莫定邦老師。

今年是第一年加入家長教師會，

請多多指教！家長教師會的作用好比學校

與家長之間的橋樑，在溝通上扮演着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盼望大家能充分合作，發展家校合作的最大效果，為同學們創立理

想的學習環境，伴著他們成長！

今年很開心能夠參與家教會的工作，卻無奈遇上新
冠病毒的疫情週期。

本校家教會活動頗受家長和學生歡迎，因為學校一直
有一群有心有力的家長義工，每年默默地為這些活動付出
時間與精力。

翻開以往的會訊，不難發現每年的親子旅遊，都給師
生和家長帶來無窮歡樂。而雙親節各項活動，不管是製作
潤手霜或環保用品，都促進了親子關係。

衷心希望疫情可以盡快受控，讓我們的校園能回復以往
的正常日子，家教會的活動也能夠正常舉行，讓我能夠進一
步認識各位家長。

司庫陳姿良老師

顧問	 	 	 梁穎媛校長

名譽會員	 	 黃展茂先生

名譽會員	 	 黃李麗芬女士

名譽會員	 	 黎嬌珍女士

名譽會員	 	 李佩瑛女士	

名譽會員	 	 郭潤燕女士

名譽會員	 	 黃兆妤女士

名譽會員	 	 黃		萍女士

名譽會員	 	 林錦江先生

名譽會員	 	 黃國基先生	

2020-2021 第十二屆常務委員芳名

主席	 	陳珮珊女士	

副主席	 	鍾志玲女士		 姚德祺副校長

秘書	 	鄭玉鳳女士		 麥錦澤老師

司庫	 	陳卓華先生		 陳姿良老師

幹事	 	霍紀華女士		 陳美蓮副校長

幹事	 	羅云芳女士		 張穎璇老師

幹事	 	宋庭美女士		 吳惠芝老師

幹事	 	余燕春女士		 莫定邦老師

選任委員	 委任委員

吳惠芝老師課餘美術作品

老師委員感言

新任老師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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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選科

書法班書法班 疫情下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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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無數次幻想過站在航天城，與優秀的太空人見面的情形。

這次能成功從全港優秀學生中脫穎而出，獲選成為三十名前

往北京的少年太空人中的一名，我倍感榮幸。雖然數日的體驗營已結

束，但曾經困難重重的三次選拔面試、遇到任務與小組組員協力共闖

難關的片段，以及最後成功站在北京航天城前的回憶，卻都如昨日般

歷歷在目。

我們前往了數座不同城市，足跡幾乎跨遍了半個中國地圖。行程

的第一站，就是有「中國天眼」之稱的射電望遠鏡——FAST。為防干擾磁場，我們上交了

所有發出電磁波的設備。我們乘坐旅遊車，跨過群山，見到了它的真面目。它藏匿於層巒

疊翠間，外表就像一個巨型的大鍋。誰能想到，這個「大鍋」竟然可以接收一百三十多億

光年中的所有信號，幾乎達到我們所瞭解的宇宙的最大邊界。早在此次行程前，我就為能

親身前往火箭發射場和航天城倍感榮幸，更沒想到能親眼目睹如此遠超世界的先進發明，

完全是此次旅程的「意外收穫」。

行程的第二站，我們連夜飛往北京航天城。可惜天公不作美，飛機航班延遲，一批人

不得不滯留在貴州。我們坐上了前一批航班，有幸能體驗行程以外——製作火箭模型的機

會。機會得來不易，令我們更加珍惜製作火箭模型的過程。老師的指導、組員的合作、看

著機翼成功插上火箭機身，我們成功製作了一架屬於自己的「火箭」；看著火箭緩緩升空

，飛向遠方。這是我第一次親身製作火箭模型，除了有全新的體驗以外，我也獲得了與組員

間互相合作的友情。火箭製作成功後，我們還到了航天訓練基地，了解宇航員進入太空前

需做的準備，前往在火箭發生意外保護宇航員安全的「逃逸塔」，品嘗了豐富的太空食物

，體驗成為太空人之前必須經歷的測試 ...... 成功站在航天城的門前，更有幸跟兩位資深	

宇航員合影，我心裡有說不出的激動。

行程的第三站，我們飛往甘肅酒泉衛星發射中心，這個見證了中國航天工程的一代又

一代發展史的地方。基地在茫茫的沙漠之中，周圍還不時有軍隊的車輛經過；極少人能親

身探訪火箭發射基地，所以我更加珍惜這次參觀。這裏還保留著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發

射基地。穿過殘存的地下防空洞，我們見到了當時有限的設施；但卻正是這簡陋的設施，

開啟了中國航天事業，帶領中國航天發展向前走了一大步。站在幾層樓高的火箭發射台上，

不再是電視機裡遠遠觀望，我第一次親身感受了火箭的巨大，更顯人類的渺茫。我們前往火

箭發射指揮中心，像發令員一般在台前喊下倒數......這些曾經只能在電視機裡看到的畫面

，只能依靠想像的畫面，現在真實地在我面前出現了。

暮色四合，燈火漸近，吃完當地特色的烤肉串、蘭州拉麵；躺在酒泉無垠的黑夜裡，

與同行幾人一起探討太空的奧秘，觀望遠處的星星點點，我真不想這次行程那麼快結束。

最後一站，我們途徑西安轉機回港，就在秦始皇陵，留下了最後的旅行足跡。再回想

起當時，無論是皇陵內塵封的歷史也好，望遠鏡內遙遠的恆星與宇宙的間距也罷；那個夏

天，都離我那麼遠，卻又那麼近。我知道，它永遠沒有結束，而是成為我記憶的一個片段

，一直陪伴我。

*後記：文本作者張婷婷同學，本學年當選大埔區傑出學生，謹此恭賀。

少年太空人體驗有感 4C 張婷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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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聯會設立獎項 獲獎條件 金額 班別 得獎學生

香港佛教聯合會佛學獎 年終佛學科最高成績

200 1A 徐小媚

200 2A 姜旭蕊

200 3C 張婷婷

智林法師獎學金 年終倫理與宗教科最高成績
200 4B 鄭正心

200 5B 黃慧洁

張妙願居士獎學金 學行優良

200 1A 徐小媚

200 2B 楊咏柔

200 3A 陳靜淑

沈香林基金學行獎學金 學行優良

200 4A 林梓游

200 5A 陳美燕

200 6B 林茵茵

何德心居士飛躍進步獎學金 學年成績顯著進步品行優良 ( 全級 )

250 1C 許澤安

250 2A 林紀慧

250 3B 陳業豐

250 4B 賴文俊

250 5B 林汶熙

250 6A 蔡宇鳳

本校設立獎項 獲獎條件 金額 班別 得獎學生

周炳接伉儷品學兼優及孝親獎學金
品學兼優及孝順父母 ( 由各班主任選出 )

第一至十名及操行 B 或以上
400 3C 張婷婷
400 6C 王紫丹

慈祥法師獎學金（進步獎） 學年成績顯著進步

100 1A 梁培熙
100 1B 黃詩淇
100 1C 劉至珍
100 1D 趙惟善
100 2A 姜旭蕊
100 2B 黎荣俊
100 2C 周雅雯
100 3A 袁可盈
100 3B 麥綺綺
100 3C 黃杰治
100 4A 林靜宜
100 4B 曾宝怡
100 5A 葉浩良
100 5B 陳穗雅
100 6A 朱茼茵
100 6B 黃冠霖
100 6C 盧思宇

本文作者為本校2017年中六畢業生，現在於台灣升學。

還記得「大學」這兩個字，曾經是我最

嚮往的夢想，也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而今天的我成為了一名即將畢業的大學生。

在大學裏不用再擔心被訓導老師記校服儀容不

整，只需要苦惱今天穿什麼。不用再擔心上課遲到

或早退要怎樣做，只需要靜靜和低調的，盡量不去影

響大家的課堂便可。沒錯，大學是一個講求自律自覺

的地方，我們暫別了父母的庇護，遠離了老師的督促，

只有自己管束自己。在大學裡，到處都是知識，除了

課本知識外，參與不同組織和活動，也開拓我的眼界

和視野，讓我增長了不少。

我們需要良好的時間管理，讓自己有更多機會領

悟到多姿多彩的大學生活。我非常慶幸曾有過大光慈

航的校園生活，學校推廣多元化的學習生活。當時課

外活動時間我參加了跆拳道和排球等課

外活動，也藉此培養出我的興趣。

在大學裡，我也參加了學系的排

球隊和大學一般組的跆拳道代表

隊。這令我在大學生活中除了

學習學科上的知識外，也讓我接

觸多元的學習活動，令我成為一

名「活動人」，讓我學習到更多課本

以外的知識。

	

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獎學金得獎名單 (2019-20 年度 )

校友的話

陳靖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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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燦獎學金
( 中四級 )

中四級下學期各主修科第一至三名

數學 第一名 250 4B 何雅欣

數學 第三名 100 4A 陳美麗

通識 第一名 300 4A 竇丹

通識 第二名 200 4B 高曼莎

通識 第三名 100 4A 何李信

中四級下學期各選修科第一名

企財 200 4B 劉址祺

生物 200 4B 何雅欣

倫宗 200 4B 鄭正心

中史 200 4A 章嘉麗

資通 200 4B 吳清寶

組科 200 4A 林梓游

經濟 200 4B 林俊荣

地理 200 4A 吳健成

數學單元二 200 4A 林梓游

旅款 100 4A 章嘉麗

旅款 100 4B 高曼莎

視憑 200 4A 林靜宜

黎燦獎學金
( 中五級 )

中五級上學期各主修科第一至三名
 

中文 第一名 300 5A 吳浩賢

中文 第二名 200 5A 魏玉儿

中文 第三名 50 5B 邱俊江

英文 第一名 300 5A 魏玉儿

英文 第二名 200 5B 張淇渺

英文 第三名 100 5B 黃慧洁

數學 第一名 300 5A 曾孝和

數學 第二名 200 5B 張淇渺

數學 第三名 100 5A 陳美靜

通識 第一名 300 5A 陳美靜

通識 第二名 200 5A 曾孝和

通識 第三名 100 5A 陳美燕

中五級上學期各選修科第一名

企財 100 5A 林伊雯

企財 100 5A 曾孝和

生物 200 5A 陳美靜

倫宗 200 5B 黃慧洁

中史 200 5A 吳浩賢

資通 200 5A 曾孝和

組科 200 5A 陳美靜

經濟 200 5A 魏玉儿

地理 100 5B 鄭家文

地理 100 5B 王澤灝

數學單元二 200 5B 邱俊江

旅款 200 5B 黃家怡

視憑 200 5A 侯宛妤

中五級下學期各主修科第一至三名

中文 第一名 300 5B 黃慧洁

中文 第二名
150 5A 吳浩賢

150 5B 張淇渺

英文 第一名 300 5A 魏玉儿

英文 第二名
150 5B 張淇渺

150 5B 譚鋼

數學 第一名 300 5A 曾孝和

數學 第二名 200 5A 陳美靜

數學 第三名 100 5B 張淇渺

通識 第一名 300 5A 魏玉儿

通識 第二名 200 5B 黃慧洁

通識 第三名
50 5A 陳美靜

50 5A 曾孝和

本校設立獎項 獲獎條件 名次 金額 班別 得獎學生

黎燦獎學金
( 初中 )

中一級上學期第一至五名

第一名 500 1A 徐小媚

第二名 400 1D 黃穎淇

第三名 300 1D 陳家言

第四名 200 1A 鄭壹鍇

第五名 100 1D 尹俊超

中二級上學期第一至五名

第一名 500 2A 張 好

第二名 400 2B 楊咏柔

第三名 300 2B 鄧嘉媛

第四名 200 2A 姜旭蕊

第五名 100 2C 張 檸

中三級上學期第一至五名

第一名 500 3C 張婷婷

第二名 400 3C 尤尚晴

第三名 300 3C 林翠盈

第四名 200 3B 鄺敏晴

第五名 100 3A 張彥培

中一級下學期第一至五名

第一名 500 1A 徐小媚

第二名 400 1D 陳家言

第三名 300 1C 劉至珍

第四名 200 1D 尹俊超

第五名 100 1A 鄭壹鍇

中二級下學期第一至五名

第一名 500 2A 姜旭蕊

第二名 400 2B 鄧嘉媛

第三名 300 2C 張 檸

第四名 200 2B 楊咏柔

第五名 100 2A 張 好

中三級下學期第一至五名

第一名 500 3C 張婷婷

第二名 400 3B 張彥培

第三名 300 3C 尤尚晴

第四名 200 3B 孫小玫

第五名 50 3C 林翠盈

第五名 50 3C 吳宇幸

黎燦獎學金
( 中四級 )

中四級上學期各主修科第一至三名

中文 第一名 300 4A 竇 丹

中文 第二名 200 4A 林梓游

中文 第三名 100 4B 劉址祺

英文 第一名 300 4A 譚宇軒

英文 第二名 200 4A 林梓游

英文 第三名 100 4A 竇 丹

數學 第一名 300 4B 何雅欣

數學 第二名 150 4A 竇 丹

數學 第三名 150 4A 陳美麗

通識 第一名 250 4A 陳美麗

通識 第一名 250 4A 何李信

通識 第三名 100 4A 竇 丹

中四級上學期各選修科第一名

企財 200 4B 曾海茵

生物 200 4A 林梓游

倫宗 200 4B 鄭正心

中史 200 4A 章嘉麗

資通 200 4B 吳清寶

組科 200 4A 林梓游

經濟 200 4B 林俊荣

地理 200 4A 吳健成

數學單元二 200 4B 何雅欣

旅款 200 4A 章嘉麗

視憑 200 4B 鍾靜兒

中四級下學期各主修科第一至三名

中文 第一名 300 4A 林梓游

中文 第二名 200 4A 竇丹

中文 第三名 100 4B 劉址祺

英文 第一名 250 4A 林梓游

英文 第一名 250 4A 譚宇軒

英文 第三名 100 4A 陳美麗

數學 第一名 250 4A 林梓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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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設立獎項 獲獎條件 金額 班別 得獎學生

慈智願行獎學金 ( 中學文憑試 ) 中學文憑試最佳成績 2,000 胡芷凝

楊群芳獎學金 ( 中學文憑試 ) 中學文憑試主修科獲優良成績 1,000 胡芷凝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品格進步獎 學年品格顯著進步

200 書劵 1C 許澤安

200 書劵 2B 黎荣俊

200 書劵 3B 張彥培

200 書劵 4B 吳清寶

200 書劵 5A 曾孝和

200 書劵 6B 林茵茵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學業進步獎 學年學業顯著進步

200 書劵 1B 黃運悟

200 書劵 2B 鍾沁怡

200 書劵 3A 陳靜淑

200 書劵 4A 劉心

200 書劵 5B 黃慧洁

200 書劵 6C 梁俐敏

妙蓮老和尚佛學獎學金

中一至中三佛學科最高成績

100 1A 徐小媚

100 1B 蔡曉昀

100 1C 劉至珍

100 1D 陳家言

100 2A 姜旭蕊

100 2B 孫宇盈

100 2C 張檸

100 3A 許惠恒

100 3B 麥綺綺

100 3C 張婷婷

中四至中五佛學科最高成績

100 4A 陳美麗

100 4B 林俊荣

100 5A 魏玉儿

100 5B 黃慧洁

100 6A 朱茼茵

100 6B 林茵茵

100 6C 梁俐敏

黎燦獎學金
( 中五級 )

中五級下學期各選修科第一名

企財 200 5A 曾孝和

生物 200 5A 陳美靜

倫宗 200 5B 黃慧洁

中史 200 5A 吳浩賢

資通 200 5A 曾孝和

組科 200 5A 陳美靜

經濟 200 5A 魏玉儿

地理 200 5A 葉浩良

數學單元二 200 5A 曾孝和

旅款 200 5B 黃家怡

視憑 200 5A 顏煒威

黎燦獎學金
( 中六級 )

中六級全年各主修科第一至三名

中文 第一名 300 6C 廖偉鵬

中文 第二名 200 6C 王紫丹

中文 第三名 100 6C 余祖炫

英文 第一名 300 6C 王紫丹

英文 第二名 200 6B 游雅淇

英文 第三名 100 6C 黃雅琪

數學 第一名 300 6C 張民里

數學 第二名 200 6C 蘇偉建

數學 第三名
50 6C 王紫丹

50 6C 黃雅琪

通識 第一名 300 6C 王紫丹

通識 第二名

100 6C 黃思欣

100 6C 黃雅琪

100 6C 李嘉浚

中六級全年各選修科第一名

企財 200 6C 王紫丹

生物 200 6C 楊海霞

中史 200 6B 林靜汶

資通
100 6A 顏俊浠

100 6C 曾柏榮

組科 200 6C 蘇偉建

經濟 200 6C 王紫丹

地理 200 6C 李嘉浚

數學單元二 200 6C 張民里

倫宗
100 6B 周凱琳

100 6C 梁俐敏

旅款 200 6C 盧思宇

視憑 200 6C 盧思宇 「香港電器工程商會獎學金」設立獎項 獲獎條件 名次 金額 班別 得獎學生

文憑試數學成績優秀獎 中學文憑試數學成績 第一名 1,000

6C 盧思宇

6C 王紫丹

6C 張民里

6C 邱俊藝

6C 蘇偉建

高中數學科成績優異獎 中四至中六全學年數學成績

第一名 500 5A 曾孝和

第二名 300 5A 陳美靜

第三名 100 5B 張淇渺

第一名 500 6C 張民里

第二名 300 6C 蘇偉建

第三名
100 6C 王紫丹

100 6C 黃雅琪

高中組合科學科成績優異獎 中四至中六全學年組合科學成績
第一名 500 5A 陳美靜

第一名 500 6C 蘇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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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機構設立獎項 金額 班別 得獎學生

｢「明日之星」計劃 - 上游獎學金 2019 獎狀及 5,000

5C 蘇偉建

4A 林伊雯

3B 顏嘉展

｢「明日之星」計劃 - 上游獎學金 2020 獎狀及 5,000
3C 林翠盈

5A 魏玉儿

2019 全港新來港學童獎勵計劃 - 學業進步獎 書劵及紀念狀 2B 卓廉越

2019 全港新來港學童獎勵計劃 - 操行進步獎 書劵及紀念狀
4A 胡瀚豐

5A 李小翔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2019/20 1,000
6C 王紫丹

6C 黃雅琪

杜葉鍚恩教育基金「2019 第四屆全港靑少年進步獎」 優異嘉許獎狀

3B 孫小玫

5A 魏玉儿

6C 倪洛鋒

2020 Harvard Book Prize Winner

獎狀

5A 魏玉儿

2020 Harvard Book Prize 1st Runner-Up 5B 黃慧洁

2020 Harvard Book Prize 2nd Runner-Up 5B 張淇渺

青苗學界進步獎 証書

2A 周威鵬

2B 卓廉越

2C 陳言維

3A 彭錄聖

3B 岑純元

3C 羅安萍

4A 胡瀚豐

4B 劉址祺

5A 林伊雯

5B 陳淦丞

6A 蔡宇鳳

6B 潘靖怡

6C 黃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