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嚴中有愛
雷SIR榮休

	 	 訓導主任雷鎮賢老師於本學年榮

休，他教學育人滿腔熱忱，嚴中有愛，

多年來除了得到同學的愛戴與尊敬，也

是一眾老師的榜樣，每年同事投票互選

「最值得表揚老師」，雷老師都榜上有

名。現在雷老師放下教鞭，我們祝願他

榮休後生活愉快，也歡迎他閒暇時多回

鳳翎，與

師生敘舊

暢談，提

攜後進。

2019-2020佛教黃鳳翎中學通訊
二零二零年八月  第二十五期

李偉盛校長

	 	 「校長，你對同學們有什麼期望？」想起兩位要完成中文科校本

評核功課的中五同學在一次訪問中向我提出這個問題，同學們出奇不

意的問題，看似簡單、直接，卻不容易回答！但是又應該要回答，而

且要回答得清楚、易明！

	 	 現代社會複雜，生活節奏急速，對日新月異的科技也要緊緊跟

上，唯恐掉隊；人與人擦肩而過，有多少人能感受到身邊的人為自己

默默的付出？有多少人願意無私付出為他人服務？我期盼同學們經過六年一貫的中學生涯，透過師長指導，師兄師姊、

家長的鼓勵，同儕的互勉，具備四項素質：「自律守規」、「樂於學習」、「關愛有禮」及「熱心服務」，我們簡稱為

「鳳翎精神」。冬去春至，鳳翎迎來又送走了一批批的學子，願我們的鳳翎學子對學校都有一份歸屬感，懂得感恩，擁

抱承傳與創新，展現鳳翎人薪火相傳的精神。

	 	 如果說「嚴而有愛」是以老師為中心的行動綱領，那麼「鳳翎精神」

就是以學生為中心的執行方案。「嚴而有愛」的校園氛圍是一個堅實的

地基，從而讓我們可在此基礎上建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框架—「鳳翎精

神」的校園文化。

	 	 本學年適逢鑽禧校慶，歷屆校友與昔日恩師們濟濟一堂，共話當年溫

馨的校園生活。然而我們也充滿了挑戰，由於新冠狀病毒疫情我們停課了

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如何在疫情停課下做到自我增值，利用先進的網絡設

備進行網上實時視像教學，這也為我們的教學模式帶來了新的嘗試。「疫症無情，人間有情」，我們當以「感恩惜福」

之心感恩關愛我們的父母、師長、同學和給予我們各種幫助的社會各界人士；同時我們也應更加注意自身的身心健康，

提高自我衛生意識，盡一己之公民責任。希望在各方努力下，我們早日走出疫情陰霾，儘快回復正常健康的生活！

文憑試有感
6D洪佳琳（文憑試考獲六科34分）

	 	 由於疫情突然爆發，應屆考生自一月起

無法回校上課，只能在家溫書。就在距離文

憑試開考一周前，教育局突然公布要將文憑

試延期一個月，那一刻，我腦子裡繃緊的弦

一下子鬆懈下來，我一方面為文憑試延期而

竊喜，一方面又有些煩躁，因為我的溫習計

劃被打亂了，一想到自己本來已經接近勝利

的曙光，結果又多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要溫書，這樣枯燥又漫長的日子真是

太煎熬了。在自我開解以及朋友和老師的打氣下，我重新振作起來，繼續專

注學習，最終考取了不錯的成績。我很感謝疫情期間家人對我的關懷，朋友

和老師的鼓勵，是他們令我有更多動力堅持下去。我希望未來成為一名中醫

師，讓病人免受病痛折磨，為社會出一份力。不經歷風雨，怎能見彩虹？我

衷心祝願下一屆學弟學妹能堅持不懈，考取佳績！	

校 長 的 話

地址：香港銅鑼灣東院道11號   電話：2577 9485   傳真：2881 0148   電郵：bwc-mail@hkedcity.net   網址：https://www.bwflc.edu.hk

校慶日校長與畢業舊生黃華邦醫生合影

洪佳琳同學品學兼優，圖為她在
中六上學期頒獎禮獲頒「優異生

獎狀」

校慶開放日校長與家教會成員合影

雷鎮賢老師從校長手中接過榮休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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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足球賽師兄弟親如一家

	 	 2019年11月29日，鳳翎師生一片喜氣洋洋迎接鑽禧慶典。

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寬運大和尚、校監演慈法師、香港佛教聯

合會兩位執行副會長衍空法師和何德心太平紳士、灣仔區總學

校發展主任鄭潘佩琴女士、學校起動計劃委員黃光耀先生、陳

慧慧基金代表何海基校友等主禮嘉賓和一眾嘉賓友好蒞臨見證

了這個盛大而隆重的鑽禧校慶典禮。隨著「鳳翎號」太陽能車

徐徐駛出，矗立在創建於1959年A座天台上的「齊鳴金鼓賀鳳

翎」馬賽克壁畫地標揭幕，慶典活動圓滿結束。

	 	 當天晚上，佛教黃鳳翎中學鑽禧校

慶晚宴假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晚

宴一開始，歷屆畢業生代表手拿拼圖，

上台共同砌出鑽禧校慶特別拼圖，別具

意義，然後是切蛋糕及祝酒儀式，杯觥

交錯，為鳳翎甲子獻上美好祝願。宴會

上，燈光璀璨，衣香鬢影，談天說地，

簽名合影，場面溫馨。

	 	 2019年11月30日，鑽禧校慶又迎

來了生機勃勃的「開放日」，既有學術

味濃厚的攤位遊戲，考驗腦力、思考

力；又有親自動手的音樂盒製作，考驗

審美力、協調力；還有動感十足的校友

球類競技，活動筋骨，培養默契。校友

帶同家人、朋友來一趟校園參觀，重拾

昔日青蔥歲月，美好時光，流連忘返！

佛教黃鳳翎中學鑽禧校慶
華采鳳翎 傳情傳承

嘉賓手中的綠色小盆栽寓意著莘莘學子在社會各界的關愛下茁壯成長

簡單而隆重的切蛋糕儀式，祝願鳳翎生日快樂

挑戰中文科「古」「今」人物對對碰及「歇」開謎底

佛教黃鳳翎中學STEM隊伍自
行研製的「鳳翎號」太陽能
車在嘉賓們按下鍵後，徐徐
駛出並為地標《齊鳴金鼓賀

鳳翎》展開揭幕

激烈的校友籃球賽

校友會對母校的關懷令人動容
一人一張拼圖，砌出對母校的祝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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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進大學之路─18/19年度畢業生分享

梁梓軒（現就讀台灣大仁科技大學）
	 	 一個人的自律性、好奇心、主動性和不畏艱辛的態度，對於學習十分重要。而黃鳳翎正正為我提供大量的機會和良

好的平台，讓我培養出這些正確的態度、觀念和目標。

	 	 六年中學生涯過後，最終得以入讀自己心儀的科目。感恩父母各方面

對我的最大支持外，還有賴中學一眾恩師的教導。他們不但投入心力、體

力，更不惜犧牲陪伴家人的寶貴時光為我們補課，由十分鐘做一題，到五

分鐘做一題。由太陽開始下山到完全天黑，學校空無一人。除此之外，十

分感激一班好朋友，他們成為我的目標、快樂的泉源、傾訴的對象、學習

的伙伴，雖然現在各散東西，追求各自的理想，但我不會忘記這六年來帶

給我的一點一滴。

	 	 我現時就讀台灣大仁科技大學「寵物照護暨美容學士學位學程」，這

裡是學習的地方，也是讓我跳出自己舒適區的地方。台灣，一個語言、文

化跟香港截然不同的地方，於我而言更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台灣人說

話不會那麼直接，往往會婉轉地拒絕或告訴你問題的所在，所以現在我和

台灣人聊天，在用詞和語氣上都會比較小心，同時也會花較多時間琢磨他

們的說話。其次是台灣考試模式的差異，雖然基本課程差不多，但有些科

目比香港所學要更深入及繁複。來台灣讀大學之前，我十分擔心自己是否

能跟上學習進度，後來發現其實只要保持好奇心和個人的自律性，就能夠

學以致用，總有所獲。

眼光放遠  以終為始

端正心態  適應新環境

何俊霆（現就讀香港大學）
	 	 三年前，我對中學畢業後的路途毫無方向，慶幸的是，高中時期，學校為我

提供了各式各樣的機會，使我對社會和大學有更深認識，從而發掘到興趣，確立

到升學目標。

	 	 高中時期，我參與「菩薩行」，探訪獨居長者，親身接觸了解他們的窘境，

令我內心萌生起改善長者生活的願景，也為我未來主修精算學的決定奠定基礎；

中六時，老師為我們進行小組輔導，協助大家了解各大院校及學系的特色及收生

要求，從中我認識到精算

學，成為一名精算師，可以參與製作保險產品的工作，為社會不

同人士提供基礎保障。這與我當時的目標不謀而合。於是在老師

的鼓勵下，我立下了升讀精算學系的目標。

	 	 邁進大學後，再無人如中學恩師般循循善誘、不時指點、督

促學習。不論任何科目，自律和自學都是不可或缺的能力，同學

需學會如何有效地管理時間，既不要只顧學業不顧休息，也不宜

過分散漫以至蹉跎歲月。現時我所就讀的精算學，有較多的計算

和數學運算課程要讀，因此數學能力和抗壓能力也有一定要求。

大學的目標並不止學業，更有走出舒適圈，嘗試、經歷不同的

事。例如住宿舍需要學會自立，而就任學會幹事也需處理財政及

籌備各種活動，也有更多機會參與社會事務，了解時事。

何俊霆（中間）回校分享學習及升學心得

梁梓軒與最佳寵物犬—巨型史納莎合照

何俊霆（後排左四）參與大學社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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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進大學之路─18/19年度畢業生分享

許鎵琳（現就讀廣州暨南大學）
	 	 七八月是朝陽花盛放的季節，一抹抹鮮黃向陽而生，綻放得極致。

	 	 我曾經無數次幻想過，七八月盛放的花朵裡，也會有我這朵不知名的小花。所幸，我成功了，這並不完全是命運的

饋贈，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很感謝我的中學──佛教黃鳳翎中學，感謝學校給我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優秀的平台以及

眾多機會，感謝老師給我傳道授業解惑，以及足夠的關心和溫暖，感謝朋輩給我的鼓勵、幫助與扶持……感謝過往的一

切，使我成長，找到方向。

	 	 於我而言，讀大學不但是「知」的增加，還有「識」

的拓展，大學裡有來自五湖四海的人，大家的成長環境不

同，意識觀念不同，在對許多事物的認知上，碰擦出的火

花也更加強烈。在這些意識文化的碰撞和摩擦中，我也在

不斷地成長、不斷蛻變，學會理解、包容、尊重。在大學

裡，我還加入了學生會，學習寫新聞稿、拍攝活動、協談

贊助，讓我看得更多更廣。

	 	 關於未來，我希望每個同學都有個清晰的目標和打

算，雛鷹之所以能搏擊長空，是因為它有展翅高飛的追

求；小草之所以能長成參天大樹，是因為它有不甘平凡夢

想；大海之所以能浩瀚無垠，是因為它有積水成淵的毅

力；而我們之所以能走向成功的彼岸，是因為我有志存高遠的執著。無論是讀什麼院校、什麼專業，大家都要有追求，

並為之努力、前進。

莫嘉倫（現就讀香港理工大學）
	 	 轉眼間，我已經實現長久以來的目標。回想起之前的努力、

堅持，能夠得到當下所擁有，除了自己的奮鬥外，母校的支持，

不能不提。

	 	 在實現目標的路途上，要感恩的有很多。首先是學校的升學

輔導，老師們除了提供升學資訊外，還把選修科類似的同學編排

在同一個小組，討論學業情況及升學計劃，透過老師的建議進行

反思，讓我有效地檢視自己的升學計劃。其次是老師的無私付

出。在高中三年，特別在中六，源源不絕的補課、練習讓我們感

受到老師的緊張。雖然當刻會覺得辛苦，想直接停下手上的工作，但是我從來不會浪費任何一個練習的機會，以回報老

師的付出。再者是家人的支援，母親從來不施加任何壓力，弟妹亦確保一個寧靜的環境。在溫習期間，很容易會產生放

棄的念頭，這時朋友們便會不斷的打氣、勉勵，大家同舟共濟。

	 	 在此想提醒大家，修讀不同學科需要有不同的準備，因此要預早審視未來方向。以我所修讀的商科為例，語文能力

以及國際視野是必須具備的，無論在學，還是工作，總會遇到與外國人合作的機會，這樣，英文的溝通能力就顯得十分

重要。至於國際視野，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企業都期望商科學生有一定程度的國際視野。在選讀商科時，建議先考慮這

兩個重點。

	 	 下一屆文憑試即刻來臨，祝願各位中六同學能在這汰弱留強的試煉中脫穎而出，實現自已的目標。亦祝願其他高中

同學能適應高中急促的節奏以及壓力，盡早為即將要面對的文憑試作好準備。

陪伴奮鬥  審視未來路

堅持信念  一步步邁向目標

努力、堅持，進入理想大學！

許鎵琳（中間）與學生會成員一起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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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11日，歷史學會與圖書館學會合辦「澳

門文化交流一天團」，帶同學感受一海之隔的澳門風

光。行程包括參觀澳門大學、科學館、大三巴及歷史城

區，老師與同學徜徉澳門街頭，沉浸在充滿文化氣息的

旅程之中。

陸運會籌委

澳門之旅

	 	 陸運會是佛教黃鳳翎中學的年度盛事，今年

適逢鑽禧校慶，更是別具意義。每一年的陸運會

之所以能夠圓滿成功，除了體育老師們的精心籌

劃，也離不開學生籌委的辛勤付出。陸運會前，

籌委要與老師進行實地考察，並且開會分工，確

保陸運會當天流程順利；陸運會時，籌委要與老

師跟進各項賽事的進程，確保各個環節都按時完

成；陸運會後，籌委又與老師開會總結並檢討，

務求明年的陸運會更加順暢。

	 	 陸運會籌委還有另一重身份—賽場上拼搏的運動員，他們一方面服務同學，協助老師，確保賽事順利；另一方

面，自己也全程投入到賽事當中，冀望打破個人記錄，同時也為校爭光。正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他們場

上場下搏盡無悔，實在值得我們敬佩以及學習。

5D陳楚翹
	 	 初中三屆陸運會中蟬聯個人全

場冠軍！我的運動理念是做每一項

運動都要盡全力，不能因為自己不

擅長某項目就不認真，否則就不會

成為一個成功的運動員。

5D羅家俊
	 	 運動一直都是我的興

趣，也是我的生活。學習如

何當領袖的過程很辛苦，但

也有滿足感。最讓我感到成

就感的地方，就是能帶領著

師弟一同進步。

聚沙成塔  博盡無悔

張簡浩
（2018年畢業生，畢業後多次

回校協助籌委工作）

	 	 我很榮幸中二那年老師給我

機會，學習做個負責任的籌委，

中五更有機會做籌委組長！

何文博
（2018年畢業生，畢業後多次回

校協助籌委工作）

	 	 其實我在田徑場上奔跑都已有

十多年，每一年代表學校參加聯校

比賽，我都希望能夠再創佳績，為

學校及自己留下美好的回憶。

準備好捲尺，量度成績 籌委參與賽後檢討會議

莊嚴的進場儀式及宣誓儀式，籌委和運動員承諾全情投入

品嘗澳門美食大三巴前合照留念

記錄成績，確保運動員不犯規

感受澳門大學濃厚的學術氛圍

趕快整理好沙池

期待踏進博物館

張志強副校長（中）與
澳門大學代表交換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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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課外活動紀錄（2019年10月至2020年7月）

活動項目 成績

學
術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中三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冠軍 胡曉嵐(3D)

中三級粵語女子散文獨誦亞軍 胡曉嵐(3D)

中三級粵語女子散文獨誦季軍 葉	 悠(3D)	

中五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冠軍 朱政駧(5A)

中五級粵語女子散文獨誦亞軍 朱政駧(5A)

中四級粵語男子詩詞獨誦亞軍 馮嘉勤(4D)

中五級粵語男子散文獨誦季軍 陳顥元(5D)

（非華語）
中一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郭偉文(1B)

第7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中四級女子英詩獨誦冠軍 勞雅倩(4A)

中一級男子英詩獨誦亞軍 郭偉文(1B)

中二級男子英詩獨誦亞軍 馬祖華(2B)

中三級男子英詩獨誦季軍 朱子亮(3D)

香港佛教聯合會佛教青少年團
佛誕徵文比賽19-20	

中學組季軍 翁嘉誠(5D)

第15屆《仲夏夜之夢Crossover》2019

優質學校寫作文化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整體最受歡迎文章（中學組） 陳卓邦(3D)

最受歡迎文章 王筱晴(3A)	 溫朗皓(3C)	 陳卓邦(3D)	 鄭茵婷(5A)	 關文杰(6D)

巧克力網上平台第51期《晶文薈萃》
網上優秀文章展廊

十優文章嘉許獎 陳嘉慧(6D)	 蔡曉乾(6D)

巧克力網上平台第52期《晶文薈萃》
網上優秀文章展廊

十優文章嘉許獎 洪遠岱(4D)

巧克力網上平台第53期《晶文薈萃》
網上優秀文章展廊

十優文章嘉許獎 董港興(4D)	 莫祉藍(4D)	 丁采妮(4D)

2019護齒增健康大行動標語創作比賽 積極參與獎 胡錦泳(2D)	 林思涵(2D)	 劉金好(5A)

Expat	Living	Magazine	
HK	Story	Experience	Writing	Project	

Essays	published	in	Summer	
2020	Issue52	and	$750	cash	
prize

馬祖華(2B)

Essays	published	in	Summer	
2020	Issue52	and	$750	cash	
prize

鄭唯重(2D)

2019哈佛圖書獎	

冠軍 洪佳琳(6D)

亞軍 官子佑(6D)

季軍 曾令航(6D)

中山大學法律系香港同學會第二十屆
基本法及國民常識網上問答比賽

季軍 董港興(4D)

優異獎 洪遠岱(4D)

第十三屆亞太區機械人錦標賽
VEX	IQ大灣區賽─蔡章閣盃

機械人聯賽金獎
陳嘉謙(2A)	 詹韋晞(2A)	 陳俊唯(2D)

陳啟聰(2D)

機械人聯賽亞軍 詹韋晞(2A)	 陳俊唯(2D)

機械人技能賽亞軍 詹韋晞(2A)	 陳俊唯(2D)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分校中學新能源
電動車計挑戰賽2019

最佳團隊服裝設計獎亞軍 李煌崴(3A)	 林韋樂(3C)	 勞澤邦(3C)	 鍾禮賢(5D)	 劉世邁(5D)	 邵卓謙(5D)

最佳完成時間獎季軍 陳俊唯(2D)	 梁皓堯(3A)	 梁健朗(3A)

2020	VEX	IQ機械人美國
公開賽香港區資格賽─脈衝盃		

技巧賽冠軍 陳嘉謙(2A)	 陳啟聰(2D)

技巧賽亞軍 詹韋晞(2A)	 陳俊唯(2D)

競賽冠軍 詹韋晞(2A)	 陳俊唯(2D)

競賽亞軍 詹韋晞(2A)	 陳俊唯(2D)

卓越大獎 陳嘉謙(2A)	 陳啟聰(2D)

亞洲機械人聯盟香港工程挑戰賽2020 最具體育精神獎 梁皓堯(3A)	 梁健朗(3A)	 屈汝晉(3A)	 蔡經胤(3C)	 勞澤邦(3C)

East	Jin	International	Co.	Ltd.	
2019	EAST	JIN	CUP	Squared	Away	
Tournament

團隊聯賽冠軍 陳嘉謙(2A)	 陳啟聰(2D)

團隊聯賽季軍 詹韋晞(2A)	 陳俊唯(2D)

田宮科普教育計劃	 偉高田宮迷你
四驅車香港盃	 港澳青年挑戰賽

優異獎 林韋樂(3C)

活動成就

2019	EAST	JIN	CUP	Squared	Away	Tournament	
團隊聯賽獲獎學生

中三級女子詩詞獨誦冠軍及
散文獨誦亞軍	胡曉嵐(3D)

中五級粵語女子詩詞獨誦
冠軍及散文獨誦亞軍

朱政駧(5A)

中四級女子英詩獨誦冠軍	
勞雅倩(4A)

創業體驗活動	最佳宣傳團體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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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術
「築˙動計劃」青少年發展計劃	
創業體驗活動

傑出領導獎 胡慧盈(6D)

最佳宣傳團體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麥美琦(5A)	 莫濋嵐(5D)	 陳楚翹(5D)	 陳童康(5D)	 林昭樑(5D)	 陳顥元(5D)	
麥凱喬(5D)	 蔡永聰(5D)	 施恩祺(5D)	 鍾禮賢(5D)	 張穎琳(6D)	 吳琦雯(6D)	
何鎮翹(6D)	

體
育

全港佛教中學聯校運動會

女子甲組400公尺冠軍 陳楚翹(5D)

女子甲組200公尺亞軍 陳楚翹(5D)

季軍 吳佩盈(5B)

女子甲組4X100公尺冠軍 林逸珈(4A)	 陳楚翹(5D)	 吳佩盈(5B)	 庄霖珊(6A)

女子丙組200公尺季軍 羅穎霖(2D)

男子乙組鐵餅季軍 黃文寶(3C)

第26屆公民青少年田徑錦標賽2019 男子甲組100米亞軍 趙俊賢(5B)

藝
術

香港島校長聯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七十周年

書法比賽─初中組冠軍 占小丫(2A)

繪畫比賽─高中組亞軍 麥美琦(5A)

香港警務處新界南總區防止罪惡辦公室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iSmart南網
計劃預防科技罪案四格漫畫設計比賽

高中組積極參與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學生組優異獎 陳捷思(4A)	 麥美琦(5A)	 許瀅鈺(5C)

其
他

華永會及聖雅各褔群會青年服務
《我想說iPhoto‧to‧Say》行動

獲獎生 邱家棟(4D)	 蔡如意(4D)

香港青年協會
青年義工網絡有心計劃—有心學生

承擔獎章（服務逾200小時） 胡曉嵐(3D)

參與獎章（服務逾50小時）
林嘉曦(4C)	 邵卓謙(5D)	 紀思琪(6B)	 關倩妍(6B)	 紀傳恩(6C)	 吳文就(6D)	
官子佑(6D)	 官子悅(6D)	 洪佳琳(6D)	 王華鎰(6D)

投身獎章（服務逾150小時） 張	 穎(5A)	 陳明欣(5D)	 施恩祺(5D)

成長獎章（服務逾100小時） 蔣俊宇(4D)	 鄭	 雍(6D)

熱誠獎章
（服務逾50小時以下）

賴泓成(1A)	 施晉陽(1A)	 許逸佳(2A)	 馬柏路(2B)	 朱國希(2C)	 蕭	 鋼(2C)	
范俊彬(2C)	 施竣曦(2C)	 蘇志如(2C)	 陳泓楓(2D)	 劉柏延(2D)	 黃文靜(3A)	
李志豪(3A)	 李煌崴(3A)	 袁佳藝(3A)	 王祥輝(3A)	 葉均錇(3A)	 梁韻姿(3B)	
李嘉星(3B)	 麥鏘濠(3C)	 鍾煜婷(3C)	 陳培鑫(3C)	 林韋樂(3C)	 謝炆語(3C)	
葉	 悠(3D)	 許弘熹(3D)	 郭卓然(4A)	 容瑋筠(4A)	 曾蓉蓉(4A)	 黃可怡(4B)	
王鉦淳(4B)	 周浩然(4B)	 許家雯(4C)	 吳宇洁(4D)	 莫祉藍(4D)	 黃鋆瑤(4D)	
周容容(5A)	 莫彰妮(5A)	 朱政駧(5A)	 張庭瑋(5A)	 吳銥潼(5A)	 張嘉天(5C)	
郭雪慧(5C)	 劉俊余(5C)	 鍾禮賢(5D)	 麥凱喬(5D)	 林睿鈴(6A)	 陳梓慧(6A)	
張泰彬(6A)	 杜嘉俊(6A)	 邵浩楠(6A)	 馮家晉(6A)	 蕭文軒(6A)	 楊成業(6B)	
劉鈺瑩(6D)	 歐陽嘉燕(6D)	

社會福利署　義工運動義務工作嘉許狀

小組金狀（逾1000小時） 佛教黃鳳翎中學義工隊

團體金狀（逾2981小時） 佛教黃鳳翎中學義工隊

金狀（逾200小時） 洪嘉雯(4A)

銀狀（逾100小時）
許弘熹(3D)	 胡曉嵐(3D)	 郭卓然(4A)	 曾蓉蓉(4A)	 容瑋筠(4A)	 蔣俊宇(4D)	
莫祉藍(4D)	 陳明欣(5D)	 邵卓謙(5D)

銅狀（逾50小時）
葉	 悠(3D)	 黃鋆瑤(4D)	 蔡如意(4D)	 施恩祺(5D)	 林睿鈴(6A)	 林睿思(6A)	
紀思琪(6B)	 關倩妍(6B)	 鄭	 雍(6D)	 官子佑(6D)	 官子悅(6D)	 王華鎰(6D)	
洪佳琳(6D)

本年度獲校外機構嘉許學生名單（至2020年7月）

九龍倉集團「學校起動」計劃獎學金

$25,000獎學金 莫嘉麒(2019畢業生)

$7,000獎學金 何俊霆(2019畢業生)

$6,000獎學金 馬錦倫(2019畢業生)

$5,500獎學金 劉子文(2019畢業生)

九龍倉集團「學校起動」計劃獎學金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數理傑出獎數學及物理5**）

$5,000獎學金 何俊霆(2019畢業生)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19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5,000獎學金 施恩祺(5D)	 蔡永聰(5D)	 曾令航(6D)		

羅氏慈善基金應用學習奬學金 $1,000獎學金及奬狀 羅清雷(6A)	 馮家晋(6A)	 曾令航(6D)

羅氏慈善基金應用學習特別嘉許 $1,000獎學金及奬狀 馮家晋(6A)

青年活動委員會2019灣仔區傑出青年選舉
學生組─學術成就 洪佳琳(6D)

學生組─個人成就、領導才能 官子悅(6D)

香港島校長聯會2019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初中組 胡曉嵐(3D)

高中組 馮曉暉(5D)

宏施慈善基金全港新來港學童獎勵計劃 獲獎學生 袁佳藝(3A)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會2019第五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獲獎學生 陳韻渝(4A)	 丁佳佳(4A)	 許家雯(4C)

和富青少網絡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2019-2020 獲獎學生 劉靜儀(5A)

香港女童軍總會優秀女童軍選舉2020

優秀女童軍
張媛琳(3B)

青苗基金青苗學界進步獎2019

獲獎學生 洪禧龍(6A)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2019-2020 學生運動員獎 羅家俊(5D)

2019哈佛圖書獎	獲獎學生合照

全港佛教中學聯校運動會	
獲獎學生合照

灣仔區傑出青年選舉	
洪佳琳(6D)及官子悅(6D)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	
劉靜儀(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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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全年操行優異生

中一
蔡凌翔(1A)	 陳敬祥(1A)	 李姍妮(1A)	 雷嘉泓(1A)	 蘇海晴(1A)	 田皓宇(1A)	 謝宛頤(1A)	 黃頌文(1A)	 王昕珀(1A)	 吳芊霖(1A)	
吳奕晨(1A)	 鍾嘉敏(1D)	 梁康晴(1D)	 梁国瑞(1D)	 譚嘉瀅(1D)	 王鈺田(1D)

中二 林潪軒(2A)	 譚詠琳(2A)	 王　杙(2A)	 高夏文(2B)	 馬祖華(2B)	 高健昇(2B)	 李彥沚(2D)	 李濱怡(2D)	 楊子娸(2D)

中三
鄭睿鑫(3A)	 關嘉瑤(3A)	 林佳埼(3A)	 蘇宣羽(3A)	 和鼎淇(3A)	 黃文靜(3A)	 葉均錇(3A)	 袁佳豪(3A)	 袁佳藝(3A)	 翁銘威(3A)	
謝炆語(3C)	 溫朗皓(3C)	 溫韻琪(3C)	 馬沙雯(3D)	 陳卓邦(3D)	 許宏智(3D)	 胡曉嵐(3D)

中四
阿麗絲(4A)	 洪嘉雯(4A)	 郭卓然(4A)	 余泳嫻(4B)	 蔣俊宇(4D)	 丁采妮(4D)	 馮嘉勤(4D)	 夏偉竣(4D)	 洪遠岱(4D)	 許錦鈺(4D)	
李赫東(4D)	 莫祉藍(4D)	 董港興(4D)	 黃鋆瑶(4D)	 吳宇洁(4D)	 邱家棟(4D)

中五
洪佳茵(5A)	 林一山(5A)	 吳銥潼(5A)	 余麗娜(5A)	 蕭璟熙(5C)	 陳明欣(5D)	 陳焯鈴(5D)	 馮曉暉(5D)	 麥凱喬(5D)	 莫濋嵐(5D)	
施恩祺(5D)	 陳楚翹(5D)	 翁嘉誠(5D)

科目級別 物理 生物 化學 歷史 地理 旅遊與款待科

中三 屈汝晉(3A) 袁佳藝(3A) 袁佳藝(3A) 袁佳藝(3A) 袁佳藝(3A) ---

中四 邱家棟(4A) 李樂賢(4A) 洪遠岱(4D) 溫子嵐(4D) 林心蜜(4A) 溫子嵐(4D)

中五 劉世邁(5D) 黃昭權(5D) 劉世邁(5D) 洪佳茵(5A) 潘文軒(5D) ---

每級首三名

級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一 梁国瑞(1D) 吳定成(1D) 王鈺田(1D)

中二 周漢傑(2D) 馬祖華(2B) 陳家鴻(2A)

中三 袁佳藝(3A) 朱曼瑜(3A) 周天麗(3D)

中四 洪遠岱(4D) 李赫東(4D) 董港興(4D)

中五 洪佳茵(5A) 翁嘉誠(5D) 劉世邁(5D)

級別 優異生

中一
雷嘉泓(1A)	 田皓宇(1A)	 施泓霖(1A)	 蘇海晴(1A)	 梁国瑞(1D)	 黃皓鉦(1D)	
吳定成(1D)	 王鈺田(1D)	 劉若菲(1D)	

中二 周漢傑(2D)	 陳家鴻(2A)

中三 袁佳藝(3A)	 朱曼瑜(3A)	 和鼎淇(3A)

中四 洪遠岱(4D)	 董港興(4D)	 李赫東(4D)

中五 洪佳茵(5A)	 吳銥潼(5A)	 翁嘉誠(5D)	 劉世邁(5D)	 莫濋嵐(5D)	

學行龍虎榜
二零一九至二零二零年度學業及操行龍虎榜

科目

級別

英國

語文

中國語文∕

中國語文

（簡化課程）

中國

歷史

綜合

人文

通識

教育
數學

數學（一）∕

數學（二）
科學

普通電腦∕

資訊及通訊

科技

中一 梁国瑞(1D)
黃皓鉦(1D)
邵艾文(1B)

許城烽(1D) 麥峻誠(1D) --- 劉若菲(1D) --- 陳敬祥(1A) 蔡宇豪(1D)

中二 高健昇(2B)
趙曉晴(2A)
高夏文(2B)

王　杙(2A) 馬祖華(2B) --- 林佳銘(2D) --- 陳家鴻(2A) 吳耀鴻(2D)

中三 布斯年(3D)
胡曉嵐(3D)
朱曼瑜(3A)
周天麗(3D)

許宏智(3D) --- --- 施欣欣(3A) --- --- 袁佳藝(3A)

中四 謝卓亨(4D)
洪遠岱(4D)
韋安璐(4A)

董港興(4D) --- 洪遠岱(4D) 余泳嫻(4B)
莫祉藍(4D)
洪遠岱(4D)
李赫東(4D)

--- 周學泓(4A)

中五 莫濋嵐(5D) 洪佳茵(5A) 洪佳茵(5A) --- 洪佳茵(5A) 翁嘉誠(5D)
陳焯鈴(5D)
劉世邁(5D)

--- 翁嘉誠(5D)

科目級別

佛化

德育及

價值教育

倫理與

宗教
視覺藝術 音樂 藝術發展 普通話 經濟

企業、

會計與

財務概論

體育

中一 梁国瑞(1D) --- 鍾嘉敏(1D) 陳李君(1A) --- 李珊妮(1A) --- --- 王鈺田(1D)

中二 陳家鴻(2A) --- 劉澤喬(2A)
李美琪(2A)
鄧迦璡(2A)

--- 李美琪(2A) --- --- 盧嘉豪(2C)

中三 朱曼瑜(3A) ---
胡曉嵐(3D)
周天麗(3D)

鍾柱邦(3C) --- 施欣欣(3A) --- --- 冼鈺淇(3D)

中四 洪遠岱(4D) 許家雯(4C) 林晁賢(4A) --- 余泳嫻(4B) --- 李赫東(4D) 夏偉竣(4D) 林逸珈(4D)

中五 洪佳茵(5A) 劉	 儀(5A) 麥美琦(5A) --- 麥美琦(5A) --- 陳楚翹(5D) 莫濋嵐(5D) 陳楚翹(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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