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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暑假，延遲一年的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定必是城中熱話之一，尤其是港隊選
手張家朗奪得男子花劍個人賽冠軍，為港奪得是屆奧運會的第一枚金牌。成功背後，

他所作出的努力都得到媒體廣泛報道，此不作贅，惟盼同學們緊記「台上一分鐘、台

下十年功」的道理，成功非僥倖！

  運動場上比拼何止技術，更是個人的爭標決心及臨場心理質素。站得在頒獎台上
的得獎健兒表現勝人一籌，不言而喻，但在台下落選的一群，縱然各大媒體未必有太

多報道，但是他們為夢想而奮鬥，為爭標而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訓練也值得我們為

他們送上祝福和掌聲。道理相當簡單，過程、付出與結果同等重要。世界偉大的發明

家愛迪生先生就曾經講過：「我沒有失敗，只不過發現了一萬種不可行的方式。」他

又補充：「天才等於百分之一的靈感，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新冠狀病毒病肆虐下打亂了我們的日常生活習慣。新常態下的學習對同學的自律
性有更高要求，盼同學為自己學習定下目標，如奧林匹克選手一樣，有著求進和爭標

的決心，為目標而奮鬥。

李偉盛校長勉勵畢業生繼續奮鬥

畢業典禮邀請校友作頒獎嘉賓

  奮力一搏，擁抱明天。這是我在考DSE之前的心態，
所有人都知道這場考試有多麼重要，我們都想以最好的

狀態面對，奈何天公不做美，疫情讓我們停了近一年的

課。幸好老師們準備了一系列的試卷和練習供我們操練，

我們不敢鬆懈。早在 DSE開始前三個月，同學們的壓力
都十分巨大，我也一樣，不想讓自己多年的準備白費，

更不想浪費老師和父母的栽培。因此哪怕壓力再大，也

不停地調整心態，訂立溫習時間表，輔以練習及補習，

針對弱項，積極備試。面對如此大的壓力，我曾經也想

過放棄，但幸好有家人的鼓勵，讓我重新振作。考前最

後三天，我放鬆自己，前幾個月的複習已經足夠，只有

調整好狀態才能更好地把實力發揮出來，因此我只是每

天做幾份試卷。幸好最後皇天不負有心人，我的努力沒

有白費。

  鄧鑑宏助理校長在黃鳳翎服務了三十六
個年頭，於本學年榮休。結業禮上，李偉

盛校長稱讚鄧助理校長是一位盡心盡力

的老師。多年來，他見證了學校的變

遷與發展，對校內的資訊科技教育

貢獻良多，對學生鞠躬盡瘁，是師

生的榜樣；學生會會長林晁賢同學代

表全校同學上台致謝，以表感謝鄧助理

校長的悉心教導，循循善誘。

  我們祝願他榮休後身心康泰，也歡迎他
閒暇回鳳翎與師生敘舊暢談。

致送榮休紀念品予鄧助理校長 學生會代表致送榮休禮物

疫 情下文憑試有感 鄧鑑宏助理校長榮休

校長的話
李偉盛校長

6A 洪佳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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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佳琳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學士）

學習活動為我確立升學方向
  中學畢業後，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就讀中醫學學士學位課程。我為什麼會選讀中醫
學？除了自己的興趣外，還受中學時期的學習活動所影響。我在中五那年參與了「教育

及職業博覽」，主動去了解自己心儀的大學課程以及相關職業的發展前景，我在那時認

識了中醫學，使我更加想系統地學習中醫；我了解到該課程的入學分數指標，推動我更

加努力學習以達到錄取要求。此外，在中五時，班主任區老師鼓勵我們要積極去參加各

大學的資訊日，在參加香港中文大學的資訊日當天，我與朋友去中醫學院參觀，親身體

驗了分辨草藥以及針灸，這使我對中醫學產生了更大的興趣，堅定了我升學的方向。

  因疫情影響在家備考的時期，我最感激家人的默默陪伴、朋友之間的互相打氣以及
班主任區老師暖心的鼓勵，讓我感覺自己不是孤軍奮戰，使我更有動力且更加專注地學

習。若學弟學妹像我一樣想學習中醫學，謹記三點：首先需要打好扎實的中文知識基礎，

學習中醫學的過程中離不開閱讀大量古代經典醫著，如《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

以及《傷寒雜病論》等等。其次，想學習中醫學，還需要有定力及專注力，豐富的中醫

學知識需要學習和記憶，若沒有足夠的定力靜下心來學習，是沒法學好中醫學的。而最

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擺正自己學習中醫學的心態和動機，學習中醫學的目的是要為人服

務，救死扶傷，「誓願普救含靈之苦」。希望我的分享對於學弟學妹的升學規劃有幫助，

也真心祝福各位能報讀心儀的大學課程，前程似錦！

佳琳於校內表現傑出，屢獲嘉許及獎學金

與大學同學一起慶祝生日，真高興！

官子佑  國立武漢大學（口腔醫學系）

認清自己的目標
  從小我就想成為一名醫務人員，因此我在中學的時候參與學校安排的工作體驗，去醫療美容診所工
作了兩天；同時學校也安排了一些自我認知的工作坊，有助於我瞭解自己適合什麼職業；參加學校的模擬

面試工作坊也讓我能更瞭解大學的面試模式，在實戰的時候更有信心，這有助我成功通過校長推薦計劃的

面試；在最後選專業的時候，學校也安排了升輔組老師專門指導我們。

  放榜時，我的成績未如期望，因此我立即趕回學校諮詢不同老師的建議，最終成功被香港大學護理系錄取。我要感謝佛教黃
鳳翎中學對我的栽培，感謝每一位老師及一起奮戰過的同學，你們都是我最難忘的回憶之一。然而，我最後的決定讓身邊人匪夷

所思，選擇了去武漢大學讀口腔醫學，為什麼被香港大學錄取，還要到內地念書！我經過深思熟慮後，清楚自己想成為一名醫生，

而做一名護士並不是我的理想職業，所以選擇了去讀口腔醫學，又通過查詢資料發現武漢大學的口腔醫學世界排名 28，算是不錯
的排名，所以最後選擇了放棄香港大學護理系學位，去了武漢大學讀口腔醫學。

  進入大學之後，學習並不比中學輕鬆，甚至更加辛
苦。學醫需要在一個學期背完一整本系統解剖書，這裡

面包括了人體全部的骨頭關節韌帶肌肉內臟神經等，因

此建議在升大學的那個暑假，花時間提前預習一年級的

內容，這樣開學後壓力會小一點。最後祝各位都能在

DSE考試中超常發揮，入讀理想的學院。

中學時一起奮鬥的戰友 牛蛙坐骨神經―腓腸肌標本製作

2019-2020年度   畢業生分享

歡迎來到國立武漢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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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翎‧良師‧益友

鳳翎改變了我

梁嘉晋  香港恒生大學（供應鏈管理工商管理（榮譽）學士）

  2020年是非比尋常的一年，面對突如其來的疫
情，社會的變化，每個人都面對著前所未見的困難，

承受著龐大的壓力，我也不例外。作為一名學生，學

習之路第一次受到嚴重的影響，長時間停課、文憑試

延期的情況，令我的心境受到了不小的影響。幸運是，

我擁有一群良師益友，大家一起攜手並進，共度難關，

為我們六年的中學生涯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

  不知不覺，我已經在大學度過了一個學期，體驗了令人「難以忘懷」的大學生活—在家上課和考試。現在我就讀於香港恒

生大學的供應鏈及資訊管理學系，經過一個學期的學習，也算是對供應鏈管理初窺門徑，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科目，生活中的一

切，都與供應鏈息息相關。和想象中的大學生活有著天淵之別，似乎一切都化作各種代碼，在屏幕中顯現，感覺有點虛無縹緲。

不過，令我感動的是，即使我已經畢業離開母校，中學老師依然在背後默默的支持和幫助我，讓我能夠適應大學的生活，向著未

來繼續進發。仍記得在畢業前夕，學校給予我適當的幫助，例如 JUPAS選科策略，內地升學出路分析等，這些都幫助我構建未來
的發展藍圖，讓我更加有信心面對接下來的挑戰。與此同時，得益於參加過校內活動和擔任學會或組織的幹事，整個人在不同方

面都得到了提升，變得更加主動積極，令我在大學學習中獲得了優勢，得到教授的讚賞和同學們的認可。

畢業典禮上向學校和

老師致謝辭 畢業後大家亦師亦友

蔡曉乾  香港科技大學（工程系）

  我現時就讀於香港科技大學工程系，由於疫情影響，遺憾暫且沒有機會體驗大學生活，不過單是
在線上學習已使我體驗到強烈的競爭氛圍，以及令人難以喘息的學業壓力，的確也是另外一個世界。

在此我十分感激黃鳳翎給予的一切，知識，人生經驗，還有師長高尚的人格品質，如同我成長道路上

的明燈，指引我前進的方向。

  起初我不是一位勤奮刻苦的人，大多數時候，甚至無法付諸十成的精力，將自己投入於學習當中。
在老師眼裡，我大概只是一位愛耍小聰明和擅長投機取巧的學生，能夠被科大錄取，當中不免摻雜運

氣成份。這三年來，在面對這樣一位頑固保守，屢錯屢犯的學生時，黃鳳翎的師長們所展現出的耐心

包容，無不讓我感到欽佩，同時也十分慚愧，認為自己愧對於諸多師長的信任。慢慢的，在師長的影響下，我漸漸地加深了自我

認知，痛定思痛後，決定告別過去的自己，而我採用的方式是，放下傲慢與自負，放下無謂的

自尊心，腳踏實地地去書寫自己的故事，而我認為，人生態度的轉變，便是我在黃鳳翎的學習

經歷中的最大收穫，希望這樣的經歷，可以為正在迷失中掙扎的後輩們帶來些許啟發。

  在學習方法上，我認為高效的學習講究方法，其次才是勤奮。作為學生，不僅要有打破沙
鍋問到底的精神，也要對自己有清晰的認知，知道自己的強項，也要知道自己的弱項，切忌鑽

牛角尖。許多犯錯誤的同學，起初受朋輩影響，抑或是其他先例誤導，一味地仿照他人的經歷

去為自己訂製學習方案，這是結果論的弊端。每個人先天條件上的差異，往往造成發展不如預

期，因此自我認知，便顯得份外重要，只有清晰地認識自己後，才能使那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奮

得到正確的詮釋。希望即將迎接文憑試的各位同學，能夠以平常心走入考場，也以平常心，去書寫自己今後的故事吧。

大學校園留影，
記下美好回憶

蔡同學邀請父母見證重要
的畢業時刻

2019-2020年度   畢業生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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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專業支援計劃
  自 2019年起，本校中國歷史科積極
參與教育局及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舉辦的初

中非華語學習中國歷史研討會，了解非華

語學生初中中史學與教的課程及策略。

今年，中國歷史科參與「初中非華語學

生學習中國歷史—專業支援計劃（2020-
2021）」成為先導學校，與專業團隊合作，
探討非華語學生初中中史學與教的策略，

開展校內的非華語初中中史課程。本校老

師與支援團隊進行多次會議，亦與其他先

導學校分享校本經驗及教學心得。

兩校老師聚首一堂 ，互相分享校情

中國歷史科科主任張志強老師分
享以電子教學提升非華語學生學
習中史的動機

盧念和老師及關勁文老師出席先導學校會議及工作坊

校內專業提升  延續電子教學
  資訊科技組、圖書館於校內舉行不同的電子應用工作坊，如由鄧
鑑宏助理校長和方鍵強老師主持的「Microsoft Teams教師工作坊」，
示範平台的使用技巧，讓老師輕易地掌握以Microsoft Teams平台的功
能，展開遙距教學，滿足停課期間及日後網上學與教需要。另外，圖

書館主任何慧貞老師悉心為老師安排如何使用創客設施的工作坊，如

「3D Printing Workshop」、「LED 觸控互動電子白板工作坊」、「虛
擬實境 VR 工作坊」等，讓老師了解及運用不同新科技，可應用於日
常教學中，以促進電子教學效能。

到訪友校 觀摩砌磋
  沈婉群副校長、唐寶蓮助理校長、數學科主任王兆雄老師、中文科主任王穎老師，以及林意臻老師及黃毅宜老師於
2020年 11月 13日到訪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了解該校非華語教學政策、學與教及生涯規劃的成果，然
後再以小組形式彼此分享教學情況。本校老師汲取經驗後亦回校作分享，讓同儕共同擴闊視野，提升教學效能。

中文科老師互相交流校內非華語課程結構及教學策略

全校老師投入齊參與工作坊

Microsoft Teams教師工作坊
3D Printing Workshop

LED 觸控互動電子白板工作坊 虛擬實境 VR 工作坊

專業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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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污染─水耕菜工作坊
  由社區聯絡組、園藝學會及科學科合作，於 6樓天台
設立水耕園圃。水耕園圃的設立讓同學認識植物生長及水

耕菜的科學原理、了解及比較種植水耕菜比傳統耕種的異

同，並從種菜、測量各項數

值（pH值、電導率）等過
程中得到樂趣及滿足，推廣

及鼓勵種植。同學積極參與

種植及收成活動，對水耕種

植興趣日深。

探索生活─水質污染工作坊

導師及負責老師一起
見證學生的成果

認真測量各項數值 終有收成，既興奮又滿足

  由生物科及科學
科合辦的水質污染工

作坊已順利舉行。活

動透過檢測不同來源

的水樣本，從而認識

及學習使用儀器分析

的方法。活動中，同

學都十分專注認識水

質對人類的影響及一

些量度儀器的原理。

十分認真動手做實驗 

分工合作取實驗儀器

規劃前路─網上中三選科工作坊
  由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家長教師會合
辦的「中三選科工作坊」於 2020年 12
月 19日順利完成。今年以線上模式舉
行工作坊，由唐寶蓮老師及王穎老師

主持，讓中三家長及學生可以認識新高

中學制、了解本校中四級開設的科目及組

合、分班準則及選科原則。同時有六位學長分享選科經驗及

修讀現況，家長及學生反應非常熱烈，學長及老師即時解答

學生及家長的疑問，有助學生為中三選科作準備。

菩薩行：關愛無親疏長者探訪計劃
  「菩薩行」是每年舉行的一次大型跨科組的社會服務活動，
老師及學生均積極投入參與，活動不但讓老師和學生走出小我，

更為獨居長者送上關懷和愛心。今年面對疫境，老師安排學生於

校內包裝物資，再由老師及工友將物資送往張妙願長耆鄰舍中心

派發給長者，延續關懷他人的精神。而今年中六同學收到來自張

妙願長者鄰舍中心長者親手製作的小禮物及書寫的心意卡，既

驚喜又感恩，

這就是佛教所

講的「因緣果

報，種善因，

得善果」。

疫境下慈悲與感恩─大嶼山供僧
  今年雖受疫情影響，但宗教事務組成功舉辦「大嶼山供僧」活
動。供僧鼓勵學生積善積德，將自利利他的慈悲精神落實於現實人

生。2020年 11月 25日，展翎社幹事在校內禪靜軒包裝福袋，所
有物資於 12月 13日由 9位老師及教學助理前往大嶼山大澳、三
丫水村、羗山及鹿湖，把福袋送往各位出家人手中，以心傳心，延

續慈悲和感恩精神。

與校長有約
  為了嘉許獲獎學生，並勉勵學生繼續努
力，追求卓越，級務組舉行了「與校長有約」

活動。2021年 7月 12日，李偉盛校長、張志
強副校長、沈婉群副校長、唐寶蓮助理校長及級務

組沈樂宜老師與獲獎學生及「正向大使」學生一同前往「大富翁夢

想世界」，期間師生教學相長，互相砥礪，是不一樣的體會。

各選修學長分享選科錦囊

「與校長有約」簡介會及嘉許典禮 齊來參觀「大富翁」展覽

袁佳藝同學與
老師投入參與

老師們一起前往羗山觀音殿供僧及拜佛

疫情下繼續關顧社會，繼續行善

中六學生感恩收到長者的
小禮物及祝福

一字一句是溫暖也是力量

唐寶蓮老師介紹
選科原則

多元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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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榜
在學校友成就本校畢業生位列大專「院長嘉許名單」

王俊賢（2018-2019）

院校及學系：

香港浸會大國際學院

專業中文副學士課程

獲獎年份：2020-21

馬錦倫（2018-2019）

院校及學系：

香港科技大學

工程學

獲獎年份：2019-20

陳文杰（2018-2019）

院校及學系：

香港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樹木管理副學士課程

獲獎年份：2020-21

          2019-20

茹煒豪（2015-2016）

院校及學系：

香港浸會大學

理學院

獲獎年份：2019-20

原玉木（2014-2015）

院校及學系：

香港浸會大學

計算機及資訊系統理學士

獲獎年份：2019-20

2021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生

麥美琦

馬浩倫 莫濋嵐胡智超

翁嘉誠 洪佳茵 林昭樑

倪智恩 

吳琦雯 官子佑 洪佳琳 劉炳豪 梁嘉晋

2020 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優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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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獲獎生
香港女童軍總會優秀女童軍選舉 2021 優秀女童軍 陳雯瑞（3A）

青年活動委員會 2020灣仔區傑出青年選舉 學生組――
學術成就、領導才能

洪佳茵（6A）

香港島校長聯會 2020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高中組 陳楚翹（6D）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20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5,000獎學金 阿麗絲（5A）  夏偉竣（5D）  李樂賢（5D）

民政事務總署 2020-2021融和獎學金 $2,000獎學金及獎狀 古詩樂（2B）  郭偉文（2B）  高夏文（3D）
馬沙雯（4E）  成嘉允（4E）  阿麗絲（5A）

活動項目 成績

學
術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朗誦）

中三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亞軍 林潪軒（3A）

中三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胡施琪（3A） 鍾寶豔（3D）

中四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亞軍 葉　悠（4A） 胡曉嵐（4D）

中四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葉 悠（4A）

中四級女子粵語詩詞獨誦良好獎狀 胡芷嵐（4A） 胡曉嵐（4D）

中五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優良獎狀 梁筵浚（5B） 馮嘉勤（5D）

中六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冠軍

（榮譽獎狀）
朱政駧（6A）

中六級女子粵語散文獨誦優良獎狀 鄭茵婷（6A）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朗誦）

中二級女子英詩獨誦優良獎狀 陳沚茵（2A）

中二級男子英詩獨誦優良獎狀 郭偉文（2B） 柏日希（2B）

中三級男子英詩獨誦冠軍

（榮譽獎狀）
馬祖華（3D）

中三級男子英詩獨誦優良獎狀 古永安（3D） 鄧司迪（3D）

中四級女子英詩獨誦冠軍 慧 利（4E）

中四級女子英詩獨誦優良獎狀
胡曉嵐（4D） 胡露維（4E）
艾安琪（4E）

中四級男子英詩獨誦優良獎狀 朱子亮（4A）

中五級女子英詩獨誦冠軍 勞雅倩（5A） 杜麗詠（5A）

中五級女子英詩獨誦優良獎狀 林逸珈（5A）

中五級男子英詩獨誦優良獎狀 載 龍（5C）

港青基信書院主辦‧MLang協辦
第九屆非華語學生普通話朗讀比賽

初中個人朗誦銅獎
Kaur Harshdee（1B） 
Gurung Simran（2B）

高中個人朗誦銀獎

Asedillo Jean Francine Lou
（5A）
Rai Anupama（5A）

高中個人朗誦銅獎 Uso Joy Udo（4E）

二人朗誦銀獎

Torralba Dannawin Galero
（5A）
Limbu Pranita（5A）

二人朗誦銅獎

Buhia Samantha Reigne（4E）
Kuppusamy Subramaniam
Harini Kumara（4E）

二人朗誦銅獎
Gurung Justin（4E） 
Singh Navkaran（4E）

香港佛教聯合會 75周年會
慶短片拍攝比賽

 （兩份參賽作品）  

季軍

優異獎 

王俊堯（2E） 王鈺田（2E） 
楊穎瑜（2E） 冼鈺淇（4A）
胡芷嵐（4A） 孫琳琳（4D）
謝凱琦（4D） 胡曉嵐（4D）

港島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主辦

「防騙分半鐘」短片創作比賽
優異獎

冼鈺淇（4A） 胡芷嵐（4A） 
孫琳琳（4D） 謝凱琦（4D）
胡曉嵐（4D）

香港中文大學創新科技中心――機

械人、科藝及綠色創意科普計劃《香

港少年工程挑戰賽 2020本地賽》
VEX IQ機械人技能賽優異獎

雷駿宏（1A） 劉家琪（1D）
游子樂（1D） 黃智謙（1E）
楊銘衡（1E） 羅淳德（2A） 
黎哲熙（2D） 莫竣稀（2E）

巧克力網上學習平台
第 55 期晶文薈萃――十優文章 羅祈嬴（5D） 李赫東（5D）

第 56 期晶文薈萃――十優文章 李赫東（5D）

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團

佛誕徵文比賽
優異獎

葉 悠（4A） 譚珮瑩（4A） 
王君堯（6D） 

帶 TEEN童路主辦 「尊重˙包
容 ˙負責˙關愛」 標語創作大賽

優異獎 陳緯檡（2D）

東九龍青年社主辦 認識《基本法》
認識社區――網上問答比賽

優異獎 潘文軒（6D）

第十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中學組個人賽優異獎
中學組個人賽優異獎 董港興（5D）

中山大學法律系香港學會主辦

第 21屆《基本法》及
一國兩制網上問答比賽

季軍 董港興（5D）

嘉許獎 袁佳藝（4D） 洪遠岱（5D）

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

第十二屆健康資訊學生大使計劃
優異表現獎 陳嘉謙（3A）

活動項目 成績

藝
術

港朗誦及音樂協會

第 73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中學 14歲或以下女聲外文獨唱銀獎
ERAES JENNA ERICH（1B） 
吳若妃（1E） 蔣思敏（1E）
GURUNG SAPNIL（3D）

中學 16歲或以下女聲外文獨唱銀獎

Rai Sahitya（3D） 
Kaur Manmeet（3D）
冼鈺淇（4A） 張媛琳（4B） 
胡曉嵐（4D）

中學 14歲或以下女聲中文獨唱銅獎 雷滢滢（1D）

中學 16歲或以下女
聲外文獨唱銀獎

陳李君（2A）

初級組大提琴獨奏銅獎 陳思伊（4D）

初級組大提琴獨奏銀獎 袁佳藝（4D） 陳家誠（5D）

中級組大提琴獨奏銀獎 欒思樂（2E）

初級組長笛獨奏銅獎 梁健朗（4D）

初級組笛子獨奏銀獎 和鼎淇（4D） 葉均錇（4D）

初級組古箏獨奏銅獎 譚詠欣（5A）

初級組二胡獨奏冠軍 盧梓然（4A）

初級組二胡獨奏季軍 鄭睿鑫（4A） 夏偉竣（5D）

小提琴三級獨奏銅獎 葉芷茵（3A）

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團

佛誕卡設計比賽

高中組季軍 陳思伊（4D）

初中組優異獎 王棋泰（3B）

香港金融管理局「轉數快‧轉帳收

錢話咁易」WhatsApp Stickers 
設計比賽

高級組亞軍 陳思伊（4D）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基本法》大使

培訓獎勵計劃網上比賽系列

中學組吉物物設計亞軍 陳思伊（4D）

中學組海報設計季軍 陳思伊（4D）

香港品質保證局 第十四屆香港品
質保證局理想家園創作比賽

海報設計――

最積極學校參與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其
他 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

團體金獎 佛教黃鳳翎中學

個人金獎 洪嘉雯（5A）

個人銀獎

邵卓謙（6D） 陳明欣（6D）
郭卓然（5A） 容瑋筠（5A）
曾蓉蓉（5A） 蔣俊宇（5D）
莫祉藍（5D） 黃鏊瑶（5D）
許弘熹（4A） 胡曉嵐（4D）

個人銅獎

郭雪慧（6C） 麥凱喬（6D）
施恩祺（6D） 蔡如意（5D）
王筱晴（4A） 葉 悠（4A）

羅祈嬴（5D）及李赫東（5D）獲得
第 55 期晶文薈萃十優文章

朱政駧（6A）獲得中六級女子
粵語散文獨誦冠軍（榮譽獎狀）

第 21屆《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網
上問答比賽季軍董港興（5D）及
嘉許獎洪遠岱（5D）

兩隊同學於 75周年會慶短片拍攝
比賽分別榮獲季軍及優異獎

「轉數快‧轉帳收錢話咁易」WhatsApp 
Stickers 設計比賽高級組亞軍 陳思伊（4D）

本年度獲校外機構嘉許學生名單（至2021年7月）

得獎課外活動紀錄（2020年9月至2021年7月）

洪佳茵（6A）榮獲 2020灣仔區
傑出青年選舉學生組學術成就、

領導才能獎

陳楚翹（6D）榮獲 2020年香港島
傑出學生選舉高中組傑出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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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址：香港銅鑼灣東院道 11號 電話：25779485 傳真：28810148 電郵：bwc-mail@bwfl c.edu.hk 網址：http://www.bwfl c.edu.hk

科目
級別 英國語文

中國語文∕中國
語文（簡化課程）

中國歷史
生活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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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劻霖（1E） 蔣思敏（1E）
詩 琪（1B） 潘熹彤（1A）

吳晶晶（1A）
柯嘉嘉（1A）
王淑沂（1D）
鄧匡迪（1E）

-- 蔡彬楠（1A） -- 曾家銳（1A）
雷駿宏（1A） 王景揚（1E）

中二 梁国瑞（2E） 吳定成（2E）
邵艾文（2B） 黃皓鉦（2E） 陳敬祥（2A）

張嘉樂（2A） -- 蘇俊淦（2A） -- 陳敬祥（2A） 梁国瑞（2E）
麥峻誠（2A）

中三 KAUR
MANMEET（3D）

陳凱雯（3A）
高芷珊（3D） 周漢傑（3D） -- -- 范諾淮（3A） -- -- 王棋泰（3B）

中四
AGUS

NATHANIEL
BROOK（4E）

朱曼瑜（4D）
BUHIA SAMANTHA

REIGNE（4E）
USO JOY  UDO（4E）

林小冬（4B） -- 朱曼瑜（4D） 袁佳藝（4D） 謝凱琦（4D）
袁佳豪（4D） -- 吳鴻飛（4D）

中五 謝卓亨（5D） 洪遠岱（5D）
韋安璐（5A） 董港興（5D） -- 洪遠岱（5D） 劉家希（5C）

洪遠岱（5D）
莫祉藍（5D）
洪遠岱（5D） -- 周學泓（5C）

科目
級別

佛化德育
及價值教育

倫理與宗教 視覺藝術 音樂 普通話 歷史 體育 藝術發展 地理

中一 吳晶晶（1A） -- 康芷妮（1B） SINGH 
JASKARN（1B） 潘熹彤（1A） 潘熹彤（1A）

蔡彬楠（1A） 朱嘉晴（1A） -- --

中二 王鈺田（2E） -- 鍾嘉敏（2E） 洪峻洛（2A） 王鈺田（2E） -- 吳定成（2E） -- --

中三 周漢傑（3D） -- 羅琬澄（3A）
劉澤喬（3A） 王棋泰（3B） 李美琪（3A） 王 杙（3A）

馬祖華（3D） 李美琪（3A） -- 馬祖華（3D）

中四 謝凱琦（4D） 葉 悠（4A） 林佳埼（4A） -- -- 伍華康（4A） 袁佳藝（4D） 朱曼瑜（4D） 伍華康（4A）

中五 洪遠岱（5D） 王偉豐（5C） 林晁賢（5A） -- -- 偉 雄（5A） 林逸珈（5A） 李赫東（5D） 黃君臨（5D）

科目
級別 物理 生物 化學 經濟

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論

旅遊與
款待科

中三 范諾淮（3A） 李彥沚（3A） 林潪軒（3A） -- -- --

中四 許宏智（4D） 謝凱琦（4D） 和鼎淇（4D） 張瓏傑（4A） 吳政彥（4D） --

中五 許錦鈺（5D） 李樂賢（5D） 洪遠岱（5D） 夏偉竣（5D） 丁采妮（5D） 羅祈嬴（5A）

每級首三名

級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一 潘熹彤（1A） 蔡彬楠（1A） 吳晶晶（1A）

中二 吳定成（2E） 梁国瑞（2E） 王鈺田（2E）

中三 周漢傑（3D） 王棋泰（3B） 陳家鴻（3A）

中四 謝凱琦（4D） 伍華康（4A） 吳政彥（4D）

中五 洪遠岱（5D） 李赫東（5D） 莫祉藍（5D）

級別 優異生

中一 潘熹彤（1A） 蔡彬楠（1A） 吳晶晶（1A） 
雷駿宏（1A） 蔣思敏（1E）

中二 SUAREZ IVAN NICHOLAS NICOLAS（2B）
吳定成（2E） 梁国瑞（2E） 王鈺田（2E） 

中三 陳家鴻（3A） 王棋泰（3B） 周漢傑（3D） 

中四 伍華康（4A） 謝凱琦（4D） 吳政彥（4D） 
袁佳藝（4D） 朱曼瑜（4D）

中五 洪遠岱（5D） 李赫東（5D） 莫祉藍（5D）

級別 全年操行優異生

中一 蔡彬楠（1A） 陳 妍（1A） 雷駿宏（1A） 吳晶晶（1A） 潘熹彤（1A） 林以彤（1A） 蔡垚峰（1A） 楊銘衡（1A） 

中二 陳敬祥（2A） 鍾嘉敏（2E） 梁国瑞（2E） 欒思樂（2E） 王鈺田（2E） 楊穎瑜（2E） 

中三 黃雅晴（3A） 李美琪（3A） 李濱怡（3A） 劉澤喬（3A） 王 杙（3A） 葉芷茵（3A） 王棋泰（3B） 卡蜜汶（3D） 馬祖華（3D） 鄭重唯（3D）

中四 鄭睿鑫（4A） 伍華康（4A） 彭泓皓（4B） 連美婷（4C） 陳卓邦（4D） 關嘉瑤（4D） 梁健朗（4D） 李煌崴（4D） 袁佳藝（4D） 吳鎮男（4D）
施欣欣（4D） 蘇宣羽（4D） 謝凱琦（4D） 和鼎淇（4D） 黃文靜（4D） 胡曉嵐（4D） 葉鈞錇（4D） 朱曼瑜（4D）

中五 洪嘉雯（5A） 王怡斐（5A） 余泳嫻（5A） 容瑋筠（5A） 曾蓉蓉（5A） 鄭清清（5D） 丁采妮（5D） 馮嘉勤（5D） 夏偉竣（5D） 洪遠岱（5D）
許錦鈺（5D） 莫祉藍（5D） 董港興（5D） 黃鋆瑶（5D） 邱家棟（5D） 

中六 陳駿龍（6A） 洪佳茵（6A） 林一山（6A） 劉金好（6A） 莫彰妮（6A） 陳明欣（6D） 陳焯鈴（6D） 馮曉輝（6D） 林才淵（6D） 劉世邁（6D）
李凱藍（6D） 麥凱喬（6D） 莫濋嵐（6D） 馬浩倫（6D） 潘文軒（6D） 施恩祺（6D） 陳楚翹（6D） 

中一級第一名潘熹彤（1A）

中二級第一名吳定成（2E） 中三級第二名王棋泰（3B） 中四級第一名謝凱琦（4D） 中五級第一名洪遠岱（5D）

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學業及操行龍虎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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