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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促進屬校校董會與教師之間的溝通，法團校董會於5月31日假本
校禮堂舉行本學年第一次校董教師諮議會，所有老師均獲邀出

席。當天梁定宇校監、吳奇壎校董、蕭紀柔校董、陳紹勤校

董、張業崇校董、蔡志超校董、校友校董溫芷茵女士與教師聚

首一堂，就會前收集的學校發展提案進行討論，氣氛包容而和

諧。最後法團校董會就教師團隊於疫情下堅守崗位，

熱心支援學生持續學習和關顧學生身心發展的表現，

表示欣賞和嘉許。

校董教師諮議會

校長的話

二零二一年七月  
第六十六期

法團校董與老師合照 校友校董溫芷茵女士

梁定宇校監

吳奇壎校董

  這學年在肆虐的疫情中渡過，面對種種困難與挑戰，我
們的教職員團隊積極變通，務求盡量減低對學生學習的干擾。

縱使在疫情之下，學校仍盡力安排不同性質的學習活動，希望

讓學生有均衡而全面的發展。今期的《嘉誠通訊》亦報道了這

些活動，包括：給中六同學的打氣活動、 STEM WEEK、閱讀
週、綠色與健康生活週等。

  我在李嘉誠中學的服務會隨著本學年完結後退休而結束。我
在學校服務了16年，見證著學生不斷成長，在學業和個人發展方
面都持續進步。我們的教職員團隊熱心教育工作，對學生愛護有

加，以培育學生健康成長為己任，我以我們的教職員團隊和學生

為榮。

  學校工作以外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次與同事和學生到鄉郊地
區為獨居的老人家打掃家居，並為他們居住房屋的外牆重新掃上漆

油，師生都投入這義務工作，並享受幫助有需要人士所帶來的滿足

感。事實上，參與社會服務一直是我們學生最喜歡的活動之一。

  離別在即，我在此祝願各位家長及學生身心康泰，學校能在不
久將來恢復正常的學習活動，繼續成為培育學生成長的園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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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快訊

蔡子涵
香港大學醫學院一年級

劉軒
香港中文大學法律系一年級

  很榮幸可以獲得東華三院獎學金，
為我帶來了很大的肯定、支持和鼓

勵。大學的經歷令我看到了更廣的

世界，也遇上了更多提升自己的機會。這裏有更多自由，

沒有了老師的督促，我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不懈的努力，

嘗試在人才濟濟的大學發光發亮。大學的學科選擇往往是

夢想的啟航，同學在未來入讀心儀的學科時，回望中學六

年的寒窗苦讀，必會感激自己當初的堅持。學之廣在於不

倦，不倦在於固志，共勉之。

李書妍
南京師範大學音樂學（師範）一年級

  在經過了一年的大學生活，我深深
體會「有付出不一定有收穫，但是沒有付

出一定沒有收穫」的真理。在不斷地學習專

業的音樂理論之餘，實踐亦非常重要，自己

動手去練曲目練聽力，跟腦中想像的確實有

差距。因此我會更踏實地做，因為沒有專業儲備，所能做到的一

定不會超過認知。各位師弟師妹要多讀書、多操練，多涉及一些

自己不懂的東西，必定會更快地成長。

李文軒
華中師範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歷史學系一年級

  大學生活總的來說是非常豐
富多彩的，要付出很多努力在學習

與論文之中，能夠接觸到各種優秀

的同學，學到各種不同又有趣的知

識。祝各位學弟學妹在日後的課業學習上才思敏

捷、日常生活中健康常勝。

謝明依
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廣播電視學一年級

  非常感謝中銀香港頒發的獎學金，讓我對
自己多了一份重要的肯定。大學和中學的學

習模式相差很遠，感覺自己最幸運的就是中

學六年遇到很多恩師，讓我一直記著那些溫暖的鼓勵和支持。大

學的學習生活可以讓我們自由支配，我選擇了參與學生會，努力

籌辦不同的活動，有很多新鮮的體驗，也十分充實。

5A 顏嘉怡
  十分榮幸能獲得今屆的東華傑出學生獎。
對我而言，過程和結果都充滿欣喜。我結識了

來自東華三院旗下中學的優秀學生，從他們身

上學到了很多優良的品質。我認為「傑出」一

詞，並不應限於學業方面擁有優異的成績。只

要能在某一範疇表現突出，便能稱之傑出，而

其範圍可以是在藝術才能、個人品德、公民意

識，又或是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方面。只要大家

全情投入地將一件事情做到極致，就是傑出。

希望各位學弟學妹們，不要因為一次考試或是

比賽的失利而停下腳步。天生我材必有用，每

人皆有屬於自己的閃光點。「千淘萬漉雖辛

苦，吹盡狂沙始到金」，鼓足幹勁、身體力

行，便能在傑出之路上越走越遠！

獎學金消息

東華傑出學生獎
2021

獎學金 得獎者 金額

東華三院文頴怡勤儉忠信獎學金 蔡子涵
$15,000每年續頒，
直至大學畢業

東華三院王氏港建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獎學金

曾紹匡
$15,000每年續頒，
直至大學畢業

東華三院許少榮大學獎學金 梁浩天
$20,000每年續頒，
直至大學畢業

東華三院黃何哲華晉升大學獎學金 陸皓程 $20,000

東華三院中銀香港國內升學獎學金

謝明依
何倩婷
李書妍
李文軒

首年$1,000
第二年$5000
第三年$5000
第四年$1,000

東華三院黃乾亨獎學金 黃婉琪 $10,000
東華三院李兆忠紀念獎學金 劉 軒 $600
東華三院SF(MNT)基金獎學金 朱珈穎 $600
東華三院蔡榮月獎學金 廖廷茵 $600

東華傑出學生獎（課外活動） 何振華 $2,000
東華三院謝婉雯醫生紀念獎學金 劉曉楠 $1,000

東華三院傑出學生獎 顏嘉怡 $2,000
東華三院KMO獎學金（優異服務） 鄧雅名 $200

謝明依攝於暨南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攝錄室

李書妍攝於南京師

範大學校園

蔡子涵同學(上排中)
攝於香港大學醫學院

劉軒(前排左)課餘時與
大學同學結伴遠足行山

李文軒攝於

華中師範大學

  有幸獲得東華三院頒發多個
獎學金，在此對贊助人及母校致

以深切謝意。我今年的醫學課程

學習集中於心臟、呼吸和泌尿三大系統，涵蓋解剖、生

理、病理和藥劑等數個範疇，整體而言頗為緊湊。幸認

識一班組員同儕，互相砥礪鞭策，建立溫習小組，讓我

順利渡過第一年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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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獲得本年度北區優秀學生優異獎，在此我想多謝所有任教過我、幫助過我的老師，感謝你們
對我的悉心栽培，同時亦多謝校長的推薦！

  決賽面試分為自我介紹和小組討論。自我介紹時，大多參賽者都不會提及自己的學業成績，而是著重去展
現自己的閱歷。相反，唯獨有一位參賽者只提及了自己的學業成績，毫無提及任何學校以外的經歷。之後小組討論，當所有

參賽者都爭論得如火如荼時，那位參賽者一直都沒有主動發言。為甚麼她會這麼被動？這麼沒有自信？其實，原因很容易看

得出，就是因為她很少甚至沒有參加過學校以外的活動或比賽，沒有甚麼親身經歷可以與人分享，於是當她看到大家熱烈討

論時，就會覺得自己所說的不夠有趣、吸引，比不上其他人，所以就沒有信心去主動發言。可見，雖然成績很重要，但閱歷

同樣重要，因為閱歷能夠讓我們增廣見聞，建立自信心。

  而在另一個校外活動的經驗中，有不少的名校生參加，一開始，我在想自己會不會比他們差。但事實是，校外根本不會
有人在意你來自甚麼學校，學業成績有多好，反而你的自信談吐更為重要，而你曾參與的一項校外活動或比賽的經驗，令你

有豐富的閱歷，足夠的自信，甚至比你成績表上的A+更有用！所以，成績固然重要，但閱歷也不容忽視。

  最後，我想跟同學們說：你們能夠成為李嘉誠的一份子，證明你們本身就已經很優秀。但是在努力讀書的同時，希望你
們也不要忘記要多些參與校外活動，累積閱歷，增廣見聞。因為這樣你才能更有自信，成為一個更優秀的「優秀學生」！

東華傑出學生獎
2021

2020-21 年度

各院校校長推薦名單

大學聯合招生辦法 6A 彭卓妍 6A 林紫蕾 6A 吳嘉雪 6D 何振華
年內地高校招收香港
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

6B 徐穎妍 6B 王子蘭 6B 胡子傑 6B 余凱欣
6C 任 菲 6D 張滿彤 6D 莊曉琳 6D 邱芷昕

香港教育大學
6A 張卓羚 6B 周錦鴻 6B 郭晴紅 6C 黃梓晴
6B 藍樂誼 6D 顏智霖

東華學院 6B 陳咏芯

日期 主題 活動目的
2021年
3月15日 教育新常態：

未來的挑戰

東華三院各院校老師一同參與聯校專業發展日。當天本校老師在校內觀看直播，來自不同學校的
老師就「教育新常態」這個主題分享自身的教學經驗，讓老師們可以從中得到更多提升教學效能
的啟發。最後亦邀請了鄭燕祥教授為老師們作專題講座。

2021年
3月25日

檢討及制定學
校三年計劃

活動透過分組討論，檢視過去三年校本發展週期的表現，然後再就新一個發展週期的「關注事
項」提供建議。活動充分體現老師之間的協作，大家群策群力以改善學校的政策。

2021年
4月23日

發展日當天老師就「2021-2024學校三年計劃」的關注事項，提出具體的執行策略、評估準則及所
需資源。活動以jigsaw分組討論形式進行，透過科組內的討論，與跨科組的分享交流，完善計劃。

北區優秀
    學生選舉

教師專業發展日

5D 鄧慧思競逐本年度北區優秀學生，於高中組 103 人中
脫穎而出，榮獲優異獎（每組有冠亞季及 5 名優異獎）。 ”得獎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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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5日

  為了讓中六同學感受到老師、學弟妹及學校對他們的關
愛和勉勵，學校為中六同學舉行了一場「有我撐你」打氣活

動，藉此提升同學的正面情緒，送上祝福，齊心迎接DSE的
挑戰。

  活動由輔導主任李慧君老師主持，邀請得校長作勉勵，
再由各班中六同學代表道出感言，過程中播放中六同學的成

長片段，重溫難忘而美好的回憶，溫馨而感人。最後由班主

任派發由德育及公民育組預備的畢業熊給中六同學，希望為

各位同學加添力量，於DSE全力衝刺。

再見嘉誠人

中六「 有我撐你」
打氣活動

講座後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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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0日至15日

主題活動
STEM Week

講者湯兆昇博士

講座後大合照

班際網上問答比賽

玩具解剖展

氣墊船比賽

機電工程署能
源效益及節能

遊戲
思維設計介紹

實驗示範

寓學習於娛樂

科學實驗示範 迸發一刻

科學講座

網上科學講座
電力之旅—STEM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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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11/3 早會環保訊息宣傳
25/2-3/3 利是封回收行動
25/2-3/3 環保知識問答比賽
25/2-13/4 環保袋設計比賽
11/3 節能日
12/3 生果日
17/3 「至SMART多面睇」健康及禁毒活動日
27/3 地球一小時

閱讀週

綠色與健康生活週

目的︰提高同學的環保意識，培養對環境友善的態度，
並鼓勵實踐環保及健康的生活方式

范建梅老師好書分享

香港閱讀城十本好讀投票

網上閱讀介紹
「沙畫說故事」短片

「至SMART多面睇」健康及禁毒活動日影片

節能日

透過科學短片了解生果資訊

多吃生果身體好！為全校同學提供生果杯

2021年4月19至23日
  疫情稍緩，未敢鬆
懈。哪天才能回復原

狀？唯一不被影響的，

就是網絡。發揮網絡的

威力，大家仍可發掘讀

書的樂趣，感受閱讀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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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習經歷

2021年4月15-19日

  4月15日是2021「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舉辦了一系列
的活動，旨在提升學生對《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的認識，並加強學生

認識法治和國情，明白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2021年5月21日

  當天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學生
幹事在校內擺設攤位，派發心意

卡，讓學生寫上對身邊人的感謝

句語，並給予小禮物鼓勵參與的

同學。內地的同學亦可以觀看摺

紙短片，親手製作鬱金香摺紙贈

予身邊人來表達心意。

國家安全
教育日

「關心身邊人」
活動

「國家安全‧你我要知」有聲繪本

展板介紹

早會分享

升旗禮

活動一：
展板介紹

於舊翼地下雨天操場擺放，讓同學認識國家安全的理

論和實踐，以及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活動二：
「國家安全 ‧ 你我要知」
有聲繪本

透過有聲故事繪本以生動的方式，深入淺出地介紹國

家安全的資訊。

活動三：
「2021『全民國家安全
教育日』網上問答比賽」

參加由教育局主辦的「2021『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網上問答比賽」，以提升同學對《憲法》與國家安全

的認識。

活動四：
 早會分享及升旗禮

當天早會播放預先錄製的升旗禮，以培養國民身份認

同。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學生幹事亦於早會上向同學簡

介《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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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7日

  由社際排球比賽的冠軍
隊伍儉社與老師進行交流

賽，師生互相較勁，交流打

排球的心得，氣氛融洽。

5/4英文聯辯
Topic︰ Eco-tourism has more advantages than disadvantages for Amazon rainforest
Stakeholders︰ Brazilian government︰Red Hous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Yellow House
Indigenous people of Amazon rainforest︰Purple House
Environmental activists︰Blue House

Result︰ Champion︰Blue House
1st Runner up︰Yellow House
2nd Runner up︰Purple House
3rd Runner up︰Red House

21/4中辯初賽 對手 辯題 勝出
第一場 勤社（正方）VS信社（反方） 多啦A夢對大雄的成長利多於弊 勤社

第二場 忠社（正方）VS儉社（反方） 香港樂壇已死 儉社

5/5中辯初賽 對手 辯題 賽果

冠軍賽 勤社（正方）VS儉社（反方） 佛系生活應作為香港學生的生活態度
冠軍︰勤社
亞軍︰儉社

季軍賽 忠社（正方）VS信社（反方） Snapchat對青少年利多於弊 季軍︰忠社
殿軍︰信社

2021年3月24日、4月22日

  由數學學會舉辦，以社際比賽形式進行，希望加強各社
的凝聚力，同時設立個人獎項。

編輯委員	
顧	 問：	梁學圃校長
編輯委員會：徐嘉慧老師、符艷媚老師、李慧君老師、劉宛鎔老師

比賽
師生排球

Rummikub
比賽

活動
社際辯論

2021年4月5日、4月21日、5月5日

忠社代表

信社代表

勤社代表

儉社代表

英文聯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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