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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子光神父分享
Parish Priest’s Message
本年度崇真由潘子光神父接替退休的田義神父擔任校董及聖心堂主任司鐸。以下是神父的分享。
從前有一位青年希望了解更多關於天主的事，卻一直得不到滿意的答案。有一天，有人告訴他附近
的山上有一位智者可以幫助他認識天主，於是青年起程去找那位智者並說明了他是來尋找天主的。智者
於是答應收他為徒。某日，智者帶青年到河邊，並突然將他的頭按到水裏去。當青年掙扎抬頭呼吸時，
智者又再把他按到水裏，不斷重覆。
最後兩人回到屋裏，青年認為智者想將他淹死，感到傷心難過。此時，智者問青年：「剛才你想要
什麼﹖」青年回答說：「空氣！」智者回覆：「如果你尋找天主的意志如同你剛才在水中需要空氣一樣，
你已找到祂了！」( If your thirst for God is as strong as for breath when you were under the waters,
you will surely find Him. )
故事的寓意是指，憑著堅強的意志必能達到目標。(Strong will power will lead to success.)
親愛的同學，這個故事教導我們如何活出生命，提醒我們要不畏困難，因為要獲得成功，必先經歷
艱苦的過程。知識對同學來說是十分重要，但獲取知識並沒有捷徑。
只要你們積極地爭取，努力是不會白費的。同時，你們應享受追求
知識的過程，而非執著於結果的成敗，因為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
有助我們塑造將來美好的生活，並能訓練我們成為一個意志堅定的人。
主祐大家！
*內容經翻譯及撰寫

如有興趣瞭解神父分享的英語原文，可掃描此QR Code
（For Eng version, please scan the QR Code）

中學部 校長的話
Principal’s Message (Secondary Section）

甘陳富文校長

感謝天主！西貢人傑地靈，無論任何情況，學生都能在較安全、平靜的校園學習成長。
疫情肆虐，學生需在家上課，中學部積極關注學生及家庭的需要，並提供合適的基本裝置和設備
進行網上學習；學校亦申請基金購買網絡卡或借出平板電腦，幫助學生解決設備及網絡速度等問題。
此外，為學生安全起見，我們取消了多項活動，計劃在疫情受控後補辦外訪交流活動，讓學生對生活
多一分體會，開拓國際視野，積極規劃人生，為每名學生提供多元發展機會。
學校亦致力優化課程，以「興趣、參與、有意義」‘
( Interest, Involved, Meaningful’)的原則設計課程，
提升學習效能。我們在2020年的中學文憑試成績有明顯進步，達到100%及格率的科目包括生物、物理、
數學延伸單元一、中史及視藝；另外，英文、數學、生物、化學、中史、經濟、地理、視藝及體育
共9個科目及格率亦有所提升；學生取得報讀本地學位及副學士課程基本要求的百分比亦較去年提升8%。
學校增值資料顯示本校核心科目的增值率全面提升，學生學業穩步上揚。
讓我們一起繼續悉心培育西崇學子，活出豐盛生命！
（Together, let’s continue nurturing our students
of Sung Tsun and prepare them to strive for the best！）
謹代表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祝各位主愛內平安、身體健康！
（May God bless you all with
peace and good health!）

小學部 校長的話

馮家俊校長

各位好！我是馮家俊校長，是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的新任校長。感謝天主派我來到
西貢區，與中學部陳富文校長一起合作，為崇真的中小學生服務。
踏入崇真的校門時，發現崇真與其他的中小學大大不同。崇真貼近大自然，環境優美；學校歷史
悠久，散發出文化氣息；在學校散步時，我感受到崇真中小學部不單是一所建築物，更是一個讓崇真
學生成長的地方。是所有崇真學生的家。
疫症無情，但崇真有愛。今年是特別的一年，因為疫情嚴峻，同學們暫時只可以進行半天上課，
但各位老師仍會很努力透過不同的方法為同學準備課堂及活動，希望同學們在半天上課期間，仍能
在學校快樂地進行校園生活。
最後，我希望崇真同學在天主的保守下學會愛人，同學除了要愛家人外，更要愛天主愛學校，
並將愛推及至身邊的人，做到「愛天主 愛鄰人」。
主佑各位！

中小聯合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小學部全體教職員於8月25日進行了2020至2021年度中小學聯合
校務會議。因應 疫情，是次會議也特別增加了防疫措施，如椅子間 隔有足夠 距離、使用咪套、增加
消毒設備等。
當天除了校監區嘉為執事的分享、中小學部
校長講 解新學年發展計劃之外，也邀 請了新任
校董潘子光神父作自我介紹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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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早會
National Day Morning Assembly
本年適逢國慶71周年，為喜迎國慶及加強同學的國民身份認同感(Stre ngthe ning
the se nse o f natio nal ide ntity)，中小學聯合在9月3 0日國慶前夕，假中學部球場
08xx-xxxx-xxxx

舉行升旗禮儀(Flag-Raising Ce re mo ny)。
由於正值疫情肆虐，各同學需留在課室以網 絡直播方式全程
觀看禮儀。雖然沒有現場觀眾，但各海事青年團成員仍一絲不苟地
Your Company Adress

以莊敬的態度升旗。國旗徐徐伴著國歌升往旗杆頂端，現場氣氛
亦更見莊嚴肅穆。之後由中學部德育及公民教育組代表向同學
作簡短分享，勸勉同學要從不同角度認識祖國，加深對
祖國的認知(We e nco urage stude nts to ge t to
know China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reby
Your_company@gmail.com

gain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untry.)。
其後由中小學校長為學校領禱，並邀 請潘神父向各師生
降福，儀式亦隨之圓滿 結束。

「崇真一條龍」學生心聲
‘ Sung Tsun Through-train ’ Student Voices

2B 劉定緣 – 《成為中學生的我》

小學的時候渴望成為中學生，但又時常擔心著中學生是否要兼顧更多學業上的
問題呢？當我升上中學部後，才發現原來我的顧慮是多餘的。
回憶起在中一時，第一天收到時間表時，察覺到中學的科目比小學時多，沒有小學時
的輕鬆；但後來發現，科目較多，能體驗到更多未接觸過的課程，課題及內容更多元化，
亦能吸收到不同領域的知識( The topics and content are more diversified. At the same time,
knowledge in different areas can be acquired.)。
跟小學截然不同，每份考卷都有不一樣的題材，對於那些多樣式的題目，讓我覺得
十分有挑戰性，並令我更積極地解決難題。
中學部的老師和同學也非常親切友好，即使遇到任何困難，老師們
也很樂意幫助，盡力協助學生。同學之間相處氛圍融洽，就算來自不同
學校，亦能和諧共處。由最初陌生到現在大家相處和洽，令我在中學的
學習增添動力。
剎那間，到了中學二年級，代表到達另一個階段。時光飛逝，一年
的中學生涯過去了。崇真中學的培養令我學會勇敢，更讓我相信和肯定
自己( At the Secondary Section, I have become a more courageous, confident
and self-assured person.)。

小學部
開學祈禱會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小學部）全體師生於9月30日，在學校
有蓋操場舉行了開學祈禱會。祈禱會以網上直播形式進行，全體
學生在課室觀看直播。
開學祈禱會的主題是「愛天主，愛鄰人」，這亦是本年度
的學習主題。馮校長勉勵同學們要遵守天主的誡命，將愛帶給
身邊的人。全體學生也在祈禱會中向上主承諾，在新學年裡，
除了努力學習外，更會主動關心家人和身邊的每一個人，實踐
天主的誡命，愛主愛人，把好行為奉獻給天父。最後，由
校董潘子光神父降福全體師生。

月滿崇真
慶中秋
9月30日全校恢復面授課堂的第二天，學校特地安排了「賀中秋」
跨學科活動。那天同學們穿起便服，在老師的指導下快樂地學做花燈，
一起動動腦筋挑戰自己猜對多少燈謎，更能和同學分享自己心愛的燈籠！
在這特別的節日我們感恩可以相聚在一起，更能寓學習於遊戲，認識中國
傳統文化。

鹽田梓聖若瑟小堂130週年主保瞻禮
10月4日星期日在鹽田梓聖若瑟小堂舉行了130週年
主保瞻禮，當日馮校長、公教老師、公教生及家長一同參與。
在活動完結前，馮校長及公教生參與了鹽田梓親子
園莊祝福禮。校長及公教生一起把苗圃栽植到莊園，各人都
覺得很興奮。

中學部
開學網課情況
The delivery of online lessons in September
中學部根據教育局指引於9月1日正式開學，並開始實行網上授課（online
teaching）。由於有著上學年的經驗，教師及學生均已對網上授課有一定的掌握，
對網上課堂並不陌生。
因應疫情發展迅速及存在不確定性，中學部本年度採取較具彈性的混合教學
模式（The school is adopting and implementing blended learning mode.），期望將
疫情對學生學習的影響減到最低；由於教師本年度需回校進行網上授課，對學校
硬件及網絡上的支援要求相對較高，幸好經多次測試及各老師的努力下，網上
授課情況日趨穩定，令人滿意。（Online lessons have been conducted satisfactorily.）

開學感恩祈禱禮
School-opening Prayer Service
受疫情影響，中學部原訂9月25日舉行的開學
感恩祭，改為同日在校內進行開學感恩祈禱禮儀。
按教育局安排，當天中六級學生在禮堂現場參與，
中一及中五級學生於課室觀看直播，至於中二至中四級
學生則在家中收看直播。是次禮儀由聖心堂主任司鐸及
校董潘子光神父主禮。
潘神父以本年核心價值主題「公義與真理」作為
他講道的內容。他講及一位獵人在極饑餓時，幸運地找到
五個蘋果。他品嚐第一個蘋果時感覺非常美妙，但一直
吃到第五個時，這美妙的感覺已消失了。潘神父想藉此
邀請崇真師生，以感恩的心去回應和珍惜任何出現在
我們面前的人與物，不要待一切歸於平淡，令珍惜
和感恩之心冷卻。他提醒，「愛不要太遲，學習也該
及時，堅守公義、真理亦應當仁不讓。」(Do n't wait
until it is too late to love and no r sho uld yo u
p ro crastinate o n yo ur stud ie s. Plus, the fundame ntal princip le o f
o ur live s is to ad he re to the truth and e xe rcise justice .)
潘神父其後帶領崇真師生祈禱，期望疫情早日回穩，疫苗也趕及成功
研製，對疫情能作有力的控制，使各地的生活可回復正常。學生代表亦在
禮儀中獻上由全體學生撰寫的禱文心聲，期望得到天主悅納，並得主予以成全。

英文科資優計劃

English Gifted Education Team
中學部英文科為資優同學安排一連串活動及計劃，以助開拓
相關同學的視野及發揮潛能。
初中：安排「英文話劇與木偶劇」計劃 (English Drama and Puppetry)
及「讀者劇場」(Reader‘s Theatre)，讓初中同學在活動中扮演
不同的角色，增強同學對英語會話的信心。
高中：安排「辯論組」(Debating) ，透過辯論訓練同學的批判 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及對社會時事
的認知 (exposure to social issues)。同時亦設有「DSE 5** 英文課程」 (DSE 5** English Course)，透過
學習不同的應試技巧，以幫助同學應對英文科公開試，藉以爭取佳績。

「4．23 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2020
2A羅子妍獲得初中英文組優勝獎
Junior Secondary English Group Outstanding Award :
“4.23 World Book Day Creative Competition”2020 - 2A Athena Law
為響應4月23日「世界閱讀日」（World Book Day）推廣閱讀文化，每年香港公共圖書館
都會舉辦「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期望藉著這次結合閱讀與創作的比賽，鼓勵兒童及
青少年擴闊閱讀領域，深化閱讀層次。
今年比賽的主題是「閱讀，伴我成長」， 初中組同學要以「讓我感動的故事」
為主題，自定文章題目，並選取一本配合主題的書，以閱讀報告的形式描述書中內容，

2A班羅

子妍獲得初中英文組優勝獎

並分享他們的見解和感受。2A 羅子妍同學揀選了《Who was Martin Lurther King, Jr.?》這本書，內容講述馬丁路
德金一生對反抗種族不平等的付出（The book talks about how King advocated for the poor and spoke out against
racial and economic injustice）。最後，羅子妍同學於比賽中獲得優勝獎。

新電子圖書館系統「eLibrary plus 綜合電子圖書館」
New School Library System“eLibrary plus”
中學部圖書館本年轉用了新的電子圖書館系統－「eLibrary plus 綜合電子圖書館」，同學只需登入e C l a s s ，就
可以查閱個人借還紀錄、續借及預約圖書館的書籍（Students can check their borrowing history, due dates for
the books borrowed, renew and reserve items）。此外，同學亦可透過系統知道圖書館的最新消息、新書和老師推介。
系統介面操作十分簡單，希望同學能夠充份利用這個新電子圖書館系統。

亦可以看到圖書的詳細資料及預約圖書

版面可看到圖書館最新消意、新書及老師推介

機械人、科藝及綠色創意科普計劃
C Robotics, STEM & Green Innovation
中學部本年成為「機械人、科藝及綠色創意科普計劃」的參與
學校之一。此計劃由香港中文大學主辦，學生可參與由大學提供的
機械人組裝及編程訓練、機械理論以及與綠色科技（training in assembling

學生使用自行組裝的機械車參與比賽

simple robots and coding,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ories in mechanics and green technology）
活動，參與不同形式及主題的比賽。同學們亦會將成果於一年一度的
創新科技嘉年華中展出，與公眾分享成果。

育養珊瑚校園計劃2020-2021
Coral Nursery Education Programme 2020-2021
中學部參與由香港中文大學珊瑚學院主辦的「育養珊瑚校園計劃」，成為
1 5 所參與中學之一。學生可在校園內育養不同品種的石珊瑚，為期8個月。
計劃亦包括考察海岸公園（Expeditions to Marine Parks）
、參觀香港中文大學
李福善海洋科學研究中心、移植珊瑚（coral transplantation）等活動。

海洋公園保育聯盟
Ocean Park Conservation Alliance
本校榮幸入選「海洋公園保育聯盟」參與學校，並讓本校學生
與海洋公園攜手保育香港珍貴蝴蝶-金裳鳳蝶，為本校學生提供生態
保育相關的專業培訓及實戰經驗。金裳鳳蝶為香港體形最大的蝴蝶，
也是本港唯一香港法例及國際貿易公約保護的蝴蝶。本校會在校內
建立蝴蝶友善花園及種植蜜源植物(Butterfly friendly garden: grow nectar

金裳鳳蝶

plants and build butterfly garden in school)，並應用科學知識記錄植物成長狀況及吸引的
蝴蝶物種，協助本校提升綠化程度與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

中學部學校增值表現理想
Outstanding academic value-added
performance by the Secondary Section
喜訊！根據最新的學校增值資料，中學部大部分科目的9位數（反映增值
表現）較去年提升，尤其是英文、通識、地理、旅遊及款待科進步顯著。報告
對本校積極提升學習效能（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及對學生有更個人化的培育等，起了正面鼓勵的作用（The results are
encouraging）。

中學部同學DSE獲取佳績
Students in the Secondary Section
have achieved pleasing results in the HKDSE
2020年DSE放榜，學生達9成以上成功升學，其中6A嚴道揚及林舒敏分別
考獲28及27分佳績，獲不同大學取錄學士學位課程。是年公開試波折重重，
同學仍能克服困難，考獲佳績，實屬不易。他們寄語師弟妹們要鞏固學習
基礎，養成自主溫習的習慣，便能事半功倍( The key to success is to study
smarter, and effective study habits can help one to consolidate what he or she
has learnt in class and is able to apply the knowledge effectively. )。

6A嚴道揚在數學科考獲5*成績，他勉勵師弟妹們要
突破自我，以正面的態度面對自己不擅長的科目( Break
through your limits! A positive mindset helps you perform
better in subjects you are not good at. )，積極地克服困難。
他建議溫習時先以個人較欠信心的科目開始，每日操練，
漸漸會發現當中的樂趣，見證自己的進步，亦會因此而
增加應試的信心；

6A林舒敏在中文科及通識科均考獲5*成績，她鼓勵師弟妹們要訂下
目標，自主學習（Set goals! Be a self-directed learner.）。她指「自行
訂立溫習時間表十分重要，訂下每日必須完成的進度，然後按時間表
溫習。」她又認為在課堂內認真學習比回家溫習更為重要，在課堂內
鞏固基礎，每日回家將當日的學習重點略加整理，更覺事半功倍。

獎學金資料（2019-2020）
Scholarship（2019-2020）
方檝校長紀念獎學金

梁其鎏老師紀念獎學金

1A 何樂文
1A 何樂文
2A 陳鎮南

中文科
中史科
中文科

1A 何樂文
1B 黃家進
1C 譚智軒

科學科（英文班）
科學科（中文班）
科學科（中文班）

2C
3A
3A
4A
4A
5A

熊嘉瑋
曾海晴
曾海晴
李桂萍
李桂萍
溫美詩

中史科
中文科
中史科
中文科
中史科
中文科

2A
2C
3A
3C
4A
4A

陳鎮南
熊嘉瑋
鄧雅汶
張善怡
劉朗天
劉朗天

科學科（英文班）
科學科（中文班）
科學科（英文班）
科學科（中文班）
物理科
生物科

5A 余進謙
6A 馮紀國
6A 傅靖超

中史科
中文科
中史科

4A
4A
4B
5A
5A

吳芷晴
劉朗天
黃芷彤
鄺韵妍
鄺韵妍

生物科
化學科（英文班）
化學科（中文班）
物理科
化學科

5A 李修賢
5A 溫美詩

生物科（中文班）
生物科（英文班）

6A
6A
6A
6A

物理科
化學科（英文班）
化學科（中文班）
生物科

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全級優異獎）
1A 何樂文
2C 熊嘉瑋
3A
4A
5A
6A

鄧雅汶
吳芷晴
鄺韵妍
嚴道楊

林桂盛獎學金（最佳運動員）

嚴道楊
嚴道楊
盧嘉煌
林舒敏

童夢慈善基金會獎學金
6A 林舒敏

5A Vastola Georgina Mai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

5A 黃嘉瑗

明日之星計劃上游獎學金

6A 馮紀國
6A 林舒敏

4A 陳翠瑩

祈良神父獎學金

4A 吳芷晴

5A 洪紹倫

成長希望獎學金
4A 粱德洋

來年將新增以下獎學金：1. 鄭劍瑜女士獎學金(中文)
2. 梁智仁先生獎學金(數學)
3. 勤社畢業50周年獎學金(英文及地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