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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taff: Dedicated to 
Nurturing & Inspiring

Principal
Mr. Tang Man Wai Simon鄧文偉校長

An inspiring, dedicated and professional team 
with a shared vision and a passion for supporting 
student growth and developing each child to their 
greatest potential.

專業盡責，理念一致，善於啟發學生，關心及伴隨
學生成長，讓學生發揮所長。

There are altogether 62 teachers, including the 
Principal, the vice-principals and 59 local teachers.

全校共有62位教師，包括校長、副校長及59位教師。

Principal and Teachers 
校長及教師

Profile of Teaching Staff
教師資料

Teaching Experience 年資 Qualifications 學歷
Bachelor’s Degree or above

學士或以上學位
0 - 4 years
0 至4年

5 - 9 years
5至9年

10 years or above
10年以上

Master’s Degree  
or above

碩士或以上學位

Recognized 
Teacher Training
認可教育文憑

100%12.9% 12.9%

74.2%
93.5%56.5%

(% of all teaching staff  / 佔全校教師人數百分比 )



Our Approac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Levels
年級

S.1
中一

S.2
中二

S.3
中三

S.4
中四

S.5
中五

S.6
中六

No. of 
Classes
班數

4 4 4 4 4 4

Learning Areas 
學習領域 Subjects  科目 S.1

中一
S.2
中二

S.3
中三

S.4
中四

S.5
中五

S.6
中六

Language Education
語文教育

Chinese Language  中國語文      

English Language  英國語文 E E E E E E

Putonghua  普通話  

Japanese  日語   

Mathematics Education
數學教育

Mathematics  數學 E E E E E E

Mathematics (M2)  數學（延展單元 II） E E E

Science Education
科學教育

Biology  生物   

Chemistry  化學 E E E

Physics  物理 E E E

Science  科學 E E E&C

Technology Education
科技教育

Business, Accounting & Financial Studies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Computer Literacy  普通電腦 C&E C&E C&E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資訊及通訊科技   

Health Management and Social Care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Personal, Social and 
Humanities Education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Chinese History  中國歷史      

Economics  經濟   

Geography  地理 C&E C&E C&E   

History  歷史 C&E C&E C&E   

Life & Society  生活與社會 C&E C&E C&E

Arts Education
藝術教育

Music  音樂      

Visual Arts  視覺藝術      

Aesthetic  美學 * *

Physical Education 體育 Physical Education  體育    */ */ */

Cross-curricular Subject
跨學科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  公民與社會發展   

Others
其他

Religious Studies (Christianity)  基督教教育    * * *

Innovation & Technology Education  創新及科技教育科  

Career and Life Development  生涯發展 * *

Rhenish’s Got Talent  一才計劃   

Applied Learning  應用學習課程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  其他學習經歷    * * *

Subjects 開設的科目

 Chinese is used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以中文為授課語言
E&C English is used as the major medium of instruction with some units taught in Chinese 以英語授課為主，輔以部分中文授課單元
C&E Chinese is used as the major medium of instruction with some units taught in English 以中文授課為主，輔以部分英語授課單元
E        English is used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以英語為授課語言
* Non-DSE subjects 非文憑試科目

Class Structure ��結構



Our Aspiration: 
The Utmost for God

比賽/活動項目 主辦機構 學生姓名 獎項

學��項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教育局 6A吳凱欣、6A庄鴻莉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

高中學生獎

2021-2022年度九龍城區傑出學生選舉 九龍城區中學校長會
5A孫睿童 2021-2022年度

九龍城區傑出學生
3D謝子博 初中組優異獎

黃廷方獎學金2021-2022
黃廷方慈善基金、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5A沈詩彤 黃廷方獎學金

明日之星 -上游獎學金2022 扶貧委員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5A沈詩彤、5A伍銘威、5A李芷瑩 明日之星 -上游獎學金

「模擬法庭」第一回合賽事 善導會
5A蘇澤淇 最佳律師
5A李芷瑩 最佳證人

第二屆童行盃全港校際服務辯論賽複賽
童夢同行

4A黃悅怡 最佳辯論員
第二屆童行盃全港校際服務辯論賽第二回合初賽 4D周智睿 最佳辯論員

《三國傳真》AR 大賽決賽 網龍及商務印書館 3D陳映彤、3D何穎怡、3D李鈺涵 
3D王馨菲、3D陳熙玥 季軍

RoboMaster 2021機甲大師青少年挑戰賽香港站  ASK Idea HK 
2D許綽殷、5A何政濠、5A區志華 
5A蘇澤淇、3D謝子博、5A張竣傑 分組殿軍

2021-2022年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
現場作文比賽 中國青少年語言文化學會

3D陳熙玥 初賽三等獎
4D呂佳穎 決賽二等獎

3D黃靖霖、4B張可兒 決賽正三等獎
AIMO 準決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HKMO）
5A 梁嘉豪 金奬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22 （晉級賽） 3D陳映彤 銅奬
粵港澳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2022（香港賽區）

奧冠教育集團
3D 何穎怡、3D 陳映彤 三等奬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初賽2022 （香港賽區） 3D陳映彤  銀奬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晉級賽2022（全球賽區） 3D 陳映彤 銅奬
全球青少年數學競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代表隊 3D 陳映彤 優異奬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詩詞獨誦 - 粵語 - 女子組（中學二年級）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2D馮令淇 季軍
詩詞獨誦 - 粵語 - 女子組（中學三年級） 3D劉鍵澄 優良
散文獨誦 - 粵語 - 女子組（中學四年級） 3D何穎怡 優良
二人朗誦 - 粵語（中學五、六年級） 5D黃瑩、5A李芷瑩 優良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女子組（中學一、二年級） 1D孟詠諭、1D林窈蔚 優良
詩詞獨誦 - 普通話 - 男子組（中學一、二年級） 1B王彬 優良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英文朗誦）

個人公開演講（中學四年級）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4A 周其樂 亞軍
詩詞獨誦 - 女子組（中學三年級） 3D 何穎怡 亞軍
詩詞獨誦 - 女子組（中學一年級） 1D 林窈蔚 優良
詩詞獨誦 - 女子組（中學二年級） 2A 黃晞純、2D 吳卓霖 優良
詩詞獨誦 - 女子組（中學三年級） 3D周禧潼、3D陳熙玥、3D劉鍵澄 優良
詩詞獨誦 - 男子組（中學三年級） 3D羅安捷、3D施少傑、3D蔡俊傑 優良
詩詞獨誦 - 女子組（中學四年級） 4A盧夏霖 優良
個人公開演講（中學四年級） 4A陳逸峰、4A馮文、4A黃煜皓 優良
詩詞獨誦 - 女子組（中學四年級） 4D 林瑰兒 優良
詩詞獨誦 - 女子組（中學五年級） 5A 沈詩彤 優良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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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活動項目 主辦機構 學生姓名 獎項

Hong Kong Budding Poets （English） Award 
21/22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Gifted Education

2C 黎芊睿 The Poet of the School

中國文化研究院2021-22年度「篇篇流螢」
網上閱讀計劃「個人卓越表現獎」

中國文化研究院

3A馬綽妤 銀獎 （全港第二名）

中國文化研究院2021-22年度「篇篇流螢」
網上閱讀計劃

1A唐翊軒、1A黎卓諺、1A林皓 
1A陳梓楓、1A陳匡喬、1A黃以勤 
1A林彥璁、2B任柏錡、3A施禹丞 

3A符慧柔、3B徐慕言

金獎

1C杜天恩、1A梁楷汶、1C黎家晉 
1C候蔚嵐、3A吳嘉怡、3C徐凱琳 

3C盧悦朗、3C徐耀寶
銀獎

1A劉柏希、1D李松翰、2B梁曉嵐 
2C許珮漪、2D林在心、3C梁芷誦 銅獎

���項

2021/2022香港學校戲劇節比賽 教育局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評判推介演出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傑出劇本獎

5C 陳天澤、5D 黃瑩 傑出導演獎

5A 李憶馨、5C 陳凱徽、5C 陳天澤 
5C 洪弘毅、5D 黃瑩、4A 陳逸峰 

4B 張可兒、3D 李樂宜
傑出演員獎

5D 梁稚鍵 傑出影音效果獎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傑出合作獎

第五十八屆學校舞蹈節 - 中學組爵士舞（群舞） 教育局及 
香港學界舞蹈協會有限公司

1A黄雨錡、1A張恩宜、1A黃泳桐 
1A黃悅蕎、1B霍芍穎、1C曾庭昕 
1C涂嘉脪、1D 歐珀瑀、2C潘柏羽 
2D陳詩翹、3D 歐韋君、4C李汶燕 
4C 吳汶婷、4C 容倬瑜、4D 林瑰兒 

5A温可澄、5D黃瑩

甲級獎

第七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單簧管獨奏 -初級組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3D羅安捷 銀獎

鋼琴獨奏 -五級 1B林銘聰 銀獎

聯校音樂大賽2022

中學弦樂（低音大提琴）獨奏 -高級組

香港聯校音樂協會

4A周其樂 金獎

中學弦樂（小提琴）獨奏 -高級組 5D 李宗衡 金獎

中學（鋼琴）獨奏 - 高級組 2D梁梓渙 銀獎

中學木管樂（長笛）獨奏 - 中級組 4A周嘉淇 銀獎

中學合唱團（初級組）

2A倫焯穎、2A蔡幸言、2A 林恩熙 
2A楊諾曦、2B馬苡晴、2C 黎芊睿 
2C符吉軒、2C曾友楠、2D 方妙瑩 
2D林詠琛、2D梁梓渙、2D 黃晴騫 
2D楊曉琳、3A周點點、3A 劉可兒 
3A馬綽妤、3D陳熙玥、3D 何穎怡 
4B沈依霖、4B王琬琪、4C 馮天姿 
4D陳瑞雯、4D李文程、4D 林敏蔚 

4D安若瑜、5B馮令雅 

銀獎

中學合奏 （木管樂）
1D李日熙 
2A林恩熙 
3C朱煒健

銅獎

《大自然逐樣講》生態紀錄電視節目 
封面設計比賽（中學組）

香港電台、
香港戶外生態教育協會 5A孫詠茹、5C關思祈 優異獎

「夢想成真」產品設計比賽 香港教育大學 4B朱錦榮、4C陳安琪
4D張健彬、4D梁謙信 「個別學校團隊」組別 冠軍

「Cheer 噏心呼吸」青少年精神健康計劃
鼓勵標語創作計劃 童軍知友社 5A沈詩彤 優異獎

D



比賽/活動項目 主辦機構 學生姓名 獎項

���項
中學校際游泳比賽（港島及九龍地域）

女子甲組50米自由泳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6D林淑君 冠軍

女子甲組50米蝶泳 6D林淑君 冠軍

女子乙組100米蛙泳 3C徐凱琳 殿軍

「發展活躍及健康的中學校園」虛擬線上投籃比賽 

女子高中組罰球

教育局

4D李綽珊 神射手第一名

男子高中組罰球） 5A施悅威、5A楊子臻
5B劉家信、4B李燁城 神射手第二名

男子初中組罰球 2A麥景浩、2B謝鎮濠、2C邱中聖 神射手第二名

男子高中組三分球 5A楊子臻、5B顏敬庭 神射手第二名

男子初中組三分球 2C邱中聖、3B潘在乎 神射手第一名

團體賽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MVPA60積極參與罰球獎」

「MVPA60至尊積極參與罰球獎」

團體組（男子高中組MVPA60罰球賽） 冠軍

團體組（男子初中組MVPA60罰球賽） 冠軍

團體組（男子高中組MVPA60三分球賽） 季軍

團體組（女子高中組MVPA60罰球賽） 季軍

團體組（男子高中組MVPA60三分球賽） 亞軍

個人組（男子高中組MVPA60罰球賽） 5A施悅威 亞軍

個人組（男子初中組MVPA60罰球賽）
2B謝鎮濠 亞軍

2C邱中聖 亞軍

個人組（男子高中組MVPA60三分球賽）
5B顏敬庭 亞軍

5A楊子臻 季軍

個人組（男子初中組MVPA60三分球賽） 2C邱中聖 冠軍

個人組（女子高中組MVPA60罰球賽） 4D李綽珊 冠軍

2022年度大埔區慶回歸拔河賽

公開組

民政事務處及大埔各界協會

4A黃煜皓、5B溫子賀、5B陳鴻進  
5B周智達、5B顏敬庭、5B朱維明 
5C韓靖光、5C鍾諾言、5D李汶桂 

5D梁振鵬、5D梁稚鍵

冠軍

中學組 冠軍

「躍動校園 活力人生」計劃 - 活力健步跑挑戰賽- 教育局 禮賢會彭學高紀念中學 至尊積極參與獎

其�
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2021-2022 香港課外活動主任協會 5A李芷瑩 優秀學生獎

BA DC



Go Forward: 
2022-2023 
To Be a Better Us
齊步向前：成就更好的我們

蒙上帝的祝福和帶領，讓我見證禮中學生的成長和進
步，心懷感恩。近年，教育界面對各式各樣的新挑戰，
我們要不斷反思、轉變，才能幫助學生成長進步。

在學與教方面，本校未來著力加強電子學習及促進學習
的評估。中一至中四全面實施自攜學習裝置（BYOD），
學生不只在課堂上有更多互動學習的機會，也可以運用
自己的電子學習平台，實踐自主學習。學校統整了校本
網上學習資源，老師錄製了大量學習短片，涵蓋各科的
基礎課題、學習難點及公開試試題分析，既能讓學生反
覆觀看，以理解一些基本理論或知識，避免常犯的錯
誤，也讓進度較快的學生，掌握較艱深的課題及答題技
巧。為了提升學生應試的自信心，學校亦設立了校內考
試溫習資源平台：考試備戰區（Exam Get set Go），
包括每級各科歷屆試題及重點溫習短片，協助學生更容
易及有效地準備考試。除此之外，在文憑試前特別為中
六學生增設為期一個月的精進班，老師除了訓練答題技
巧、應試策略等，更重要的是陪伴學生一起走過文憑
試，適時提供協助，成為學生的人生導師。

從今年開始，初中推行「一才計劃」已納入本校正規課
程，內容包括樂器、戲劇、舞蹈、AR及VR、日語、
數碼藝術、創新運動等。學生在六年的中學階段最少接
受十種多元智能的訓練。當中不少課程與高中銜接，如
日語可銜接高中日語文憑試課程。在學習過程中，學生
必須要與人溝通，突破自我界限，並運用創新思維來解
決困難，藉此拓展視野，發揮潛能。此外，每年均舉辦
連續四天的全方位學習周，各年級有不同的主題。例如
中一主要是探索自我，幫助學生建立正向思考的人生態
度；中二、三走出校園，考察及服務社區；中四走出香
港，了解貧窮、戰禍等世界性議題；中五、六回歸自身
的需要，訂立人生的目標並努力執行計劃。學生透過
六年的經歷，能夠建立正面的人生觀，並能關懷社區、 
世界。

公開試表現及畢業生升學情況
在師生的共同努力下，近年本校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
成績持續進步，本校多個學科都有優秀的增值表現，反
映學生入讀本校後，學業表現及學術水平均獲大幅提
升。以下是文憑試過去三年平均增值表現達8-9分的部
份科目

本校公開考試成績理想，多個科目的優良成績百分比均
高於全港。亦有學生考獲5**佳績，屬全港成績最高的 
1.5%考生。 

近三年畢業生憑著優異成績獲以下大學取錄：香港大學
（新聞學、 理學、社會科學、工學、社會工作學、護理
學），香港中文大學（理學、社會工作、歷史、工程）、
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 - 管理學、理學、綜合系統與
設計、工程）、香港理工大學（建築及房地產、市場研
究、運輸系統工程學、設計學、服裝及紡織）、香港城
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理學）、香港浸會大學（中醫
學學士及生物醫學、理學）、樹仁大學、都會大學、演
藝學院、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美國猶他大學、日本京都

8 8 8 9 8

英文 中文 生物 企業、
會計與
財務概論

資訊及
通訊科技

文憑試增值表現 #  （9分為最高）

#ﾠ用以量度學校教與學效能的增值表現，採用九位數表達，最低為1、最高分為9。



香港大學

莫綺明 新聞學學士 中文5　  英文5*　通識5**
生物5　  經濟5

林卓謙 理學士 中文5　  數學5　  通識5
化學5

蘇渝晴 社會科學學士 中文5**　企財5**　歷史5*
通識5

鍾景謙 理學士 通識5*　數學5*　物理5
英文5　  資通5

史卓文 工學學士 資通5**　數學5　通識5
M2  5

張瑋時 社會工作學學士 企財5**　中文5

余曉晴 護理學學士 地理5*　中文5

英芷澄 護理學學士 數學5* 　生物5

過往三年畢業生升學情況 

33%
學位66.6%

副學位
及文憑

0.4%
重讀

香港中文大學

鄒善文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 數學5*　M2 5
物理5*　資通5

王宇哲 藥劑學 中文5*　數學5*　化學5*
生物5*　通識5

張振雄 理學士 數學5*　中文5　 通識5 
化學5　 物理5　 M2  5

黃頌詠 社會工作 中文5*　通識5*　企財5*

莊祖明 歷史 中史5**　通識5*　經濟5

香港科技大學

林繼晴 工商管理學士（管理學） 中文5*　通識5**　
歷史5*　企財5

黃宇洋 理學士 數學5*　物理5

蔡曉烔 理學士 中文5　 通識5*

謝嘉明 理學士（綜合系統與設
計） 中文5　 生物5

黃偉靖 工程學 數學5*　物理5

香港理工大學
劉綺琪 市場研究商學士 企財5**　通識5*

楊俊杰 運輸系統工程學（榮譽）
工學士學位 通識5　 經濟5　 物理5

蔡穎聲 
設計學（榮譽）文學士
學位組合課程 英文5　 資通5

香港城市大學
伍禮禮 社會及行為科學系 通識5*　 中文5*

香港浸會大學

龍俊辭 中醫學學士及
生物醫學理學士 中文5　 化學5　 生物5 

廖翠瑩 工商管理學士 中文5　 企財5

香港教育大學
李嘉琪 中文教育 中文5　 企財5 

丘俊庭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教育榮譽學士 經濟5　 企財5

本校畢業生憑優異成績成功入讀 
不同院校及學系 (部份 )資料：

大學、北京語言大學、暨南大學，山東大學、國立台灣
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中央大學等院校，繼續進修
心儀學科。而更欣喜的是，近年中六生於大學聯招獲派
學士學位百分率按年遞增，2022年更創新高。而全校
99.6%畢業生均繼續升讀各大學、大專課程。

Strive for 
excellence 

and
bear witness 

to Lord



謝嘉明
香港科技大學 理學士 
（綜合系統與設計） 
二年級

過去六年的中學生
活令我受益匪淺，當中的成
長點滴依然十分難忘。成為社幹事及學生會
副主席的經歷提升我的解難及溝通能力。我
明白到聆聽他人的意見是團隊合作中重要的
一環。通過參與不同活動例如演講比賽、創
客比賽令我得以拓闊視野，提升自信心。亦
感激禮中一眾老師給予我的幫助，當同學遇
上學業問題時老師們都樂意解答，為我們進
行額外補課。特別感謝升學輔導老師盧老師
願意耐心聆聽我的困惑，在生涯規劃上給予
我莫大的指引，令我明白「凡心所向，素履以
往」。

莊祖明
香港中文大學 歷史 
四年級生

學習路上不是一
帆風順的，偏科的問題一
直困擾我，尤其是英文及數
理這兩個範疇，幸好得一眾老師的諄諄教誨
才使我可渡過文憑試這個難關，如英文老師
會幫我們批改「Extra Writing」。除此之外，
我還要感恩一班好友，有他們的支持我才可
渡過這段艱苦歲月。我曾是學生報《禮言》的
編輯，這培養了我的責任感，也改善了我做
事拖延的陋習。中五時學校推薦我和幾位同
學參加「一帶一路•與我何干」綜合能力比
賽，得到老師的指導及隊員的團結合作，我
們有幸獲獎及前往泰國交流。這次交流令我
大開眼界，獲益良多。例如參觀泰國和記黃
埔港口、瑪哈泰寺的遺跡等，讓我明白到發
展科技的同時，亦要重視人文精神及歷史。
學弟學妹們，希望你們能盡力準備文憑試，
為理想而奮鬥。

黃頌詠
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工作 
四年級生

大學之行始於足
下，每當我遇上學習上的
問題，禮中的每位老師都十
分樂意解答我們的疑難，亦願意用課餘時間
來助同學「惡補」其不太理解的課業。故此，
只要同學願意虛心向老師請教，煩惱與問題
自然迎刃而解。學校提供多元化的課外活動
有助我提升解難和自律能力；有機會獲挑選
成為風紀隊長及團契職員，我學會聆聽多方
面的意見，亦學習運用多角度思維做決策及
組織活動。另外，加入辯論隊讓我能加深了
解社會現況，亦能體現團隊合作精神。

莫綺明
香港大學 新聞學學士  
三年級生

「千里馬常有，而
伯樂不常有」，禮中的老
師是我的伯樂。老師們看到
我一直未被發掘的領導才能，屢次鼓勵我籌
組內閣，參選學生會。當選後，我成為學生
會主席，更被推薦參與「"Train"出光輝每一
程」、「與司局長同行」、「傑出學生選舉」等
大型活動，這些活動助我拓展視野並提升領
導、協作、解難等能力。我時常提醒自己身
為學生領袖，要兼顧學業與學生會事務，也
要虛心接納老師、同學的意見，成為同學的
「榜樣」。全因學校提供的機會，發掘了我的
潛能，提升了我的自信心及能力。

龍俊辭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學學士 
及生物醫學理學士（榮譽） 
一年級

時光飛逝，不知
不覺間已從禮中畢業。在中
學文憑試開考前發生了許多事情，其一是父
親的工傷。幸好，老師為我申請了學校緊急
援助津貼，讓我在不用擔心家庭財政的情況
下，全力準備考試。正當我投入溫習期間，
我們全家不幸感染新冠病毒，老師又為我們
一家送上藥物，幫助我們早日康復，讓我能
再次專注於準備公開試。十分感謝禮中的老
師，六年來陪伴我成長。我期望自己在大學
學有所成，將來回饋母校。

Graduates’ 
Words
校友感言

鄒善文
香港中文大學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 
一年級

光陰似箭，六年
的中學生涯轉瞬即逝。在
這六年中學生活中，我最想感謝每位禮中的
老師，他們常常在學業上不遺餘力地幫助我
們，給與我們不同的支援。例如，他們會抽
時間為我們補課，又會分析每位同學的特點
並提供進步建議，還會派發精心製作的筆
記，幫助我們更深入地掌握課文內容，鞏固
我們的知識基礎。 

在這六年的中學生涯，禮中對我的幫助多不
勝數。我在老師的鼓勵下參與了風紀及團契
職員的工作，在過程中我獲益良多，學會了
去聆聽不同的意見和冷靜處理事情。因為疫
情，高中有接近兩年是不在校園上課的，讓
本屆的考生增添不少壓力，而在這情況下，
學校明白我們的處境，除了關心我們的學習
進度外，老師更會透過電話聯絡及舉辦講座
去支援我們的情緒需要。

林繼晴
香港科技大學 
工商管理學士（管理學） 
二年級

中學六年的生涯，
讓我獲益良多。無論是多姿
多彩的校園生活，或是迥然不同的同學，都
讓我變得更成熟，不畏挑戰。

校際戲劇比賽增加了我對自我潛能的認識；
社長職務讓我的責任感有所提升；企財科提
供的商業比賽讓我找到未來發展目標。學校
提供的寶貴資源和機會，都讓我成長不少。

另外，在高中生涯中，記憶最深刻的無疑是
備戰DSE。感謝身邊有一群良師益友陪伴我
度過艱辛歲月，英文老師每天早上訓練我們
的寫作能力；中文老師不知疲倦似的批改我
們的課業；選修科老師不斷地和我們操卷及
練習考試技巧……一張又一張的試卷，一頁
又一頁的紙成堆放在我們的桌子上，在那段
緊張無奈的時間裡，我們就是彼此的依靠，
這段師生情誼畢生難忘。在此，為默默付出
的老師們，送上我最真誠的感謝和祝福，謝
謝！

黃進瀚
中文大學 工程學 
三年級生

回想過去六年，
感謝學校給予我成長的機
會。我曾擔任副社長，透過
推動社員參與社際活動，增加了我的責任感
及領導才能。此外，學校推薦我參加數理、
科研比賽，令我得以擴闊視野及增廣見聞。
高中時，我獲得學校「夢想成真基金獎學金」
的贊助，報讀了大學的暑期課程，從而發掘
自己的興趣及潛能，確立了人生的目標。在
這困難的一年裏，老師孜孜不倦地提供不同
的精讀筆記及拍攝教學短片，好讓我在這期
間仍持續學習。每當我有困惑時，老師也耐
心解答我的疑問，我十分感激老師的鼓勵及
用心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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