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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期

校訊
寶血女子中學

Precious Blood Secondary School
寶血女子中學

Precious Blood Secondary School

良師校友愛回家 細說當年濃情話
慶祝建校七十周年盆菜宴

台灣升學考察交流活動

為慶祝創校七十周年，本校於2015年3月7日（星期六）晚上七時在「梁
鳳儀堂」舉行校友盆菜宴。當天筵開三十二席，校友重返母校，濟濟一堂。
校長領禱時，校友們也共同為母校祝願，祈望母校校譽日隆，校務蒸蒸日上，
為社會造就更多不同領域的傑出人才。

一群第 33 屆的校友一行廿多人齊來赴宴，她們異口同聲感謝「班長」
通知這項盛事，並藉此機會以作班聚。第 53 屆的劉校友和蔡校友
對於能回到母校慶祝，感到十分高興。前兩年才榮休的劉錫輝老師
感覺再次回到寶血這個大家庭，彷如回家一樣。而榮休多年的賴德
賢老師也表示：「盆菜宴是一個十分難得的機會，讓所有舊生共聚
一堂，凝聚大家對母校的眷戀之情。」

聚餐於晚上七時開始，大部分師生早已入座，由黃凱迪及施月
華兩位校友擔任司儀。司儀逐一介紹當晚的特別嘉賓，有寶血會會
長鄺麗娟修女、副會長及前校長區綺雯修女、教育事務處主任黃美
美修女、校董蘇肖好修女、阮慧雲修女、郭婉嫻修女、柯何艷清女
士、家長校董鄺頴儀女士及王志強先生、屬會海怡小學校長陳麗娟
修女、澳門聖德蘭學校校長盧桂芳修女，還有嘉賓顧厚德神父及黃
漱芳修女。當晚蒞臨的還有
多位已榮休或離任的教師，
包括區炳豪老師、賴德賢老
師、劉錫輝老師、陳真嫻老
師、麥樣合老師、梁果華老
師，而榮休老師中，又以區
炳豪老師最為德高望重，司
儀介紹區老師時，獲得全場
如雷的鼓掌及歡呼聲。

校慶七十周年盆菜
宴，就如一台時光壓縮機，
昔日的師生聚首一堂，榮
休教師暢談退休生活，校
友則回顧往日的校園點
滴，溫馨感人。

如欲瀏覽詳情，
請掃瞄此 QR code

同學感受
四信黃怡君：	入讀大學可以研習學問、認識朋友、擴闊視野、從中找尋自己的人生目標。往台灣攻讀大

學，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四望趙嘉瑤：	瀏覽網頁，總不及親聽講者介紹台灣那麼印象深刻。

五信莫穎楓：	探訪台灣，讓我經歷到不一樣的生活，明白到不同路徑也可到達目的地，不必過於執着。

五愛呂肇桐：	我們參觀的那幾所大學，環境優美、設施齊全，圖書館更是一間比一間先進。經過這次考
察，我更有決心為自己訂立目標及方向，並會努力向前邁進。

五愛何韋思：	當初以為宿舍設備簡陋，但考察後卻發現宿舍猶如天堂般美，周遭設施及配套齊全，讓學
生有更多學習和體驗生活的機會。

本校於復活節假期中，舉辦台灣升學考察交流活動，遊走了台灣的五所大學，增進同學往海外升學的
認知，寓樂於學。

活動日程：

3月 29 日 香港國際機場 >> 中正紀念堂 >> 台北市政探索館 >> 台北誠品書店
3月 30 日 天主教輔仁大學 >> 秋紅谷生態公園 >> 彩虹眷村 >> 彩繪漫畫巷
3月 31 日 逢甲大學 >> 東海大學
4月 1日  義守大學 >> 義大廣場
4月 2日  國立中山大學 >> 夢時代廣場 >> 香港國際機場
詳情可瀏覽以下網址：http://pbssgirls.blogspot.hk

台灣升學考察交流
正式開始

東海大學

彩繪漫畫巷

台北市政府探索館

逢甲大學

參觀義守大學醫院

天主教輔仁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

校 內 活 動
中國廣西國際青年學院
及希望高中到訪交流

校慶彌撒

公開課 - 視藝科
（到訪學校：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學校）

公開課 - 科學科
（到訪學校：佛教中華康山學校）

公開課 - 科學科
（到訪學校：筲箕灣官立小學學校）

化粧班

通識科 - 高中藝術工作坊

水運會

運動會

經濟科 - 校內營商計劃

香港學校戲劇節話劇比賽

澳門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到訪交流

第 51 屆學校舞蹈節  
中學組爵士舞及街舞

（群舞）甲級獎

全校大掃除



2014-2015 下學期遊學及交流概況

藝術成就

學術及其他成就

體育成就

德育及公民教育成就 學 生 作 品
《我對中學生課餘兼職的看法》               
  三信 李鎧妍

中學生應否課餘兼職？這的確是父母、
師長與學生都關心的話題；我個人並不贊
同，原因如下： 

第一，中學生處於學習的黃金時期，需
要專心讀書，爭取時間溫習，所以我絕對不
同意學生課餘兼職。中學生的職責乃在汲取
知識，溫習時間是極其寶貴的，如果還要於
課餘兼職，只會加重自己的負擔。「機會是
留給有準備的人」，如果沒時間準備，機會
又怎會自來扣門呢？

第二，社會上的兼職人士，難免良莠不
齊。我們從小就聽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的道理，中學生入世未深，容易受人引誘，
誤入歧途，倘若因交上損友而斷送了美好前
程，又或被人唆擺因而從事非法勾當，實在
得不償失。反之，倘若利用課餘時間參與一
些有益身心的活動，拓闊視野，實在百利而
無一害。

第三，部分學生做兼職只為賺取金錢
購買喜歡的物品，但人的慾望是無限的，如
果只為物慾而工作，反會扭曲了個人的價值
觀，我認為這是要不得的。

第四，中學生出外工作，會減少了與同
窗好友共聚的時光，難以與朋輩建立深厚的
友誼，且會減少了與家人相處的時間，破壞
親子關係。

第五，青少年是將來社會的棟樑，如
果只顧做兼職，失去了追尋理想的胸襟與視
野，任何事情都只從金錢着眼，只會令學生
變得更為功利。

總括而言，我覺得中學生應該在適當的
年齡做適當的事，否則只會令自己上了沒有
船夫的船，漫無目的地浪費了中學階段的寶
貴光陰，所以我不贊同中學生課餘兼職。

篇幅所限，僅撮錄榮獲三甲之得獎項目

2014-2015年度
校外比賽光榮榜(2015年2至6月)

校 外 活 動 及 考 察

屏山考察 - 聚星樓 「宜家」工作體驗

恒生 - 社聯青年職業探索計劃

中一信 - 中西區文物徑導賞團

大姐姐朋輩輔導計劃 - 
大姐姐小妹妹日營

中四級通識科 - 
參觀房協長者安居資源中心

創新科技嘉年華 2014 
Microsoft 工作坊

生物科中五級戶外考察營南丫島生態美食旅遊及
文化考察之旅

義工服務 - 幼兒服務

義工服務 - 長者

物理和資訊與通訊科技科合辦 
Disney Youth Program

香港影像及攝影器材博覽
學生大使體驗計劃

參觀青年廣場

日期 目的地 獲獎 / 行程

2015 年 3 月 台灣 36 位中四及中五級同學參加台灣升學考察交流活動
2015 年

4 月 2-11 日
武當山 四望莊詩茵同學參加「迎挑戰 ‧ 上武當」2015 體驗學習活動 

2015 年
4 月 6-9 日

廣東
五望顏思敏、五望王穎如、五敬陳瑜及五敬黃埤增同學參加由「國際
青年文化交流中心」所舉辦的「夢想因你而起飛」 中國廣東山區義教
2015

2015 年
4 月 7-11 日

西安
五信屠善怡及五望屠善蓉同學參與了由「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於
2015 年 4 月 7-11 日所舉辦的「千古 ‧ 千尋」西安交流服務團 2015 

2015 年
7 月 8-20 日

瑞士
四信袁海儀、五信李凱諺及五望龍汶欣同學參與「慧妍雅集」舉辦之
Travel Experience Share (TES)  2015 計劃書比賽，獲選拔往瑞士進
行考察

2015 年
7 月 19-30 日

法國
六信許嘉浠同學獲選為 2015 年中國香港跳繩代表隊的隊員，將前赴
法國巴黎參與「世界公開跳繩錦標賽 2015」

Why comic books are worth reading?  
Melanie Japson (F6C)

Some say that reading comic books is bad and doesn’t benefit 
us at all. I for one object to such belief as this does actually benefit 
our minds.

Nowadays, especially in a developed education system in Hong 
Kong, many students put their heads down reading books full of 
words in every line with small fonts and without pictures. The books 
that they usually read and carry are those that are dull, with no 
colour, and without life in it.

The reason why they read them is mainly because they have 
to study and prepare for the upcoming test or dictation. Some 
teachers even require them to actually memorise almost the whole 
book. Although the books that they read are equipped with a vast 
amount of knowledge and useful stuff, but unfortunately, this leads 
to rising tensions. This kind of robotic reading makes students lose 
their passion and interest in studying. They won’t even have the 
initiative and passion to read it. Yes, they memorise it, but it doesn’t 
sink into their brain and minds effectively. These side effects of 
the ‘robotic‘ reading of books bring disadvantages to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students.

Therefore, why has comic books become the ‘saviour’ of 
reading? Comic books are books that are full of pictures with very 
little words and sentences. The idea of comic books includes 
mainly  creativity and attractiveness. Comparing to ordinary, boring 
books, comic books are full of colour and more lively. The elements 
that comic books have can rekindle the passion and interest people 
once had in reading.

Besides creativity and attractiveness, comic books are way 
easier to understand and the message it brings sinks into our minds 
very effectively. In the process of reading comic books, it actually 
exercises and stimulates our brains to work and think while looking 
at those pictures.

In other words, after reading a comic book, the things that you 
absorbed could be deeply crave into our thoughts and won’t be 
easily ‘erased’. You can see how effective and powerful comic 
books can actually be.

Comic books isn’t as bad as what others imagine. Comic books 
are just a fast, effective and creative way to learn things. They break 
the walls and make learning and reading fun. Therefore, comic 
books contribute a lot to twist the way and bring life and colour 
when reading. We can all actually boost our interest in and passion 
on both learning and reading through reading comic books.

姓名 班別 名稱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第二組（港島）女子團體季軍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第二組（港島）女子乙組季軍

中學校際籃球比賽第二組（港島）女子丙組亞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學校體育推廣計劃  
<sportACT/sportFIT> 獎勵計劃 金獎

學界田徑錦標賽 2014/2015（第三組，第四區）
曾穎彤 中四愛 女子乙組跳高亞軍

洪詠茵 中四敬 女子甲組跳高季軍

李卓伶 中四信 2014-2015 香港學生運動員選舉  傑出學生運動員

姓名 班別 名稱
香港紅十字會  東區青年急救比賽 2014-2015

亞軍及季軍

梁詠詩 中六信
香港紅十字會漸進式活動計劃  

香港紅十字會榮譽章
卜頌琪 中五望

容詩蕙 中五禮

香港交通安全會 
 港島及離島總區檢閱禮 2014-2015

中學組 A 組冠軍

周嘉茹 中六禮

香港交通安全會
2014-2015 年度總監特別嘉許獎狀及附加笛繩

袁海儀 中四信

莊詩茵 中四望

林芷晴 中四愛

何詠儀 中四敬

鄭希潼
陳曼姿
李鎧妍

中三信

社會福利署  義務工作嘉許狀 銀狀及銅狀

馬鉉楨 中六信

社會福利署  義務工作嘉許狀（個人）銅狀

陳衍樺 中六望

王穎如 中五望

容詩蕙 中五禮

劉祖琦 中四信

郭君睿 中四望

林靖欣 中四望
第九屆港島東聯校學生領袖訓練計劃

「飛躍進步獎」

張泳慈 中四愛
天主教四旬期運動  四旬期網誌創作比賽  

高中組亞軍

陳宣同 中三信
天主教四旬期運動  四旬期網誌創作比賽  

初中組亞軍

姓名 班別 名稱
第 66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張莉安 中三信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亞軍

江穎詩 中三信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3

季軍

黃翠兒 中二信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2

亞軍
詩詞獨誦（粵語）中學二年級（女子組）季軍

何芷彤
依莎貝

中二信
Solo Verse Speaking Non-open Secondary 2

季軍

黃翠兒 中二信
第 21 屆聖經朗誦節

中一至中三獨誦第一組（廣東話）
冠軍及全場總冠軍

李卓伶 中四信

Operation Santa Claus 
學生企業家體驗計劃  Champion

陳藟慶
陳愉

郭君睿
甘汶靈

中四望

葉穎芯 中四愛

陳沅希
羅明慧
莫穎楓
黃詩梵

中五信 第三屆「體驗公共空間」學習計劃亞軍

張媜媜
林詩淇

中五信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2015 AIMO Open 暨港澳盃 HKMO Open

銅獎

胡秋煖 中三望

蕭冬萍 中三愛

鄺芷恩 中三敬

鄭蘇倫 中二望

陳芷翹
詹巧琪

中一信

黃詩梵 中五信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2014-2015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金獎

鍾彩霞
施能佳

中三愛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學習如此多紛 2015」

電子學習套件比賽 --- 2 分鐘學習短片組別一等獎

姓名 班別 名稱
九龍倉全港中學生繪畫比賽 2014-2015 

最踴躍參與學校第一名

第 51 屆學校舞蹈節  
中學組爵士舞及街舞（群舞）甲級獎

第 67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女聲合唱中級組外文歌曲季軍

方嘉希 中六望

    2014 Los Angeles Young Musicia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1st Prize (Category F) L A Young Musician, and 
Best Performance of Romantic Music

吳茂瀅 中五信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2014-1015  

DIY 潮爆水樽設計比賽季軍

何楨瑞 中四信 第 67 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古箏獨奏 中級組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