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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誼永繫

「梁鳳儀堂」禮堂命名禮誌慶
2013 年 1 月 17 日

校友梁鳳儀博士回饋母校
捐贈壹佰萬元資助本校提昇學與教素質

梁鳳儀博士為本校校友，畢業後投身社會工作，屢創
佳績。曾任新鴻基證券集團高級主管、跨國公關公司高級顧
問及香港聯合交易所國際事務部主管；現為全國政協委員、
北京市政協委員、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校董、中華總商會
常務會董、勤 + 緣慈善基金之創辦人。

梁校友才華橫溢，首創財經小說，出版逾百部小說及
散文，成為首位作品為中央電視臺改編成電視劇播出之香港
作家，作品改編成電影電視劇凡數十種；及後創辦勤 + 緣出
版社及勤 + 緣媒體服務有限公司，後者為首間由外資控股而
在國內主營媒體服務之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

梁校友功業有成之餘，不忘母校栽培的深恩。現感懷教益，
捐款壹百萬元正予母校寶血。為感謝梁校友心懷扶掖後輩、不忘
母校的情誼，本校特將禮堂命名為「梁鳳儀堂」，以茲紀念。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七日，由校監張永明博士、校長張淑婉
修女陪同捐款人梁鳳儀博士及各主禮嘉賓，主持禮堂命名牌匾揭
幕儀式，場面莊嚴而溫馨。梁鳳儀博士在典禮中致辭，以個人學
習、婚姻、創作、從商等經歷，闡述踏上成功之道的四項條件：
勤奮力學、自強不息、胸懷誠信、勇於認錯；此外，倘能掌握良
好的中文能力，對個人的自我成長當更具裨益。最後，梁博士期望師妹們繼續秉承寶血精神，繼往開來，
他日能以不同形式回饋母校。

典禮結束後，本校敬備精緻茶點，讓各嘉賓歡聚一堂。是次饒有意義的命名禮儀，在愉悅的氣氛中圓
滿結束。

「小六學生中學生活體驗日」
 小六學生來參觀　本校各科展異彩

 
寶血女子中學為了讓東區及屬校小六學生在選校前對中學學習生活有較全面的認識，特於二零一二年

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五）下午在該校舉行專為小六學生而設的「小六學生中學生活體驗日」。是次活動共
有五所小學的師生百多人蒞臨參與，本校校長張淑婉修女率領師生欣然迎迓。

是日本校全天採用特別時間上課，恆常課堂於 1 時 15 分完結後，「小六學生中學生活體驗日」活動
於下午 1 時 30 分正式開始。首先由校長張修女在禮堂致歡迎辭，並簡報學校概況。體驗活動由 1 時 45 分
開始，參觀的小學生可按既訂程序參與不同學科的課堂活動或課外活動，例如中
文及英詩集誦訓練、視藝手工班、科學小實驗、家政烹飪班、電腦及通識科的課
堂活動，還有紅十字、排球、中樂敲擊、舞蹈組、合唱團、女童軍、劇社等課外
活動的觀摩或參與。活動場地遍佈校舍不同角落，包括課室、禮堂、
英語角、美術室、科學室、家政室、雨天操場、操場、
多用途場地、音樂室、空中花園、地理室等，
務求令小六同學在短短的個多小時能較全面
認識多元的中學生活。在自由活動時間，學
生可自由選擇有興趣參與的活動再行體驗。

活動於下午 3 時
15 分圓滿結束，小六
同學們都興高采烈地
帶著不同形式的紀念
品與款待他們的寶血
師生說再見。

校

內
活 動

蒙主引領  造就校園關愛文化
智義勇節  踐德融合情理意志

─ 校長張淑婉修女感言

本學年重返寶血女子中學工作，是本人的榮幸，更是緣份的安排！
小別四載，再次踏足曾任職多年的教育園地，看見熟悉的學生笑臉、眾

多老師的教學熱忱、家長對子女成長的關顧，如此種種，倍感親切！

本校立校逾六十載，回望寶血的成長歷程，只覺處處蒙受上主的祝福。因著衪的導引，我們的教師團
隊累積了豐富的教學經驗，加上辦學團體明確的全人教育理念，學校歷年人才輩出。在全體教職員工默默
耕耘下，我們奠定了深厚的校園關愛文化和優良淳樸的校風。作為辦學團體 ─ 寶血女修會的成員，我感
謝前輩老師和校友們的貢獻，同時對在校就讀的莘莘學子滿有期盼。

同學們，我衷心期盼你們心懷校訓「智、義、勇、節」四德，並在生活中盡力付諸實行。智德是四樞
德之首，它使人分辨出真正的美善所在，並懂得選擇適當途徑去達致。義德強調尊重他人的權利，促進人
類間的和諧、平等和公益。勇德指剛毅之意，使人在逆境中自強不息，擇善固執，當仁不讓。節德使意志
作主，不受貪婪所誘惑。總的而言，智德是理智的德行，節德是意志的德行，勇德與義德是情感的德行，
四者連成一體，使人趨向美善。

「寶血恩施聖道揚，樹人敷教啟門牆。」在學習過程中，也許會荊棘滿途，也許會有自覺舉步維艱的
時刻，但只要我們打開心扉，受教於那愛人至深、願意為我們淌盡寶血的耶穌，我們定能從中受益，一步
一腳印地開展適切自我的豐盛人生路！

校監校董　	 張永明博士
校長校董　	 張淑婉修女、博士
辦學團體校董　	 蘇肖好修女、博士
辦學團體校董　	 鄺麗娟修女、博士
辦學團體校董　	 李秀芝修女
辦學團體校董　	 區綺雯修女
辦學團體校董　	 何豔清校長
獨立人士校董　	 崔致榮先生
教員校董　	 司徒美儀博士
替代教員校董　	 張志明副校長
校友校董　	 劉佩瓊博士
家長校董　	 陳韻珠女士
替代家長校董　	 吳志莉女士

支票移交儀式

OLE 「潤手寫玉心」閱讀講座

Yes! School Tour 2012 
「情緒管理．健康人生」

面試技巧講座

區本計劃—爵士舞班

開學彌撒

聖物展

梁鳳儀博士與嘉賓合照

OLE 劇場《經典人物小傳記之
伊莉沙伯一世》

中一德育培訓營

區本計劃—漫畫班

創意戲劇工作坊結業分享會

捐血日

萬聖節鬼屋

數學學會數獨比賽

成立「寶血女子中學法團校董會」
管理及促進校本教育事務

本校已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正式成立了「寶血女子中學法團校董會」，在管理本校及促進學校教育上
展開了嶄新的一頁。法團校董會繼續秉承天主教的教育方針及耶穌寶血女修會的辦學精神，按寶血女子中學的抱
負和辦學使命發展本校，制訂校本教育政策，管理學校的財政及人力資源，以促進學生教育，使學校達至自我完善。

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本校法團校董會成員包括：



課 外 學
習

同學參加了由浸會大學知識轉移伙伴計劃籌辦的
“V AI JAPAN” 計劃，透過講座及工作坊、
導師計劃進行創
作， 作 品 通 過 探
討 距 離， 克 服 香
港及日本之間在
地 理、 語 言 及 文
化 上 的 差 異， 以
表達對日本東北
地震災民的關注。
最後於 K11 購物
藝術館的「遠/近：
關愛日本藝術創作
展」展出作品。

A Story Suen Tsz Ching   Form 1A

The weather was warm and sunny, so I went out for a 
walk with my dog, Smarty. While we were walking in the 
park, I found a stick on the ground. I picked it up and said 
to Smarty, “Get the stick back, Smarty!” I threw the stick 
far away, and Smarty rushed to it.

After a while, Smarty came back and brought me a 
key. I was a little bit angry because it was not the stick 
that I had expected. I asked Smarty to try again. When 
he came back, I felt surprised because he brought me 
a necklace this time! It was a beautiful necklace with 
diamonds and crystals, and the design was very lovely. So 
I told Smarty to take me to the place quickly.

We walked into a forest and there were some animals. 
The most amazing thing was they could all speak! “Why 
can you speak?” I asked. A lion said, “It’s because this 
forest has magic power. But, unluckily, the queen of this 
forest has lost her magic necklace, so we’ll soon lose our 
voice.” The lion was very sad. I showed him the necklace 
Smarty had found and asked, “Is this the one?” The lion 
was very delighted and said, “Oh, yes! It’s our queen’s 
necklace! Where did you find it?” I told him about Smarty 
and the key as well. “It belongs to our queen too. Follow 
me. I’ll take you to her.”

As we walked deep into the heart of the forest, we 
saw the queen. She looked very sad. Then I showed her 
the necklace and the key. She began to smile and thanked 
me and Smarty. “Thank you so much for saving us. 
You’re very special, and I would like to share my magic 
powers with you.” The queen gave me the necklace as 
a present and said, “Now, you’re also the queen of this 
forest!” I was so happy that I danced with her and all the 
animals before leaving for home.

When I reached home, mother asked me why I was 
so happy. I smiled and said, “I’ve just become the queen 
of a forest!” She thought I was crazy.

姓名 班別
(11-12 年度 )

獎學金名稱

陳天穎  陳雪兒 中七信

陳燧棠先生紀念獎學金 
( 以最優成績入讀大學 )

鄭凱仁  邱育菁 
蔡藹瑩

中六信

溫頌欣 中六敬

羅皓晴 中一信
AARON BROCK 紀念獎學金
 ( 中一至中七級通識科成績最優 )

黃燕儀 中五信
余淑珍女士紀念獎學金 
( 中五級中文科成績最優 )

張孟婕 中四信
陳懿行校友獎學金 
( 中四級中文科成績最優 )

丁鑫鑫 中三信
余淑珍女士紀念獎學金 
( 中三級中文科成績最優 )

丁詩儀 中二望
余淑珍女士紀念獎學金 
( 中二級中文科成績最優 )

何楨瑞 中一信
余淑珍女士紀念獎學金 
( 中一級中文科成績最優 )

傅佳琳 中四望
黃永傑先生獎學金 
( 中四級中國文學科成績最優 )

郭紀君 中五信
呂燃金修女紀念獎學金 
( 中五級英文科成績最優 )

林惠君 中四信
陳燧棠夫人獎學金 
( 中四級英文科成績最優 )

翟美樂 中三望
陳福林先生紀念獎學金
 ( 中三級英文科成績最優 )

林詩淇 中二信
羅次雲女士紀念獎學金
( 中二級英文科成績最優 )

何櫻濤 中一敬
林洪光先生獎學金 
( 中一級英文科進步獎 )

姓名 班別 獎項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學五、六年級 散文集誦 ( 粵語 ) 季軍

蔡苡彤
中六愛 中學六年級 女子組散文獨誦 ( 粵語 ) 季軍

石嘉盈

康倩詩 中五信
中學五、六年級 二人朗誦 ( 粵語 ) 冠軍

傅佳琳 中五望

英詩集誦 (Choral Speaking) 中四級亞軍

蔡苡彤 中六愛 英詩獨誦 (Solo-Verse Speaking) 中六級季軍

林惠君 中五信 英詩獨誦 (Solo-Verse Speaking) 中五級季軍

劉梓楹 中五愛 英詩獨誦 (Solo-Verse Speaking) 中五級季軍

呂珮姍 中五愛 英詩獨誦 (Solo-Verse Speaking) 中五級冠軍

陳筱臻 中四望 英詩獨誦 (Solo-Verse Speaking) 中四級季軍

江穎詩 中一信 英詩獨誦 (Solo-Verse Speaking) 中一級冠軍

12-13 年度中學校際游泳比賽 ( 第三組別 )( 港島區 )
女子甲組團體季軍

韓靜文 中六敬

女子甲組 4X50 米四式接力季軍
陳懿琳 中五望

朱蔚兒
湯梓婷

中五愛

韓靜文 中六敬 女子甲組 50 米蝶泳亞軍

2012 東區分齡田徑比賽
黃啟盈 中六禮

女子丙組 4x100 米接力冠軍
鄒淑慧
廖惠司

中五禮

丁心瑩 中四愛

黃啟盈 中六禮 女子丙組跳遠季軍

楊慧楹 中五信 女子丙組鉛球季軍

王珈敏 中五愛 女子丙組鐵餅亞軍、女子丙組鉛球亞軍

陳可芯 中五禮 女子丙組鐵餅冠軍

鄒淑慧 中五禮 女子丙組 100 米冠軍、女子丙組跳遠冠軍

廖惠司 中五禮 女子丙組 200 米亞軍

2011-2012 年度頒發各項獎學金

郭紀君 中五信
潘中時先生百歲冥壽紀念獎學金
 ( 中五級數學科 [M1+ 核心部份 ] 成績最優 )

廖樂生 中五敬 潘中時先生百歲冥壽紀念獎學金
 ( 中五級數學科 [ 核心部份 ] 成績最優 )

張孟婕 中四信
李煒邦老師紀念獎學金
 ( 中四級數學科 [M1+ 核心部份 ] 成績最優 )

方愷欣 中四敬
李煒邦老師紀念獎學金
 ( 中四級數學科 [ 核心部份 ] 成績最優 )

林巧瑩 中三望 呂燃金修女紀念獎學金 
( 中三級數學科成績最優 )

鄭曉慧 中二信 呂燃金修女紀念獎學金 
( 中二級數學科成績最優 )

林可欣 中五望
朱克用先生紀念獎學金
 ( 中五級學行顯著進步獎 )

林萃琪 中四愛 余翠卿校友紀念獎學金
 ( 中四級學行顯著進步獎 )

陳曉童 中五信 范靈芝修女紀念獎學金 ( 卓越領袖獎 )

朱詠欣 中五信 呂燃金修女紀念獎學金
 ( 校內服務特優獎 )

韓靜文 中五敬 笑蓮獎學金 ( 體藝表現成績最優 )

張孟婕 中四信 呂燃金修女紀念獎學金 ( 傑出學生獎 )

黃巧誼 中四愛 陳鄭觀海女士獎學金 ( 義工服務特優獎 )

李雅慧 中五望
蘇衍慧修女助學金

傅佳琳 中四望

鄺嘉怡 中三望 葉轉章校友助學金

林巧瑩 中三望 范靈芝修女紀念助學金

2012-2013 年度校外比賽得獎成績
陳嘉恩 中四信 女子丙組 400 米季軍

丁心瑩 中四愛 女子丙組 200 米季軍

李旋慧 中三敬 女子丙組跳高亞軍

許嘉浠 中四信 女子丁組 400 米季軍

陳筱臻 中四望
女子丁組 100 米冠軍、女子丁組 200 米冠軍、
女子丁組跳遠亞軍

杜慧芝 中四愛 女子丁組跳高季軍

南華會暑期青少年田徑比賽
黃啟盈 中六禮 女子組跳遠季軍

陳嘉恩 中四信 女子組 1500 米亞軍

陳筱臻 中四望
女子組跳遠冠軍、女子組 100 米亞軍、
女子組 200 米亞軍

耳聽心言基金
陳芷平
甘汶靈
曾明慧

中二望
2012 開心三人籃球賽 亞軍

劉君彤 中二愛

學術及其他成就

姓名 班別 獎項
12/13 香港紅十字會小西灣區青年急救比賽 冠軍
及亞軍

譚曉彤 中六愛 12/13 香港紅十字會小西灣區青年急救比賽
最佳隊長余咏禧 中五信

鄧嫣婷
王詠欣

中五信 香港總監榮譽女童軍獎章

韓嘉欣 中六信
紅十字會青年團漸進式活動計劃 榮譽章

謝沅微 中六敬

姓名 班別 獎項
黎芷茵 中六望 晞望獎學金

陳衍樺 中四望 第七屆港島東聯校學生領袖訓練計劃 飛躍進步獎

中五級生物科戶外考察

校本領袖訓練—
探訪長者

參觀中環繞道工程

渣打藝趣嘉年華

義工隊於幼稚園服務

家長教師—親子堆沙比賽

高級領袖訓練日營

堅毅訓練計劃—Run for Dream

義工隊長者服務

構建和諧社會—青少年
志願工作者內地考察之旅 
—在從化太平鎮農村
希望小學進行聯歡活動

構建和諧社會—青少年
志願工作者內地考察之旅 
—參觀佛山市吉利中學

構建和諧社會—青少年志願工作者內地考察之旅 
—與佛山市吉利中學學生在香港荃灣的

圓玄護理安老院進行義工活動

《半個醫科生》  蔡藹瑩 (2012 畢業生 )

踏進坐滿五百人的演講廳，儼如一隻小螞蟻的我在左顧右盼，找尋座位準備上課。
''Students, the only thing I want you to do for me is to keep quiet during the 

lesson so that you will not disturb others who wish to keep in pace with the lecture. 
You know or soon you will understand,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during the 
lesson: sleep without sneeze, chat using phones...or even just skip the lesson as 
long as you know what to do with your studies."

這是我成為大學生後正式聽到的一番「教誨」，沒有敬禮的儀式、沒有點名的程
序、沒有熟悉的臉孔、沒有指定的課本，甚至沒有上課的需要……在那天往後的一段
日子裏，我努力掙扎求存，不受點名、考測的束縛而上課，堅持在醫學院覓得一份存
在感、求取單純對知識的一份尊重。

猶記起在中學生涯裏，視野狹窄的我以為學習的唯一遊戲規則是緊貼課程指引範
圍，妥善管理時間，掌握如何學習以達至考評的要求，就能輕易過關。孰料升上大學後，所有有形的指引一聲不響的
離我而去；在沒有一絲防備之下，自主、獨立，就闖出我的生命裏。除了學懂如何讀之外，我還要清楚何時讀、讀什
麼、為何把寶貴的時間用以讀此文章而捨其他？更重要的是，我還須思索，除了讀書之外，生命是否應該還有其他的
選擇？

面對無涯的知識，我再不滿足於透過取得滿意的成績來自我膨脹，催眠自己是知識的主人；相反，我倒願意放
下主人這張華麗的面具，甘把青春灌於踏實地追隨學問的路途上。面對生活，我亦為之添加了更多的元素，除讀書求
學問外，我也正在發掘更多的興趣，把時間用以品嘗生活中種種甜酸苦辣的滋味，讓生命變得更為豐盛。

「蔡藹瑩，恭喜你達成夢想，成為醫科生！」「且慢……我只是半個醫科生；另一半的我，正在學習長大！」

學 生 作 品

校 友 來 鴻光 榮 榜

與同屬和聲書院的同學
共晉高桌晚餐

「一線之距」 
李翎敏，譚愛詩（中五望），

朱詠謠（中五愛），方愷欣（中五敬）

「玩樂無窮」 蔡嘉鈺（中六望）

「結 ‧ 友」歐陽芷欣（中六愛）

Fashion of her Love 
李靜靜（中六禮）

姓名 班別
(11-12 年度 )

獎學金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