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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品格及價值陶成組主要

依據校訓和寶血女修會的神恩，同時

參考寶血人素質、24個品格強項、天
主教教育五大核心價值和教育局訂定

的十個首要價值觀來制訂培育框架，

通過正規課程、全校參與、成長課、班主任課節、其他學習經歷互相配合，讓學生多元學習價值觀教育。

我們鼓勵學生認識自己並發展潛能，使她們成為積極進取和有責任

感的人。此外，我們致力培養學生正面的身心發展，提高她們對自我、

環境、社會及國家的認識和歸屬感，成為有識見、負責任的公民，認同

國民身份，具備世界視野。

本年度全校各科組均落實於課堂

和活動中推行價值觀教育，例如中一

級中國語文科教授《燕詩》，當中培

育學生「孝順」和「責任感」。

每級的成長課有不同主題，從生

活事件引導學生反思，教導學生修養

品德、照顧家庭、貢獻社會及國家，

以至全世界。中二學生曾為自己訂立

今年的目標，並以簡潔的文字圖畫表達出來。而中五學生以短片拍攝的

形式表達如何以同理心解決家庭問題。全校學生參與教育局舉辦的「我

的行動承諾2021」，就「感恩、珍惜、積極和樂觀」，在班主任的見證
下訂立個人的行動計劃，藉此建立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態度。在

「我是蘋果」的活動中，讓學生明白人是天主創造的，是獨特、尊貴和

有價值的；事事感恩，善用天主所賜的恩典，接受自己的限制，感受天

主的愛。

在其他學習經歷方面，本組舉辦了多元化活動供學生參加，例如「媒體

及人工智能素養周」展覽及遊戲、「器官捐贈以愛承傳」分享會、「我最喜

愛的中國超級工程」展覽及選舉、「第二屆基本法推廣巡迴嘉年華—時空

解迷」、「明法‧傳法」法治講座、國家安全教育展示和親子問答比賽等。

為了培養同學智義勇節的德行，學生會與本組合作，舉辦了「好人好事」獎

勵計劃，期望同學可以活出寶血人素質。

本年度本校設視像晨會直播，各科組和每班會派代表輪流分享，各級有

不同分享主題：中一關愛、中二尊重他人、中三責任感、中四承擔、中五堅毅、

中六誠信，而其餘四大價值觀態度：國民身份認同、守法、同理心、勤勞則

由學生成長副校長、學生品格及價值陶成組主任

負責分享。學生的分享準備充足，既可發展學生

的多元潛能，也可營造校園的正面氣氛。

價值教育

2021國家安全教育日問答比賽頒獎禮2021國家安全教育日問答比賽頒獎禮

我的行動承諾2021我的行動承諾2021

中五級班際同理心短片拍攝比賽中五級班際同理心短片拍攝比賽

好人好事獎勵計劃好人好事獎勵計劃

中二級成長課 正向教育活動學生學習成果中二級成長課 正向教育活動學生學習成果

媒體及人工智能素養周 創作迷因媒體及人工智能素養周 創作迷因

第二屆基本法推廣巡迴嘉年華第二屆基本法推廣巡迴嘉年華——時空解迷時空解迷

壁畫班



為了讓同學能體驗充實的群體生活，並能愉快地參與各種學習活動，自本學年十月中開始，校方

特意為全校同學在全方位學習時段（星期五）開辦一項嶄新課程—「多元學習課」。該課程由全方

位學習組統籌，顧名思義，課程是通過多元化活動，豐富同學的學習經歷及生活體驗。與此同時，

更可發掘同學的潛能、創作力、興趣及技能，學習與人溝通和合作，促進他們的品格和社交發展。

學校深知同學各有不同的稟賦，性向、才情、智能與喜好也各有差異，為照顧及滿足同學不同的

需要，今年共開辦23個課程供同學參加，內容涵蓋德育及公民教育、靈育發展、社會服務、資訊科技、
與工作相關經驗，以及多樣化的興趣及體藝活動（詳見下表）：

多元學習課

同學需要在六年的學習生活中，涉獵不同的範疇，以達至全方位

學習的精神。

校方相信「多元學習課」能夠成為向同學傳遞正向價值的平台，對培

育同學的多元共通能力及全人發展產生積極作用，讓同學的學校生活變得

更有趣和更具挑戰性，在八大學習領域以外獲得更全面的學校教育。

範疇 課程

興趣班

繩結製作班

魔術班

香氣手工班

皮革班

藝術發展

似顏繪工作坊

朗誦訓練班

K-POP舞蹈班
攝影班—針孔攝影（上學期）／

藍曬攝影（下學期）

壁畫班

古箏班

無伴奏合唱班

微電影工作坊

流行曲創作課程

體育發展

泰拳班

飛盤班

健球班

花式跳繩班

德育及公民教育 綠色生活工作坊

STEAM 智能家居設計班

資訊科技 VR/AR課程
社會服務 義工服務

與工作相關經驗 日語初階班

靈育發展 天主教聖物製作手工班及滴膠班

2021國家安全教育日問答比賽頒獎禮

壁畫班壁畫班
飛盤班飛盤班

健球班健球班

皮革班皮革班

古箏班古箏班

綠色生活工作坊綠色生活工作坊

似顏繪工作坊似顏繪工作坊

泰拳班泰拳班

香氣手工班香氣手工班



姓名 班別 獎學金名稱

以優異文憑試成績入讀大學

鄭慧茵 中六信

梁鳳儀校友獎學金

盧以穎 中六信

邱晶泓 中六信

李家雯 中六望

呂紀嵐 中六望

宋婉雯 中六望

中文科成績第一名

凌楚翹 中一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曾馥詠 中二信

袁煒琳 中三信

潘潔儀 中四信 陳懿行校友獎學金

張 馨 中五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李家雯 中六望

中文科進步獎

梁燕婷 中一信

獎學金陳卓妮 中二望

陳妍蘋 中三愛

英文科成績第一名

翟家予 中一信 潘中時先生紀念獎學金

潘莉莉 中二信 羅次雲女士紀念獎學金

袁煒琳 中三信 陳福林先生紀念獎學金

麥 姍 中四望 陳燧棠夫人獎學金

鄭慧源 中五信 呂 金修女紀念獎學金

英文科進步獎

吳穎兒 中一望 林洪光先生獎學金

王健羽 中二信 邱海燕校友獎學金

吳 迪 中三望 黎雪凝校友獎學金

數學科成績第一名

洪燕專 中一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陳雅雯 中二信
呂 金修女紀念獎學金

吳 迪 中三望

施欣欣 中四信
中四級數學科（核心部分）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施欣欣 中四信
中四級數學科(M1)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袁 晴 中五信
中五級數學科（核心部分）
潘中時先生百歲紀念獎學金

袁 晴 中五信
中五級數學科(M1)

潘中時先生百歲紀念獎學金

洪芷妍 中六信
中六級數學科（核心部分）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邱晶泓 中六信
中六級數學科(M1)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數學科進步獎

羅穎恩 中一愛

獎學金彭子賢 中二愛

陳妍蘋 中三愛

通識教育科成績第一名

許鎵敏 中四信 Arron Brock紀念獎學金
梁婉庭 中五信 潘浩明校友獎學金

李家雯 中六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中國文學科成績第一名

張 馨 中五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孫家文 中六信

生物科成績第一名

馮映琪 中四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梁穎琦 中五信

化學科成績第一名

馮映琪 中四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梁穎琦 中五信

洪芷妍 中六信

物理科成績第一名

吳卓琳 中四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張 馨 中五信

姓名 班別 獎學金名稱

歷史科成績第一名

許鎵敏 中四信 潘浩明校友獎學金

莫欣嵐 中五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呂紀嵐 中六望

中國歷史科成績第一名

凌楚翹 中一信

信望愛慈善基金中國歷史學科獎

黃美晴 中一望

許芷蕎 中二信

張懿玲 中二信

袁煒琳 中三信

施欣欣 中四信

許鎵敏 中四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呂紀嵐 中六望

地理科成績第一名

潘潔儀 中四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袁 晴 中五信

盧以穎 中六信

經濟科成績第一名

潘潔儀 中四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黃子津 中五望

盧以穎 中六信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成績第一名

鄭慧源 中五信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視覺藝術科成績第一名

許澌晴 中四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黃慧心 中五信

湯寶儀 中六愛

旅遊與款待科成績第一名

施希璇 中四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黎沛瑩 中五信

學行顯著進步獎

梁燕婷 中一信

區綺雯修女獎學金

吳穎兒 中一望

彭子賢 中二愛

梁詩琦 中二愛

陳妍蘋 中三愛

李貴善 中三愛

吳卓琳 中四信
余翠卿校友紀念獎學金

伍穎姿 中四愛

劉幸兒 中五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趙雪雯 中五愛

模範寶血人獎學金

王鈺妍 中六信 范靈芝修女紀念獎學金

傑出學生獎

袁 晴 中五信 呂 金修女紀念獎學金

體藝表現成績最優

陳皓昕 中五望

笑蓮獎學金許澌晴 中四望

林青穎 中一信

初中義工服務特優獎

祁芷彤 中三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陳祉玥 中三信

林琬庭 中二信

高中義工服務特優獎

陳煒喬 中四望 陳鄭觀海女士獎學金

施錚泳 中四望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曹詠嘉 中四愛

校內服務特優獎

施錚泳 中四望 呂 金修女紀念獎學金

初中成績及操行良好

劉萃莊 中一望 葉轉章校友助學金

梁詩旗 中二望 蘇衍慧修女助學金

高中成績及操行良好

馮映琪 中四信 蘇衍慧修女助學金

梁穎琦 中五信 范靈芝修女紀念助學金

陳梓溢慈善基金獎學金

2020-2021年度各級操行獎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林青穎 中一信 陳玟欣 中二愛 曹詠嘉 中四愛

洪燕專 中一望 曾卓詩 中三望 張 馨 中五信

陳小磬 中一愛 王欣雨 中三愛 盧以穎 中六信

吳沚盈 中二信 潘潔儀 中四信 宋婉雯 中六望

陳頌懃 中二望 陳煒喬 中四望 陳卓穎 中六敬

2020-2021年度初中各級首三名
姓名 班別

凌楚翹 中一級全級第一名 中一信

洪燕專 中一級全級第二名 中一望

翟家予 中一級全級第三名 中一信

陳雅雯 中二級全級第一名 中二信

陳頌懃 中二級全級第二名 中二望

曾馥詠 中二級全級第三名 中二信

袁煒琳 中三級全級第一名 中三信

何正行 中三級全級第二名 中三信

吳 迪 中三級全級第三名 中三望

新界崇德社操行進步獎獎學金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鄭曉彤 中一信 YOUSAF
HANIFA 中三望

劉幸兒 中五望

區文鳳 中一望 趙雪雯 中五愛

李苒熙 中一愛 陳妍蘋 中三愛 文婧兒 中六信

蔡安芝 中二信 潘潔儀 中四信 楊善榆 中六望

陳子瀛 中二望 何 晞 中四望 馬瑋彤 中六愛

葉宣銅 中二愛 林珮茹 中四愛 方愷臨 中六敬

徐愷蔚 中三信 崔曉桐 中五信

2020-2021年度頒發各項獎學金

藝林
視藝作品

愛由
此生

中三望 戴苑澄中三望 戴苑澄

中五信 李婧鈺 快樂充滿了我們的校園中五信 李婧鈺 快樂充滿了我們的校園



2020-2021年度
校外比賽光榮榜

2021-2022年度上學期
校外比賽光榮榜

體育成就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2020-2021
陳皓昕 中五望 　 　

香港校際STEM運動5G大賽2021：
中學組—優秀學校獎

陳詩穎 中一望
MUHAMMAD 

HAFSA 中四望

李思翹 中一望 HAYAT RIMSHA 中四愛
文燕麒 中一望 黃穎瑭 中五信

鍾千悅 中一望 葉 晴 中五信

周嘉琪 中二望 陳皓昕 中五信

葉 中二望 霍兆琪 中五望

黃蔚嵐 中二愛 趙雪雯 中五愛

何樂菲 中三愛 王祖兒 中五愛

梁芷曼 中四愛 陳芷芯 中五愛

學術及其他成就
應用學習獎學金

吳嘉燕 中六愛 　

祁良神父獎學金

袁 晴 中五信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宋婉雯 中六望 譚家樂 中六望

2021「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潘潔儀 中四信 譚希晴 中六敬

鍾思恩 中五望 　 　

德育及公民教育成就
香港交通安全隊總監

特別嘉許獎狀及嘉許笛繩

劉樂悠 中三信 林綺華 中三愛

簡曉彤 中三望 李紫珊 中三愛

祁芷彤 中三望 黃穎瑭 中五信

林語薰 中三望 簡慕勤 中五信

潘梓瑩 中三望 莫梓晴 中五信

2020-2021年度香港交通安全隊
（學校隊伍）獎學金

李紫柔 中五信 葉卓炘 中五信

尊重‧包容‧負責‧關愛
標語創作大賽2020

江芷翹 中二望 季軍

天主教四旬期愛心攝影比賽2021
戴苑澄 中二望 季軍

2020-2021年度公益少年團
香港東區紀錄片欣賞暨徵文比賽

徐愷蔚 中三信 冠軍

張 馨 中五信 亞軍

周沅頌 中三愛 季軍

藝術成就
香港第五十七屆舞蹈比賽中國舞

劉樂悠 中三信 獨舞甲等獎

魯迅手辦公仔設計比賽

許澌晴 中四望 冠軍

2021香港學界朗誦大賽（英文朗誦）
林青穎 中一信 冠軍

潘莉莉 中二信 冠軍

袁煒琳 中三信 冠軍

徐愷蔚 中三信 季軍

第7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2020年）
談諾兒 中二信 粵語詩詞獨誦亞軍

潘慧兒 中二信 英語獨誦亞軍

體育成就
泳濤匯聚龍城水上競技賀國慶2021

陳舸蕎 中一愛
女子自由式接力賽季軍

女子四式混合接力賽季軍

藝術成就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2021年）
王怡君 中四望 普通話散文獨誦冠軍

曾梓瑩 中一愛
粵語天主教經文朗誦

亞軍

Bibi 
Lubaena 中三信 英語獨誦季軍

第十四屆中國青少年（才藝）比賽

勞 容 中二愛 粵語經文獨誦季軍

李思翹 中二信

粵語二人對誦冠軍
唐鎧韻 中二信

潘梓瑩 中四望

李紫珊 中四愛

符心嘉 中三信

粵語二人對誦亞軍
談諾兒 中三信

江芷澄 中三愛

江芷翹 中三愛

區文鳳 中二愛 普通話詩詞獨誦
冠軍王怡君 中四望

莊翠菁 中二愛
普通話詩詞獨誦

亞軍
陳祉穎 中三愛

曾詩雅 中五信

王樂童 中一望 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

香港學界朗誦公開賽暨
第十六屆BNCL證書朗誦比賽（普粵英）
陳曉昕 中二望

普通話詩詞冠軍
莊翠菁 中二愛

王樂童 中一望
普通話詩詞亞軍

區文鳳 中二愛

文澤玲 中二信 普通話詩詞季軍

王怡君 中四望 普通話散文冠軍

普通話散文季軍

許芷蕎 中三信 曾馥詠 中三信

江卓伃 中三信 陳祉穎 中三愛

吳沚盈 中三信 曾詩雅 中五信

粵語經文冠軍

勞 容 中二愛 陳煒喬 中五望

何嘉雯 中三望 　

粵語經文亞軍

曾梓瑩 中一愛 鍾千悅 中二愛

陳思甜 中二望 周雅純 中五望

梁奕桐 中二望 　

粵語經文季軍

梁穎彤 中一信 吳采霏 中二愛

梁逸嘉 中二望 黃美晴 中二愛

譚卓韻 中二望 曹詠嘉 中五愛

陳湘怡 中二愛 　

雙人對誦冠軍

李思翹 中二信 潘梓瑩 中四望

唐鎧韻 中二信 李紫珊 中四愛

雙人對誦亞軍

麥鎧澄 中二望 杜梓靖 中二望

雙人對誦季軍

鍾潔儀 中一望 陳玟欣 中三愛

羅羡如 中一望 陳映琪 中三愛

陳小磬 中二信 江芷澄 中三愛

洪燕專 中二信 江芷翹 中三愛

符心嘉 中三信 陳祉玥 中四信

談諾兒 中三信 徐愷蔚 中四信

德育及公民教育成就
香港交通安全隊周年檢閱禮

A隊冠軍
陳芳婷 中二信 林綺華 中四信

翟家予 中二信 劉樂悠 中四望

李曉瑩 中三信 簡曉彤 中四望

林琬庭 中三信 李紫珊 中四愛

賴榮幸 中三信 林語薰 中四愛

張懿玲 中三信
KAUR 

HARJASVIR 中五愛

李思琪 中三望 葉卓炘 中六信

陳嘉惠 中三愛 李紫柔 中六信

陳頌懃 中三愛 　 　

香港交通安全隊周年檢閱禮
B隊季軍

林苡婷 中二信 彭芊烔 中二愛

林弈妤 中二信 馬晞雅 中二愛

郭柏希 中二信 曾馥詠 中三信

曹小焰 中二信 梁巧盈 中三望

陳子喬 中二信 何逸妍 中三望

余倩蓉 中二信 周嘉琪 中三愛

許銘心 中二望 陳韻芝 中三愛

譚卓韻 中二望 祁芷彤 中四愛

劉萃莊 中二望 高雪兒 中六愛

學術及其他成就
應用學習獎學金

何卓怡 中六信 　

2021年香港島傑出學生選舉

袁 晴 中六信
2021年東區優秀
學生（高中組）

陳頌懃 中三愛
2021年東區優秀
學生（初中組）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銀獎

潘潔儀 中五信 施欣欣 中五信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初賽
銅獎

陳子喬 中二信 戴苑澄 中三望

陳湘婷 中二望 黃咏榆 中三愛

勞 容 中二愛 徐愷蔚 中四信

許芷蕎 中三信 袁煒琳 中四信

吳沚盈 中三信 何正行 中四望

曾馥詠 中三信 許鎵敏 中五信

李思琪 中三望 　 　

泰國國際數學競賽複賽
銅獎

陳子喬 中二信 何正行 中四望

吳沚盈 中三信 潘潔儀 中五信

戴苑澄 中三望 施欣欣 中五信

黃咏榆 中三愛 許鎵敏 中五信

徐愷蔚 中四信 　 　

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2022 
一等獎

潘潔儀 中五信 　

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2022
二等獎

曾馥詠 中三信 徐愷蔚 中四信

大灣區數學競賽預選賽2022 
三等獎

陳子喬 中二信 戴苑澄 中三望

許芷蕎 中三信 黃咏榆 中三愛

吳沚盈 中三信 施欣欣 中五信

李思琪 中三望 　 　

中六愛 何麗嫦 正能量中六愛 何麗嫦 正能量

中四信 利穎欣 我的生命密碼中四信 利穎欣 我的生命密碼

中六信 黃慧心 悲泣之屋中六信 黃慧心 悲泣之屋

中三愛 吳欣中三愛 吳欣諪諪



寶血新年新氣象，在2021年，我們迎來了一位新的學生成長副校長—曾梓維副校

長。許多同學對他很好奇，他是一位怎樣的副校長呢？在學生的眼中，他經常出現在小

賣部與學生談笑風生，或者滿面笑容地在走廊巡視，隨時給予學生幫助。他待人和善，對待學生如同朋友般親密，

從來不吝嗇讚美學生的話。當本校報記者問及曾副校長最初對本校學生的印象時，他對本校學生大加肯定，稱讚

學生乖巧有禮，學習態度良好。

在校內，學校設有不同範疇可以幫助學生進行全面發展，例如全方位學習組、學生成長組、學生品格及價值陶

成組和生涯規劃組等。曾副校長負責統籌這些組織，培養學生建立良好價值觀。他對學生的成績和成長發展十分重

視，他說：「審視一個學生，除了在成績方面，道德品行也是重要的範疇。」曾副校長將道德的定義分為：孝、悌、

忠、信、禮、義、廉和恥八方面，他希望學生透過六年的學習生涯，成為一個品學兼優的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正是曾副校對學生的寄語：對內能做一個有道德操守的人，對家庭負責，並供養父母；對外則

能貢獻社會。

在談及工作上遇到的困難時，曾副校長坦言：「宗教信仰是最大的挑戰。」由於之前他在中國傳統儒教的學校任職，

對天主教信仰難免有些陌生，杜校長及宗教組的師老師在此時給予他很大的幫助，讓他能有效地處理有關宗教的事務。

曾副校長表示對宗教信仰保持着開放、樂觀和接納的心態，願意了解和嘗試新事物。相信曾副校能糅合中、西方宗教

的價值觀，以更完善的理念教導學生。

對學校未來的發展，曾副校表示樂觀及期盼，曾副校長說：「寶血的

學生很努力，而且聽話受教，相信在老師的帶領下，學生一定會成為道德

及成績兼備的人。」

最後，曾副校長指出「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成功要通過不斷

努力，不能停滯不前，否則就會被社會淘汰。因此他鼓勵學生要勤奮上進，

力爭上游。

時光荏苒，白駒過隙。上學期的校園生活已經
過去了，本校校報《鳴聲》有幸與各位再次相
見。

今期內容包括曾梓維副校長的人物專
訪、新老師的自我介紹，以及收錄了同學
們精彩的作品。

在此衷心感謝顧問老師的指導及編
輯委員會同學們的貢獻和鼓勵，令工作順利完成。

最後，希望各位老師和同學在兼顧防疫及工作或學習之餘，
可以從閱讀校報中獲得樂趣。

編者的話

關顧學生成長 重視品德培育
——曾梓維副校長曾梓維副校長

人物專訪

記者：丁曉霖、馮映琪、馬心宇

2021-2022年度校報
編輯委員會名單
總 編 輯：陳姿彤（中五信）

副 編 輯：丁曉霖（中五信）

記  者： 馮映琪（中五信） 
馬心宇（中五信） 
施欣欣（中五信） 
周雅純（中五望） 
陳穎浠（中三信） 
潘莉莉（中三信） 
潘慧兒（中三信） 
蔡明殷（中二望）

顧問老師： 張秀娟老師 
龍華媛老師 
梁顯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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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員
吳嘉敏老師

學生輔導員
余泳珊老師

學校社工
詹曉洲姑娘

教學及行政助理
鍾宛螢老師

教學及行政助理
鄭安淇老師

電子教學助理
佘浚謙老師

電子教學支援員
呂晓彤老師

大家好！

我是陳詩瑤老

師，很高興加

入寶血這個大家庭，有幸認

識到大家。

我負責教授中國歷史科

及歷史科，許多同學認為這

兩科很沉悶，還要背誦許多

內容；但我卻很喜歡，尤其

在旅行時身處在各地的歷史

遺跡前，感受當時人的生

活，都會有種歷歷在目的感

覺！就像站在德國的柏林圍

牆前回想起冷戰期間東德人

如何冒險越過重重障礙，逃

難至西柏林；還有在匈牙利

的多瑙河岸邊，看著一雙雙

猶太人的生鏽鐵鞋，感受到

他們在生命最後一刻的無奈

和絕望⋯⋯這都是我認為讀

歷史引人入勝的地方，希望

大家也能感受到歷史的魅

力，漸漸愛上它吧！

此外，歷史帶給我的不

只是知識，更讓我樂於了解

世界，令我愛上背包旅遊和

攝影，有機會再和大家分享

難忘有趣的經歷。

大家好！

我是陳子勳老

師，很高興加

入寶血女子中學這個大家

庭。本學年，我主要負責任

教中一、中四地理科及中

四、中五旅款科，這兩科都

為同學們準備了很多活動，

希望妳們喜愛這兩個科目。

除了教學外，今年還擔任義

社的負責老師，希望義社的

同學們多多支持社的活動。

大家好！

我是朱欣晴老

師。很高興可

以加入寶血女子中學。我正

任教中一、中三級生活與社

會科，中四級公民與社會發

展科及中五級通識科。

在學校裏，我很享受課

餘和同學們聊天的時間，過

程中令我更快了解各位同

學。而平日的喜好，就是與

家人四處尋找美食，享受歡

聚時光。

最後，祝大家學業進

步，向自己的目標邁進！

大家好！

我是官健好老

師，任教體育

科，很高興加入寶血女子中

學這個大家庭。

三年前，我辭去教書的

工作成為全職籃球教練。第

一年經常外出到訪亞洲不

同地方，親身體驗外地籃球

水平及學習當地的運動文

化。過程中，發覺自己很渺

小，知識淺薄，能夠學習及

體驗到那麼多不同以往的

知識，我感到相當興奮。隨

後兩年，因為疫情，雖未能

外出，但我仍保持跟不同的

外國教練學習、交流，將學

到的在訓練及教學中實踐。

各位同學，世界那麼

大，學海無涯，你有那份求

知的衝動嗎？你有那份學

習的動力嗎？日後有機會，

希望可以跟大家好好分享

我在外地的所見所聞。

大家好！

我是陳琬貽老

師，很開心今

年加入寶血這個大家庭。我

任教數學及科學，這兩個科

目都有很多我們要掌握的

概念，希望同學們拿出你們

的熱情和才智，讓我們共同

努力，把這兩個科目學好。
Hi everyone, 

my name is  Ms 
Florence Aninniwaa 
A h o r s u ,  t h e 
New NET Teacher. I come from 
Ghana in West Africa so I am a 
Ghanaian. I come from a family 
of six and I am the third-born. I 
came to Hong Kong to join my 
husband who is also a Ghanaian.

I am a professional teacher 
with over six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I  have attained 
Diploma in Basic Education, 
Bachelor of Education (English) 
and Master of  Educat ion in 
Educational Studies.

My goal as a teacher at 
Prec ious  B lood Secondary 
School is to help students to 
realize their potential through 
English language activities such 
as drama club and debating club. 
These activities will enable the 
students to be more conf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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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hobbies ar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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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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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rings, bracelets and purses).

Hello world! 
Dr. Woo here. I 
was born in New 
����������������
an American. I have studied in 
Hong Kong, the United Kingdom 
a n d  t h e  U n i t e d  S t a t e s  o f 
America. I completed my Doctor 
of Philso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s Education Faculty 
and researched how teachers 
learn in schools.

At Precious Blood Seconday 
Schoo l ,  my respons ib i l i tes 
are not least to teach Enlg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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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anguage activities. My 
professional goals for the 2021-
2022 school year are to t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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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write a coherent and repl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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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師介紹



An Unforgettable Trip
Aira Estrada S2F

Hello Alex,

#
����������$����%������&��������$���������'���
����
Johnny Depp! I met him at a restaurant during my trip to 
America. Here's what happened.

I was sitting at the restaurant with my parents wai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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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und I saw the one and only, Johnny Depp! I could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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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larated that I almost screamed. I told my parents 
excitedly. I tried not to stare too much but I couldn't help it. 
He was eating and chatting with his friend. To be honest, I 
almost didn't recognise him. On TV shows and movies, he 
always wears fashionable clothes, but when I met him, he 
was wearing casual 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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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meal as I couldn’t anticipate his next move. Before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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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me a bundle of nerves which I could tell that Johnny 
noticed. Nevertheless, I told him that I was a huge fa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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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 in any upcoming movies, and he said yes he was! But 

�����	��������
���
������

Anyway, Johnny left not long after because he had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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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m as anyone would expect of me! I will treasure that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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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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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Marjane Satrapi
Submitted by: Jasmine S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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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also what transforms us into cowards." This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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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rl who isn't afraid to stand up and rebel for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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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ers to enjoy and fully immerse themselv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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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 rollercoaster. 
I laughed, got mad, felt 
sympathy, and even cried 
near the end. This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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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ove: romantic love, 
familial love, and self-
������Q��
�	���� ��
�����
me because it mad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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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 I highly recommend 
buying or borrowing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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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if you can.

藝林
學生佳作

中六信 張馨
打開窗子，映入眼簾的是那一片緋紅的楓樹

林，也不知道何時開始，樹葉不約而同地褪下稚

嫩的綠衣裳，伴隨著冷冽的風，在空中舞動著。

秋天像是大自然的特別舞台，一改暖春和盛夏一

貫的綠色，讓大自然展現更繽紛的一面，整座城

市也一塊兒披上了鮮豔的紅色、黃色。

走到樹下，便會嗅到一陣撲鼻而來的樹葉的

芬芳，清新中竟帶著甘甜，「嘩啦嘩啦⋯⋯」又

帶來一陣清香，是忙碌繁華城市的空氣清新劑，

淨化人們心中的熙攘嘈雜。

走進樹林，美麗的楓樹圍起了一個屏障，籠

罩在這條小道上，楓葉輕輕地落在小道上，像是

鋪上了一張紅地毯，熱情地歡迎著我。

中六愛 鄭慧鈴
暖陽撒落人間，天剛剛破曉，幾隻早起的鳥兒振翅飛過天際，

金黃的落葉剛從樹上緩緩落下，鋪滿了小徑，一條黃金路映入眼

簾。幾位小朋友背著書包嬉笑打鬧地穿過那條黃金路，腳踏地上

的枯葉，發出咔嚓咔嚓的清脆聲響。遠處的山脈被天神塗上了金

黃的顏色，煞是好看！近處的小湖中央孤零零地飄著幾隻「小

船」，原來是螞蟻先生在遊湖呀！突然一陣微涼的風掠過，「小

船」隨風擺動，湖面上泛起了漣漪，空氣中還帶著一股屬於秋天

的氣息，大口呼吸，吸進肺中的空氣是微涼的，還帶著一絲飯菜

的香味，也不知是誰家早飯，如此香氣逼人。啊！肚子餓了，還

是快些回家吃早飯吧！

景物
描寫

簡短
隨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