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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真家書（13） 

各位家長和同學： 

 

大家好！學校校舍將會有新景象。校方已在伊甸園外以鐵絲網圍封，以防鼠患；也應同學建

議，在天台體適能中心加設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及在籃球場中圈位置髹上校徽。因保安的理由，

在崇真伊甸園、一樓至三樓加裝六組閉路電視鏡頭，又在伊甸園門口安裝五盞射燈。我們又將於

新翼天台增設太陽能發電裝置，除保護環境之外，所產生的電力亦可對沖全校電費開支。學校已

於校園各處增設驅蚊燈，進一步加強控蚊成效；我們現正清除地下羽毛球及籃球場旁邊的花槽，

加裝鋼櫃，一則控蚊，二則可增加空間放置體育設施。暑假期間，學校會更換天台體適能中心四

部冷氣機；圍封連接小食部的雨天有蓋操場（食堂），使同學有更安舒的學習環境及進食空間；

上年度，學校收取的「特定用途收費」將用作支付安裝食堂的冷氣設施。除此之外，學校外牆圍

欄、禮堂及班房將會翻新；我們更會裝修三樓新翼走廊，增添設施及改善照明，成為功課輔導場

所。老師已與學生會商討如何改建 A622多用途室，成為學習及學生活動的地方，確保資源運用

恰當。暑假期間，老師將帶領同學一起美化新翼校舍，讓同學的作品於下學年遍佈校園。以上大

部份工程皆由政府資助，涉及金額 360 萬。本校已申請優質教育基金，建設三樓「健康廊」，讓

師生和家長多了解健康資訊（尤其慢性疾病和傳染病），以提高學校持分者的健康意識；另一個

優質教育基金項目是一樓的創新科技研究所（TTC Innopod），盼望同學可在一個促進思考的先

進環境下學習。 

 

受上學期反修例社會運動及下學期疫情停課影響，大部份校內及校外的比賽被迫取消。今年

度，同學在有限的賽事中，有以下獲獎成就： 

 

學術方面 

獲獎活動/比賽名稱 主辦單位 獎項及學生名單 

第二屆香港中學華服徵

文比賽 
香港中華禮儀振興會 高中組優異獎：5D盧湘詠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朗

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

會 

普通話詩詞獨誦組季軍： 

3D 董月霞 

2019全港中小學普通話

演講比賽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語常會 
初中組優異星獎：3D劉俊廷 

2019 亞洲國際數學奧

林匹克公開賽決賽(台

灣舉行)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聯合會、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組委會 

七年級個人銅獎：2D曾以琳 

九年級個人銅獎：4C 黃浩然 

2019 華夏盃台灣數學

交流賽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

聯會 
初中組 (三等獎)：2D 曾以琳 

2019 世界數學遊戲公

開賽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

聯合會、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公開賽組委會 

七年級個人銅獎：2D曾以琳 

九年級個人銅獎：4C 黃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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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華夏盃」全國數

學奧林匹克邀請賽初賽 

中國數學教育研究會、

華夏盃組委會 

一等獎： 

2D 王逸銘 

二等獎： 

1D 黃凱基、1D 尹裕邦、2D 衞卓

楠、2D 曾以琳、2D 溫澤恒、2D 霍

駿源、3A 陳家聰、3A 劉曜彰、3B 葉

凱光、 3D 張光明、3D 樊焯熙、3D 

劉星鑫、3D 李沛康 

三等獎： 

1C 黃蘊熙、1C 薛詠嵐、1D 盧慧恩、 

1D 李奇恩、1D 張聞軒、1D 王德

堃、1D 梁雅鈞、2A 董莫凡、2D 周

佩瑩、2D 鄧曉桐、2D 葉巧晴、3A 高

樂宜、3A 譚偉諾、3B 張國榆、3D 溫

禮濤 

香港辯論超級聯賽 香港 01 

乙組亞軍： 

6D 李漢庭、6D 孫嘉怡、6D 溫浩

揚、6D 陸鵬丞、5D 邱青霞、5D 白

子殷、5D 陳志棚、4D 吳卓宜、3B 毛

雅頌 

最佳辯論員： 

6D 李漢庭 (3 場)、5D 邱青霞 (2場) 

 

體、藝、服務方面 

獲獎活動/比賽名稱 主辦單位 獎項及學生名單 

傑出中學生選舉 香港崇真會 5D 白子殷 

Super Teen 好學生獎勵

計劃 2019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

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良好品格獎：3D黃煒喬 

飛躍進步獎：3D董月霞 

積極服務獎：3D黃煒喬、3D董月霞 

公益少年團獎勵計劃 教育局公益少年團 

二等榮譽級 (白星章)： 

6D 黎欣茹 

三等榮譽級 (藍星章)： 

6D 葉紀桐、6D 黎欣茹 

高級 (紫章)： 

6D 葉紀桐、6D 陳彥鋒、6D 黎欣茹 

中級 (橙章)： 

5D 朱芷萾、6D 黎欣茹、6D 楊鈺華 

初級 (綠章)： 

4A 廖可桐、4C 何知勳、6D 梁浩然、 

6D 陸鵬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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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50米蝶泳季軍：1C 劉靜渝 

200米自由泳第 4名：1C 劉靜渝 

50米背泳冠軍：5A蘇錦俊 

100米背泳亞軍：5A蘇錦俊 

2019-2020 年度校際田

徑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屯門

區中學分會 
男子乙組 1500米季軍：3C 李韙希 

第一屆 GoSmart.Net 健

康短片大獎 

香港中文大學健康教育

及促進健康中心 

最佳劇本大獎： 

李銘熙（已畢業）、6D梁天樂 

最佳創意大獎： 

李銘熙（已畢業）、6D梁天樂、 

6D溫浩揚、6A馮穎賢、6D李漢庭 

最佳男演員：6D 李漢庭 

 

在此恭喜上述同學，亦感謝老師們在極艱難的環境下帶領及培訓同學獲得優異成績。 

 

我知道了復課後同學學習表現相當理想，老師皆從這數個月的擔憂中漸漸流露出欣慰。在停

課期間表現欠佳的同學，已一律受到訓導懲處，盼望同學可透過「鳳凰計劃」浴火重生。我知道

涉事的同學在計劃中表現不俗，希望他們繼續努力，最終能消除成績表中相關的懲處紀錄。下星

期考試將至，請各位家長督促子女在家努力溫習，如子女遇到學習上的困難，可鼓勵他們下午回

校尋求老師的幫助（請家長自行為子女安排午膳）。暑期「學習加強班」於 7月 17日至 7月 30

日開辦，旨在幫助「有需要」的同學重溫二至五月停課期間的課程，為同學的未來學習打好根基，

費用全免，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參與，家長或同學可到校務處索取通告（PS/080620-168）了解詳

情；如欲報名，家長可於 6 月 12日（五）或之前簽回。逾期申請，概不受理。 

 

按教育局公佈，中三至中五的跨境學生可於 6月 15 日（下星期一）復課，班主任和負責老師

已努力安排接送的細節，請家長參考早前學校向全體家長發出的復課通告（PS/190520-157）並

留意各注意事項。惟中一及中二跨境同學的復課安排，仍有待局方進一步消息；在此，請有關同

學及家長靜待相關政策的公佈，學校對於因跨境問題未能應考的同學會作「特事特辦」安排。在

此期間，老師會繼續透過網上學習平台發放學習材料，請有關同學繼續在家自習，並按時繳交功

課，孜孜不倦，做好準備，應付考試。 

 

順祝 

學業進步、考試成功 

 

區國年校長 

二零二零年六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