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 still remember when everyone thought that full-time face-to-face 
classes could resume, they were caught off guard by the sudden fifth 
wave of the epidemic. This unprecedented 'special vacation' suspended 
all learning activities, but the school's operations could not come to a 
standstill. In fact, we had to solve the problems promptly.

  The S6 Mock Exam, originally scheduled to be held in February, 
was forced to be conducted online. Fortunately, our teachers and students 
cooperated actively and prepared well within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the exam was successfully launched. The effort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worthy of appreciation. Throughout this special vacation,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never stopped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our 
students seized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petitions and 
achieved good results.

  Our Drama Society participated in the Chinese and the English 
Groups of th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Due to the epidemic, 
the rehearsal time and activity space were greatly limited, but our 
students were responsible and well-disciplined, and they continued to 
strive for excellence. Besides the Outstanding Overall Performance 
Award for the English Group, the Chinese Group won the highest honor 
of the festival — the Adjudicators’ Award. As there were more than 450 
teams,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students was crucial. Through diligence and 
perseverance, Cheng On Kiu (4A), Chairlady of Drama Society, received 
many individual awards for he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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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Group): Outstanding Script and 
Outstanding Performer
  Secondary School (Cantonese Group): Outstanding Actor Award, 
Outstanding Director Award, and Outstanding Script Award

  Mr. Cheng, teacher in charge of Drama Society, praised her for 
active participation. Although she just observed the scenes and studied 
the lines in the junior form, entrusted with important tasks, sh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this year. Besides writing scripts, she worked hard to 
study characters and background. She played various roles and her acting 
skill was outstanding. As a role model, she demonstrated how mind and 
spirit could combine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achieve success.

  In addition, our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Hong Kong Ed Tech 
Challenge and won the overall championship and the first runner-up. 4A 
students won the championship in the design of the 'AI Posture Detection 
Tool' and 5A students also won the championship.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award-winning students. I hope you will 
keep studying hard, have the courage to try and maintain the spirit of 
learning to face adversity. No matter how difficult the situation is, you 
can create a breakthrough and lead a wonderful life. I am proud of you!

So Ka Leung
Principal

Principal’s Address  A Unique Va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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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 Stress Video
  All students feel stress sometimes, especially during 

the exam season.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and better 

cope, two S4 students created a mini drama on video and 

shared some great advice. Learning to take breaks while 

studying, getting a good night’s sleep, and learning how to 

breathe and relax while studying were all presented. Let’s 

hope our students can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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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Autumn Festival Riddles
  This year’s Mid-Autumn Festival was celebrated by 

solving riddles. Students also dressed up to have their pictures 

taken, and ate a lot of mooncakes. Each student was given 

different sets of riddles to solve, and get a prize from the NETs 

after solving them. Some students enjoyed the riddles so much 

that they tried all sets of ridd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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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 Introduction
  Two new NETs, Mr Michael and Miss Aisha, joined our 

school and brought their zest along to make learning English 

fun, interactive and exciting. To introduce themselves, they 

started off with an interactive Kahoot game and asked 

students to guess facts about the NETs. Mr Michael and Miss 

Aisha both shared where they were born, who their families 

are, where they have travelled, and what their favourite foods 

are!

NET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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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ober Costume Day was an entertaining 

and thrilling experience for our students. Some 

students put on witch hats and acted like 

witches flying on broomsticks and stirring the 

cauldron. Others dressed up as scary clowns 

and dragons and had a good laugh scaring 

each other. Students played a scary vocabulary 

game on NearPod as well, naming the pictures 

they saw on the screen.

October Costume DayOctober Costum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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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Last year, the English Department rolled out 91 student entries. It turned out to be 

such a success that this year we decided to get even more ambitious with 151 students!

  With COVID restrictions and social distancing, students needed to get video 

recorded and practise projecting their voices even more. Watching videos of the NETs 

really allowed the students to practise on their own on their iPads. They also trained 

with the English teachers and NETs to understand the poems and deliver them 

effectively.

  We are very proud that many of our students were able to 

achieve many Certificates of Merit and one student even won 

third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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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 Break
We organised games and role-play activities around winters in Hong Kong. Our NET Mr Michael dressed up as Santa Claus and played Christmas songs in the school cafeteria. Students played games and answered questions related to winter on their iPads, and were given Christmas gifts by Miss Aisha afterwards. Students dressed up and took pictures, and ate many chocolates too! All in all, it was a warm send-off before a very cold winter break a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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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Chinese New Year this year, we collaborated with the Chinese Department for 

cross-curricular learning.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write and create “fai chun” 

using English. Using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brushes to write in English was a unique 

experience. The students had a good session brainstorming sayings and learning how 

to say many Chinese New Year greetings in English, and practised with one and 

another. They worked together to paint them beautifully on the red paper. 

English Fai 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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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gon Boat  Running QuizDragon Boat  Running QuizRead Run Speak Run 

Answer! That’s the magic combination 

required to win the Dragon Boat Running 

Quiz. To celebrate this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 

we created a wonderful activity full of action and 

laughter. Students wore various funny hats and even 

had a chance to bang on a huge Chinese drum. 

Students competed to answer questions about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and the winners were 

honoured with pictures and prizes. 

Well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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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gon Boat  Running QuizDragon Boat  Running Qu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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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one loves to s ing,  especial ly students. English Karaoke gives our students a chance to perform their favourite songs in front of an appreciative audience and improve their English performance too! All singers can have fun on stage in the spotlight belting out a hit and dreaming of being a star.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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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r of CodeHour of Code

These days everyone uses computers everywhere 

especially in schools. That’s why it’s so important 

to have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how computer 

software works and is written. It’s even better 

to learn that while using English, because all 

software is written in English. Our students have 

great fun doing Microsoft’s ‘Hour of Code’ and 

learning the logic of computers and English at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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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HK
Again this year YKN is honoured to be 

selected to join RTHK’s ‘Common Room’, 

a program where a group of students chat with 

the RTHK announcer on a selected topic. Our students 

studied hard and practiced their speaking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and the results were 

fantastic! Lots of laughter and fun as the 

students showed how capable they 

were at English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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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KN English Week News video
  To help promote English Week, three talented young students came 

together and produced a humorous and informative video. They created the 

video in the style of a news program, complete with a funny interview and 

colourful costumes. The video gave a brief description of all the exciting 

activities planned for English Week, and the results were fanta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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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year the YKN Drama Society received 

5 awards for their hard work and powerful 

performance of ‘The Final 24’, a drama 

about the last 24 hours of your life. A 

dozen students worked tirelessly for several 

months polishing and perfecting their 

dramatic skills and it all paid off. The final 

judging was done online, and our students 

nailed it!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Onlin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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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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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2433 9009  電郵：ykn-mail@byknmc.edu.hk

校園通訊

第五期

校長的話  
    還記得上學期疫情剛回穩，大家滿以為可以

恢復全日面授上課的時候，卻被突如其來的第五

波疫情殺個措手不及。這個史無前例的「特別假

期」暫停了一切正常的學習活動，可是學校的運

作並不能停擺，校方要即時配合著實不容易。

    原定二月份舉行的中六模擬考試被迫改為網

上進行，幸好師生們積極配合，在很短的時間

內完成各項網上考試的準備工作，並已順利完

成。雖然過程未臻完美，但最少可藉此給予同

學一個難得的考試機會，為即將舉行的文憑試

作好準備，師生們的努力很值得欣賞。另一方

面，在這個不一樣的假期裏面，師生們沒有因

為嚴峻的疫情而停止學習活動，反而把握機會積極參與，且獲得非常亮麗的成績。

    本校戲劇學會兵分兩路，參加了本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中學中文組（廣東話）及英文組的比賽。因疫情所限，排練時

間及活動空間都大受限制，但兩組同學都展現出高度的自律及自發精神，不斷精益求精，務求以最佳的狀態參與此次網上

演出。最後，除英文組得到傑出整體演出獎外，中文組更勇奪戲劇節最高殊榮―「評判推介演出獎」，證明同學的表現

得到評判高度的認可。本年度學校戲劇節參賽隊伍逾四百五十隊。要在芸芸參賽隊伍中脫穎而出，絕非易事，學生的積極

參與至為重要。戲劇學會主席4A鄭鞍翹同學帶領兩組同學參賽之餘，亦憑其出色的表現獲頒多個獎項，包括：

    中學英文組：Outstanding Script、Outstanding Performer、Award for Commendable Overall Performance、Award for 

Outstanding Audio-visual Effects、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中學廣東話組：傑出演員獎、傑出導演獎、傑出劇本獎、評判推介演出獎、傑出合作獎、傑出影音效果獎

    負責戲劇學會的鄭俊業老師對鄭同學讚賞有嘉：「鄭同學第三年參與戲劇活動，從初中時不敢表現自己，只在一旁

觀察學習，到今年被委以重任即大放異彩，實屬難得。她除了編寫劇本外，

更會下苦功鑽研角色及情景。她既能扮演開心活潑的小丑，亦能駕

馭深沉內斂的角色。她的演藝才華可謂無可限量。」此次台前

幕後所有同學努力的成果有目共睹。

    另外，本校亦於這個不一樣的假期中，參與了全

港教育科技挑戰賽並榮獲全場冠軍及亞軍，來自4A

班的同學「AI姿勢檢測工具」設計勇奪冠軍；而

5A班的同學亦憑「Learning  Education  Tree」設

計獲得亞軍，實可喜可賀！

    恭喜所有獲獎同學，希望你們不斷努力、勇

於嘗試及保持迎難而上的學習精神，無論在任何

困難的情況下都可突破自我，畫出精彩人生，我

以你們為榮！

蘇家樑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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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散步─以張愛玲小說為主，了解作家在香

港的足跡，文學作品主題內容與香港的關係。（行程包

括：香港大學、淺水灣花園、太平山頂）

    淺水灣、太平山、香港大學─這三個地點帶我

走進張愛玲的小說世界裡，去體會文字背後的故事。

    淺水灣是我們第一個遊覽的景點，也是《傾城之

戀》的取景點。那裡環境優美，給人一種心曠神怡的感覺。輕輕的海風和淡淡的海味領着我走進小

說中的浪漫氣氛中，在沙灘上漫步度過了美好而愜意的早晨。

    第二站，我們來到了太平山頂，那裡空氣清新得像一杯水。山腰裡這座白房子是流線型的，幾

何圖案式的構造，類似最摩登的電影院。那裡的環境和建築物如同電影裡一般，奇特又有特色。在

山頂可以俯瞰香港全城的天際線，如同整個香港都躺落在我面前，站在太平山頂更加可以看到香港

景色的風光秀麗。

    最後一站我們來到了頻繁地出現在張愛玲小說裡的香港

大學，去尋求青春舊跡。香港大學有很多英式的建築物，地

方偌大，每個角落都滲透着書卷的氣息，這些氣息給了我不

少讀書的動力，悄悄暗自地勵志要成為張愛玲的師妹。

    在這個文學散步中，我學到要多出去走走，不要因為疫

情而被困在家中，要多出去看看這個世界，去感受香港每個

不同的角落的故事。

4A 黎嘉欣

香港文學一天遊學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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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光飛逝，畢業已經數載了，但是母校的點點滴滴猶在眼前，老師在講臺上的背影和指

導的聲音猶在耳邊，這一幕幕都記憶猶新。

    過去我積極參與不同的校內活動，讓我可以發展自己的興趣和拓闊眼界，感謝老師把多

年積累的經驗毫無保留的傳授，讓一個不善言辭的我，在口語溝通比賽中能夠舌戰群儒。

    另外，文言文對我來說是沉悶枯燥的代名詞，但老師並不是用老陳守舊的方式教導我

們，而是能借古鑑今和引用不同的例子，啟導我們思考文言文字義，令學習變得生動有趣，

從中了解更多與中國文化有關的知識。

    最後，感謝老師的諄諄教誨和無微不至的關心，成就了今天的我。

現況：現職幼稚園教師王清琳校友

    回想中三那年，每天放學後也只是回家玩遊戲，頹廢地度過一整天，當時我認為就算

怎努力，中文成績也不會改變，因此沒有認真地學習中文。但到了中五的時候，老師半途

接替教我們班，不斷以行動鼓勵我們，他一直細心地教導，縱使我們不認真聽書，他也不

辭勞苦的教導我們，最終老師的真誠打動了我們，我們開始認真學習、認真聽課。荀子曾

說：「鍥而不捨，金石可鏤。」經過不斷的努力，我的成績飛躍式的進步，並獲得由杜葉

錫恩教育基金主辦的「2021第六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的進步嘉許獎」。

現況：應屆中六畢業生徐桷樑同學

    我學習中文的核心四字為—勤能補拙。我唸中學時，老師讓我明白只要

有恆心就沒有不能背熟的課文。何老師對每次默書不及格的學生採取“重默不

滿分再重默”的嚴苛策略，正是老師這種“一個也不放過”的決心，讓我逐漸

明白雖然每個人學習的效率有快有慢，但只要願意付出，每個人都能夠取得滿

分。此後，我在付出更多時間學習中文時，獲得了進步，感覺到滿足感與成就

感，最終在文憑試的中文科考獲比預期理想的5*成績。

現況：就讀於香港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二年級杜曉鵬校友

    一直以來，中文都是一個較易讓人覺得沉悶的科目，但中學時中文老師讓

我不再抗拒學習中文。老師會在中文課上用更有趣的學習活動，例如：同學互

評作文、每日成語分享、小組辯論、同學擔任小老師講解課文等，在增強同學

們的中文知識的同時，也為中文課堂增添了不同的色彩。另外，中文老師常常

鼓勵同學多參加不同類型的寫作比賽，感謝老師的悉心指導，令我在寫作更有

信心，並獲得多個大型公開比賽的獎項。我十分感激老師的悉心教導，讓我能

在學習中文時更得要領，能在中學文憑試中文科獲得滿意的5等成績。

現況：就讀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二年級李樂詩校友

校友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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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多元智能教育協會 第五屆香港國際中英文書法比賽
比賽項目：中文硬筆書法 參賽組別：中學組

2021-2022全國青少年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現場作文（香港賽區）

公開比賽獲獎公開比賽獲獎

陳安琪獲得二等獎，與頒獎嘉賓何德心先生合照

獎項：最踴躍參與機構大獎、
      五名銀獎、三名銅獎
      （銀獎）王莉君、石慧琳、石慧珊、
              金梓君、何靜欣
      （銅獎）馬嘉文、羅浩宏、古淑婷

5A學生陳頴慧及宛京京獲得初賽及決賽三等獎，並入圍全國賽，
惜疫情未能到內地比賽，大會安排兩位同學於7月17日在香港進行全國賽。

李清禾獲得優異獎，與葉鳳霞老師合照

金紫荊盃青少年書法大賽

獲獎同學與葉麗冰助理校長合照獲獎同學與葉麗冰助理校長合照

宛京京、陳頴慧宛京京、陳頴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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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陳贊一博士聯校微型小說創作獎（2021年10月頒獎）

高中組亞軍：5A譚麗燕  初中組推薦獎：2A陳怡瑩得獎作品由主辦單位結集成書 

第73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中文項目）
本校中文科獲得多個獎項

粵語詩詞獨誦季軍：1C李樂浚  粵語散文獨誦季軍：4A黃浩俊
獲得優良等第：共15人  獲得良好等第：共3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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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體藝藝全全才才
全全人人教教育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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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科科活活動動

李老師：

    新年快樂！近來怎樣？雖說我們已有幾
個月不見，但彷彿就如昨日曾相遇，現在您
過得怎樣？
    還記得我當時是新來港的學生，受到了
別人的歧視。在這時候，是您給了我溫暖，
您就像風雨中的一把傘，像冬天的一個暖
爐，在我需要幫助的時候，您總是伸出援手
的那個人，多謝您，是您帶我走過難關，是
您一直保護我，是您給予我關愛。雖然我不
是老師最好的學生，但您是我的恩師。謝謝
您，我的老師――李詠霞老師。
    最後，在疫情期間，請保重身體。
    祝

生活愉快

學生
譚俊星敬上

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三日

冠軍冠軍

馬老師：

    新年快樂！你最近好嗎？升上中學
後，我

成為了中學生。中學生活很愉快，老師
和同學

都很友善，還認識了很多新朋友，也參
加了學

校的校隊和紅十字會，一開始的種種顧
慮都隨

之打消。

    小學的生活，無憂無慮，單純天真
，隨着

中學學科和測驗的增加，煩惱和壓力也
隨之而

來，不過這是成長的一部分，我會努力
做到

最好。人生就像一輛長途火車，小學六
年的點

滴，就像沿途的風景，令人難以忘懷。

    感謝你的悉心教導和真摯的關懷，
讓我的

回憶充滿色彩，我有空一定會回小學探
望你，

緬懷一下以前的生活。

    祝

身體健康
學生

李清禾敬上

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三日

亞軍亞軍

黃嘉樂老師：

    新年快樂！您近來好嗎？時光
飛逝，轉

眼間畢業已經四個月了。在初中，
新環境和

面孔，我面對着新的壓力與挑戰。
但令我無

法忘記的，就是您在小學這幾年對
我的辛勤

教導。正是因為您對我嚴格的教育
，讓我向

成功邁進。

    您在我心中就是一位和藹可親
又幽默的

老師，你生動有趣的課堂，苦口
婆心的教

導，認真負責的態度，給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

象。你是我小學生涯中見過最好的
老師。您

給予我太陽般的呵護。你不僅教我
知識和做

人的道理，還給予我無微不至的關心
。

    祝

身體健康
學生

張樞穎敬上

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三日

季軍季軍

中一感謝小學老師賀咭活動
暨價值教育徵文比賽

    中一同學於2022年1月的農曆新年前完成感謝小學

老師的短文，配合「葉紀南盃―小學敬師咭設計比

賽」的優勝作品製作成賀咭，寄回小學老師以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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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春賀新禧（中、英文科合辦）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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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目的以有趣及競賽方式協助同學應付中文科文憑考試。比賽分四個回合進行，以必答、搶答形式進

行。題目包括文憑試指定篇章；語文、文化、及文學常識；也有視訊短片，同學需根據短片內容回答問題。為

了增加同學的參與程度，除台上各班代表之外，增設台下同學必答和搶答環節，因此全場競賽氣氛熱烈。

中六「班際指定篇章及文化常識問答比賽」

亞軍：6C亞軍：6C冠軍：6A冠軍：6A

增設視訊短片搶答環節（介紹岳陽樓的歷史），同學除聽力要好，還需要用眼睛留心畫面的細節增設視訊短片搶答環節（介紹岳陽樓的歷史），同學除聽力要好，還需要用眼睛留心畫面的細節

台上班代表鬥快按搶答器，
台上班代表鬥快按搶答器，

緊張刺激緊張刺激

台下同學絕不只是觀眾，同是勝負的關鍵，
台下同學絕不只是觀眾，同是勝負的關鍵，

因此都聚精會神地留心發問的題目，並積極搶答。
因此都聚精會神地留心發問的題目，並積極搶答。

99



    透過欣賞電影培養學生的品德價值，學習堅毅不屈，珍惜親情的可貴。

    同學參觀了專題展覽的「展堂一鱗」，觀賞了徐展堂博士的

藝術藏品。另外，也參觀了「粵劇文物館」、「趙少昂藝術館」

等地方，同學可以認識到粵劇文化和趙少昂的珍貴畫作。

電影欣賞：《媽媽的神奇小子》

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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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讓同學認識中秋節的傳統節日文化，體會人月兩團圓的

倫理親情，而且同學親手製作玉兔作掛飾可以增添節日的氣氛。

中秋玉兔花燈製作

由葉鳳霞老師主持及指導同學製作花燈的技巧 
由葉鳳霞老師主持及指導同學製作花燈的技巧 

中四同學拿着製成品與老師合照中四同學拿着製成品與老師合照

同學投入參與聯課活動，校長在繁忙的公務中也
同學投入參與聯課活動，校長在繁忙的公務中也

特別抽空支持中文科的聯課活動。
特別抽空支持中文科的聯課活動。

製作花燈的步驟雖然繁複，但中一同學也能夠順利完成，製作花燈的步驟雖然繁複，但中一同學也能夠順利完成，
臉上掛着喜悅的神色。臉上掛着喜悅的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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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報告冠軍：3B 張善

    《城南舊事》主要記述主人公英子由天真爛漫

的孩子經歲月所帶來的不同大小事而變得更成熟、

更穩重的過程。小說不但帶出了一段段屬於小孩子

的童年往事，而且呈現出稚氣的童心，令人共鳴。

    本書共分為八部份，其中有作者林海音女士對

童年的感慨：「冬陽童年駱駝隊」、《城南舊事》

後記，以及英子的童年大小事。此外還有英子聽聞

鄰里口中的「瘋子」喪子的故事、一個英子的兒時

好友尋找自己親生父母的故事「惠安館」和英子撮

合姨娘和叔叔為情侶的故事等等。最令我印象深刻

的故事是〈爸爸的花兒落了〉這段，這段故事才是

令英子成長得最多的經歷。故事主要記述英子快要

小學畢業了，將舉行畢業禮，但爸爸因病而不能參

加典禮。英子回想起從前爸爸對自己的嚴厲、期望

和溺愛，明白自己需要成為大人，可是她不想和自

己的童年離別。最後爸爸去世了，英子終於明白自

己必須成為大人了。

    看完這本書後，我明白到每個人也要經過時間

的洗禮才會變得更成熟和穩重，每個人都會有過離

別的傷感，總是會依依不捨，甚至偶爾會不期然地

回想起過去的生活點滴。其實，書中每段故事的人

都在結局時從英子身邊離去，他們都希望英子成

長，如果英子的父親能看到英子的成長，相信他會

感到十分欣慰。我的童年沒有英子的多采多姿，但

當我看完這本書後，我也明白到童年時光的可貴。

我不禁回想起小時候我的玩伴，原來他們成為了我

重要的回憶，我突然明白了原來他們教會我很多知

識和道理。如今我也做好了成長的準備了。

中三《城南舊事》閱讀報告及書面設計比賽

書面設計冠軍：3A謝天慧 
同學閱讀書籍後，以最深刻的人物或場景來設計《城南舊事》
的封面。

香港棋藝教育的張嘉鴻導師與葉鳳霞老師、張倩儀老師及同學合照

香港棋藝教育的張嘉鴻導師與葉鳳霞老師、張倩儀老師及同學合照

象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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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畫班

紙藝創作班

同學親自練習依圖繪畫作品同學親自練習依圖繪畫作品

藝術家鄧啟耀先生向學生介紹國畫的特點和示範繪畫技巧藝術家鄧啟耀先生向學生介紹國畫的特點和示範繪畫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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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學生
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2021

高中組優勝獎 謝曉潔 (6A)

初中組優異獎 蔡媛朱 (4A)

杜葉錫恩教育基金主辦2021第六屆全港青少年進步獎 進步嘉許獎 徐桷樑 (6B)　

2021-2022年度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高中學生獎 周卓瑩 (6A)  謝曉潔 (6A)

荃葵青區傑出學生選舉2021/22 荃葵青區優異學生 陳安琪 (5A)

2021-2022香港課外活動優秀學生表揚計劃 表揚狀 區樂詒 (3A)

2022明日之星上游獎學金 獎學金 蔡媛朱 (4A)  譚麗燕 (6A)

藝術發展
視覺無障礙2021計劃中學生

四格漫畫及心聲語句創作比賽
初中組 優異狀 周祉瑤 (2A)

香港學校戲劇節2021/22

Secondary 

/ English

Award for Commendable Overall 

Performance
Buddhist Yip Kei Nam Memorial College

Award for Outstanding 

Audio-visual Effects
Buddhist Yip Kei Nam Memorial College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Buddhist Yip Kei Nam Memorial College

Award for Outstanding Script

Mr. Cheng Chun Yip 

Ms. Kwok Po Yi

Mr. Michael Agopsowicz 

Guo Yu Hin Bruce (3A)

Cheng On Kiu (4A)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Cheng On Kiu (4A)

中學

廣東話組

評判推介  演出獎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傑出合作獎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傑出傑出  影音效果獎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傑出演員獎
羅慧欣 (4A)  鄭鞍翹 (4A) 

劉浩賢 (4A)

傑出導演獎 鄭鞍翹 (4A)

傑出劇本獎 羅慧欣 (4A)  鄭鞍翹 (4A)

學生成就  屢獲獎項學生成就  屢獲獎項

STEM

2021年科創．起．承知識

競賽

中學組校際賽優異獎

鄭欣祺 (2A)  何諾瑤 (2A)  黎芷柔 (2A)  戴子軒 (2A) 

巫思靜 (2A)  楊梓駿 (2A)  陳怡瑩 (3A)  許欣凌 (3A) 

陸健豪 (3A)  蘇詠怡 (3A)  王穎琳 (3A)  李棋安 (3B) 

嚴文謙 (3B)  陳偉樹 (3C)  黎澤鋒 (3C)  　

最積極參與獎

鄭欣祺 (2A)  何諾瑤 (2A)  黎芷柔 (2A)  戴子軒 (2A) 

巫思靜 (2A)  楊梓駿 (2A)  陳怡瑩 (3A)  許欣凌 (3A) 

陸健豪 (3A)  蘇詠怡 (3A)  王穎琳 (3A)  李棋安 (3B) 

嚴文謙 (3B)  陳偉樹 (3C)  黎澤鋒 (3C)  　

EDTECH CHALLENGE

教育科技挑戰賽

冠軍
梁倧僑 (4A)  羅慧欣 (4A)  許翰宇 (4A)  蔡媛朱 (4A) 

鄭鞍翹 (4A) 

亞軍 黎子鋒 (5A)  關永洪 (5A)  曾皓鈿 (5A)  李俊延 (5A)

第二屆「科創‧起‧承」

知識競賽

中學組亞軍 中一至中三全體學生　

最積極參與獎 中一至中三全體學生

1414



學術
慈悲護生．戒殺茹素徵文比賽 初中組 冠軍 黎嘉欣 (3A)

73rd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S2 girls Solo-

Verse Speaking
2nd Runner-up Bibi Dihea (2B)

中一粵語獨誦 季軍 李樂浚 (1C)

中四粵語獨誦 季軍 黃浩俊 (4A)

Greater Bay Area Gifted 

Creative Writing Competition 

2021

Gold Award
Lai Ka Yan (4A)  Li Tsz You (3A) 

Wong Wing Lam (3A)

Silver Award
Chau Yuet Cheung (5A)   Tse Yuk Shing (4A)

Wong Yat Ting (4A)

Bronze Award

Chung Chi Keung (5A)  Kong Tsz Ching (5A)

Kwok Tsz Yin (5A)  Wong Ho Chun (4A) 

Wong Hau Ching (3A)  Wu Sze Ching (2A)

Wu Xiaoming (2A)

Merit
Li Chun Yin (5A)  Wong Tsz Yin (3A)

Chan Ka Wai (2A)  Ho Nok You (2A)

卓越學校 團體大獎

大灣區資優數學競賽

（香港站）2021

金獎 劉澆翔 (2A)

銀獎 李子銘 (1A)  朱宏盛 (3A)

銅獎

譚俊星 (1A)   吳晓鳴 (2A)  陳怡瑩 (3A) 

趙慕澤 (3A)  林培源 (3A)  王穎琳 (3A) 

邱華傑 (3B)

優異獎 謝穎琳 (1A)

2021-2022年全國青少年

語文知識大賽「菁英盃」

現場作文初賽

高中組別 三等獎 陳頴慧 (5A)  宛京京 (5A)

2022 Harvard Book Prize
Champion Chan Wing Wai (5A)

First Runner-up Saifullah Jawaid (5A)  Lai Tsz Fing (5A)

Guangdong-HK-Macao Greater 

Bay Area Speech Contest 

Secondary 

Schools 

English 

Division

First Wong Ho Chun (4A)

Second Mohammad Adeela (2C)  Shah Bibi Rhea (4D)

Third

　

Rohan Lance V Lozada (2B)  Lu Ka Yan (4A)

Mohammad Danyal (5C)  Ng Hoi Tung (6A)

2022 Hong Kong Academic 

Speech Competition

First Mohammad Abu Bakr (1C)  Bibi Salma (2D)

Second Bibi Dihea (2B)  Wong Hau Ching (3A)

Third Wu Sze Ching (2A)  Guo Yu Hin Bruce (3A)

Merit
Lee Ka Him (1A)  Pang Tsz Yan (1A)

Chan Ka Wai (2A)  Cheng On Kiu (4A)

香港國際數學競賽2022

（香港賽區）
中二級 銅獎 劉澆翔 (2A)

第五屆香港國際中英文

書法比賽

中學組

中文硬筆

書法

最踴躍參與機構大獎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銀獎
石慧琳 (1C)  王莉君 (2B)  石慧珊 (2C) 

金梓君 (2D)  何靜欣 (3B)

銅獎 馬嘉文 (1D)  羅浩宏 (2B)  古淑婷 (2D)

深港澳資優邏輯比賽2022

金獎 王穎琳 (3A)

銀獎 陳怡瑩 (3A)  李芷瑤 (3A)

銅獎 朱宏盛 (3A)  趙慕澤 (3A)

學生成就  屢獲獎項學生成就  屢獲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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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

初中科學線上自學計劃

金獎 王穎琳 (3A)  葉晋熙 (2A)

銀獎
林  曦 (1A)  許儷齡 (2A)  曾軼賢(2A) 

巫思靜 (2A)  陳怡瑩 (3A)  陸健豪 (3A) 

銅獎
周盈善 (1A)  王卓軒 (1A)  吳晓鳴 (2A) 
楊梓駿(2A)

2021-2022年全國青少年語文

知識大賽「菁英盃」現場作文

決賽（香港賽區）

高中組別 三等獎 陳頴慧 (5A)  宛京京 (5A)

2022 粵港澳大灣區資優虎年

盃創意徵文比賽（疫情篇） 

卓越學校 團體大獎 本校

Gold Taybah Parvez (3B)

Silver
Pang Tsz Yan (1A)   Tang Tsz Sin (1B)

Wu Xiaoming (2A)  Guo Yu Hin, Bruce (3A)

Bronze 

Xix Hiu Shuen (1A)  Lee Tsz Ming (1A)

Chen Yi Ying (3A)  Li Tsz Yiu, Crystal (3A)

Wong Wing Lam (3A)

2021-2022學年中文輔導班

(SSP)非華語學生朗誦比賽

中學組

中一至中五級

粵語

表現優異獎 石慧琳 (1C)  王莉君 (2B)

2021-2022非華語中小學生課

後中文輔導班(SSP)

學業優異獎 石慧琳 (1C)  何君怡 (1D)  何德健 (5A)

進步獎 王莉君 (2B)  石慧珊 (2C)

勤學獎 沙正德 (1C)  羅浩宏 (2B)

學業優異獎 石慧琳 (1C)  羅浩宏 (2B)  何德健 (5A)　

進步獎 何靜欣 (3B)　

勤學獎 古淑婷 (2D)  金梓君 (2D)

2021-2022 English 

Penmanship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中學組

金獎

王証喬 (1A)  熊萬通 (1B)  陳怡瑩 (3A) 

葉嘉敏 (3A)  陳曉儀 (3B)  黃浩俊 (4A) 

陳穎慧 (5A)  鄧芷瑤 (5B)

銀獎

陳芷悠 (1A)  陳朗怡 (1A)  趙敏琪 (1A) 

林  曦 (1A)  盧泓熠 (1A)  方姿心 (1B) 

唐演鏵 (1B)  王樂君 (1B)  楊海茵 (2A) 

王莉君 (2B)  陳朝佳 (2B)  陳麗霞 (2B) 

郭雨軒 (3A)  韓映祺 (3A)  許欣凌 (3A) 

沈樹杭 (3A)  梁芷珊 (3B)  陳智昇 (3D) 

謝毓誠 (4A)  俞鑠玫 (4B)

銀獎
陳鈞浩 (5A)  郭芷妍 (5A)  陳若嵐 (5B) 

周敏莉 (5B)

銅獎 王卓軒 (1A)

最踴躍參與機構大獎 佛教葉紀南紀念中學

社區服務
2021年公益少年團傑出團員 中學組 公益少年團傑出團員 陳家敏 (6A)

公益少年團團隊獎勵計劃 中學組 積極團隊獎 本校公益少年團團員

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2021年

優異旅團獎勵計劃
優異旅團 本校青衣區第二旅童軍團

香港女童軍總會優秀女童軍選舉2022 隊伍優秀  女童軍獎 陳家敏 (6A)

公益少年團慈善花卉義賣 中學組 優異獎 本校公益少年團

公益少年團團員獎勵計劃 中學組 中級章
劉浩賢 (4A)  楊詩詩 (4A)  呂嘉茵 (4A)

黃浩俊 (4A)  鍾瑪衛 (4B)  馮樂熹 (4B)

公益少年團2022年傑出團員 中學組 葵青區傑出團員 劉浩賢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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