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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這場疫症的確是我們人生中的逆

境，使我們日常生活和學習都大受

影響；同時，也是一場對同學們意

志和心態的考驗。

在疫情下，面授變網課，同窗變網

友，生活模式突變，同學或會感到

孤獨徬徨，甚至輕言放棄。但是無

論遇到什麼困難，只要我們懷著正

念，難關是總會過去的。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

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

不能。」同學們，吃得苦才能走得更遠，今日的挑戰和難關，是妳明日成功的見證，即使

前路崎嶇，也不要輕易放棄！同時，我們須懂得創新和求變，這樣才能適應各種不同的

情況和環境，再者我們更應學懂活在當下，不浪費時間，把握機會，好好地學會感謝身

邊幫助和關心我們的人。

在這段未能回復正規上學的日子中，我們的學習並沒有停下來，教師團隊積極地運用

不同的學習平台，致力提升同學的學習效能；在教育新常態下，網課實體課並行，

教師須付出更多的心血準備教材，及關顧學生情緒，給予適時支援。

在此，讓我再次感謝一直緊守崗位的學校團隊及家長的配合和支持！祈盼大家繼

續攜手同行，齊心抗疫，為同學締造一個安全和關愛的學習環境。

最後，祝願各位身體健康！生活愉快！主佑大家！

許燕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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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開學禮儀於2020年9月30日舉行，當天
亦是敬師日，全校師生、職工及家長分別於禮

堂及課室參與禮儀。

開學禮儀的主題為「齊來播種仁愛」，內容是

以撒瑪黎雅人來作比喻，培養同學成為別人的

近人，以關懷友愛的精神來體察別人的需要，

也要主動伸出援手，將愛心和希望帶給身邊的

人。

開學禮儀完結後，接下來是敬師活動，讓學生

和家長公開向師長致上敬意。首先由校長頒發

由全校學生選出的「我最喜愛的老師」獎項給

五位獲獎老師。隨後在校長、家長及同學的見

證下，學治會及領袖生團隊分別進行宣誓及就

職。在敬師活動中，邀請了校長、家長及學生

一起合唱「良師頌」，向老師表示謝意。除此

以外，家長代表更送上裝滿水晶梨的果籃，祝

願德貞教職員「桃李滿門」。最後，當日所有

活動都在愉快及和諧的氣氛下圓滿結束。

開學禮儀暨敬師日

於2020年12月12日至13日舉辦資訊日，為了讓家長及學生了解本校的辦學理念
和教育夢想，本校以網上直播方式舉行了家長講座，及安排小學生參與網上升中

模擬面試。

網上教室方面，科學科的「小科學家基地」、視覺藝術科「UV滴膠飾物創作坊」、
日文科「摺出好新年」、及科技與生活科「聖誕派對愛心包」均獲同學歡迎！當日同

學將早前收到的材料包預備好，再依照老師網上教室的教授和示範，透過視像互動

交流學習，各人也能製作出精美作品！ 

另外，本校已推出「德貞360 VR校園遊踪」，同學可以隨時透過3D VR導賞，親自
遊歷德貞校園的每個角落及各項設施，讓大家即使在家抗疫仍能置身於校園當中。

資訊日 德貞360 VR 
校園遊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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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德貞人結伴走過「疫」境

本校的校歌中有一句歌詞寫著：「神聖寶血灌

溉萬回，女貞之種好栽培。」清代詩人袁枚筆

下的詠苔詩︰「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

女貞花只有米粒大小的花苞，四瓣花瓣，平凡

細小樸素，但鬚根發達，萌芽力強。它與德貞

同學的特質也如出一轍。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嚴

峻，本校中六同學面對重重壓力和挑戰，宗教

組老師及畢業班班主任特意為同學炮製了一系

列的活動，拍攝了一輯短片，兩位已畢業的師

姐帶領同學實地考察女貞樹，講解它的生長特

點，校長更以女貞花的特殊意義勉勵同學，希

望同學在不同的領域中綻放光芒。另外，中六

同學在回校補課之餘，利用女貞乾花、斑紋葉

和女貞子配合水晶凝膠，用UV機烘乾，製作
獨一無二的畢業鎖匙扣。值得一提的是本校自

去年起種植了十多棵女貞斑紋灌木，部分材料

就是利用「自家貨」製作，可謂別具意義。

宗教組 － 女貞匙扣工作坊

於2021年5月22日在學校禮堂舉行二零二零至二零二一年度畢
業典禮。主禮嘉賓為香港城市大學學生發展處副處長李孔惠儀

校友，頒獎嘉賓除校監及校長，更有寶血女修會教育事務處主

任區綺雯修女、校友會主席熊麗萍女士及家長教師會主席鍾惠

娟女士。

首先是畢業生鄭綺淇同學帶領祈禱，祈求在聖神的眷顧下，畢

業生能秉持不屈不撓精神，無忘初衷，堅持理想，善用和發揮

天主的恩賜，做個「明禮義、知廉恥」的德貞人，並賜予父母

安康，師長動力。接著舉行傳燈禮，由畢業生代表將燈火傳給

在校同學，象徵天主的愛德精神能薪火相傳，不斷發揚光大、

造福人群，使德貞之光永不熄滅。

傳燈禮後，全體畢業生詠唱畢業歌，再由校長許燕姍女士致歡迎

辭。許校長以六年間學生的校園活動照片及影片回顧學生的成長

點滴，勉勵畢業生積極迎接未來的挑戰，並透過祈禱信靠天父，

以平安的心靈面對困難並克服逆境，發揮所長，發光發亮。

致歡迎辭後，由主禮嘉賓致訓辭。校友李孔惠儀女士藉着其追

夢的經歷，為畢業生分享成功之道及其座右銘「自苗而秀」，

勉勵畢業生在未來應以積極勤奮的態度、無畏堅毅的精神作不

同的嘗試，向夢想進發，迎接精彩的人生。

接着為授憑和頒獎儀式，之後由畢業生代表伍凱詩同學致辭，

除感謝師長和父母的關懷和教導外，更感謝母校多年來的悉心

栽培，讓學生能各展所長，學懂珍惜，常懷感恩，並秉承校訓

「禮、義、廉、恥」，帶着理想與堅持，勇敢迎向未來。最後大

家一同詠唱校歌，而畢業典禮亦在莊嚴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2020-2021年度 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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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連結」打破「隔膜」— 
「年年有餘掛飾」工作坊

21世紀的學習新常態中，大家的溝通交流相信離不開互聯網。

在網絡上，每個「連結」都可以將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拉近，我

們透過網上教學打破「隔膜」，發揮德貞有心人的關愛精神。

農曆新年將近，雖受疫情影響，仍無阻德貞有心人的熱誠，我

們於2021年2月3日舉辦「年年有餘掛飾」工作坊，以網上實時
教學形式，讓學生在疫情下都能感受到新年的節日氣氛。

在視像中，同學們都急不及待地向大家介紹家中的小寵物、分

享與家人預備年貨的趣事、甚至在旁的家長們也一起參與討

論，場面如新年般熱鬧。隨後負責導師更一步步耐心教授同學

一起完成掛飾，「年年有餘掛飾」在輕鬆喜樂氣氛下完成。

同學們會將充滿喜樂、生氣的掛飾與家人分享，讓家人感受到

彼此關心、尊重、平安與喜樂，共同迎接新一年，實踐天主教

核心價值中的「愛德」和「家庭」。

祝大家新年快樂！身體健康！主恩常在！

不一樣的遊歷 — 
「有心人看世界」

新冠疫情下有很多外出參觀的活動都未能如期舉行，

但「德貞有心人」相信「辦法總比困難多」，勇於面對

種種的挑戰，於2021年3月31日以網上實時形式舉辦
「有心人看世界」。當日，六位中二及中三級的「有心

人」化身成導賞員，以聲音及網上實時 Zoom影像，
為在家中參與的50位同學導航，跟隨「有心人」的腳
步用眼睛探索這個充滿天主教特色的客家村落—西頁

鹽田梓，讓同學在疫情下都可以用「連結」打破「隔

膜」，用眼睛一同用心看世界。

「有心人」一邊走一邊利用 Zoom實時向同學介紹鹽田
梓不同的景點及藝術作品等。同學不但能夠認識島上

的歷史及天主教文化，而且在過程中能與家中的同學

一起互動，例如：收集飲品及打氣字句，讓同學在家

也能互相分享及鼓勵，大家猶如身歷其境，一同感受

天主美好的創造。希望疫情盡快結束，各位同學也能

摘下電子屏幕和口罩，親身遊歷看世界。

德貞有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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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科研 STEM校本課程 — 
培養創造力及解決問題能力

STEM組負責老師及實驗室技術員於數年前開始研
究靈芝培育，並累積豐富經驗，於上學年更決定以

「中醫藥科研」為校本 STEM課程發展之主題，讓
初中學生學習種植中草藥及靈芝，並研究其理想生

長環境，繼而開發智能培植裝置。在三年整體規劃

中，學生最後更需要構思產品營銷方案。學校期望

學生能從課程中提升創造力及解決問題能力，亦希

望從小培養學生的企業家精神。於本學年，透過課

程發展團隊的共同努力，成功於中一級正式開展首

階段 STEM校本課程。總結經驗，老師們均認為將
跨學科學習元素滲入 STEM學習活動中，能幫助學
生鞏固學科的知識與技能，並強化綜合應用能力。

今後，學校將繼續發展中二及中三的 STEM校本課
程，循序漸進地培養學生的設計思維、計算思維、

科學過程技能及自主探究能力。

中醫藥科研 STEM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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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學校起動」計劃76所中學的其中一員，主辦單位聯同香港教育
大學等專家為各成員學校於2021年3月12日舉辦了「聯校教師專業發展
日」。

當日活動主要以網上形式進行，上午環節多聚焦於教育現場和課堂教

學，下午環節重點在於讓老師擴闊視野，讓學校教育能配合社會的急劇

改變。

本校善用當天下午時段，額外安排校內分享予校內同工參與，內容範疇

廣闊，包括招聘面試工作坊、山徑保育與教育、照顧特殊學習需要分

享、花藝體驗及和諧粉彩體驗，以照顧同事於學與教上，以至身心靈健

康的發展，亦提供機會予同事凝聚專業能量，推廣分享文化。

教師專業發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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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望、愛」 
朋輩間的守護者

人的一生，總會遇到許多困難與挫折，所謂「人生不

如意事十常八九」，那麼我們要以怎樣的態度來面對

困難才算是正確？

本年度我校有十位同學參與了教育局為期一年的學生

大使 –「積極人生」計劃。計劃目標除了協助學生大
使建立尊重生命及積極人生的價值觀外，還期望促進

朋輩之間的正向互動，傳播愛與關懷，讓學生大使成

為朋輩間的守護者。

在各項培訓體驗中，同學能反思自己的生命歷程，亦

能明白自己身為學生大使的角色與責任、活動帶領技

巧及同理心的建立等。另外，正能量的傳遞亦十分重

要，同學亦能了解到同理心並非只是聆聽別人的心

聲，「美化」或「淡化」對方的困境；相反，同學們在

安慰對方時，明白他的痛及展現彼此一起面對難關的

誠意才是最重要。完成培訓後，同學會透過一連串關

愛活動，以身體力行來展現「信、望、愛」精神。

學生大使 —「積極人生」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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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送暖聖誕花環電子聖誕咭

為讓天主賦予學生潛能、特質得以發揮，提升藝術及品

德修養，本校特意為中二級學生安排全方位花藝課程。

受疫情影響，有關課堂須改為網課形式進行。導師準備

筆記及材料包，預先分派給學生，透過視像教學，深入

淺出地教授相關理論及即時示範，讓學生即使在家學習

也能順利完成作品。

同學投入製作，展現不同的藝術才華，製作出具獨特性

的聖誕花環。老師從中挑選了數份別出心裁的作品製成

聖誕 e咭，發送給全校師生及友校，希望能在疫情及寒
冬下，為大家送上溫暖與祝福，讓愛心、關懷傳揚開

去，實踐「愛德」的精神。

全方位學習活動 — 聖誕花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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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課題：花材、色彩課

內容：色彩和花材是插花

藝術的重要元素。學員透

過了解花藝色彩理論基本

概念，探索色彩的象徵意

義，培養他們的色彩感；

進行繪製色彩的漸層練習

配置，掌握色彩搭配的技

巧，幫助他們學會利用大

自然植物的豐富色彩進行

花藝設計。課程以互動教

學模式讓學員認識花材，

了解花材的來源及養護知

識，學習選擇和運用合適

的花材進行創作。

第二堂課題：花藝基礎概念 — 認識線條
內容：認識插花藝術中各種不同的綫條表達方式，學

習以綫條構思和設計作品。過程中，學員學習如何安

置和穿插各種花材，感受花草優美的形態，體驗取捨

的過程中帶出的不同的層次和綫條的美感。

中二級全方位花藝課程

本校於本年度為中二級學生安排全方位花藝課程，目的是讓學生透過花藝課程，發展天主賦予的才能，並提

升藝術及品德修養。為進一步宣揚「愛德」的精神，特意安排花藝導師以「愛」及「希望」為主題，設計大型拼

圖，隨機安排全級中二學生負責拼圖中不同部分之製作，分別有插花、繪畫等。於最後兩堂花藝網課中，花藝

導師透過視像教學，指導學生在家中利用預先派發之材料包，運用在課程中所學及個人創意完成有關作品並帶

回學校，再由導師加工及拼湊成大型拼圖。在展品中，除了可看出中二級學生的藝術才能及認真的學習態度

外，也透過讓學生合力完成拼圖，培養團結、合作的精神。有關展覽現於校園內展出，期望透過展覽，在眾人

心田中播下「愛」與「希望」的種子，實踐「愛德」的精神。

第三堂課題：主題花藝設計（個人）

內容：配合節日主題，運用已學知識進行個人創作， 
並以此促進學員的創意發展及延展學習。學員透過個

人的創作和實踐過程享受插花藝術的和諧與寧靜，提

升自身修養，培養優雅的審美觀和自信，學習表達自

我及欣賞他人。

全方位學習活動 — 花藝展覽

課程設計：

設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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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堂課題 :花藝設計造型
內容：綜合第一至四課內容的知識，運用思考能力把

各步驟的技巧整合起來，嘗試設計及善用各種元素及

技巧完成作品。過程中，學員能夠進一步鞏固基本的

技法，專注投入，輕鬆享受插花的自我時間。

第四堂課題：造型設計技巧

內容：編織造型、在插花藝術中不僅是一種外在的設

計，更是一項內在耐性與堅毅的訓練。課堂上，導師

講解及示範多種造型及編織技巧，令學員了解不同材

料的可塑性，並通過實踐體驗編織造型中的變化之美

及耐性與堅毅的提升。

第六、七堂課題：大型花藝展覽

內容：本課程為學員進行

大型花藝設計作預備。以

開放式展出學員作品供欣

賞，透過欣賞他人及作

品，建立互信合作關係，

體驗經過不斷努力後所獲

得的樂趣、自信和滿足

感。

大型花藝展覽作品製作日期
9/3 學生交回作品

11/3-16/3 導師們進行製作

隨後更喜獲公教報「喜樂少年」邀請

訪問，分享整個活動之設計概念及

進程，以及同學們的學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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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與生活科 「創造空間 • 開放教室」
在疫情期間，術科改以網上教學形式學習，為配合網上實時烹飪示範，

本校科技與生活科決定「創造空間‧開放教室」。

本科於小息時段開放家政室進行預習課，讓同學自發及主動學習；是次

教學主題為「幸福熱香餅」，老師亦精心安排較困難的烹飪技巧進行多

次即場示範，希望學生加深記憶，鞏固知識，同學可按照自己的步伐學

習，為稍後的網課作好準備。

一連幾天的「開放教室」，同學們反應熱烈，超過九成的學生也自發參

與，有效地提升了學生對烹飪的興趣及自學能力。

完成網課後，老師著學生利用早前派發的材料包，在家中進行延伸活

動－熱香餅製作，學生可運用創意，烹調出獨一無二的熱香餅，然後拍

照上傳供同學互相欣賞學習，並與家人分享烹調成果，發揮關愛精神！



科技與生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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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資訊

百樂施教育基金會 主辦
第八屆「阿爸、阿媽，食飯喇！」
全港校際烹飪比賽

全場總冠軍
4A  余鑫彤
4A  鄺子瑩
4B  吳泳琦

最佳個人廚藝獎
4A  鄺子瑩

香港中華禮儀振興會 及 中國旗袍協會香港總會 主辦
旗袍〝禮〞遇@愛回家「第二屆全港旗袍設計比賽」

全港中學組旗袍設計比賽
（網上投票）
冠軍 4D 麥卓欣

全港中學組旗袍設計比賽
亞軍 4F 李洛怡
季軍 4D 陳寶雯
優異獎 4A 余鑫彤

學校踴躍參與獎
德貞女子中學

WOOL4SCHOOL DESIGN COMPETITION 2020

(HONG KONG DISTRICT)  
TOP TEN
3C  許詩杏



文學科

舞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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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資訊

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 及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 合辦
第十一屆大學文學獎

少年作家獎
4A   鄭珮琪

第48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中國舞  三人舞（喜水） 銀獎

3B  周曉嵐
4C  吳佩琦
5D  梁嘉穎

中國舞  雙人舞（花鼓） 銀獎
6B  鄺婷芝
6D  黃嘉恩

第57屆學校舞蹈比賽
甲級獎

獨舞（如意娘 古典）
5D梁嘉穎

比賽 獎項 學生姓名

香港浸會大學 及 香港有機資源中心 合辦 
香港浸會大學有機大使計劃 2020-2021

金獎 5C  王穎欣

開心社區服務有限公司 主辦
同創 SEN友善社區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中學組別組（高級組）優異獎
6D  謝詠棋 
6F  卓詠琳

其他獎項



朗誦比賽

體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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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資訊

比賽 獎項 學生姓名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良好 1E  李晞桐

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5D  梁嘉穎

粵語二人朗誦良好
5C  戴嘉誼
5C  劉結儀

英詩獨誦第三名 5A  利凱晴

2020香港學界精英朗誦大賽
粵語獨誦冠軍 3A  黃裔庭

粵語獨誦亞軍 3A  杜明欣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獨誦第三名
5A  利凱晴

第七十二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比賽 季軍
5D  梁嘉穎

藝術體操 港藝盃 2021
球操 冠軍

棒操 冠軍

絲帶操 冠軍
圈操 冠軍

全能冠軍
2D  馬蔚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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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資訊

院校 獎項 畢業生姓名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ssociate of Arts
(History and Hong Kong Studies)
2019-20 Semester 2

Dean's List 劉愷明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ssociate of Science
(Geography 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2019-20 Semester 2

Dean's List 王洛婷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Bachelor of Arts(hons.) in Visual Arts
(Craft and Design Concentration)
2019-20 Semester 1

Dean's List 鄭芷彤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Bachelor of Arts(hons.) in Visual Arts
(Craft and Design Concentration)
2019-20 Semester 2

President's Honour Roll 鄭芷彤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Bachelor of Science(hons.) in Applied Biology
(Biotechnology Concentration)
2019-20 Semester 1

Dean's List 張倩瑜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Bachelor of Science(hons.) in Applied Biology
(Biotechnology Concentration)
2019-20 Semester 1 & Semester 2

Dean's List 朱嘉敏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Bachelor of Arts(hons.) in Visual Arts
(Studio and Media Arts Concentration)
2019-20 Semester 1

Dean's List 蘇藹言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Bachelor of Science(hons.) in Computer Science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Analytics Concentration)
2019-20 Semester 1

President's Honour Roll 袁綺琼

獎項 學生姓名

「2020上游獎學金」 6A  許桑琪　4D  梁鎧頤

2020-2021年度祈良神父教育基金獎學金 6C  古金萤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6A  許桑琪　6A  楊采怡

「黃廷方慈善基金」2020 4A  余鑫彤

教育獎學基金委員會「勞惠群獎學金」 2E  楊素穎

哈佛大學香港校友會哈佛圖書獎2020 6A  楊采怡　6A  張詠荍　6A  許桑琪

天然養生有限公司優異學生獎勵計劃 4A  鄭珮琪　5A  陸美冀

哈佛圖書獎2021 5A  夏典娜　5A  金卓琳　5A  黎凱盈

畢業生獎項

2020-2021校外獎學金



「禮」是待人恭敬的態度，修身做人的準則，人與人的行為規範。

「有禮」更代表了個人對別人的尊重，突顯了個人的修養，令人際關

係和諧的主要因素。

孔子曾說過：「不學禮，無以立。」就是說一個人要有所成就，就必

須從學禮開始；也同時亦告訴我們，一個人不知道禮儀，就不能立

身處世。

適逢本年度學校通訊以「禮」為主題，文中輯錄之各項學習活動，

均能充分地表現了同學們有禮守規的一面，盼望在往後的日子中，

每一位「德貞人」，都能承傳恭敬辭讓，言行有節這個美德，將「有

禮」的精神繼續發揚光大。



九 龍 深 水 埗 興 華 街 西 九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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