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徐詠雯 

班別：2A 

優異表現： 

2018/19 上學期中二級全級第三名 

來自小學：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我在辛亥年不但可以學習到課文中的知識，而且還學會了很多人

生道理，這是無價之寶。我還想感謝學校和老師給我們不同的機

會去發掘自己不同的才能，果然是「學行並加創高峰，辛亥為家

樂融融」。 

 

姓名：袁寶怡 

班別：2A 

優異表現： 

2018/19 中一級全級第二名 

來自小學：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學習就如一望無際的海洋，那樣寬闊，那樣偉大，它讓我

獲益良多，更讓我開闊視野。在學習的同時，或許有很多

挫折與困難等著我們，但只要永不言敗，不為艱難，迎難

而上，最後必會到達成功的彼岸。我要特別感激老師一直

以來的教導，他們總是不辭勞苦，默默無聞地為我們做出

貢獻，不單為我們傳授文化知識，更教會我們做人的典

範。此時此刻，我將千言萬語凝聚了一句語：「老師，謝

謝你悉心的教導！」 



 

  

姓名：麥芷瑜 

班別：2A 

優異表現： 

2018/19 中一級全級第一名 

來自小學：仁濟醫院何式南小學 

 
在小學時，我的成績只是中上水平，但是當我入讀了辛亥年後，我

的成績在不斷進步，因為學校有許多教學資源及盡責的老師。中學

有不同的課外活動供同學選擇，而我則加入了手球隊。我加班未滿

一年，竟然可以和一班師姐去參加精英賽，讓我大開眼界。 

在此，我要感謝學校及老師對我的幫助。 

 

姓名：朱瀚林 

班別：2A 

優異表現： 

2018/19 中一級全級第三名 

來自小學：順德聯誼會李金小學 

 

回想起上年的開學日，我還是個普普通通的中一學生，沒

有甚麼好朋友，成績又不太理想。後來我開始慢慢認識朋

友，不論是成績或是運動方面，我們都會互相幫助、互相

鼓勵。沒想到，到了學期末，我竟成了全級第三的學生，

令我既驚訝又高興。朋友們也不停鼓勵我，我希望將來會

有更好的成績。 



 

 

 

姓名：陳倩瑩
班別：3A 
優異表現： 
2017/18 中一級全級第一名 

來自小學：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能考上好成績，更不知道自己
為什麼有資格寫出這一篇榮譽的感言。但我在這間
學校過得既充實又開心，只要我去問，老師就會回
應我的問題；做得好的事，大家就會表揚，鼓勵我
繼續努力。我最後想對學校說一句：「謝謝！」。 

 

 

姓名：金梓晴
班別：3A 
優異表現： 
2017/18 中一級全級第二名 
來自小學：香港路德會增城兆霖小學 

 

轉眼間，已經踏入中學三個多月。起初，我對校園十
分陌生，而且要學的科目比小學多，功課量比小學繁
重，有點兒吃不消。後來得到老師們悉心的教導，漸
漸適應了中學的生活。加上老師鼓勵我參加不同活動，
如：獨誦、學校活動主持等，令我自信心大增。我會
繼續努力，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不會辜負老師的教
導和期望。 

 

姓名：周鎧瑤
班別：3A 
優異表現： 
2017/18 下學期測驗中一級全級第三名 
來自小學：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來到辛亥年不知不覺已經快一年了。在這段時間，
我拿了不少獎項，在此我要感謝校長，也要感謝教
我的老師。我特別要感謝數學老師的悉心教導，令
我的數學成績有大進步。 
在辛亥年，每一節課堂都很愉快，學生容易明白，
這都是老師辛苦準備的成果。為了不白費老師們的
功夫，我一定會專心上課，爭取更好的成績。 

 



 

 
 
 
 
 
 
 
 
 
 
 
 
 
 
 
 
 
 
 
 

姓名：張詠萱 

班別：3B 

優異表現： 

2017/18 中一級全級第三名 

2018/19 中二級全級第三名 

來自小學：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 

 

我在辛亥年不知不覺已經一年了。升上中一開學前，我非擔

心、憂慮和不安，因為要重新適應一個陌生的環境。幸好，

得到辛亥年的老師、同學支持和關懷，我很快就適應了，我

還結交了師很多新朋友，令我的校園生活更加充實精彩。在

這裡，我不僅學到知識，而且還學會人生道理。最後應謝和

教導過我的老師，感激你們用自己休息時間教導我，令我成

績突飛猛進。 

姓名：李蓁軒 

班別：3A 

優異表現： 

2018/19 中二級全級第一名 

來自小學：香港路德會增德城兆霖學校 

 

由中一開始，老師就不斷地鼓勵我、支持我，我得以在

這次取得好成績。老師的鼓勵已經成為我學習的動力，

而同學的支持令我更加努力去讀書。我十分感謝老師和

同學的鼓勵和支持，我會在下學期繼續努力。 

姓名：張俊煒 

班別：3B 

優異表現： 

2018/19 中二級全級第二名 

來自小學：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 

 

不知不覺，我來到辛亥年已經兩年了，這是一個充滿正能量

的學校，我每天都過得非常快樂，而我也從中獲益良多。我

能取得這樣的成就都是因為得到同學和老師的幫助和支持，

學校也帶給我歸屬感。感謝他們對我無私的付出。 



 

 
 

 

 
 
 

 

 

 

 

 

 

 

 

 

 

 

 

 
 

 
 

  

姓名：湯寶恩 

班別：4A 

優異表現： 

2016/17 下學期中一級全級第二名 

2017/18 中二級全級第三名 

來自小學：香港路德會增城兆霖學校 

 

還記得初來到辛亥年的時候，我只是一個無知的小學

生，對學校一點都不熟悉，對新的校園，新的老師，新

的同學，一切都很陌生。但我漸漸發現了老師們很親切

友善。當遇到困難的時候，老師們都會主動幫助我們。

在課堂的時候，他們都會用心體貼的教導我們，仔細地

解說，還教了我們許多的人生道理，使我們獲益良多。

老師們的用心教導，使我有了優異的成績。他們的體貼

善良，我不會忘記。 

姓名：戴莉娜 

班別：4A 

優異表現： 

2017-18 中二級全級第二名 

來自小學：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首先由衷感謝老師認真的教學，讓我能在學業上獲得理想的成績。老

師們教的記憶法、輕鬆的上課氣氛以及豐富的講解內容十分令人難

忘。除了優質的課堂，老師還不時給予我們精神上的支持，減輕我們

學業上的壓力。考試前，老師常給我們打氣，令我具備信人考取好成

績。老師又經常提醒我成績不等於一切，重要的是以一顆善良、誠懇

的心待人。再次感謝老師！ 

姓名：關詠瑜 

班別：4D  

優異表現：香港女子足球隊代表、 

賽馬會女子國際邀請賽２０１７亞軍 

來自小學：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當踏進辛亥年已經差不多兩年，因為我常常要代表港隊到其

他地方比賽，所以我經常請假。回來後，老師會悉心地教導

我錯過了的知識。在功課方面，老師能酌情處理，讓我能專

心練好足球為港爭光。老師們都支持我踢足球，希望我的技

術能更上一層樓。我定會努力，報答大家的支持。 



 

 

 

  

姓名：黎煒瑤 

班別：4A 

優異表現： 

2018/19 中三級全級第三名 

來自小學：廣東省東莞市常平鎮萊恩中英文小學 

 

這個學期是我在辛亥年學習的第一個學期。短短的

一個學期中，我認識到了很多和藹的老師，熱心的

同學，他們都對我融入辛亥年這個大家庭有很大的

幫助。 

我在學校擔任了很多職務，比如科長、圖書館輔導

生。工作時，我能感受到幫助他人的快樂感，能在

完成職務的同時感受盡職盡責的成就感。 

學校裏有許多活動，積極去參與便能發現自己的興

趣和潛能。也因爲這些活動，我的校園生活非常充

實和快樂。 

姓名：鄺綽瑤 

班別：4A 

優異表現： 

2018/19 中三級全級第二名 

來自小學：仁德天主教小學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 

 我相信很多人在獲得到意想不到的東西時會驕傲自滿，

甚至停下腳步，停滯不前，忘卻初心。這樣的人太多

了，若是兩年前的我遇上此景，或許也會同樣滿足於現

狀，不努力向前進步。我現在還沒有成功，無法分享成

功的經驗。但是，我相信只要你肯努力，願意付出自己

的時間去尋求成功的方法，腳踏實地，相信自己能夠成

功，實現夢想，不讓懶惰束縛自己前進的腳步，我相信

不久的將來你肯定會取得成功。 

沒有到達不了的夢想，只有不夠努力的曾經。祝你能找

到自己的目標， 不迷失在這紙醉金迷的社會裡。 

 



 

 

姓名：朱栢謙
班別：4A 
優異表現： 
2016/17 中一級全級第三名、 
2017/18 上學期測驗中二級全級第三名 
2017/18 上學期考試中二級全級第三名 
2017/18 下學期測驗中二級全級第一名 
來自小學：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在九月初，我開始上辛亥年的第一課，當我有不明白的問題時，老師都會悉
心教導同學。在上學期考試，我獲得了全級第三名，相比起小學的七十多名，
我的確進步了不少。雖然老師給很多家課，以及做很多練習和小測，但這可
以使同學成績進步。試想想，如果老師只會教導同學，但不會給同學家課，
同學的成績會進步嗎？這是不可能的。能就讀辛亥年是我榮幸。 

 

 

姓名：黎子謙 

班別：4A 
優異表現： 
2016/17 下學期考試中一級全級第一名 
2017/18 中二級全級第一名 
2018/19 中三級全級第一名 
來自小學：香港路德會增城兆霖學校 
 

經過上學期老師的一番教導，我的知識增長了不少。雖然
我自覺自己還可以做得更好，特別在數學方面，但我已覺
得十分滿意。在辛亥生活了一段日子，我亦漸漸熟悉了這
裡的人和事，在一開始的時候，我還是不太清楚記得每個
老師的名字和每個課室的位置，但現在已經差不多全都記
得了。十分感謝各位老師的教導，使我在各科的表現也十
分理想。 

姓名：黃啟諾
班別：4A 
優異表現：2017/18 上學期測驗中二級全級第二名 

     2017/18 下學期測驗中二級全級第三名 
來自小學：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學習除了課堂聽書之外，還有甚麼？你不要跟我說回家溫書，
我相信有不少人回家便要「服侍」智能手機。在暑假時，我因
為一本書喜歡了閱讀。閱讀對作文有幫助。所謂「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如果我是個農夫正在耕耘，不得不讚賞背後的肥
料，那是一張又一張老師的筆記，一句又一句老師的話。多謝
老師的教導。 



 

  

姓名：伍國亮 

班別：5A 

優異表現： 

2018/19 中四級全級第二名 

來自小學：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若要花朵健康成長，必需肥沃的土壤及良有愛心的種花者。如

果我是一朵花，辛亥便是一片肥沃的土地，眾老師則是優秀的

種花者。我長在一片花田中，原與一眾花苗無異。全因老師們

適當地以知識作灌溉，使我得以茁壯成長。雖然我未能成為最

鮮豔之花，但至少是眾花之中較為壯健之一。得此幸，皆賴以

辛亥眾師之悉心栽培。教育之恩，萬分感激。 

姓名：黎樂然 

班別：5A 

優異表現： 

2018/19 上學期中四級全級第一名 

來自小學：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作為辛亥的一員，我一直都蒙受老師的關顧。由中一那年的循循

善誘，直到中四期間的各項輔導，老師們都為我提供了無比的支

持和關懷。當中最使我感激的就是老師項願意為成績飄忽不定的

我付出時間，為我解除疑惑，還為我準備了課堂外的學習機會，

如微電影製作，並不會局限於傳統的課堂學習模式。我十分慶幸

自己可以成為辛亥的一員。 

姓名：王運成  班別：5C 

優異表現： 

2018/19 中四級全級第三名 

來自小學：仁德天主教小學 

 

辛亥年的老師都平易近人，對教學也非常負責任，經常會犧牲休

息的時間，為學生解答疑難或教導新知識。由於老師願意細心解

答我們的問題，因此我們也勇於向老師請教。在校園內，老師與

同學相處融洽，老師經常會分享自己的經歷或體驗，令同學開闊

眼界。 



 

 

姓名：陳倩榮 

班別：5A 
優異表現： 
2016/17 上學期考試中二級全級第二名 
來自小學：仁德天主教小學 
 

從小學升上初中，讀書不再是死記硬背。原來在時間分
配上也有學問，學會讀書的技能後，溫習便事半功倍。
當然也少不了一群好老師，協助我們成長。當中我的歷
史科老師葉副校長十分關心我們，在考試前提醒我們溫
習，在天氣凍時叫我們加衣等，使我覺得這不是學校，
而是一個大家庭。 

        

 

 

        姓名：陳羽晴 

班別：5A  

        優異表現： 

2017/18  中三級全級第二名 

來自小學： 協恩中學附屬小學         

 

我的名字是陳羽晴，我是中三插班生。雖然我在辛亥年的時

間不長，但十分高興能夠成為辛亥年的一份子。 

學校給予我很多機會發展潛能，我喜愛我的校園生活。除了

學會到不同知識外，我亦參與了一個讓我獲益良多的課外活

動。我加入了英文戲劇學會，學會了很多新事物，如演戲技

巧、語言能力、發揮創作力等。雖然過程辛勞，但我樂在其

中。 

我亦十分感謝老師熱心教導我，使我於學業上取得佳績。未

來我會繼續努力讀書，發揮所長，將來為社會服務。 

  



 

姓 

 

 

 

 

 

 

 

 

 

 

 

 

姓名：黎兆銘 

班別：5A 

優異表現： 

2017/18  中三級全級第三名  

2018/19  上學期中四級全級第三名 

來自小學：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這三年裏我要感激的老師真是數之不盡。多謝所有對我循循善誘

的老師，令我今天有好成績。更要多謝學校提供了資源，提升了

學習質素。我每天都會重溫所學的課本內容，再做一些練習，加

強記憶，平常我遇到難題會請教老師，直到我明白為止。 

姓名：鄧尚沛 

班別：5A  

優異表現： 

2015/16 中一級全級第三名 

2016/17 下學期考試中二級全級第三名 

2017/18 中三級全級第一名 

來自小學：東華三院鄧肇堅小學 

 

轉眼間，又到十月了！回想起七月八日，當我接到全級第三名的獎

狀，以及三百元獎學金時，我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 興奮。我還記得

自己在中一的上學期考試中，不論在班上還是 全級都是第五名。但

在各位老師的教導下，加上努力，就成就 了這全級第三的名次。我

以後會好好享受在辛亥年學習的美好 時光，以及努力付出，答謝學

校教導之恩！ 



 

      
 

 

姓名：莫鎧霖 

班別：5A  

優異表現： 

2016/17 中二級全級第三名 

來自小學：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轉眼間，我由小六升上中二，成為一位中二生了。
在辛亥年有很多熱心的老師，他們常常解決我在學
業上及功課上的疑難和問題，亦會在測驗和考試前
替我們補課。還有，辛亥年提供了很多課外活動，
我便參加了聖約翰救傷隊，學會了團隊精神的重要
性。總括而言，辛亥年教會我許多。 

 

姓名：彭紫晴 

班別：5A 

優異表現：2015/16 中一級全級第二名 

來自小學：香港路德會增城兆霖學校 

 

辛亥年經常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供我們參與，以
豐富我們的生活，例如佳節小聚，師生會一起共
享歡樂時光，增進彼此的歸屬感。此外，師長們
對我循循善誘，在遇到難題時，師長們都會用心
地教導我。辛亥年給了我們很多不一樣的學習機
會，在此十分感激一眾老師們努力的教導。 

 

 
 

 
 

 
 
 

  

名：周梓熙 

班別：5C 

優異表現：香港滑浪風帆巡迴寶冠軍  

香港滑浪風帆公開賽 國際組亞軍 本地組冠軍 

來自小學：保良局梁周順琴中學 

 

我中一時，我的副班主任是霍平山老師，他也是一個

一直支持我的老師。他替我申請了東華三院體藝精英

計劃，令我可以有資金買一些好一點的器材，令我在

比賽和練習都可以有好的表現。學校十分支持我，給

我機會去比賽，我很感謝辛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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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高駿軒 

班別：6A 

優異表現： 

2018/19 上學期中五級全級第三名 
來自小學：仁德天主教小學 

 
一眨眼，離開小學已經五年了，而我也從一個毫不懂事

的小孩，蛻變成一個明辨是非對錯的青年。入讀中學

後，學習環境有很大的轉變，但面對著親切的老師和友

善的同學，我的學習未受太大影響。我相信英文是不少

同學的困難，在我入讀中學之前至少如此。但入讀辛亥

年後，我的英文水平大幅提升，本來連寫二百字都舉步

維艱的我，現在寫四百字都游刃有餘。 

姓名：李文駿 

班別：6A 

優異表現： 

2016/17 中三級全級第三名 

2017/18 中四級全級第一名 

2018/19 中五級全級第一名 

來自小學：仁德天主教小學 

 

當年，我告別小學，迎來中學的新生活，我像其他

中一生一樣，曾對中學生活感到徬徨。但值得慶幸

的是，我加入了辛亥年的大家庭，得到良師益友的

幫助和鼓勵，使我不再是從前弱小的孩子，而是變

得更堅強和勇敢。感謝辛亥年大家庭。 

姓名：郭曉嵐班別：6A 

優異表現： 

2016/17 中三級全級第二名 

2017/18 中四級全級第三名 

來自小學：仁德天主教小學 

 

在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的這兩年，我獲益良多，

不僅僅是課本上的知識，更多的是待人接物的道理。

身教重於言教，辛亥年的老師們完全做到了這點，從

他們身上，我學習到包容，理解別人和時刻保持耐

性。尤其是保持耐性方面，只要是同學疑惑的事情，

老師們都會有耐心為我們講解。我很慶幸自己能成為

這所學校的學生。 



 

 

姓名：謝展能 

班別：6A 

優異表現： 

2016/17 中三級全級第一名 

2017/18 中四級全級第二名 

2018/19 中五級全級第二名 

來自小學：五邑鄒振猷學校 

 

在中學生活裡，我所得着的多不勝數，結識了很多同學，得到

了很多友誼，學會了很多知識等。其實只要努力學習，盡力做

好所有事情便容易獲取成功。最後，我真的很感謝辛亥年的老

師及同學對我的種種幫助。 

姓名：許明睿班別： 6A 

優異表現： 

2017/18 下學期測驗中四級全級第三名 

2018/19 中五級全級第三名 

來自小學：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小學 

 

升上中學轉眼間已經四年了，在辛亥年學習令我有很多得

著。我本身成績不是特別優異，經常都會在學習上遇到困

難。不過為了爭取好成績，我會主動尋求老師和同學的幫

助，令我學習到更多知識。我要感謝老師用心教導我，令我

獲益良多。 

姓名：潘超略 

班別： 6B 

優異表現：第三屆香港國際音樂節少年鋼琴組第二名 

來自小學：保良局方王錦全小學 

 

我在辛亥年參與過不同鋼琴及中樂的節目表演，非常感謝

老師們給予我演出機會，讓我有更大的舞台發揮我擅長的

鋼琴技藝。校長及音樂老師常鼓勵、推薦我參加各項比

賽、演出。在剛過去的卅五週年校慶，更於東華主席及各

總理面前展示琴藝，難掩我激動心情。感謝校長及老師們

給我的機會，對我的讚賞，令我有明確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