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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去春來，上學期轉眼間又過去了。總結學校上半年在全校同工、家長及同學互勵互勉下，總算有不錯的成

果：今屆校際朗誦節，我校同學共獲得130個獎項；步操樂隊在校外比賽中取得輝煌成績；為鼓勵同學在學科上

更用心盡力，上學期分別在不同月份推行了「勤學月」、「堅毅月」、「進步月」、「鼓勵月」等，務求推動每

一位同學積極進取、勤奮用功，亦見成效。

2009年新高中學制將會正式落實，為了達致更順暢的銜接，本校同工持續進修，參加教統局舉辦的相關課

程，在1月9日的教師專業發展日更以「新高中學制給我們的啟示」為主題，為本校邁進新學制奠下良好的基石。

下學期，學校將會投放更多資源在學與教方面，為配合香港國際化的發展，英語學習是重點推展的一環。

4月22日為「陳樹渠博士紀念日」，學校正密鑼緊鼓，為當天的紀念活動作出準備。希望全校同工、家長及同學

在一起享受今天成果之際，亦對前賢陳樹渠博士致以無限的懷念及敬意。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A 陳祉婷 姚剛權 高坤煒

1B 鄧安晶 廖詠詩 羅嘉俊

1C 曾鴻標 侯嘉杰 黃偉超

1D 鄺嘉歡 羅麗雅 劉俊朗

1E 林詩蔚 高寶欣 林永豪

2A 陳科兆 胡嘉燕 鄺振杰

2B 潘宇航 黃福京 麥慧卿

2C 葉　威 余文橋 李嘉泰

2D 鄧樹燊 劉威銘 王鼎祺

2E 黃永良 王　俊 李苑詩

3A 吳炳純 黃敏堯 伍珠紅

3B 吳雪梅 鄭繼邦 宋　丹

3C 蘇思華 唐佩雯 李光鎮

3D 梁國銳 李松光 張惠姍

3E 譚瑩瑩 張順康 鍾自強

4A 彭晴霞 伍詩茵 譚寶敏

4B 徐淑娟 鄧星煒 廖匡正

4C 張錦豐 詹　臻 張建華

4D 陳婉芬 陽　梅 陳嘉泳

4E 李建成 鄺玉桂 劉小梅

6A 譚浩揚 林少華 阮俊浩

6B 梁兆峰 湯毅雯 譚爵棋

第一學期學科成績獎 從化觀星交流團
陳展華(5D)

許婉芳校長  區巧芬副校長

丘光遐主任  葉啟明主任

劉國禮主任  黃桂秋老師

陳麗儀老師  鍾世澤老師

周楚孝老師  黃秉欣老師

日期：2006年11月17日至19日

主辦：理科學會及物理科

地點：廣州從化

導師：黃炳思、鍾世澤、於志豪、程嘉慶

三日兩夜廣州從化之旅，感受良多。

三小時的旅遊車車程，我們這班中學生竟然

願 布而無法觀星。幸好，老師臨時安排了一個關

於望遠鏡使用的觀星講座，由當地的天文導師講

解，我們也有所得益。翌日，我們到束水能發電廠

參觀，基於自己也有修讀物理科，所以對這種束水

能的發電原理有更深入的理解。

這次境外學習的確獲益良多，希望學校日後

能多辦這類學習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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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eech Festival is a newly added English activity to 

our school this year.  The event was held at our Amphitheatre  

on 1st December 2006. Participants in the Festival were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each consisting of two students 

who were the contestants interschool verse speaking 

competition.  

With students presenting their verse speaking skills, the 

event at the Amphitheatre was meant to be a sharing of 

experience for the contestants. Among these contestants, 

there came two winners of the competition, one champion 

and one 1st runner-up.  Congratulations on their success!

Speech Festival

藝文校際比賽獎項

第58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學五年級組       冠軍  林諾媛(5C)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學五年級組     冠軍  黃曼怡(5D)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學四年級組    冠軍  陳  瑩(4B)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學一年級組    冠軍 鄒梓琦(1C)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學二年級組       冠軍  方煒壹(2B)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學三年級組       冠軍  吳小敏(3B)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學四年級組   冠軍 曾棱尉(4B)

粵語散文獨誦男子中學四年級組       冠軍  黃志威(4C)

普通話詩詞獨誦女子中學五至七年級組  冠軍  王綺嫻(5C)

道教詩文作品朗誦中學三、四年級組   冠軍  李美玲(3A)

道教詩文作品朗誦中學一、二年級組   冠軍 梁嘉敏(2B)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六、七年級組      冠軍 湯毅雯(6B)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學六、七年級組  亞軍 盧詩玨(6A)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學六、七年級組   亞軍 譚奕齡(6A)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學二年級組       亞軍 李淑媛(2B)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學二年級組      亞軍  陳恩淇(2B)

道教詩文作品朗誦中學三、四年級組  亞軍 黃子君(4A)

英詩獨誦女子中學四年級組     亞軍  唐洁怡(4C)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學三年級組  季軍 鄺亦敏(3C)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學二年級組  季軍  陳慧詩(2A)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學一年級組  季軍  鄧安晶(1B)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學五年級組  季軍 張子邦(5B)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學五年級組  季軍 區毅恆(5A)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學三年級組  季軍 李俊文(3B)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學一年級組 季軍 梁浩昌(1A)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學五年級組    季軍 盧珠女(5C)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學五年級組   季軍 關詠支(5E)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學三年級組   季軍  葉瑞婷(3A)

粵語散文獨誦男子中學五年級組    季軍 林子鈞(5A)

普通話散文獨誦女子中學三、四年級組 季軍 吳豔萍(3B)

第32屆全港青年學藝演講比賽

粵語初中組    冠軍 鍾心怡（3B）

 季軍 吳小敏（3B）

粵語高中組    亞軍 曾棱尉（4B）

 亞軍 馮慶玲（5B）

香港中山學會主辦
「國父孫中山先生141歲誕辰」徵文比賽

學生組     冠軍 伍慶鵬（7A）

「共建和諧社會•迎接美好明天」
全港中文徵文大賽

高中一組    銅獎 林少華（6A）

愛信望慈善基金會
「陽光計劃：快樂香港」慈善比賽

高級組   最優秀文章 陳子豪（6A）

香港步操管樂協會「2006步操樂團比賽」

中學組      金獎 本校步操樂隊

           最佳音樂演奏獎 本校步操樂隊

         最佳個人獨奏獎 本校步操樂隊

        最佳啦啦隊獎 本校步操樂隊

  最佳特別效果獎 本校步操樂隊

香港步操管樂協會
「2006年步操樂團展示評比公開賽」

公開組 金獎    本校步操樂隊

十一位中文朗誦冠軍。左起：
黃曼怡（5D）、陳　瑩（4B）、
黃志威（4C）、林諾媛（5C）、
方煒壹（2B）、曾棱尉（4B）、
王綺嫻（5C）、李美玲（3A）、
梁嘉敏（2B）、鄒梓琦（1C）、
吳小敏（3B）

英詩獨誦冠軍
湯毅雯（6B）

演講比賽冠軍
鍾心怡（3B）

步操樂隊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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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運動員 
 謝穎紅（6A）

 ★第二屆「香港學生運動員獎」得主
 ★獲香港欖球總會頒發獎學金一萬元（06/07）
 ★20歲以下香港欖球代表隊隊員
 ★19歲以下香港青少年欖球代表隊隊員
 ★19歲以下第一猛虎欖球隊隊長
 ★第一猛虎欖球隊第一組隊員

 趙佩儀（5E）

 ★獲香港欖球總會頒發獎學金七千元（06/07）
 ★19歲以下香港青少年欖球代表隊隊員
 ★19歲以下第一猛虎欖球隊隊員
 ★第一猛虎欖球隊第一組隊員

 何英瑋（4C）

 ★17歲以下香港青年劍擊代表隊隊員
 ★香港業餘劍擊總會17歲以下組別全港排名第四
  （06/07）
 ★代表香港參加06年「廣東省杯劍擊賽」
 ★代表香港參加05年「全國少年劍擊賽」

體育校際比賽獎項
深水埗體育會主辦深水埗田徑運動大會
女子甲組一百米    冠軍 謝穎紅(6A)

女子甲組二百米    冠軍 謝穎紅(6A)

女子甲組跳遠   冠軍 謝穎紅(6A)

男子乙組一百米   冠軍 鄭皓嵐(4A)

男子乙組四百米接力 季軍 鄭皓嵐(4A)、吳庭威(4B)

  陳偉恆(4C)、楊梓峰(4C)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港九區學界田徑運動大會(第三組)
男子甲組三級跳 冠軍 李光耀(5C)

男子乙組一百米 冠軍 鄭皓嵐(4A)

男子乙組四百米接力 亞軍 鄭皓嵐(4A)、陳偉恆(4C)

  楊梓峰(4C)、蔡曉翊(2E)

女子丙組推鉛球 亞軍 黃苑姍(2D)

女子丙組擲鐵餅 季軍 黃苑姍(2D)

香港懲教署欖球邀請賽
非撞式 季軍 本校欖球隊

九龍體育會主辦春季欖球邀請賽2007
帶式混合組 亞軍 本校欖球隊

非撞式混合組 殿軍 本校欖球隊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港九區學界欖球比賽(第二組)
男子甲組     季軍 本校欖球隊

深水埗區道路安全委員會主辦
道路安全杯七人足球賽
中學組 季軍 本校足球隊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港九區學界乒乓球比賽(第三組)
男子甲組 殿軍 吳庭威(4B)、譚智輝(3C)

  陳敬閔(3C)、張耀誠(3C)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主辦全港乒乓球分齡賽(北區)
男子乙組單打 季軍 吳庭威(4B)

劍樂會劍擊邀請賽
隊際賽  季軍 吳家泓(4D)、莫永強(5A)

  羅運福(5B)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港九區學界劍擊比賽
團體花劍 季軍 何英瑋(4C)、吳家泓(4D) 

  莫永強(5A)、羅運福(5B)

全場團體 季軍 本校劍擊隊

香港業餘劍擊總會主辦隊際外展劍擊比賽2006
男子高級組      冠軍 何英瑋(4C)、吳家泓(4D)

                    莫永強(5A)

香港理工大學主辦第29屆全港學生劍擊比賽
個人花劍   季軍 何英瑋(4C)

個人佩劍 季軍 何英瑋(4C)

欖球隊

劍擊隊

Thanksgiving
Thanksgiving is a very important American festival which 

is celebrated on the fourth Thursday of November in America 

every year.  Aiming to let our students know more about western 

culture and to arous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the topic 

was then infused into our S.3 curriculum.  A Thanksgiving party 

was also held at our Amphitheatre on 24th November 2006.  All 

the English teachers took part in the party.  On that day, students 

answered questions about the festival, sang songs, wrote `thank 

you' notes and enjoyed a Thanksgiving meal together.  The party 

was a success as students really had fun and enjoye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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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合辦「故事媽媽」

作家到校講座

黃毓民 君比 林桂彬

談美德
    論價值

教 育 統 籌 局
剛 剛 出 版 的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 教 材 ，
本 校 生 活 及
環 境 教 育 科
應 邀 分 享 推
行 德 育 工 作
的經驗

教師專業發展日
本 學 年 第 二

次教師專業發展日

順利於一月九日舉

行。我們邀請了教

育統籌局「校本專

業支援組」副計劃

總監葉祖賢太平紳

士作嘉賓講員，主

題是「新學制給我

們的啟示」。早上的活動分為兩部，首先在羅馬廣場

進行破冰遊戲「我在新學制中的角色」，第二部則是

內容充實的講座分享。問卷調查反映教師們對講座甚

為滿意，更感獲益良多。此外，各學習領域的講座／   

分享會／工作坊／會議均安排於下午舉行，可謂「各

自各精采」。以下輯錄了部分老師對「我在新學制中

的角色」的看法：

◆	IQ博士—充滿創意，赤子之情，在新學制下尋

求空間，並在一片歡樂氣氛下，帶動學習新領

域。

◆ 農夫—在過程中，默默耕耘，勤力工作，希望有

收穫（學生有成就）。

◆	盲公竹—因為引導學生如何走進新學制，進入新

路程，減少學生的恐懼及憂慮。

◆	堅持做一個愛護學生的老師—因為我堅信無論任

何境況，愛護學生是做老師的首要條件。

◆	魔術師—因為小孩時每當我看魔術表演，都會好

驚訝、好欣賞。現在長大了，知道各項魔術表演

的背後是智慧和努力的成果，現在我們的工作非

常相似，都是為孩子締造一個充滿期待同精采的

未來，將不可能變成可能。

顧　問 陳耀璋校監

 許婉芳校長

主　席   陳龍珠女士

副主席 李淑芬女士

         區巧芬副校長

司　庫   梁詠詩女士

 蘇淑敏主任

學　術 丘光遐主任

文　書   余慕斯女士

康　樂   陳艷紅女士

 柯兆輝主任

總　務 唐雅儀女士

 何淑蓮女士

 吳潔萍女士

 招　鳳女士

 葉啟明主任

家長教師會第六屆執行委員會

執委會就職典禮

「家長茶座」收集家長意見

聯　絡   麥錦華先生、張麗娟女士

 陳振祥先生、鄭麗芳女士

      劉國禮主任

執行委員 鄧美蘭女士、吳淑芬女士

      徐莉娜女士、譚真賢先生

     蔡珍華女士、郭榮輝先生

    胡麗萍女士、李　倩女士

 葉志洪先生、甄惠慈女士

 溫曉玲女士、李麗英女士

 吳其均主任、關沛基主任

 葉的華主任、何陵敏主任

 陳美玲主任、梁劍秋主任

 方浩智老師、何燕萍老師

 黎瑞晶老師

就任感言 陳龍珠主席
自小兒入讀本校開始，本人即加入家教會

工作，轉瞬間已五年了。在權太、殷生和周教授

等歷任家教會主席的領導下，本會活動素來有聲

有色，是推動學校發展的一股重要力量。今年家

教會主席的重任落到本人身上，初初真有誠惶誠

恐和不敢擔當的感覺，但想到家教會一向有眾多

熱心家長的支持，我還是接受了這個挑戰和任

務。

幾年來參加家教會的工作，不單有付出，

而且也有收穫。首先，自己對香港教育情況多了

認知，對學校和老師的工作亦加深瞭解。此外，

在活動中，結識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家長，大家除

了幫學校工作外，亦互相分享教育子女的心得，

互相支持。現今社會問題複雜，教育子女和學生

的難度越來越高，能與學校、老師和其他家長多

作交流，對教育子女是很有幫助的。

跟很多家長想法一樣，初時我以為家教會

的工作是很複雜的，不是我們這些平平凡凡的家

長可以應付。經過幾年的體會，我認識到家教會

的工作其實是多樣性的：大者可與政府官員探討

教育政策，小者可在學校活動中擔當各種「義

工」；不同學歷、不同工作經驗的家長，皆可以

作出重大貢獻。有些家長就算沒時間參與活動，

如能適當地提供意見，對學校發展同樣重要。因

此，很希望有更多家長不用介意自己出力多少，

儘量參與我們的活動和工作。

展望新一年，由於很多新家長加入了執委

會工作，定能帶來更多生氣和新思維。在此希望

所有家長都能支持我們的工作，讓陳樹渠紀念中

學成為一間更優質的中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