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期
2010年7月

編 輯小組
林宛君校長
丘光遐主任
張偉賢主任
謝潔雲老師
曾達輝老師

出版：陳樹渠紀念中學 ■ 九龍又一村達之路 10 號 ■ 電話：2380 0241

■ 傳真：2397 3539

■ 網址：http://www.cskms.edu.hk

區巧芬副校長
葉啟明主任
黃桂秋老師
劉靜儀老師
劉樹森先生

■ 電郵：csk @cskms.edu.hk

林校長的話
今年是新高中學制正式實行的第一年，學校在課程的策劃、時間表的編排及教師在職培訓方
面都做了很多功夫，務求不斷優化，提升教學效能，讓我們的學生得到最大益處，這是我這新校
長的使命。整體來說，老師的專業精神是可嘉的，校董會的支持是積極的，家長的態度是信任
的，有了上述條件的配合，加上我個人過往的管理經驗，我深信學校未來必定會穩步前進。
近日驕陽似火，熱浪逼人，意味著一年一度的暑假快到了。我期望同學認真計劃一下怎樣善
用這段悠長的日子，不論多作溫習、閱讀，抑或參加一些社區中心舉辦的有意義的活動，都希望
你們好好把握光陰，裝備自己，在下一個學年有更佳的表現。

校慶開放日「桃李春風迎新制」
為慶祝創校37週年，本校四月底舉行了開放日，主題
是「桃李春風迎新制」。開放日節目多姿多采，包括專題展
覽、攤位遊戲、學科活動、文娛表演、頒獎典禮等，並有免
費美食供應，出席的賓客超過一千人，盛況反映了本校在社
會人士心目中的地位。「相信這是我見過的開放日之中最成
功的一次。」林宛君校長致辭時滿意地表示。
校友會樂團演奏

當日校舍一樓共開放十個展室，重點展出新高中學制開
始了半年以來，本校中、英、數、通識四個主要科目的發
展概況及學生的學習成果。其中108室特意以聯語「承先啟
後，繼往開來」為題，介紹陳樹渠博士、陳麗玲主席、陳耀
璋校監三人的豐功偉業；其餘各室分別展示校本全方位學習
經歷、近年成功爭取外界資源的項目、國內外及姊妹校交流
活動，以及藝文、運動的校際比賽獎項。
地下是遊戲區。排球場有理科學會負責的「科學大
觀園」、「標靶水火箭」、「環保變靚D」、「霹靂多

學生向嘉賓講解展板內容

多 瓶 」 ； 籃 球 場 擺 設 了 五 個 攤 位 ： 「 樂 活 校 園 計 劃 —— 地
球日」、「活力投入新高中」、「新法書齋」、「Goal
Ahead！」、「擲出彩虹」。兩個場地同樣長龍處處，人頭
湧湧，喧笑聲不絕於耳。
助興表演「CSK 425 Live」安排在半圓梯階形的羅馬
廣場進行，一眾學生、老師、家長、校友，在樂隊伴奏下傾
力演出，有板有眼，似模似樣，博得現場觀眾一再喝采。
羅馬廣場師生獻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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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週年畢業暨頒獎典禮
典禮於上月26日假座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舉行，前理
大校長潘宗光金紫荊星章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賓。近千賓客、家
長、師生見證盛事，場面熱鬧，氣氛感人。
潘教授致辭時語重心長，用「老鼠的故事」告誡畢業同學切勿
妄自菲薄，要有自信而不自大自滿；面對社會，學歷、知識、技能

陳校監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潘宗光教授

之類的「硬實力」固然重要，但「軟實力」如品德人格、責任感、
正確價值觀、堅守社會規範等，也絕不可輕視。陳耀璋校監則以自
己去年底成功攀登「非洲第一高峰」，海拔5,895米的吉力馬札羅
山的體會勉勵諸生：「大家互相扶持，朝著目標前行，永不放棄。
也許你氣喘吁吁，也許你筋疲力盡，但到達終點後，以前的種種苦
難又變成了甜蜜的回憶。堅定不移，排除萬難，才能看到最美麗的
風景。」他又透露，潘教授的身分即將「反客為主」，在新學年出
任本校校董會主席。此言一出，全館掌聲雷動。
主禮嘉賓潘宗光教授致辭

其後，兩百多個身穿畢業袍的中五、中七學生，帶著期盼的笑
容，從潘教授、陳校監手上領取畢業證書。壓軸環節是頒發獎項，
包括「學業成績獎」、「學科成績獎」、「熱心服務獎」、「傑出
學生獎」、「傑出領袖獎」、「為校爭光獎」等，在多方面表揚學
生一年來的努力。
歷時90分鐘的典禮在歌詠團合唱一曲《給自己的信》後圓滿
結束。
陳校監頒發中七級畢業證書

榮譽榜
學業成績獎

5A藍 天 5A侯宏培 5B劉栢通 5B鄺子聰 5C黃嘉華
5C方煒壹 5D李凱琪 5D杜卓賢 5E蘇政麟 5E陳景豪
7A蘇楊輝 7A黃祖兒 7B陳效民 7B楊 梅

學科成績獎
（中五）

5A黃建業（地理） 5B鄭德豪（旅遊與旅遊業） 5B
林培楨（中國文學） 5B任咏恩（普通話） 5B葉佩琼
（中國歷史、歷史） 5B袁俊杰（中國語文） 5C鄧
傑彬（生物） 5C古永光（化學） 5C王 俊（數學）
5C黃嘉華（附加數學、物理） 5D李凱琪（英國語
文） 5E陳恩淇（視覺藝術） 5E何偉豪（電腦與資訊
科技） 5E蘇政麟（商業、經濟、會計學原理）

學科成績獎
（中七）

7A許家燕（中國文學） 7A吳家英（中國語文及文
化） 7A蘇楊輝（經濟、地理） 7A岑家麒（中國歷
史） 7A徐淑娟（歷史） 7A黃祖兒（英語運用） 7B
陳效民（生物） 7B張沛欣（純粹數學） 7B陸耀全
（物理） 7B沈健龍（化學）

熱心服務獎

5A何啟豪 5A許婷恩 5B張惠婷 5B王志均 5C陳奕圖
5D蔡文迪 5E吳梓弘 7A馮慶玲 7B郭德生

傑出學生獎

3B江嘉琳 4C陳善敏 4C陳祉婷 5B葉佩琼 5C方煒壹
5C李智惠 5C黃福京 5C黃嘉華 6A劉栢享 7A岑家麒

傑出領袖獎

3B嚴啟華 4E黃志暉 5A李美玲 5C方煒壹 5C岑志勇
7B羅卓豪

為校爭光獎

3C袁仲儀 4A劉雪盈 4C黃煒東 5E郭奕伶 5E譚結芳
6A林婉芬 6B劉特昇 欖球隊 劍擊隊 辯論隊 田徑隊
籃球隊 足球隊 步操樂隊

品德飛躍獎

5B任咏恩（冠） 7B盧芷晴（亞） 6B倫敬樂（季）

卓越才藝獎

7B鄺浩謙（冠） 6A鄭曉嵐（亞） 5D蔡文迪（季）

林校長接過畢業生代表7A馮慶玲送予母校的紀念品

7B盧芷晴代表畢業生致謝辭

歌唱比賽冠軍5E蘇政麟為畢業生送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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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Enhancement Activities
S.1 English Class
Apart from using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most subjects,
to maximize students’ exposure to English,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were
organized for our English class, S.1E, in the second school term.
• Song Dedication
• Drama Class
Drama Performance

• English Cooking Class
• English Karaoke

S.1 English Day Camp
On 12th April, students of S.1D participated in an English Day Camp held
by ELC (HK) Ltd.. The activity offered the students the opportunity to explore
English in an interesting way with Native English-speaking Teachers. Let’s find
out what they liked best.
“I enjoyed the word games and I learned more English verbs from the
games.” Poon Chui Hung S.1D
The English card games were interesting and motivating. They could help
develop my thinking skills.” Tong On Ki S.1D

English Cooking Class

English Ambassadors
To create an English-rich environment in school, a new programme,
English Ambassadors, was introduced in the second term. Thirty-fiv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and trained as English ambassadors. They visited each class
regularly, playing English language games with their junior form schoolmates.

Friday Lunchtime Activities

Spellathon

Interesting English games were organized for all forms of students at
lunchtime on Fridays to arouse students’ interest in using the language outside
the classroom. Below is a list of the activities held:
• Drama Performance
• Tongue Twister Competition
• Spellathon
• S.6 Quiz Show
• English Songs Appreciation
• English Word Games

S.6 Quiz Show

教師專業發展日
教師的專業素質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故本校非常重視他們的專業發展，除了定期提供多元化的
培訓活動外，更持續地促進他們彼此交流，提升專業素質。本學年共三天的「教師專業發展日」已經
完成，內容包括如何照顧學習差異、新教師導航計劃、新學制進展分享會及校外評核籌備會議等；校
方並推行教師自我增值資助計劃，又鼓勵老師修讀教育局開辦的各類專業培訓課程，務求令我們的教
師團隊與時並進，展現終身學習的承擔和能力。

林校長講解如何應付校外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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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綺玲老師就照顧學習差異分享心得

「讚一讚老師計劃」獲獎者

通識科屏山考察
5月初，200位本校中四級學生分成兩批，在區副校長與7位通識教育科老師率領下，浩浩蕩蕩前
往元朗屏山文物徑進行校外學習活動，目的是透過親身實地考察，認識中國傳統家庭的特質、功能及
轉變。行程共有5個考察點，分別是上璋圍、鄧氏宗祠、愈喬二公祠、秀才故居、覲廷書室。

鄧氏祠堂前大合照

同學忙於記下課外知識

講者鄧先生解說傳統家庭對教育的重視

活動後感
4A陳杰榮
屏山文物徑中較有名的是鄧氏宗祠，表現了族
人對祖宗的尊敬。透過實地考察，我留意到現
代社會的發展會令傳統家庭觀念逐步改變，如
成員間的關係漸趨疏離，組織開始鬆散，感情
支援重於地位繼承，社教化功能亦逐步減弱。
考察讓我更加了解當代中國家庭正面對甚麼衝
擊。

4C許倩華
在考察的過程中，我認識到傳統中國家庭比較
重視教育，村民都希望子姪能高中狀元，光宗
耀祖。橫樑或牆壁上畫有很多宣揚忠義的故
事，祠堂內掛有宣揚孝悌的牌匾，可見傳統中
國家庭有很強的社教化功能。我認為中國傳統
的家庭觀念應該保留，如對孝的重視、尊重長
輩等，這些都是我們做人應有的品德。至於重
男輕女這種觀念則不應保留，現代社會鼓吹男

女平等，女性地位逐漸提升，所以不應保留這種
落後的思想。

4E馬佩賢
屏山的祠堂和鄧氏故居等滿佈歷史的痕跡，吸引
我去接觸傳統中國家庭的文化。參觀時老師講解
生動詳盡，使我更了解當地的生活。實地考察比
閱讀教科書和觀看照片更能鞏固我們對傳統文化
的認識，親身參觀的驚喜也是書本難以滿足的。

4E王佩儀
元朗屏山鄧氏宗祠內的神主牌一層一層的排下
來，顯示出中國傳統家庭的階級觀念，就是長幼
有序。這次參觀令我留下深刻印象，幫助我學習
通識科中有關「中國當代家庭的轉變」這個課
題。活動體現了通識科的學習是多元化的，不單
要留意時事，多作實地考察也有助啟發我們的思
考。

其他學習經歷
為協助學生裝備自我，訂立升學目標及掌握升學途徑，其他學習經歷MCC課堂安排了全體中四學
生，於5月份到不同的大學參觀，當中包括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在參觀過
程中，學生有機會了解大學的學習概況；認識入學要求、學系內容、入讀準則；接觸大學生，了解他
們投考大學的心得；感受大學校園氛圍，並認識如何在新高中階段裝備自我。整個活動反應良好，最
令老師安慰的是有學生表示要更努力讀書，以考入大學為目標。

參觀香港城市大學

參觀香港科技大學

參觀香港浸會大學

林校長（左五）算不算「老師」？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

「家長也敬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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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於5月26日早上班主任
節進行。出席的12位家教會委
員，由李淑芬主席與余慕斯副
主席領頭，兵分多路，親手將
新鮮水果及感謝狀送給每一位
老師；又利用室內廣播向老師
致敬，同時訓勉學生必須尊師
重道，堅毅學習。

力壓名校 連闖五關
辯論隊勇奪扶輪禁毒盃
繼去年8月奪得「鳴辯盃」
殿軍後，本校辯論隊在5月16日
進行的「扶輪禁毒盃中學校際辯
論比賽」總決賽，經過多番激烈
的唇槍舌劍，以票數3比2擊敗
對手登上王者寶座。隊長張俊傑
在5輪比賽中，4度奪得「最佳
辯論員」，表現尤為出色。

頒獎台上笑逐顏開

「最佳辯論員」張俊傑同學

自由辯論

賽前嚴陣以待，心情沉重

賽後，林校長、葉啟明領隊
及參賽同學獲邀出席5月19日扶
輪社於美麗華酒店舉行的午餐例
會，分享心得和體驗。《星島日
報》亦於5月17日及20日圖文
並茂報道比賽詳情。

冠軍之路
日期
10/4

階段
初賽

17/4

24/4

1/5

複賽

半準決賽

準決賽

16/5

決賽

對手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拔萃男書院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恩主教書院

培正中學

辯題
發放過多毒品資訊無助年
輕人遠離毒品

站方
正方

知名人士濫藥報道對青少
年利多於弊

反方

互聯網是青少年濫藥的主
要幫兇

反方

政府採取零容忍政策打擊
青少年吸毒行為利多於弊

反方

父母應對其未成年子女的
吸毒行為負上法律責任

反方

出賽同學
6A黃敏堯
6A張俊傑
4B畢超玲
6A張俊傑
6B劉特昇
4C許倩華
6A張俊傑
4C許倩華
6B岑家麒
6A張俊傑
7A古奇岳
7A岑家麒
6A張俊傑
7A岑家麒
4B畢超玲

結果
2:1

勝
3:0

勝
3:0

勝
4:1

勝
3:2

勝

隊員心聲
6A張俊傑
「十年磨一劍」 這句話相信最能道出我的感受。我投身辯論隊至今六個寒暑，有時輸了比賽，
便有放棄的念頭，幸得領隊老師「恨鐵不成鋼」的鞭策，令我懂得面對挫敗不放棄，不氣餒，繼續打
好每一場比賽。扶輪盃晉級時面對許多名校隊伍，憑著良師指導，加上隊友的支持和鼓勵，終能脫穎
而出。
中學的辯論生涯臨別在即，能夠在最後的年頭摘下桂冠，我相信這是報答恩師，報答隊友的最佳
禮 物 。 辯 論 使 我 平 白 的 人 生 添 上 無 限 色 彩 ， 亦 給 我 一 段 刻 骨 銘 心 的 記 憶 ── 陳 樹 渠 「 開 心 辯 論 」 。

6A黃敏堯
扶輪禁毒盃比賽已經完結，但禁毒的工作卻未可稍息。比賽中我獲益良多，除辯論技巧外，更加
深了我對於毒品議題的了解。毒品禍害深遠，青少年必須明白「不可一，不可再」。希望可藉辯論引
發校內同學的批判性思考。

7A岑家麒
自問口才並非特別了得，可幸入隊以來得到各位老師悉心栽培，使我能多次踏足辯論比賽的舞
台。「沒有最強的個人，只有最強的團隊」，辯論比賽從來不是個人的活動，一人失準，稍有失言，
足以影響全局。多年來與各隊友征戰沙場，除了見證大家的成長外，更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辯論給我
的不是如何批評他人，而是透徹思考問題的方式；辯論給我的不是如何在爭拗中取勝，而是辯出真理
的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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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比賽獎項（3至6月）
扶輪禁毒盃中學校際辯論比賽

啟基學校（港島）運動會友校接力邀請賽

第二回合初賽

女子中學組四百米接力

優勝隊
最佳辯論員

第三回合初賽

優勝隊
最佳辯論員

半準決賽

優勝隊
最佳辯論員

準決賽

優勝隊
最佳辯論員

決賽

冠軍

本校辯論隊
張俊傑（6A）
本校辯論隊

男子中學組四百米接力

張俊傑（6A）

冠軍

本校女子田徑隊

亞軍

本校女子田徑隊

冠軍

本校男子田徑隊

亞軍

本校男子田徑隊

本校辯論隊
張俊傑（6A）

香港欖球總會學界英式欖球比賽

本校辯論隊

男子甲組碟賽

亞軍

本校男甲欖球隊

張俊傑（6A）

男子乙組碟賽

季軍

本校男乙欖球隊

本校辯論隊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全港學界足球比賽
2009-2010香港學校戲劇節

男子甲組

亞軍

本校男甲足球隊

廣東話中學組

傑出導演獎

陳慧詩（4A）

男子乙組

季軍

本校男乙足球隊

傑出女演員獎

黃詠兒（3B）

團體

亞軍

本校男子足球隊

傑出女演員獎

鍾穎琳（3C）

陳樹渠足球四角邀請賽

傑出合作獎

本校中文戲劇組

傑出舞台效果獎

本校中文戲劇組

亞軍

傑出合作獎

本校英文戲劇組

最佳神射手

葉建宏（4E）

傑出舞台效果獎

本校英文戲劇組

最佳神射手

吳庭威（6A）

英語中學組

本校男子足球隊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學界田徑比賽

2010陸上兩人鐵人聯賽

男子甲組五千米

冠軍

黃煒東（4C）

比賽一

季軍

黃煒東（4C）

男子甲組千五米

亞軍

黃煒東（4C）

比賽二

冠軍

黃煒東（4C）

男子乙組千五米

季軍

嚴啟華（3B）

山地車

亞軍

黃煒東（4C）

校園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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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太平紳士（右二）到校
視察（18/5/10）

姊妹校上海市光明中學穆曉炯校長（右一）
來訪（12/5/10）

毛 孟 靜 女 士 「 學 習 英 語 技 巧 講 座 」（7/5/10）

藝術家Roy Smith重臨本校教授裝置藝術
（3/5/10）

社際「史王爭霸戰」（29/4/10）

服裝設計大賽2010（12/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