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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本校創立四十週年的大日子，為慶祝這項盛事，學校早於上年組成「40週年校慶活動籌備委員會」，負責有

關事宜。籌委會主要工作包括策劃「40週年校慶運動大會」（已完成）、「40週年校慶開放日」、「2012至2013年度

畢業暨頒獎典禮」，以及出版《陳樹渠紀念中學40週年特刊》。

　　基於社會需要，增強新學制課程發展，優化教與學，培育適切人材是本校未來三年的首要關注事項。其次，本校將

繼續通過不同活動，如以兩個月為單位的主題月模式，伸延校園關愛文化，提升學生的自我形象，培養良好公民意識，

貢獻社會。第三，因材施教，提供多元化的活動，擴闊學生藝文視野，建立藝文培訓基地，發掘學生多方面潛能。11月

8日，本校舉辦了第一次「全方位學習日」，因應不同級別進行各種參觀和考察活動，藉以拓展學生的眼界。

　　11月23日晚上，「第九屆家教會執委選舉大會暨聯歡晚會」圓滿結束，當晚我們改選新一屆家教會執委。晚會先由

兩位候選主席自我介紹，隨後即場投票、唱票、點票、公佈結果、交接及就職。期望來年家長與校方能秉承傳統，緊密

溝通，為學生提供更完善的學習支援。

　　近年香港學生到國內或臺灣升學漸趨普遍。有見及此，本人與林志強老師於11月27日，給中六學生安排了「國內及

臺灣升學講座」，鼓勵學生主動上網，蒐羅更多中、港、臺各大學的資料，為他們未來報讀大學做好準備。

　　憑藉四十年的經驗和熱誠，本校會一如既往，致力優化教與學，陶養學生德行，著重提升英文水平，以愛心耐性教

導學生，並與老師、家長攜手合作，一同「俯首甘為孺子牛」。

　　運動員一步一步奮勇衝向終點，然而這裏才是他們人生眾多經歷的一個起點。

　　為運動員打氣的呼喊聲遍佈整個深水埗運動場，紅、黃、藍、綠、紫五社的旗幟在看台上揮揚。大家注視的，是一

個又一個突破極限、改寫紀錄的傑出運動員。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悠揚的樂韻揭開陳樹渠紀念中學四十週年校慶運動大會閉幕典

禮的序幕。輕柔歌聲之後，旋律一轉，觀眾無法不跟隨《High School Music》的急促節奏擺動身體。跟著的一幕是千人

操，由全體初中同學在震耳的鼓聲下，耍出中國傳統太極拳，加上街舞隊強勁新穎的舞姿，掀起整套表演的高潮，教人

熱血沸騰，擊節讚賞。

　　運動大會在主禮人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方志光先生、陳校監及各校董頒發獎項後圓滿結束。歡送嘉賓離開的，

是一曲《I Believe I Can Fly》，寓意陳樹渠紀念中學所有學生必能學有所成，一飛沖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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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監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 「全場總冠軍」黃社 街舞隊傾力演出

編輯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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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A 陳曉楠 馬家偉 甘朗賢

1B 吳達燊 郭成天 李澤誠

1C 衛家豪 吳嘉盈
陳錦釗

簡沛霖

1D 陳佛靈 林依依 范智忠

1E 陸倚瑩 方雅詩 邢頌恩

2A 盧泳霖 戴子越 吳樂思

2B 黎輝華 黎芷娸 曹曉欣

2C 吳世賢 黃倩盈 黃一藍

2D 司徒聖 徐敏雅 陳穎珊

2E 黃梓傑 司徒詠儀 鄭振維

3A 黃雅嵐 黃敏皓 魏震東

3B 陳嘉敏 鄧曉鋒 馬沅殷

3C 許淑鳴 劉俊成 梁樹榮

3D 翟  婷 廖君鎬 林婉琪

3E 謝朗斯 黃嘉華 盧鉅承

4A 朱蘊儀 陳正林 何樹泉

4B 楊錦鳴 林美婷 鄭筠燕

4C 李嘉欣 趙玲儀 魏翊文

4D 柯俊傑 鄧琳尹 方瑋琦

4E 勞君怡 張俊傑 陳堃亮

5A 羅菀瑁 張澤裕 梁俊明

5B 陸善琳 陸奡恩 蒙卓琳

5C 莫佩欣 鄒偉明 叶月欣

5D 歐政鷹 趙崇健 潘欣茵

5E 陶嘉瑩 江垌恆 吳承澤

高
中
組

冠軍
6C黃穎瑩

亞軍
4B鍾子健

季軍
4D陳嘉舜

初
中
組

冠軍
1D勞婉琳

亞軍
1E陳倚瑩

季軍
1D施忠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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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事由香港海關、知識產權署及保護知識大聯盟合辦。本校6C黃穎瑩提交兩份作品參
賽，分別獲得亞軍（左）及優異獎（右）

賽事由深水埗公民教育委員會主
辦。本校6C黃穎瑩獲得亞軍

賽事主辦機構為香港明愛中心。本校4D鄧琳尹及6E
陳麗斯參賽作品被選為季軍（上）及優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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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Week

 An English Week was held from 10th to 14th December 2012. Below is a list 
of the activities organized for our students.
 • English Word Games
 • Solo Verse Speaking Performance
 • Tongue Twister Competition
 • Spelling Game
 • Singing Contest
 • Book Fair

EMI Classes

 Apart from using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most subjects,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are organized for our EMI classes to maximize students’ 
exposure to English.
 • Song Dedication 
 • Friday English Games
 • English Karaoke
 • Drama Class 
 • Reading Class

English Ambassadors

 To create an English-rich environment in school, an English Ambassador 
3URJUDPPH�ZDV�FRQGXFWHG� LQ� WKH� ¿UVW� WHUP��7ZHQW\� VWXGHQWV�ZHUH� UHFUXLWHG�
and trained as English ambassadors. They visited each junior class regularly, 
playing English language games with their schoolmates. 

Meeting with the Principal

 S6 students had a chance to talk to the Principal in English as oral practice 
for the public examination. Students found this programme very rewarding as 
WKH\�JDLQHG�PRUH�FRQ¿GHQFH�LQ�XVLQJ�WKH�ODQJXDJH�

Greetings to Primary School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To express gratitude to their primary school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S1 
students wrote season’s greetings in English on Christmas cards which were 
then sent to their primary schools. 

Extra Training for Newly-arrived Students

 An iPad English Programme has been held for students who have recently 
immigrated to Hong Kong from the Mainland. They can learn English with fun 
outside class with the forty iPads which are now available in the English Corner. 

Free English Tutorial Classes

 To provide students in need with mor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ree Saturday 
English tutorial classes have been arranged for them. 

Oral Practice with NET

 Our NET Mr Bond conducts oral discussions for our S6 students during 
lunchtime on Tuesdays and Thursdays. This is a good chance for the students 
to interact using natural English.

,UNSPZO�,UOHUJLTLU[�(J[P]P[PLZ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Lau Wing Yu (6E) - Champion of the 
Singing Contest

Solo Verse Speaking Performance

Tongue Twister Competition

Spelling Game

Book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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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貫徹全方位學習理念，我們於11月8

日舉辦了首次全校性的「全方位學習日」。

當天分兩時段：上午屬學習性質，經校方

安排，涵蓋參觀、考察、研習、服務四大

部分；下午進行聯誼活動，內容由各班自

行決定。整體而言，學生表現投入，心情

輕鬆愉快，效果理想。

ዖ·ˬ������������������������ѽᕱĄ�+ą

　　「全方位學習」強調讓學生在實際環境中學習，這些真切體驗令我們更有效掌

握一些課堂及書本以外的知識。

　　十一月八日那天，我們首先到達屏山文物徑的鄧氏宗祠。宗祠已有七百多年歷

史，是香港現存的大型祠堂。看到它複雜而宏偉的構造，我不得不讚歎古人的建築

智慧。其後我們轉去覲廷書室，它讓我明瞭前賢讀書環境的簡陋，相比之下，今日

的我們實在幸福得多。

　　參觀完畢，我們跟導賞員道別，便乘車到小欖燒烤樂園，享受豐富的午餐。

　　我覺得今次活動很有意義，在了解更多中國文化的同時，亦令我學會文物保育

的重要。這些寶貴知識，我將終身受用。

ώक़ዖஒަ

A B C D E

中一 參觀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 ／小欖燒烤

中二 參觀香港文化博物館 ／大美督燒烤

中三
龍躍頭考察 中區考察 屏山文物徑研習 上環考察

小欖燒烤

中四 菠蘿壩自然教育徑研習 ／川龍燒烤
香港旅遊設施
探索

中五 長洲考察 參觀圓方商場 赤柱考察／赤柱燒烤

中六
參觀消防訓練
學校／小欖燒
烤

參觀香港寬頻
／小欖燒烤

參觀圓方商場
坪洲考察及社
區服務

灣仔舊區研習
／小欖燒烤

θ̅уዖஒ̆

川龍燒烤﹙4A）

赤柱美利樓﹙5C）

坪洲消防局﹙6D）

菠蘿壩自然教育徑﹙4C）

　　聖誕節期間，本校三十多個同學在方浩智及黃秉欣兩位老師帶領下，前赴臺灣觀光學習。師生遊蹤所至，遍及臺

北、臺中，包括國立中央大學、士林官邸及夜市、故宮博物館、中正紀念堂、埔里酒廠、日月潭、玄光寺、廣興紙寮、

逢甲夜市、明台高級中學、九份老街、黃金博物館⋯⋯。全程五日四夜，將歷史考察、學術探究、名勝參觀、風俗體

驗、美食品嘗共冶一爐，寓學習於娛樂，可謂多姿多采，滿載而歸，是一次優質的課堂以外的學習經歷。

廣興紙寮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故宮博物館

菠蘿壩自然教育徑﹙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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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於新高中學制推行之初，本校概觀

局勢，與內地及臺灣的大學結盟，為本校

高中畢業生開拓更多升學途徑。11月27

日，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禮堂特為中六級

同學舉辦專題講座，讓他們深入了解有關

兩地升學的詳細情況。講座氣氛熱烈，反

應踴躍。

˗˫Ⴉᝰ˦ዖᒥࣚ

華僑大學康主任介紹該校保送生計劃林校長講解「內地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

　　2012年11月23日，家長教師會舉行「親子師生聯歡聚餐

晚會暨第九屆家長教師會執委會選舉大會及交職典禮」。當

晚除有豐富的晚餐和抽獎節目外，還藉著集體遊戲促進家長及

師生的情誼，在歡樂的氣氛下，順利進行了新一屆執委選舉，

結果盧青雲女士及黃麗影女士分別獲選為正、副主席，任期兩

年。相信各新舊委員定必竭盡所能，繼續將會務發揚光大。

૦ࣗಘۃࣂ

候選人表述政綱

　　學生會今年進行改革，與昔日的「五

社」合併，易名為「學生會及五社聯會」

，先由本校同學選出學生長，再由當選的

學生長自行籌組內閣。聯會依舊擔當橋樑

角色，反映同學意見，與校方溝通，並定

期舉辦全校性活動及聯繫其他學校的學生

組織。經過個多月的報名、宣傳、答問大

會、拉票、投票、組閣等連串競選工程之

後，首屆聯會於十一月正式組成，開始服

務同學。

ዖ·˫ˊڋᑸᙕ

後排左起：

4E黃家聰（藍社副社長）、4E鄭梓添（黃社副社長）、4E湯安琪（綠社副社長）、 
5E羅燕珊（幹事）、5C周富美（幹事）、5E李穎芝（幹事）、5C李思珏（總務）、 
5D李富南（幹事）、4D趙萬浬（紫社副社長）、4E李家樂（紅社副社長）

前排左起：

5B陸善琳（綠社社長）、5B陸奡恩（藍社社長）、5B朱飛強（黃社社長）、5E許嘉輝（康樂）、 
5B胡明堅（財政）、5B羅家熙（外務副主席）、5B余宗城（學生長）、5E冼晉諾（內務副主席）、 
5E曾志（宣傳）、5E朱浚豪（福利）、5C吳銘濠（文書）、5A王嘉敏（紫社社長）、 
5D陳勃星（紅社社長）

當選謝辭                                     盧青雲主席
　　承蒙大家厚愛，被推舉為2012 - 2014年度家長教師會主席。本人當上主席之職後，面
對未來兩年家教會的工作路向，著實心懷忐忑。幸好在接任期間，得到校長、老師、家長
及多位委員的協力支援及包容，在此向他們致以最深切的謝意。 

　　參與家教會多年，可算是新的體驗和經歷，實在獲益良多。這些年更是孩子的良伴，
我們一起學習，一起成長，共享風雨中的陽光，譜寫快樂的人生。孩子也快將畢業，我會
在家教會盡最後一點綿力。 

　　家教會將承先啟後，繼續舉辦一系列的不同活動，讓大家有一個聚集機會，交流分享苦
與樂，在教養子女方面可取長補短，積極樂觀。

　　「三三四」新學制下，六年中學生活，對我們下一代影響深遠。孩子從少年至青年成長
期，他們的思想、思維、認知、信心、價值觀和德行等也在這中學時期，滋長出對未來人
生觀和對生命熱愛的態度。希望孩子在學期間，過著愉快、豐盛的校園生活，開心樂觀、
積極學習、樂於助人、勇於承擔。在德行和知識上均衡發展，成為樂善勇敢的年青人。

　　展望未來，期盼本着「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的處事宗旨，實踐我競選時的承
諾。家教會是很好的橋樑，配合學校之教育及政策，起著雙向溝通、互重和互信的作用，
彼此維繫著強而有建設性的合作基礎，分擔責任，每位家長的參與，皆是真誠的支持，也
是老師鼓舞的動力。我們的孩子一定會深深感受到無限的關愛和誘導，使他們更有力量和
勇氣奔向未來。

୷ʄ ����������� ੮нֵ

顧問 陳燿璋校監、林宛君校長

統籌 丘光遐主任

主席 盧青雲女士

副主席 黃麗影女士、徐思明副校長

司庫 吳宜漢先生、劉新英女士、蘇淑敏主任

學術 梁詠詩女士、梁艷桃女士、丘光遐主任

文書 莫惠瓊女士、何志堅先生、吳啟昌老師

康樂 呂少慧女士、周綺雲女士、葉啟明主任

總務 溫曉玲女士、林培瑤女士、張偉賢主任

聯絡 梁詩詩女士、方浩智助理主任

家長委員 蔡珍華女士、陳桂香女士

老師委員

葉的華主任、吳其均助理主任、
何陵敏助理主任、陳美玲助理主任、
黃桂秋老師、冼佩玲老師、陳麗儀老師、
謝潔雲老師、陳朝暉老師、朱玉寶老師、
林秀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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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家長晚會﹙21-9-2012）

小學生家長參觀本校﹙1-12-2012）

踴躍支持「捐血日」﹙22-10-2012）

聖誕聯歡暨便服日﹙21-12-2012）

森林聯盟劇團到校演出﹙21-11-2012）

元宵節燈謎競猜﹙22-2-2013）

第64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六組 冠軍 林海欣（6A）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六組 亞軍 鄒梓琦（6B）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六組 亞軍 陳慧詩（6A）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一組 亞軍 陸倚瑩（1E）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六組 亞軍 黃曉冰（6D）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三組 亞軍 謝朗斯（3E）

普通話詩詞獨誦女子中一、二組 亞軍 梁穎芯（1E）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五組 季軍 叶月欣（5C）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五組 季軍 馮熙敏（5C）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四組 季軍 柯俊傑（4D）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五組 季軍 李思珏（5C）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五組 季軍 鄧詠茵（5C）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三組 季軍 許淑鳴（3C）

英詩獨誦女子中四組 季軍 劉沛翹（4C）

英詩獨誦女子中一組 季軍 麥昢瀛（1E）

英詩獨誦女子中一組 季軍 鮑玫瑰（1E）

英詩獨誦男子中六組 季軍 黃煒東（6A）

英詩獨誦男子中一組 季軍 何昌旺（1E）

粵語二人朗誦中五、六組 季軍 叶月欣（5C）

  鄧詠茵（5C）

星島第28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

第二回合初賽 優勝隊 本校辯論隊

第12屆《基本法》多面體中學辯論賽（廣東話組）

分區初賽 優勝隊 本校辯論隊

 最佳辯論員 司徒雪盈（4C）

第一回合複賽 優勝隊 本校辯論隊

 最佳辯論員 張智華（6B）

2012香港步操管樂節步操樂團比賽

中學組 金獎 本校步操樂隊

 最佳表演場景獎 本校步操樂隊

 最佳啦啦隊獎 本校步操樂隊

 最佳司儀獎 本校步操樂隊

 最佳美式樂旗獎 本校步操樂隊

鼓樂對戰 銀獎 本校步操樂隊

步操樂團巡遊比賽 銀獎 本校步操樂隊

深水埗區三人籃球賽2012

男子青年組 季軍 本校男子籃球隊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全港學界足球比賽

男子甲組 冠軍 本校男甲足球隊

2012年度全港空手道青少年大賽

十六至十七歲六十五公斤以下組 季軍 趙萬浬（4D）

2012印度空手道邀請賽

十六至十七歲六十五公斤以下組 冠軍 趙萬浬（4D）

男子套拳十六至十七歲組 冠軍 趙萬浬（4D）

2012年香港公開跳水錦標賽

男子一米板公開乙組 亞軍 余昇穎（5D）

ITU三項鐵人至尊亞洲盃

二十至二十九歲組 季軍 黃煒東（6A）

明愛60週年徽號設計比賽

學生組 季軍 鄧琳尹（4D）

國民教育暨基本法書籤設計比賽

學生組 亞軍 黃穎瑩（6C）

「知識產權保護傘」設計比賽

學生組 亞軍 黃穎瑩（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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