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貫徹「提供優質教育，照顧全人發展」的辦學宗旨，本校推行的措施不斷精益求精，力求進步。

　　在發展成為「藝文先修基地」的願景下，我們為學生提供不同種類、形形色色的平台，讓他們與各個範疇的藝文工
作者交流及參與演出，發揮創意。今年，屬於我們的陳樹渠紀念中學數碼電視台快將啟用。透過校本節目製作，學生不
但從中累積經驗，發掘興趣，展露潛能；還可以藉著媒體及資訊科技的運用，加深認識社會，探索世界。

　　對於學生英語水平的提升，在固有的課程和活動之外，我每星期都抽出時間與高中學生進行英語面談，名為「我和
校長有個約會」，一方面趁機彼此溝通，同時又可訓練他們「講英文」的膽量。

　　近年到國內或臺灣升學的香港學生越來越多，有鑑於此，校方在九月份為中六同學舉辦有關的講座，鼓勵他們身體
力行，蒐羅更多中、港、台大學的資料，為報讀大學做好準備。

　　初中學生留校午膳制度實行多年，本學年進一步改善。整個九月份，中一學生必須預訂飯餐或自備飯盒，由班主任
陪同進食二十分鐘，用意是養成他們正確的飲食態度，不偏食、不浪費。此外，我們重視家校聯繫，規定班主任每年定
期致電家長，了解學生的家中情況，達致「家校齊心為學生」的目標。

　　嚴冬過後，春寒料峭，兼且流感肆虐，我希望大家保重身體，尤其中六同學，公開考試在即，茲事體大，更應份外
留神，注意健康，以最佳狀態迎戰，取得理想成績，跨入大學之門。

編輯小組

林宛君校長 徐思明副校長

丘光遐主任 張偉賢主任

葉啟明主任 黃桂秋老師

嚴忠敏老師 謝潔雲老師

黃秉欣老師 林志強老師

陳燭蓮校董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 黃嘉純律師頒發全場總冠軍大獎 花式綜合操

比賽成績

項  目 冠  軍 亞  軍 季  軍

社際團體 紫  社 綠  社 黃  社

男子甲組 2D石耀舜 5D趙萬浬 5E薛梓鵬

男子乙組 2A程玉鑫 3A梁志文 2E陳祉銃

男子丙組 1D倪豐輝 2B陳鈵昌 1B葉嘉豪

女子甲組 4E李秀娟 3C葉可茵 5E朱穎琳

女子乙組 4C陳嘉敏 2E何雪娜 2B張樂天

女子丙組 1B陳沛甄 1D周巧明 1C張迪丰

　　兩日的比賽於十二月初假深水埗運動場舉行，大會邀請得黃嘉
純律師太平紳士為閉幕典禮致辭。黃律師以個人親身經歷鼓勵莘莘學
子：「只要抱著永不放棄的心志和堅持不懈的態度，必有一天踏上成
功之路。」

　　今年千人操主題是「上下一心、和諧共融」，以五育分組比賽。
德組的球操看似簡單，其實難度甚高；智組的步操舞步伐整齊，儼如
紀律部隊檢閱；體組的體操徐疾有致，剛柔相間；群組的街舞節拍急
勁，步法變化多端；美組緊接以排舞形式出場，人浪跳躍的表演，觀
眾無不嘩然。

　　比拼過後，五社社員共同排列成五色彩虹，又砌出天、地、人圖
案，寓意世事融和，萬物合一，展現眾人追尋「和諧共融」的理想社
會的縮影。

　　夕陽西下，運動大會在各校董頒發獎項及大合照後畫上圓滿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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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事由心晴行動慈善基金主辦。本校提交兩份作品參賽，6D

黃嘉毅獲冠軍（左），6B徐展峰獲優異獎（右上）。頒獎禮上，

黃同學為校爭光，喜上眉梢（右下）

全港校際「反歧視．反標籤」海報設計比賽

兒童心臟基金會20週年 
T-shirt設計比賽

第25屆閱讀嘉年華 
海報設計比賽

榮譽榜

班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A 胡浩霖 趙崇君 廖可兒

1B 陳沛甄 楊朗堅 孫人傑

1C 鄭婉熙 鄭德慈 張迪丰

1D 廖嘉豪 張文俊 梁詠賢

1E 劉建隆 黃善榆 姜　灝

2A 陳佛靈 王銘錨 郭成天

2B 楊嘉瑋 張樂天 衛家豪

2C 盧桂華 陳典霈 簡沛霖

2D 鍾莉雅 蘇凌瀾 許智豪

2E 歐振聰 陳祉銃 蔡　崴

3A 司徒聖 沈品官 陳雪彤

3B 叶健斌 徐敏雅 羅煒楠

3C 黎輝華 盧泳霖 黃俊鵬

3D 黃倩盈 吳世賢 葉卓軒

3E 雷嘉祥 黃梓傑 司徒詠儀

4A 黃嘉華 翟　婷 池偉進

4B 許有興 馮珊珊 黃建樺

4C 林佩雯 譚啟俊 黃雅嵐

4D 林嘉樂 盧鉅承 許淑鳴

4E 施鍁潼 馬沅殷 徐梁津

5A 何樹泉 陳正林 朱蘊儀

5B 楊錦鳴 司徒雪盈 林美婷

5C 趙玲儀 李嘉欣 楊宏達

5D 龍家俊 曾子軒 曾依日

5E 勞君怡 張俊傑 陳堃亮

龍井茶園「夜半」何來「鐘聲」？莫非張繼聽錯？

　　九月下旬，本校六位高中同學，聯袂

參加了國家旅遊局主辦的「華夏（蘇浙）

文明之旅」。五日四夜暢遊明孝陵、夫

子廟、拙政園、蘇州博物館、大運河、寒

山寺、西湖、岳廟、宋城、雷峰塔、西溪

濕地公園、胡雪巖故居等名勝古跡，並到

過南京大學及浙江大學參觀交流，眼界大

開，得益不淺。

賽事由兒童心臟基金會主辦。

本校6B衞冠恆獲優異獎

賽事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主辦。

本校6B衞冠恆獲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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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Week
 An English Week was held from 9th to 13th December 2013. Below is a 
list of the activities organized for our students.

• English Word Games

• Solo Verse Speaking Performance

• Spelling B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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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ish Ambassadors
 To create an English-rich environment in school, an English Ambassador 

recru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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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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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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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s
 Our nati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s, Mr. Bond and Roger, 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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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lling Bee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Friday English Games

Singing Contest

Book Fair

Solo Verse Speak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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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節期間，本校師生一行61人，由林校長帶領，參加教育局資助、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承辦的「同根同心」—開平碉樓的歷史及保育之

旅。三天行程參觀了梁啟超故居、迎龍樓（眾人樓）、南樓（更樓）、赤

坎古鎮、自力村碉樓（居樓）、立園、五邑華僑華人博物館及陳白沙紀念

館。學生藉此認識當時海外華工的血淚史，又體會國人在建築上的智慧，

確實是一次很有意義的學習活動。

　　今屆學生會及五社聯會的幹事團經已順利誕生，成員有主席5D陳浩焌、副主席5A陳正林、秘書5C李嘉欣、福利5A

何樹泉、宣傳5A朱蘊儀、紅社社長5B李岷洋、黃社社長5A林倍寬、藍社社長5C趙玲儀、綠社社長5A林嘉濠和紫社社長

5A林世慧。

　　一如既往，聯會繼續全年舉辦多項活動，並為同學謀求福利，以提高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另外，作為校方與學生

之間溝通的橋樑，聯會為上達「民情」，日前特意收集全體會員的意見，歸納成重點向校方反映，校方得知同學的訴求

後亦已一一回應。

主辦一年一度的歌唱比賽

陳白沙紀念館

赤坎古鎮

自力村土樓群

貞節牌坊

意見收集，了解同學所需就職宣誓

2C 張榆鑫

　　豔陽下穿梭在鄉間，碉樓如明珠，那田野綠得像翡翠，你可以悠閒的停下，用相機

留住這難得的美景。07年入選世界文化遺產的開平碉樓與村落，是此次開平之行的重

點。帶著期待又忐忑的心情騎行到碉樓最多的自力村。之所以期待，是因為碉樓的歷史

和文化價值；有點忐忑，是擔心它名氣太大，造成了碉樓原生態的丟失，看到的是失真

的現代改造建築。現代化對於文物無疑是隱蔽的酸雨侵蝕。

　　還好，進入自力村的路口也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高調，小小的一塊石頭指示我們已經

到達目的地，再沿著新鋪的水泥路走入幾百米便到了自力村。除了門口一個簡單的售票

亭，一切都還好。我們抵達時間較晚，遊客稀少，目之所及除了我們，別無他人。

　　非常難得的機會，可以如此近距離而沒有任何噪音的環境下觀賞歷史文物。夕陽西

下，我們穿梭在鄉間小道。碉樓是沒有人居住的，但是旁邊的建築全都還是當地居民的

老房子。老人坐在矮矮的凳子，搖著草扇，異常的寧靜和安詳，也沒有被我們這群不速

之客怎樣打擾，默默看著我們，有如碉樓默默地守候在這兒。心靈的寧靜成為稀缺物的

時候，這裏顯得尤為寶貴。雖然我不知道具體在尋找什麼，但是內心寧靜和浪漫帶來的

幸福感是很顯然的。

　　碉樓，如碉堡形狀般，多用於戰時防備。鐵皮窗戶，四方都似乎有機關槍可以放進

的槍眼，形象並不和藹可親。在如此戒備森嚴的地方尋找心靈的寧靜，尋找一份人性的

開放，似乎格格不入。我淡然苦笑，想起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的一句話：「人類放

棄休閒來尋找休閒，正如我們犧牲和平用戰爭來尋找和平。」何其諷刺！

　　天色已晚，涼風習習，風裏帶著稻禾、綠草、泥土的氣息。此時只剩隱約的狗吠

聲和青蛙、蟋蟀聲環繞碉樓四周，讓人浮想聯翩。如此環境，來幾首新世紀音樂調和感

情，勢必是聽覺、視覺、觸覺、嗅覺的盛宴。名為「盛宴」，淳樸而不華麗。人與大自

然融為一體，已經全然忘卻這裏是世界文化遺產，寧靜祥和中回歸到了真璞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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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萬山船長澄清一般人對「行船」的誤解

「四子」暢談組合背景及奮鬥歷程

羅馬廣場人頭湧湧，座無虛席

留住珍貴一刻獻唱《音樂殖民地》，載歌載舞「同學咁醒，送個“Like”俾你」

林校長講解赴臺升學途徑，學生全神貫注林志強老師介紹內地「免試招生計劃」

　　其他學習經歷（OLE）與學生會合辦的「名人到校—與音樂人對話」座談

會，於1月23日邀請了人氣組合C ALL STAR（Jase、釗峰、安仔、阿King）到

校，為中四、中五同學舉行講座。這次座談會的目的是讓同學了解音樂人鮮為

人知的心路歷程，提升同學的「正能量」，加深對演藝工作苦與樂的認識，從

而積極面對自己的學業及人生。

　　就國家「十二五」規劃，明確通過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國際航運中心的地

位，以及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亦表明，政府將強化本港航運服務業的群組

作用。無可置疑，香港未來的航海事業，將向高增值的航運服務方面進發。

　　有見及此，本校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去年11月29日，特別邀請「海事專才

推廣聯盟」的高級領港員彭萬山船長及郭家謙二副到校，向中六級同學詳細講

解航海事業的發展前景及入職要求，好使有志投身航海工作的同學，得以更清

晰掌握有關資訊。

　　早於新高中學制推行之初，本校已

率先透過香港中文中學聯會及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分別與內地及臺灣的大學結

盟，為本校同學開拓更多升學途徑。本學

期初，升就組特為中六全級舉辦有關兩地

升學的專題講座，讓他們深入了解有關兩

地升學的詳細情況，以及為未來事業發展

作好準備。

4E 吳珠珠

　　C ALL STAR為我們談論了很多人生經歷，也告訴了我們很多做人道理。成長路上難免有曲
折，但我們首先要學會承擔，只有勇於承擔過錯，加以改正，才能邁步正途。他們值得我學習
的地方是：讀書不是任務，我們不可為了別人而讀書，或是將求學當成負擔，這種錯誤的觀念
會扭曲自己。養成良好的讀書習慣，才是做人之本，要不斷的透過學習來充實自己。最後，珍
惜青春，以自己為榮，珍惜身邊每一個人及現在中學生活那份純潔的友誼。

5B 吳　桐

　　我覺得這次講座真的很好，帶給我很多啟示。我知道夢想和現實有很大差別，追逐夢想更
要付出汗水。「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我們看到舞台上的明星十分閃耀，但在背後他們
嘗過多少我們看不到的辛酸，才成就了他們今天的輝煌。因此，我們需要更大的勇氣和堅持，
去實現我們的夢想。

5D 方瑋詩

　　這個新進組合給人親切的感覺，在分享他們的經歷時，我明白到團體合作的重要，工作
態度要認真，生活才過得充實。同時，現在所學的知識，肯定對以後有所幫助，所以要認真努
力，切勿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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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金「服飾日顯愛心」﹙27-9-2013）大細路劇團到校表演﹙3-10-2013）家長教師會聯歡聚餐﹙22-11-2013）

元宵節燈謎競猜﹙14-2-2014） 乘風航﹙18-12-2013） 深水埗區中學巡禮﹙30-11-2013）

第 65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四組 冠軍 黃敏皓（4C）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二組 冠軍 談曉 （2A）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二組 冠軍 雷興喜（2D）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二組 冠軍 梁穎芯（2E）

粵語二人朗誦中三、四組 冠軍 許淑鳴（4D）

  祝鳳仙（4E）

英詩獨誦女子中四組 冠軍 李泳怡（4E）

英詩獨誦男子中一組 冠軍 姜　灝（1E）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六組 亞軍 馮熙敏（6C）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五組 亞軍 梁乃仁（5B）

粵語二人朗誦中五、六組 亞軍 馮熙敏（6C）

  叶月欣（6C）

英詩獨誦女子中四組 亞軍 吳凱君（4B）

英詩獨誦女子中四組 亞軍 許淑鳴（4D）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六組 季軍 叶月欣（6C）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四組 季軍 李泳怡（4E）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四組 季軍 許淑鳴（4D）

普通話詩詞獨誦女子中三、四組 季軍 朱曉戀（4E）

普通話詩詞獨誦男子中三、四組 季軍 劉源超（4B）

英詩獨誦女子中二組 季軍 莫妮雅（2E）

第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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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全港校際「情緒病：反歧視．反標籤」海報設計比賽

中學組 冠軍 黃嘉毅（6D）

2013 香港步操管樂節步操樂團比賽

中學組 金獎 本校步操樂隊

 最佳個人獨奏獎 本校步操樂隊

 最佳個人獨舞獎 本校步操樂隊

 全場最佳服裝配搭獎 本校步操樂隊

鼓樂對戰 金獎 本校步操樂隊

步操樂團巡遊比賽 銀獎 本校步操樂隊

沙田國慶杯歌唱大賽 2013

公開組 網路人氣大獎 梁乃仁（5B）

2013 童軍傑出旅團獎勵計劃暨步操比賽

傑出旅團獎 銅獎 本校男童軍

香港欖球總會學界英式欖球比賽

男子甲組 殿軍 本校男子欖球隊

女子甲組 冠軍 本校女子欖球隊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全港學界籃球比賽

男子甲組 季軍 本校男子籃球隊

女子甲組 季軍 本校女子籃球隊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全港學界足球比賽

男子甲組 季軍 本校甲組足球隊

深水埗區田徑分齡賽

男子甲組 100 米 冠軍 蘇偉傑（5A）

男子甲組 200 米 冠軍 蘇偉傑（5A）

女子丙組 400 米 亞軍 陳沛甄（1B）

女子丙組跳高 季軍 周巧明（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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