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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情

　　時屆仲夏，驕陽似火，意味著暑假將至，又是檢討全年工作的日子。

　　今年，學校舉辦了四個境外學習團，先後到過華東、開平、西安及臺灣考察交流，擴闊同學的視野。在校際比賽，
我校合共取得78個三甲及129個優異獎項，包括朗誦節的7冠5亞6季，步操管樂節的6個大獎，戲劇節的7個傑出獎，美
術設計的2冠2亞1季，球類的3冠1亞3季及田徑的2冠1亞1季，豐碩的成果足以印證同學的努力和進步。

　　藝文培訓方面，我們開設了演藝培訓班、演說技巧及司儀訓練班、作曲班、日本漫畫班、室內設計創作課程；
也參加了「拉闊愛」戲劇培訓計劃、「演藝馬拉松‧遊樂深水埗」社區藝術計劃、HKU SPACE音樂創作課程。這些
推動工作，論數量之多，範圍之廣，質素之高，相信是學界罕見的。再者，學校安排了不少同學參觀各類表演和展覽，
又與藝術工作者交流及演出。2012年起，我們連續三年在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舉辦學生作品公開展覽，深受區內區外人
士歡迎，好評不絕。

　　籌備已久的「校園電視台」，已於四月校慶當日進行了揭幕儀式。這個兼具錄音、混音、攝製及剪接影片功能的
專門製作室，裝置了全校無線上網系統，可供同學在校園任何角落，即時欣賞到同學的精心傑作。校園電視台的正式啟
用，使本校發展成為「藝文先修基地」的理想，得到進一步落實。

　　另一大事，是本校與上海光明中學、基隆二信高級中學於五月簽訂「姊妹校結盟續約協議」。我校師生代表團，由
本人及副校長帶領，前往臺灣參與盛會，觀摩交流，欣賞表演。盼望三校師生友誼永固，日後有更多機會互相切磋，彼
此學習。

　　四十一年來，我們一直貫徹「提供優質教育，照顧全人發展」的辦學宗旨，培養了一代接一代的人才，一個又一個
的精英，得到社會廣泛認同。未來，本人和校董會仍會一如既往，努力不懈，精益求精。

校務報告　　林宛君校長

編輯小組

林宛君校長 徐思明副校長

葉啟明主任 黃桂秋老師

黃秉欣老師 周楚孝老師

謝潔雲老師 劉樹森先生

陳樹渠博士百週年誕辰紀念活動

大堂展覽大堂展覽大大堂展堂展展覽舊曲新詞歌唱比賽舊曲新詞歌唱比賽舊曲舊曲新曲新詞 賽唱比賽賽賽唱唱新詞歌歌唱歌唱唱比賽比賽

黃桂秋老師講解「百歲誕對聯黃桂秋老師講解「百歲誕對聯」黃桂秋老師講解「百歲誕對聯黃桂黃桂秋桂秋老秋老師講解「百「解「百歲老師講師講解講解「百歲百歲誕 聯聯聯歲誕對誕對聯對聯」」葉啟明主任介紹陳博士生平葉啟明主任介紹陳博士生平葉啟明主任介紹陳博士生葉啟葉啟明啟明主明主任任介紹陳陳博博介紹紹陳博博士博士士生生平

　　今年是創校人陳樹渠博士的百歲誕辰，

校方為了使學生對這位偉大教育家有深刻認

識，並表達我們的敬仰之情，特於3至5月

期間舉辦一連串活動，以資紀念：

．早會介紹陳博士生平

．早讀課播放陳博士生平事蹟短片

．學校大堂舉行陳博士生平事蹟展覽

．早會講解紀念陳博士的「百歲誕對聯」

．陳樹渠博士百週年誕辰舊曲新詞創作比賽

．陳樹渠博士百週年誕辰舊曲新詞歌唱比賽

．陳樹渠博士百週年誕辰杯邀請賽



2013-2014畢業暨頒獎典禮

榮 譽 榜

學業成績獎 6A黃瑋琦  6B陸善琳  6C梁國滔  6D吳淇軒  6E何傑森

學科成績獎

6A羅菀瑁（地理）
6A黃瑋琦（旅遊與款待）
6B陸善琳（中國語文、歷史、中國歷史）
6C梁國滔（生物）
6C鄭恆鍵（英國語文）
6D歐政鷹（資訊及通訊科技）
6D黃嘉毅（視覺藝術）
6D林振華（數學、物理）
6D吳淇軒（化學）
6E何傑森（經濟、通識教育、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熱心服務獎
6A陳敏儀  6A梁志豪  6A王嘉敏  6B黃欒凱  6B王韻然  6B楊　康
6C陳淑君  6C龐小嵐  6D潘欣茵  6D趙崇健  6E陳少芳

傑出學生獎
3D黃倩盈  4D許淑鳴  5A陳正林  5A朱蘊儀  5A何樹泉  5C李嘉欣
5C趙玲儀  6D歐政鷹  6E何傑森

傑出領袖獎
3D吳世賢  4A鄭志鵬  4A朱匯生  4B梁漢斌  4C蔡子健  5A黃兆康
5C馮靜斌  5D李曉晴  6D歐政鷹  6D詹梓健

為校爭光獎

1A葉朝天  1E姜　灝  2A談曉   2D雷興喜  2E梁穎芯  4A李明輝
4C黃敏皓  4D許淑鳴  4E祝鳳仙  4E李泳怡  5A蘇偉杰  5B梁乃仁
5E伍子軒  6D陸勁峰  6D黃嘉毅
步操樂隊   戲劇組   欖球隊   足球隊   籃球隊

品德卓越獎
4D許淑鳴  5A朱蘊儀  6C鄒偉明  6C龐小嵐  6D潘欣茵  6D趙崇健
6E何傑森

卓越才藝獎 4D許淑鳴（金獎）  4C黃敏皓（銀獎）  5B梁乃仁（銅獎）

陳燭餘校董
獎學金

6C鄭恆鍵（英文科成績優秀獎）
5C徐愛凝（音樂造詣卓越獎）
6B羅家熙（戲劇才華卓越獎）

氣勢磅礡的兵馬俑氣勢磅礡的兵馬俑氣勢磅礡的兵馬俑氣勢氣勢磅勢磅礡礡的的兵礡的兵的兵兵馬俑俑俑

陳校監致送紀念品予鄧鉅明博士致送紀念品予鄧鉅明博士陳校監致送紀念品予鄧鉅明博士陳校監致送紀念品予鄧鉅明博陳校陳校監校監致監致送致送 鄧鄧念念送紀念紀念品念品予鄧予鄧鉅鉅明博明明博博鄧鉅明鉅明博博士博士

主禮嘉賓頒發畢業證書嘉賓頒發畢業證書主禮嘉賓頒發畢業證書主禮主禮 賓頒 證證畢禮嘉賓嘉賓頒賓頒發頒發畢發畢業畢業證業證書書證書

鄭恒鍵同學領取「陳燭餘校董獎學金鄭恒鍵同學領取「陳燭餘校董獎學金」鄭恒鍵同學領取「陳燭餘校董獎學金」鄭恒鍵同學領取「陳燭餘校董獎學金學領取「陳燭餘校董獎學鄭恒鄭恒鍵恒鍵同鍵同學學領領取領取「陳燭餘 獎餘校董獎獎學獎獎獎董陳燭餘燭餘校餘校董校董獎董獎學獎學金金學金」」

舞台劇《進擊的青年》助興舞台劇《進擊的青年》助興舞台劇《進擊的青年》助興舞台舞台劇台劇《進《進擊進擊的擊的青青年青年年》助興助興

出發前出發前出發前前前前發前

西安歷史文化學習團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2014年4月

下旬，本校32名師生由林校長率領，遠

赴古都西安考察。整個行程五日四夜，節

目精采，遊蹤遍及兵馬俑、大明宮、漢陽

陵、永泰公主墓、乾陵、大雁塔、陝西省

歷史博物館、回民區及古城牆。同學無不

眼界大開，樂而忘返，收穫認真豐富。

　典禮5月25日在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舉行，太子珠寶及鐘錶集團主席

鄧鉅明博士蒞臨主禮。

　陳校監致辭時，講述父親生前事蹟，藉以訓勉畢業諸生努力奮鬥，他朝勿

忘回饋社會，做個有承擔的人。接著，畢業班同學魚貫上台，從陳校監及鄧博

士手中領取畢業證書。之後，到一眾校董頒發各類獎項及獎學金。

　餘興節目上演舞台劇《進擊的青年》及唱出舊曲新詞大賽冠軍作品《至少

還有你》，掀起全日高潮。



　4月13日為本校41週年校慶，適逢陳樹渠博士一百週年誕辰，故開放

日以回顧陳博士的生平事蹟為主題。

　當日，校園旗海飄揚，氣氛熾熱。最特別的，當然是「陳樹渠博士展覽

室」，室內展出陳博士的照片、詩文、信件、墨寶、證書等，彌足珍貴。

此外，校方特意預備兩個課室放置獎杯及獎狀，以表揚學生在藝文及運動

方面的努力。

　室內精采，戶外亦不遜色。操場上佈滿各式各樣鬥智鬥力的遊戲攤

位：「智取渠成」、「活力智力樂繽紛」、「逆向思考倒乒乓」、「勁力

沖天箭」、「鬼馬橡筋」⋯⋯舉目所見，無不人龍處處，笑聲喧天。

　四時正，斥資超過二百萬元的「陳樹渠校園電視台」，由陳燿璋校監

及張達明校董揭幕。陳校監表示，電視台「無審查」，節目播放無須過

濾，目的是鼓勵學生積極發言、分享見識、提出訴求及體現民主精神。

　夕陽西下，百鳥歸巢，校慶開放日在壓軸節目頒獎典禮的掌聲中圓滿

結束。

41週年校慶開放日

　為延續姊妹校情誼，本校師生一行19人，於五月初參訪基隆市二信

高級中學，得到對方盛情款待，印象深刻難忘。我們不單出席續約儀式及

表演交流，更順道遊覽九份、松山文創館、中正紀念堂、士林官邸及忠烈

祠，讓同學親身體驗別具特色的臺灣本土文化。

5B梁乃仁

　這次旅程，看到二信高中的表演，令我認識到當地的文化色彩及精髓。

上海光明中學的師生舞蹈和二胡獨奏，則讓人感受到他們師生之間的互動及

感情。

　與臺灣的同學交流，得悉他們十分專注於自己的學業，對學習上各種問

題都認真看待，所以成績方面均有卓越的表現。他們積極的學習態度，實在

值得我們學習。

　交流過程中，二信高中的學生極為親切，主動向我們介紹校內各種特

色，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會跳舞的機器人。此外，他們對新認識的朋友亦

照顧周到，一再為我們提供所需物品，這種待人接物的熱誠，正正是我需要

學習的。

姊妹校臺灣續盟

沖天去 小小穿梭機機機機梭梭穿穿天沖「 飛沖飛「「一飛沖天去，小小穿梭機⋯⋯」「一飛沖天去，小小穿梭機「一飛飛沖天沖天天去，小小小小穿梭穿梭機梭機⋯⋯⋯⋯」」獎典禮上陳校監致辭辭致監監校陳禮獎典獎獎頒獎獎獎頒頒獎典禮上陳校監致辭頒獎典禮上陳校監致辭頒獎頒獎典獎典典禮禮上上陳校陳校監監校監致監致辭致辭校園電視台啟播剪綵綵播播播台園園校校園電視台啟播剪綵校園電視台啟播剪綵校園校園電電視視台啟播視視電視台台啟台啟播啟播剪播剪綵剪綵

書表簽署協議書協協署署署簽簽三校代表代校三校代表簽署協議書校代表簽署協議書三校三校代校代表代表簽署協議表簽署簽署協協協議書書議書

自接機機機機接接二信黃艮桁校長親自校桁艮二信黃艮桁校長親自接機二信黃艮桁校長親自接機二信黃信黃艮黃艮艮桁校 自親自接機親親桁校長校長親長親自接機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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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組活動

科組 家長教師會科組：家長教師會科科組：家長家長教長教師會會會會會會教師會會
活動 家長也敬師」（5 6 14）（5-6-14）活動：「家長也敬師」（動：「家長活動活動：「家長家長也也 （（」」 5敬師」（5敬師敬師」（5 446-6-1-6-14）））

識科科識科識科組 通識識通組組組組科科組：通識科科科組：通識通識科識科
活動 參觀屏山文物徑（30 5 14）（30-5-14）活動：參觀屏山文物徑（動：參觀屏山文物活動活動：參觀參觀屏觀屏山文山文物文物徑徑（（ 530-5（30-5 4-14-14）））

室室室校長室校長科組 校校組組組組科科組：校長室科科組：校長校長室長室
活動 Road Sho 訪校拍攝特輯（ 1 5 14）（21-5-14）活動：Road Show訪校拍攝特輯（活動：Road Show訪校動：Road Show訪校拍攝特輯活動活動：RoRooad ShShhoww訪訪校訪校拍校拍拍攝特輯攝特輯特輯（（21（21 445-5-1-5-14）））

科組 中史科及地理科科組：中史科及地理科科 及：中史科及及及科組：中中史史科及科及及地理理理地理科理科
活動 班際史地問答比賽（ 9 4 14）賽（29-4-14）活動：班際史地問答比賽動：班際史地問答比活動活動 際：班際史地問：班際班際史際史史地地問答答比比賽賽答比賽比賽（（ 44 11929-4-（29-4-1444）））

經歷經歷經經科組 其他學習經科組：其他學習經科 ：其其其科組：其他其他他學習習經習經歷經歷
活動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座談會（ 414）座談會（28-4-14）活動：「與工作有關的經驗」座與工作有關的動：「與工作有關的經驗活動活動：「與工作有關的：「與「與工與工作工作有作有關有關的關的經的經驗驗」」座座談經驗驗」座談座談會（（會（28-談會（2828-4-4 18-4-18-4-44-1444）））

經歷經歷經經科組 其他學習經科組：其他學習經科 ：其其其科組：其他其他他學習習經習經歷經歷
（9 4 14）（9-4-14）（（活動 服務學習之清潔校園（活動：服務學習之清潔校園（活動：服務學習之清潔校園動：服務學習之清潔校園活動活動：服服務學務學習之習之之清潔清潔校潔校園校園 44 1199-4-（9-4-1 ））444）

科組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科組：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科組：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科 及：資訊及通資訊資訊及及科組：資訊資訊訊及及通通訊訊科科技科技科
活動 參觀名氣通電訊（ 9 3 14）名氣通電訊（29-3-14）活動：參觀名氣活動活動：參觀 （（電電 9觀名氣通電訊（29參觀名氣名氣通氣通電訊電訊（29 4433 1-3-1-3-14）））

科組 課外活動組科組：課外活動組科科組：課外 動課外外活動活動組動組
活動 拉闊愛」戲劇培訓計劃（ 3 3 14）劇培訓計劃（23-3-14）活動：「拉闊愛」戲劇動：「拉闊愛」戲活動活動：「拉拉闊愛闊愛」戲劇戲劇戲劇培訓計劃戲劇培劇培訓培訓計計劃計劃（（ 443333 123-3-1（23-3-14）））

科組 教師專業發展組科組：教師專業發展組科組：教師專業發展組科科組：教師教師專師專業專業發業發展發展展組
活動 教師專業發展日（ 1 3 14）師專業發展日（21-3-14）活動：教師專活動活動：教師專教師專師專業專業發業發展 （（日（2發展日（2 4433 1111-3-1-3-14）））

科組 生物科科組：生物科科 ：科組：生物生物科物科
（1 3 14）（18-3-14）（（活動 濕地生態學家」考察（活動：「濕地生態學家」考察（動：「濕地生態學家」考活動活動：「濕地濕地地生態生態學 」」 察察 441111 3家」考察（18-3-態學家學家」考察考察（18-3-14）））

經歷經歷經經科組 其他學習經科組：其他學習經科科組：其他其他他學習習經習經歷經歷
（1 3 14）（17-3-14）（（活動 維多利亞港考察（活動：維多利亞港考察（動：維多利亞港考活動活動：維多維多利亞利亞港亞港考察察港考察考察 11 37-3（17-3 441-1-14）））

科組 訓導組科組：訓導組科 ：訓導導組：訓導導科組：訓導訓導組導組
活動 毒品的禍害」講座（10 3 14）講座（10-3-14）活動：「毒品的禍害」講座活動活動 （（」」禍禍 講座講座 001：「毒品的禍害」講座（1：「毒品毒品品的禍的禍害」講座講座（10 44113-3--3-14）））

科組 輔導組科組：輔導組科科組：輔導輔導導組導導輔導組導組
活動 快樂到家」講座（4 3 14）講座（4-3-14）活動：「快樂到家」講座活動活動 」：「快樂到家」講：「快快樂樂到家到家」講座（（講座講座 44 3-3講座（4-3 441-1-14）））

科組 課外活動組科組：課外活動組科科組：課外課外外活動活動組動組
活動 全港中學七人欖球賽（ 14）賽（22-2-14）活動：全港中學七人欖球賽動：全港中學七人欖球欖動：全港中學七人欖活動活動：全全港中學七七人人欖球球賽賽欖球賽球賽（（22-2（22-2 441-1-14）））

科組 通識科科組：通識科科科組：通通識科識科
活動 米埔多面睇」（11 14）活動：「米埔多面睇」（11-2-14）活動活動：「米埔米埔多面睇埔多面睇面睇 （（」」 11111-2」（11-2 441-1-14）））



校際比賽獎項（下學期）

陳樹渠博士百週年誕辰杯中小學籃足球邀請賽

中學男子籃球得獎隊伍中學男子籃球得獎隊伍學男子籃球得獎中學男學男子子籃球得獎獎獎隊獎獎獎得得籃球得球得得獎隊隊隊獎隊伍伍隊伍

體壇生力軍體壇生力軍體壇壇生力軍壇生體壇生壇生生力力軍 中學足球決賽中學足球決賽中學足學足足球決球決決賽

扶輪盃中學校際辯論賽

第一回合初賽 優勝隊 本校辯論隊

最佳辯論員 司徒雪盈（5B）

最佳交互答問 陸善琳（6B）

第二回合初賽 優勝隊 本校辯論隊

最佳辯論員 陸善琳（6B）

最佳交互答問 司徒雪盈（5B）

第三回合初賽 優勝隊 本校辯論隊

最佳辯論員 司徒雪盈（5B）

最佳交互答問 司徒雪盈（5B）

半準決賽 最佳交互答問 司徒雪盈（5B）

2013 香港步操管樂節

步操樂團交流音樂會 最佳獨奏獎 本校步操樂隊

最佳進步獎 本校步操樂隊

2013-2014 香港學校戲劇節

廣東話中學組 傑出導演獎 葉啟明主任 

傑出演員獎 黃敏皓（4C）

傑出演員獎 許淑鳴（4D）

傑出演員獎 梁乃仁（5B）

傑出舞台效果獎 本校中文戲劇組

傑出合作獎 本校中文戲劇組

傑出整體演出獎 本校中文戲劇組

中學基建模型創作比賽   

最佳承托效益獎 季軍 許淑鳴（4D）

 陳婷婷（4D）

 陳　濤（4D）

 魏震東（4D）

 謝彬華（4D）

香港校董協會會徽設計比賽

中學組 亞軍 陸奡恩（6B）

食環署「綠色殯葬」海報設計比賽

中學組 季軍 戴銦廷（6B）

「我的綠色天地」環保袋平面設計比賽

全港學界 亞軍 林冬沙（4B）

基督教服務處「共創‧抗毒新世代」杯墊設計比賽

學生組 冠軍 黃嘉毅（6D）

香港欖球總會學界英式欖球比賽

男子甲組盃賽 殿軍 本校男子欖球隊

男子乙組盃賽 殿軍 本校男子欖球隊

男子丙組盾賽 冠軍 本校男子欖球隊

女子甲組盃賽 冠軍 本校女子欖球隊

女子丙組碟賽 冠軍 本校女子欖球隊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全港學界曲棍球比賽

男子高級組 亞軍 本校曲棍隊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全港學界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一千五百米 殿軍 鄧港珩（5E）

2014 乒乓球單項錦標賽

男子組 冠軍 伍子軒（5E）

2014 乒乓球新界聯賽

男子組團體 冠軍 伍子軒（5E）

2014 乒乓球公開賽

男子組雙打（夥拍外校生） 亞軍 伍子軒（5E）

第二屆全港剛柔流空手道大賽

十二至十五歲男童套拳 冠軍 葉朝天（1A）

陳樹渠博士百週年誕辰杯中小學籃足球邀請賽

中學足球組 冠軍 本校足球隊

中學女子籃球組 冠軍 本校女子籃球隊

香港公益金 2013/14 年度公益金賣旗日

「街上賣旗」最傑出支持獎 季軍 本校學生

金旗籌款 傑出籌募獎 本校全體學生

啟基（港島）學校運動會邀請賽

女子四乘一百米 季軍 本校女子田徑隊

項  目 冠  軍 亞  軍 季  軍

中學足球組 陳樹渠紀念中學 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何蔭棠紀念中學

中學男籃組 五旬節中學 可立中學 惠僑英文中學

中學女籃組 陳樹渠紀念中學 可立中學 中國婦女會中學

小學男籃組 寶血會嘉靈學校 瑪利諾神父學校 聖公會基福小學

小學足球組 培僑小學 禮賢會學校 啟基學校

　顧名思義，賽事為紀念本校創立

人陳樹渠博士誕生一百週年而設，三

十多隊分中、小學及籃、足球五大類

別，由四月初開始至五月底完結。活

動得到各友校的積極支持，進行順

利，充分體現「友誼第一，比賽第

二」的可貴精神。各組成績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