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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情

校務報告　　林宛君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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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潔雲老師	 吳啟昌老師

學生會選舉及歌唱比賽

冠軍的丰采

JUMP幹事團

主席 5C廖君鎬

外務副主席 5C林冠彤

內務副主席 5E施鍁潼

文書 5C黃雅嵐

宣傳 5B何頌恩

福利 5C陳泳呈

康樂
5C王苑樺
5C區梓彤

總務
5C李凌峰
4C葉卓軒

　　經歷個多月的組閣、報名、宣傳、
答問大會、拉票、投票等連串選舉工程
之後，新一屆學生會當選名單10月底塵
埃落定。「JUMP」內閣十位幹事在林校
長見證下宣誓就職，開始為同學服務。

　　11月初，學生會秉承傳統，主辦
一年一度的歌唱比賽。由於深受同學歡
迎，參加者眾多，賽事要分兩輪三日進
行。27日的總決賽，戰況緊湊激烈，高
潮迭起。最後，6C徐愛凝夥拍5B劉源超
勝出，登上冠軍寶座；而「最受歡迎大
獎」則由6A陳正林、黃致偉、黃遠輝、
何其坤的四人組合奪得。

　　今期《樹情》提早在農曆年假之前出版，為的是配合於2月7日的家長日派發。

　　近年，出生人數下降，導致縮班殺校的陰霾籠罩全港中學。面對艱難環境，本校有賴四十餘年口碑，仍足以維持每
年開設五班中一，14-15年度全校共六級30班。

　　籌備兩載，斥資200多萬元的「陳樹渠紀念中學校園數碼電視台」，已於去年10月開始運作。這個兼具錄音、混
音、攝製及剪接影片功能的專門製作室，鋪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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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著本校發展成為「藝文先修基地」的理想，得到進一步落實。

　　照顧學生畢業後的出路，無論升學或就業，一向是我們的工作重點。為此，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本學年先後舉辦了講
座、分享會、資訊介紹、選科輔導、模擬面試等十一項活動，好讓學生有充分準備，為自己前途作出正確抉擇。值得一
提的，就是香港學生到內地和臺灣升學，回歸後這幾年似乎漸漸發展成為趨勢，單以本校為例，2014年便有37位畢業
生透過「校長保薦計劃」，獲得廣州暨南大學、華僑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海洋大學、銘傳大
學、大葉大學、景文科技大學等知名院校取錄，人數較前年倍增。

　　11月底，家長教師會換屆改選。當晚，先由四位候選人自我介紹，隨即現場投票及點票，結果服務了家教會七年的
現屆主席盧青雲女士眾望所歸，以197票蟬聯，副主席則由梁詠詩女士當選。期望未來兩年，家長執委能秉承傳統，與
校方緊密溝通，為學生提供更完善的學習支援。

　　校際比賽方面，在各老師和同學的努力下，我校上學期合共取得60個三甲及112個優異獎項，包括朗誦節的3冠7
亞13季，步操管樂節的7個大獎，舞蹈的6冠2亞，田徑的4冠1亞7季，以及球類的2冠2季。纍纍碩果正好體現「一分耕
耘，一分收穫」的道理，也印證了同學的進步。

　　回顧不忘前瞻，主導學校日後發展方針的新「三大關注事項」（2015-2018），經校務行政會議及教師專業發展日
討論後，在第五次全體教師會議上拍板通過：

　　一、迎合社會需要，持續優化教學；促進學生主動學習，拓展視野。

　　二、延伸關愛文化，提升學生自我形象，陶鑄高尚品格。

　　三、善用資訊科技平台，加強藝文培訓，啟發學生多元智能。

　　又屆歲暮，羊年將至，在此預祝大家新春大吉，事事如意。

歌唱比賽總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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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學期學業成績

專訪校監校運會採訪台長選舉

校園電視台啟播

　　校園電視台今年正式投入服務，整個團隊懷著既興奮又緊張的

心情展開工作。

　　早在去年暑假，隊員已經開始接受訓練。我們特地延聘專業團

隊「CPES」，教授同學有關電視製作的基本功。由節目構思、編

撰、攝錄、收音、燈光，到後期製作的每個環節，所有隊員都認

真學習，進度比預期快。

　　新學年開始，為隆重其事，我們舉辦「第一屆電視台台長選

舉」。全校同學以一人一票方式，在三位候選人中選出其一。投

票前，我們安排三人各自拍攝宣傳短片在校內播放；又舉辦答問

大會，讓他們爭取更多同學支持。結果，5B劉源超同學脫穎而

出，當選首任台長。

　　踏入十月，電視台正式運作。全部成員分成三組，每組均由學

生擔任組長，帶領組員製作不同節目。

　　開台至今短短四個月，「出街」的節目有訪問我校持份者的

「今日睇邊個」，介紹學術知識的「學科天地」，報道學校活動

的「校園新聞」，以及公益金廣告與多個主題特輯。

榮譽榜

班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A 岑可君 劉永健 余鍵恆

1B 李卓欣 馮思樂 黃偉俊

1C 陳蘊怡 余思詩 李　哲

1D 郭梓聰 翁明琴 陳鎔炬

1E 黃詩雅 譚犖行 石澤軒

2A 楊朗堅 梁庭愷 陳浩蘢

2B 羅泳伶 廖嘉豪 梁詠賢

2C 陳宇軒 胡浩霖 葉成謙

2D 鄭婉熙 林　怡 姚自澄

2E 劉建隆 鍾浩賢 黃善榆

3A 鄺翠瀅 何詠欣 楊嘉瑋

3B 盧桂華 許智豪 李澤誠

3C 李萬軍 蔡穎穎 鍾莉雅

3D 王銘錨 邱競妮 游斯楊

3E 陳敏思 鄭朗霆 歐振聰

4A 鍾震威 朱禮賢 陳穎珊

4B 盧泳霖 霍俊銘 岑可頤

4C 司徒聖 沈品官 江春曉

4D 林偉杰 黃俊鵬 陳梓楓

4E 曹曉欣 施佩瑩 楊樂彤

5A 黃嘉華 謝璐璐 黃楚兒

5B 馮珊珊 吳凱君 李綺倩

5C 林佩雯 陳嘉敏 譚啟俊

5D 林嘉樂 謝彬華 許淑鳴

5E 施鍁潼 馬沅殷 徐梁津

大 事 記 要

12年5月
陳燿璋校監宣佈校董會通過斥資200萬元成立數
碼校園電視台

12年11月 敲定改建本校202室為台址

13年9月至
14年3月

202室進行裝修工程，購置器材

14年4月 開幕典禮，各校董剪綵

14年5月 招募隊員

14年7至8月 隊員受訓，學習基本技巧

14年7月 拍攝本校第三屆藝術作品展覽，小試牛刀

14年9月 台長選舉，成立製作團隊

14年10月初 開始運作，錄製節目

14年10月中 校內試播

14年11月 開始定期播放節目

14年12月 播出陳燿璋校監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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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加強學習及增進課室外師生之間的感情，本校於11月6日舉行「全方位學

習日」。各級學生由校方統一安排，到不同地點進行學習活動，並須分組繳交

電腦簡報，以展示學習成果。詳情如下：

全方位學習日

中六：海洋公園

中二：洞梓童軍中心

中一：大潭童軍中心

中四：西貢麥理浩夫人度假村中三：長洲南島

42週年田徑運動大會

陳燭蓮校董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 團體總冠軍綠社 結合體操與藝術的街舞表演

比賽成績

項　目 冠　軍 亞　軍 季　軍

社際團體 綠　社 黃　社 紅　社

男子甲組 3B石耀舜 5E鄧港桁 5E薛梓鵬

男子乙組 2C鍾益昇 4A陳韶鋒 3C鄺浩燊

男子丙組 2B林卓樟 1C杜光澤 2C潘澤霆

女子甲組 5E李秀娟 5B郭家敏 5C陳嘉敏

女子乙組 3A楊嘉茵 4A戴子越 3B張樂天

女子丙組 2A周巧明 1A黃靜怡 1A程　菲

級  別 地  點 類  型

中  一 大潭童軍中心 團隊合作訓練

中  二 洞梓童軍中心 群體活動

中  三 長洲南島 潮州文化考察

中  四 西貢麥理浩夫人度假村 營地康體活動

中  五 長洲北島家樂徑 自然教育徑考察

中  六 海洋公園 跨學科研習

　　12月4日，北風細雨下，我校42週年田徑運動大會假深水埗運動

場舉行。

　　為了爭奪社際比賽冠軍的殊榮，各社導師和領袖生均賣力打氣：

紅社透過「大聲公」呼叫口號；黃社揮舞社旗牽動情緒；綠社社員配

備哨子助喊；藍社則以整齊掌聲打拍子。整個看台喧鬧一片，雀躍萬

分。

　　翌日的閉幕典禮，先上演一年一度的「千人操」，四社分別以街

舞、節拍、拼圖、敲擊的形式展示極具特色的舞步。然後合而為一，

整齊排列，做出簡單劃一的人浪，表現了「融和‧合一」的主題。此

刻，全場歎為觀止，氣氛升至頂點。

　　兩天的運動大會，在主禮嘉賓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吳美玲女士

及一眾校董，頒發獎項給運動員後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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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Week
 An English Week was held from 6th to 10th October 2014. Below is a list of the 
activities organized for our students.

• English Word Games • Boggle • Spelling Bee

• Tongue Twisters • English Qu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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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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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gained 
more confidence in using th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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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
 Our native-speaking English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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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use English in a natural manner.

AFS Intercultural Fair
 On 29th November, twenty-one S.3 students joined the AFS Intercultural Fair 
held at Maryknoll Fathers’ School. Let’s find out what they liked best.

“I enjoyed myself a lot in the fair. There were a lot of game booths. I liked the Japan one the 
most. Some Japanese girls played games with us in their traditional clothes. I had a really 
good time and all the volunteers there were very nice! ”

Chan Tsz Chung, 3E

“I have learnt about the culture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For example, I found out about the 
special clothing women wear on some important occasions in Nepal. I also made friends 
with an Australian boy. He was so nice and he taught me how to play some interesting local 
games from Australia. I was really excited!”

Wu Tat Sun, 3C

English Day Camp
 On 15th November, six S.5 and S.6 students joined an English Day Camp held 
at Li Po Chun United World College of Hong Kong. Let’s find out what they liked best.

“It wa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for me. When I entered the campus, I was amazed because 
it was so big. The students there were all enthusiastic and friendly. It wa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me to learn English and to broaden my horizons.”

Wong Ka Wah, 5A

“I wholeheartedly enjoyed the activities. Not only could I acquire some practical interpersonal 
skills like conflict management, but I could als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cultures. It is a once-in-a-lifetime experience for me.”

He Shuquan, 6A

English Enhancement Activities

Winners of Boggle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English Quiz

Friday English Games

AFS Intercultural Fair

English Day 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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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工作概覽

家長教師會換屆

　　2014年11月28日晚上，家長教師會於學校禮堂，舉行了改選及交職典禮暨

聯歡聚餐晚會。當晚除有豐富自助晚餐和抽獎節目外，還藉著集體遊戲促進家

長及師生情誼；又在激烈的競逐氣氛下，順利選出新一屆正、副主席及執行委

員，任期兩年。相信他們未來定必竭盡所能，將會務發揚光大。

　　升就組工作主要為高中同學提供最新及全面的升學及就業資訊，以及協助同學認識自我潛能，促進個人發展，繼而

確立升學及就業方向；最終自強不息，畢生學習，建立積極及有意義的人生。本年度上學期工作簡報如下：

1. 舊生分享（2-9-14）

邀請了5位舊生回校與中六學生分享備戰文憑試的經驗，

以及入大學的準備。

2. 演藝學院課程介紹（12-9-14及22-9-14）

本校有部分學生立志投身演藝行業，黃啟祥老師分別給

中五及中六學生，介紹了香港演藝學院所提供的戲劇、

戲曲、舞蹈、音樂等類別的課程。

3. 內地及臺灣升學推廣（17-9-14）

本港資助大學入學門檻高，並且開辦的學科有限，因而

不少學生遠赴外地圓夢。林宛君校長、吳啟昌老師與曾

韻薇老師舉辦了中六內地及臺灣升學推廣，開拓學生更

多的升學途徑。

4. JUPAS報名及輔導（7,21,22,29,30-10-14）

JUPAS為升讀本港資助大學的主要途徑，吳啟昌老師、

楊詠渝老師、林志強老師分別輔導學生選科及提供相關

資訊。

5. Bossini求職技巧講座（9-10-14）

充分準備對求職至為關鍵，本組邀請了Bossini集團向中

五、中六學生闡析相關經驗。

6. 臺灣高等教育探索活動2014（17-10-14）

為增加學生對臺灣升學的認識，本組安排中六級學生參

觀上述展覽。

7. VTC講座（11-11-14）

VTC每年收取數以萬計的學生，本組邀請VTC派員到校講

解課程選擇，對打算以職業技能為主要進修方向的學生

有極大幫助。

8. 臺灣選校擇系輔導會（18-11-14）

為協助中六學生往臺灣升學，吳啟昌老師召集了有關學

生講解選校擇系的要點。

9. 美容講座（21-11-14）

儀容對面試及工作十分重要，本組特邀英格蜜兒集團介

紹美容行業及即場示範基本化妝技巧。

10. 模擬面試（4-12-14）

為加強升學及就業的競爭力，本組安排多位老師給中六

全級學生進行個人模擬面試。

11. 臺灣升學集體報名會（9-12-14）

曾韻薇老師召集有志升學臺灣的學生，詳細解說個人報

名申請的手續。

主席盧青雲女士﹙左）及副主席梁詠詩女士 晚會座無虛席

認識這些師兄師姐嗎？ 面試求職，一定要識！ 「為悅己者容」的何止女性！

第十屆（2014-2016）執行委員會

顧 問 陳燿璋校監　林宛君校長

統 籌 陳美玲助理主任　陳麗儀老師

主 席 盧青雲女士

副 主 席 梁詠詩女士　徐思明副校長

司 庫 吳宜漢先生　蘇淑敏主任

學 術 梁詩詩女士　丘光遐主任

文 書 張子超先生　陳麗儀老師

康 樂 蘇慧安女士　葉啟明主任

總 務 梁艷桃女士　張偉賢主任

聯 絡 林培瑤女士　葉的華主任

老師委員

吳其均助理主任　黃桂秋老師
何陵敏助理主任　嚴忠敏老師
周楚孝助理主任　謝潔雲老師
方浩智助理主任　朱玉寶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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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比賽獎項（上學期）

第 66 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六組	 冠軍	 梁乃仁（6B）

普通話詩詞獨誦女子中五、六組	 冠軍	 黃雅嵐（5C）

英詩獨誦女子中五組	 冠軍	 黃楚兒（5A）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六組	 亞軍	 何其坤（6A）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五組	 亞軍	 廖君鎬（5C）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三組	 亞軍	 梁穎芯（3E）

英詩獨誦男子中二組	 亞軍	 姜　灝（2E）

英詩獨誦男子中六組	 亞軍	 何其坤（6A）

英詩獨誦男子中六組	 亞軍	 何樹泉（6A）

英詩獨誦女子中五組	 亞軍	 黃敏皓（5C）

粵語散文獨誦男子中五組	 季軍	 崔栩萁（5E）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一組	 季軍	 范衍鵬（1C）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五組	 季軍	 祝鳳仙（5E）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五組	 季軍	 黃敏皓（5C）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五組	 季軍	 黃雅嵐（5C）

粵語二人朗誦中五、六組	 季軍	 許淑鳴（5D）

	 	 祝鳳仙（5E）

普通話散文獨誦女子中五、六組	 季軍	 黃楚兒（5A）

普通話散文獨誦女子中五、六組	 季軍	 吳珠珠（5E）

普通話散文獨誦女子中五、六組	 季軍	 朱曉戀（5E）

英詩獨誦女子中三組	 季軍	 莫妮雅（3E）

英詩獨誦女子中五組	 季軍	 祝鳳仙（5E）

英詩獨誦女子中六組	 季軍	 張楚雪（6C）

英詩獨誦男子中六組	 季軍	 林嘉豪（6A）

星島第 30 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

第二回合初賽	 優勝隊	 本校辯論隊

第三回合初賽	 優勝隊	 本校辯論隊

	 最佳辯論員	 司徒雪盈（6B）

	 最佳交互答問	 司徒雪盈（6B）

慈善 sing 戰

青少年組	 季軍	 梁乃仁（6B）

2014 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

超級電容模型車大賽中學組	 二等獎	 沈品官（4C）

	 	 司徒聖（4C）

	 	 劉嘉樂（4C）

	 二等獎	 李昀峻（3A）

	 	 劉博琛（3D）

	 	 鄭晉賢（3D）

香港科學青苗獎 2014/15

初賽—科學知識測驗	 一等獎	 林偉杰（4D）

	 二等獎	 楊嘉瑋（3A）

	 三等獎	 司徒聖（4C）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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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個人舞蹈獎	 本校爵士舞隊

	 最佳舞蹈表演獎	 本校爵士舞隊

	 最佳音樂演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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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Ballroom Dancing

青少年組倫巴舞獨舞	 冠軍	 徐佩盈（4E）

青少年組牛仔舞獨舞	 冠軍	 徐佩盈（4E）

青少年組查查查舞獨舞	 冠軍	 徐佩盈（4E）

ADSC（21 歲以下組別）

倫巴舞獨舞	 冠軍	 徐佩盈（4E）

查查查加倫巴舞雙人舞	 冠軍	 徐佩盈（4E）

查查查加倫巴加牛仔舞獨舞	 冠軍	 徐佩盈（4E）

查查查舞獨舞	 亞軍	 徐佩盈（4E）

查查查加倫巴加森巴舞雙人舞	 亞軍	 徐佩盈（4E）

深水埗區田徑分齡賽

男子成年 B組二百米	 冠軍	 蘇偉傑（6A）

女子成年 B組一百米	 冠軍	 李秀娟（5E）

女子成年 B組跳遠	 冠軍	 李秀娟（5E）

男子成年 B組四百米接力	 冠軍	 鄭志鵬（5A）

	 	 梁偉聯（5E）

	 	 蘇偉傑（6A）

	 	 譚鈞豪（6B）

女子青少年 C組二百米	 亞軍	 黃愷程（5E）

男子青少年 D組二百米	 季軍	 鄺浩燊（3C）

男子成年 B組四百米	 季軍	 梁偉聯（5E）

男子成年 B組八百米	 季軍	 梁偉聯（5E）

男子成年 B組標槍	 季軍	 梁偉聯（5E）

女子青少年 E組四百米	 季軍	 翁明琴（1D）

女子青少年 C組跳遠	 季軍	 黃愷程（5E）

先進及成年公開組千五米	 季軍	 譚鈞豪（5E）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學界七人欖球比賽

男子甲組盃賽	 冠軍	 本校男子欖球隊

女子甲乙組盃賽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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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全港學界足球比賽

男子甲組	 冠軍	 本校男子足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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