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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楚孝主任	 黃桂秋老師

謝潔雲老師	 曾蘊薇老師

陳樹渠紀念中學邀請賽

中學籃球組冠軍圓玄第三中學

　　為推廣體育運動，豐富學生的比賽經驗，以及加強與友校的聯繫，本校每年

均舉辦邀請賽。今年共有24支中學及8支小學隊伍，分別參加籃球、足球、欖球

的項目。賽事已於五月底完結，成績如下：

　　近日驕陽似火，熱浪逼人，意味著暑假將至，又是總結全年工作的時候。

　　三月底，學校舉辦「台灣升學及文化考察團2015」，帶領了29位同學參觀台灣三所著名大學，體驗當地的校園文

化，拓寬他們日後升學的途徑。

　　校際比賽方面，本年度共取得73個三甲及136個優異獎項，分別來自朗誦、辯論、創作、設計、競技、步操、舞

蹈、歌唱、戲劇、視覺藝術、田徑、籃球、足球、欖球等十多個項目，涵蓋體育、表演、藝文三大範疇，保持一貫佳

績。教人鼓舞的，還有校友會副主席、香港管弦樂團第一副團長梁建楓先生，在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的「2014香港藝術

發展獎」中，獲頒「年度藝術家獎（音樂）」，著實可喜可賀。

　　眾所週知，學校念茲在茲，就是積極推動學生在藝文方面的發展，朝着建立「藝文先修基地」的目標前進，培育更

多具創意思維和演藝能力的人才，好待日後為香港的創意產業作出貢獻。去年「校園電視台」的啟播，正正是標誌著邁

向這個目標的里程碑。開台後，很高興看到團隊漸趨專業，節目質素不斷提升，運作成熟暢順，相信下年表現必定「更

上一層樓」。

　　一向以來，學校致力透過不同的計劃，如「飲水思源計劃」、「新樹苗成長計劃」、「非華語學生融合計劃」、

「關愛大使」、「年訓及雙月主題」、「課後支援計劃」、「積極學習獎勵計劃」等，讓學生學習關愛、承擔、堅毅、

尊重及誠信等德行，成果得到外界肯定，已經連續兩年被評選為「關愛校園」。未來我們打算在固有基礎上，全面檢討

及深化各類計劃，為學生營造更好的校園氛圍，創設更理想的學習條件。

本校獲七人欖球女子20歲以下組冠軍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中學籃球組 圓玄第三中學 皇仁書院 陳樹渠紀念中學

中學足球組 慕光中學 圓玄第一中學 陳樹渠紀念中學

七人欖球男子
20歲以下組

Police	Breakthrough 羅桂祥中學
港澳信義會
慕德中學

七人欖球男子
16歲以下組

德信中學 陳樹渠紀念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
鄭裕彤中學

七人欖球女子
20歲以下組

陳樹渠紀念中學 協恩中學 新界喇吵中學

小學籃球組 李鄭屋官立小學 寶血會嘉靈學校 九龍禮賢學校

小學足球組 李鄭屋官立小學 寶血會嘉靈學校 九龍禮賢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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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畢業暨頒獎典禮

榮 譽 榜

學業成績獎 6A林嘉豪		6B楊錦鳴		6C鄒偉明		6D劉子楨		6E陶嘉莹

學科成績獎

6A朱蘊儀（地理）

6A樊紫晴（視覺藝術）

6B楊錦鳴（歷史）

6B戴銘輝（中國歷史）

6C鄒偉明（化學）

6C李嘉雯（生物）

6C張楚雪（英國語文）

6D龍家俊（物理）

6D文皓賢（資訊及通訊科技）

6E勞君怡（旅遊與款待）

6E陶嘉莹（中國語文、數學、通識、經濟、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熱心服務獎
6A何其坤	 6A何樹泉	 6A林世慧	 6A朱蘊儀	 6B林浩德

6C姜嘉敏	 6C李嘉欣	 6D陳浩焌	 6E鄭梓添	 6E鍾景穎

傑出學生獎
3C李萬軍	 3C鍾莉雅	 4B盧泳霖	 4C司徒聖	 4D林偉杰

5C林佩雯	 5C陳嘉敏	 5D許淑鳴	 5E施鍁潼	 6A林嘉豪

傑出領袖獎
4C葉卓軒	 5A李明輝	 5A袁嘉詠	 5A黃若梅	 5B林冬沙

5C黃錫基	 5D許淑鳴	 5E梁偉聯	 6D鍾志明	 6E朱穎琳

為校爭光獎

4E徐佩盈	 5A黃楚兒	 5B李乙豪	 5C黃雅嵐	 5E李秀娟

6A蘇偉杰	 6B梁乃仁

戲劇組			足球隊			欖球隊			田徑隊			步操樂隊			理科學會

卓越才藝獎 4E徐佩盈（金獎）			5A黃若梅（銀獎）			5D許淑鳴（銅獎）

陳燭餘校董
獎學金

6C張楚雪（英文科學業成績優秀獎）

2C周皚澄（音樂造詣卓越獎）

6B梁乃仁（戲劇才華卓越獎）

陳校監勉勵畢業生與時並進

陳校監致送紀念品予主禮嘉賓黃元山副教授

校友會副主席譚榮勳議員頒發「為校爭光獎」

6A朱蘊儀代表畢業生致謝辭

大型歌舞劇《夢想》

　　典禮於6月6日下午假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舉行，大會有幸邀得香港大

學專業進修學院黃元山副教授擔任主禮嘉賓。

　　陳校監致辭時，肯定學校過往一年的成績，又感謝家長對學校的信任和支

持，並讚揚新成立的校園電視台運作暢順，為學生發展藝文技能提供了良好的

平台。接著，畢業班同學精神抖擻地分批上台，從陳校監及黃副教授手上領取

畢業證書。之後，到一眾校董頒發各類獎項及獎學金，以鼓勵同學在不同領域

的出色表現。

　　表演節目《夢想》，透過歌舞劇形式，帶出每個人只要堅守信念，永不放

棄，便有機會達成夢想的主題，深具現實意義。

　　當天盛大而溫馨感人的場面，在歌詠團及畢業生代表一曲《You Raise Me 

Up》的餘韻中，徐徐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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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電視台成立一週年

採訪藝術展開幕

參觀D100電台

5B劉源超﹙台長）

很榮幸獲選為首屆校園電視台的台

長。工作過程中，我了解到自己許多

不足之處，尤其是組織能力與專業知

識方面。此外，在這裡認識了一班朋

友，與他們親密無間的合作是我從未

體驗過的，我要多謝校園電視台的負

責老師， 特別是張偉賢主任。

4D鄭振維﹙隊員）

我雖然在台長選舉中落敗，但學會了

「勝負乃兵家常事」這個道理。另

外，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師帶我們參觀

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讓我認識到

甚麼是「專業」。看他們現場直播，

我開始了解一個節目的製作過程，

同時也希望把所學用到我們的校園

電視台。

3D何冠霆﹙隊員）

很開心能夠成為校園電視台一份子。

我學習到不同崗位的職責，無論是拍

攝還是剪接技巧，導師都非常用心。

這些技巧，使我可以協助浸會大學視

覺藝術研究院，完成微電影的拍攝和

後期製作。在這裡，我的生活圈子得

以擴闊，社交技巧也加強了。

2E姜灝﹙隊員）

剛加入時，我負責主持「今日睇邊

個」，由於不熟悉製作情況，只好「

摸著石頭過河」。後來我們修讀相關

課程，學會剪片和拍攝技巧，現在每

個隊員都能掌握這些基本的東西。

很高興能在這裡發揮自己另類的潛

能，這或會為我將來的事業開拓一條

新道路。

1E黃詩雅﹙隊員）

透過校園電視台的活動，我學會如何

去做一個訪問節目的主持，同時也掌

握了基本的剪片技巧。這些體驗讓我

明白，原來製作一個節目真的不簡

單。我希望校園電視台，來年能夠為

我們提供更多創作和體驗的機會，令

我的校園生活過得更加多姿多采。

「學術天地」之文化大革命

「今日睇邊個」之余若薇專訪

外語節目「鷄同鴨講」

錄製「小學生體驗」

　　校園電視台2014年4月揭幕後，團隊由去年暑期開始接受培訓，9月選出台長，10月試播，到11月全面落實每天播

放。期間雖然隊員面對很多困難和挑戰，但他們都努力學習，勇敢地解決問題，表現日見成熟，一年以來，進步了不

少。下面是一些活動及節目的回顧：

老師感想
張偉賢主任

　　看到孩子的成長，是每個老師最開心的事。一年前，我們一眾師生，步入這個剛裝潢完畢的電視台，對著一部部簇新的貴價設備，感到既興奮，又膽顫心驚。

在校方全力支持下，同學接受了近二十天的密集培訓，才得以在短時間內熟習操作。面對複雜的儀器和艱澀的電腦軟件運作，這班「新丁」很快便上手，令人禁不

住讚嘆「青春無限，後生可畏」。回顧他們所製作的節目，的確還有很多不足之處，但看著他們由零開始而有小成，我對他們的努力和進步，只有感恩、讚美。

潘嘉敏老師

　　在校園電視台中，最欣慰的莫過於見到一群年輕人的活力。其實自己對於拍攝和剪接也不甚認識，但透過討論及鼓勵，他們真的能夠把想到的呈現於熒幕。當

然，成立之初，製作難免粗疏，也有一些節目同學因為太辛苦而放棄。在這裡，老師送給同學一句話：「複雜的事情簡單做，你就是專家；簡單的事情重複做，你

就是行家；重複的事情用心做，你就是贏家。」共勉之。

譚一峰老師

　　要有一個電視台不容易，要有一個成功的電視台更不容易，幸好得到一群熱心和活力充沛的學生，每星期不辭勞苦地參與拍攝和剪接的工作。起初雖然困難重

重，但憑著同學們堅毅不屈的精神，節目製作可謂漸入佳境，實在令人鼓舞萬分。希望來年再接再厲，造就一個更成功的校園電視台。

李玉霖老師

　　雖然只是參與了校園電視台的工作半年，但我強烈感受到同學對電視台投入和認真的態度。他們付出自己的時間和精神，為每星期的節目構思、拍攝、訪問、

剪接以及後期工作。當然，這個成立才一年的電視台，無論在節目質素和團員表現，其實還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希望同學踴躍表達意見，讓電視台在未來茁壯

成長，為同學製作更多、更精彩、更高質素的節目。

學生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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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Week
 An English Week was held from 11 to 15 May 2015. Students of all forms 

participated in a series of inter-class competitions. Below is a list of the activities.

• Singing Contest • Spelling Bee • English Word Games

• Drama Performances •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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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rama Class • iPad Learning Programme

Jockey Club ‘From Page to Stage’ Programme
 In March, students of S.2E participated in a theatre production programme in 

which they watched a drama ‘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 The programme offered 

the students an opportunity to go beyond textbook learning and develop greater interest 

in using English. Let’s find out what they liked best.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watched an English drama in a theatre. All the actors and actresses 

acted very well in the show. The performance was wonderful. I hope I can have the chance 

to watch some drama shows again in the future.”

2E Alice Lee

“The drama performance was wonderful. All the actors and actresses were very professional. 

The props looked real. It was great to talk with the actors and actresses in the post-drama 

workshop.”

2E Sampson Keung

iPad Learning Programme
 To facilitate students’ learning of English, arrangements have been made for all 

S.1 to S.5 students to read English e-books regularly in the iPad Learning Programme. 

Forty iPads are now available for use in the English Corner.

EB e-Learning Programme
 All S.1 to S.5 students have subscribed to an online self-learning programme 

which aims to develop students’ integrated skills by exposing them to authentic 

English so that they can be better prepared to communicate naturally in the language. 

Learning clues are given to help students overcome language challenges and build 

their confidenc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Members of the English Drama Club participated in the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14-15. The play they acted in was called ‘Salma’, which is about a 

Hong Kong Pakistani girl pursuing her dreams. Our members were highly commended 

by the adjudicators for their efforts. 

English Enhancement Activities

Friday English Games

Spelling Bee

Singing Contest

‘Salma’ - Drama Festival

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

S.3 Drama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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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週年校慶開放日

台灣升學及文化考察團2015

　　考察團由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及課外活動組合辦，於3月29日出發，為期五日四夜。

　　行程主要訪問台灣的逢甲大學、元智大學及國立海洋大學，期間學生有機會與當地的校長、教授和學生交流，並參

觀校內不同設施。此外，學生亦到過多處富教育意義的景點遊覽，包括921地震教育區、秋紅谷生態公園及北投垃圾焚

化爐。至於體驗人文風俗方面，則有彩虹眷村和漫畫彩繪巷的台灣藝人畫作欣賞，以及在廣興紙寮親手製作紙扇。

　　總括而言，考察團活動豐富，使學生對台灣這寶島加深了解之餘，同時亦認識到當地的獨特文化，對他們未來升學

極有幫助。

遊台記    5C廖君鎬

　　中三那年，懵懵懂懂的我轉讀陳樹渠紀中學，彈指間兩年過去了。我想在中學餘下的日子，與一眾同窗好友留下多些美好回憶，於是一起參加這個台灣遊學

團。

　　我們到過台中彩虹眷村笑談「夢想」，踏過電影《那些年》的十份路軌，放過記載著我們大小願望的天燈，嘗過兩大夜市的地道街頭小食……。五天四夜的台

灣之旅，不但令我了解台灣的文化及風土人情，更令我深深體會到台灣有很多東西，實在值得我們香港人學習。

　　台灣人非常熱情，在人來人往的街頭迷路，素未謀面的人卻願意比手劃腳，做我們的指路明燈。台灣人注重環保，室內空調標準溫度為攝氏27度；反觀香港，

不少大型商場故意把「冷氣」調得像雪房一樣，還辯說「滿足顧客要求」，真教人慚愧。此外，台灣老早推行垃圾分類，把可回收的廢物循環再造，真正做到「環

保人人有責」，而香港仍在爭論膠袋收費多少！

　　今次之行，我們分別探訪了三所著名大學，其中對國立海洋大學的印象最為深刻—校長竟然親自出來迎接我們，怎不叫人受寵若驚？我們在演講廳與校長

交談了一小時，許多有關台灣升學的疑問都得到解答，可謂獲益不淺。湊巧的是，我們還碰上去年在我校畢業的師兄，試想想在大千世界裡，需要多少緣份才可以

成為同學？又需要多少緣份才可以在遠方異地重遇？這位師兄，曾經與我們在同一操場早會；這位師兄，曾經跟我們唱同一校歌；這位師兄，曾經和我們一樣懵懂

過、瘋狂過……。然而，他鍥而不捨，堅持追夢，終於成為大學生，這些事蹟多麼令人鼓舞啊！

　　五日四夜，同窗好友，朝夕相對，點滴心頭；鎏金歲月，他年回首，細說當時，樂也悠悠。

　　四月十九日是我校四十二週年校慶開放日。當天上午，我們邀請到啟基小學、李鄭屋官立小學、地利亞英文小學暨

幼稚園的師生一同參與活動。籃球場、排球場上有各式各樣鬥智鬥力的攤位遊戲，如「面試秘笈」、「有形文字」、

「樹渠雷霆戰車」等，好不熱鬧。玩個汗流浹背，然後到「家友站」享受可口的小食和消暑解渴的飲品，補充能量再重

新出發。

　　一樓的「陳樹渠博士展覽室」，除展出陳博士的照片、墨寶、證書等珍藏外，更有老師為他的作品做語譯，其中

《香江建校勉諸生》云：黌舍宏開紹漢京，滿間桃李燦香城；頂天立地男兒志，繼往開來顧爾生。詩句充分流露陳博士

營辦教育的鴻圖大願。

　　下午，陳燿璋校監抵校主持頒獎典禮；又參觀校園電視台，欣賞過去製作的節目；並參與學生設計的主播訓練班，

一嘗報道新聞的滋味。

　　羅馬廣場傳來學校拉闊樂隊的歌聲，圍觀的師生忍不住跟著旋律拍和，青春的音韻在校園內迴環繚繞……

「吳璟儁」與「張文采」？

元智大學

一致的表情

台北鄉土教育中心

群賢畢至，少長咸集

彩虹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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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比賽獎項（下學期）

2014-2015 香港學校戲劇節

廣東話中學組	 傑出導演獎	 羅家熙（校友）

	 傑出演員獎	 唐皓明（4D）

	 傑出舞台效果獎	 中文戲劇組

	 傑出合作獎	 中文戲劇組

	 傑出整體演出獎	 中文戲劇組

英語中學組	 傑出演員獎	 盧詠棻（5E）

	 傑出演員獎	 雷嘉祥（4C）

2014 童軍傑出旅團獎勵計劃暨步操比賽頒獎典禮

傑出旅團獎	 銅獎	 男童軍

中學基建模型創作比賽

最佳承托效益獎	 冠軍	 許淑鳴（5D）

	 	 陳婷婷（5D）

	 	 陳　濤（5D）

	 	 魏震東（5D）

	 	 謝彬華（5D）

最高荷載獎	 殿軍	 許淑鳴（5D）

	 	 陳婷婷（5D）

	 	 陳　濤（5D）

	 	 魏震東（5D）

	 	 謝彬華（5D）

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標誌設計比賽

學生組	 亞軍	 樊紫晴（6A）

2014/15 年度全港校際「尊重版權」海報設計比賽

中學組	 銀獎	 黃鈴懿（6A）

	 銅獎	 鍾子健（6B）

	 銅獎	 張倩瑩（6C）

第 21 屆「家長也敬師運動」電子版敬師卡設計比賽

中學組	 季軍	 黃鈴懿（6A）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學界七人欖球比賽

男子乙組盾賽	 冠軍	 男子欖球隊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學界七人欖球精英賽

男子甲組碟賽	 冠軍	 男子欖球隊

女子甲乙組碗杯賽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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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曲棍球隊

Hong Kong Drew League 三人籃球賽

男子十六歲以下組	 冠軍	 男子籃球隊

男子十九歲以下組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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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甲組足球隊

男子乙組	 亞軍	 男子乙組足球隊

第三組別團體	 冠軍	 男子足球隊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全港學界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三級跳遠	 冠軍	 李乙豪（5B）

男子乙組跳遠	 亞軍	 鍾益昇（2C）

女子甲組千五米	 亞軍	 郭家敏（5B）

香港公益金 2014/15 年度公益金賣旗日 

「街上賣旗」最傑出支持獎	 季軍	 陳樹渠紀念中學

陳樹渠紀念中學邀請賽

中學籃球組	 季軍	 男子籃球隊

中學足球組	 季軍	 男子足球隊

中學七人欖球組男子二十歲以下	 殿軍	 男子欖球隊

中學七人欖球組男子十六歲以下	 亞軍	 男子欖球隊

中學七人欖球組女子二十歲以下	 冠軍	 女子欖球隊

視覺藝術科得獎佳作

6A樊紫晴

香港資訊科技聯會 

標誌設計比賽 

亞軍

6A黃鈴懿

2014/15年度全港校際 

「尊重版權」海報設計比賽 

中學組銀獎

6B鍾子健

2014/15年度全港校際 

「尊重版權」海報設計比賽 

中學組銅獎

6C張倩瑩

2014/15年度全港校際 

「尊重版權」海報設計比賽 

中學組銅獎

6A黃鈴懿

第21屆「家長也敬師運動」 

電子版敬師卡設計比賽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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