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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簡報　　林宛君校長

編輯小組

林宛君校長 徐思明副校長

張偉賢主任 方浩智主任

黃桂秋老師 謝潔雲老師

吳啟昌老師 劉樹森先生

43週年田徑運動大會
　　12月3日，寒冷北風下，我校43週年田徑大會假深水埗運動場舉

行。

　　為了爭取社際比賽冠軍，四社導師、社幹事和社員均賣力為本社

運動員打氣。各社以色彩繽紛的「充氣棒」和「手掌拍」鼓「掌」，

響亮的聲音伴隨著激昂的歡呼聲，融合透過「大聲公」叫喊出來的別

緻口號，氣氛熱烈。整個看台喧鬧一片，觀眾雀躍萬分。

　　翌日的閉幕典禮，在一曲充滿「正向動力」的《陽光點的歌》下

正式開始。首先上演的是街舞，接着是四社表演賽。藍社以健身球作

工具；紅社的動作則由健身操演變而成；綠社的演出把運動和大自然

融為一體；黃社用身體打出不同的拍子，節奏感強烈。壓軸好戲是聲

勢浩大，整齊劃一的「千人操」，觀眾看得如癡如醉，情緒沸騰。

　　兩天的運動大會，在主禮嘉賓前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博士頒發

各組獎項後圓滿結束。

　　羊去猴來，新春伊始，先恭祝大家萬事如意，身體健康！

　　一直以來，我校在課外活動都有卓越的表現。上個學年，同學參加了多項學界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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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業成績方面，6E班陶嘉莹同學在中學文憑試考獲34分，得到香港大學取錄。學校榮譽方面，本校連續兩年被評選
為「關愛校園」，這正正是我們上下一心，努力耕耘的成果。學生成就方面，4D班陳梓笙同學獲得香港童軍總會頒發「

總領袖獎章」，是青少年在童軍生涯中，15歲前的最高榮譽。以上各項，實在令人欣慰和鼓舞。

　　前年十月，「陳樹渠紀念中學校園數碼電視台」正式運作。這個斥資200多萬的製作室，兼具錄音、混音、攝製及

剪接影片功能，並鋪設了全校無線上網系統，可供同學在校園任何角落，即時欣賞到攝製團隊的精心傑作。去年九月開

始，電視台無論在人手資源、節目內容和播放模式的層面上，都有所革新，務求更臻完美，希望同學能夠善用這個學習

平台。

林校長致送紀念碟予主禮嘉賓藍鴻震博士 四社綜合操 中六生「畢業跑」

比賽成績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社際團體 黃　社 綠　社 藍　社

男子甲組 4D石耀舜 5E張華杰 4D程玉鑫

男子乙組 3B蘇宇鵬 3D倪豐輝 4E鄭竣文

男子丙組 2A鍾子洋 2A李祖澤 1A余曉鋒

女子甲組 5A葉可茵 5E何瑋珊 4E陳巧瑜

女子乙組 3C周巧明 4E楊嘉茵 2A程　菲

女子丙組 1A慎怡嘉 1D鄺盈盈 2A翁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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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學期學業成績

榮譽榜

班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A 蘇致韜 鄔紫荊 黃詩琪

1C 李澤熙 楊　凡 郭穎琪

1D 鄺盈盈 黃雪盈 李鎧妏

1E 林嘉欣 尹諾怡 李駿泓

2A 黃偉俊 余思詩 翁明琴

2B 肖　溯 岑可君 李卓欣

2C 屈倩妤 曾家豪 李國豐

2D 曾子珊 黃泳儀 孫力恒

2E 黃詩雅 譚犖行 王鎮城

3A 王明順 陳宇軒 何樂薇

3B 謝可欣 胡浩霖 葉成謙

3C 胡偉淋 廖可兒 周巧明

3D 吳恩諾 陸倚瑩 何曉晴

3E 劉建隆 李　葦 黃善榆

4A 吳慧華 歐雅揮 盧昇耀

4B 廖浩倫 伍鈺湄 鄭盈富

4C 盧桂華 鍾莉雅 郭成天

4D 葉漣漪 張俊賢 楊嘉瑋

4E 楊嘉茵 陳巧瑜 蘇凌瀾

5A 朱禮賢 胡棨睿 吳健輝

5B 盧泳霖 霍俊銘 唐子豪

5C 司徒聖 劉燕娜 駱文熙

5D 林偉杰 黃俊鵬 韋凱婷

5E 施佩瑩 司徒詠儀 曹曉欣

DSE考獲34分的師姐分享應試心得 職場機構講座：入境事務處 「閃爍人生」生涯目標規劃講座

升學就業活動概覽
　　本年度升就組加強人手，為同學提供最新及全面的升學及就
業資訊，協助同學認識自我，促進個人發展，從而確立升學及就
業方向，自強不息，建立積極及有意義的人生。茲將上學期工作
匯報如下：

舊生分享（2/9/15）

邀請了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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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選校擇系輔導會（9/9/15）

為協助中六學生往臺灣升學，吳啟昌老師向有關學生講解選校擇
系的要點。

「閃爍人生」生涯目標規劃講座（6/10/15）

為協助中三學生了解自己的生涯規劃及訂立目標，邀請了香港家
庭福利會到校主持講座。

JUPAS報名及輔導（25/9/15；7、15、19、23/10/15）

JUPAS為升讀本港資助大學的主要途徑，林志強老師分別輔導學生
選科及提供相關資訊。

MBTI升學選擇講座（27/10/15）

知己知彼，MBTI工具讓學生多一個角度了解自己，從而對升學擇
業更有把握。

臺灣高等教育探索活動2015（30/10/15）

為增加學生對臺灣升學的認識，安排中六全級學生參觀上述展覽。

VTC講座（17/11/15）

VTC每年錄取數以萬計的學生，我們邀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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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有幫助。

VTC及E-APP報名工作坊（10、11、15/12/15；4、5/1/16）

為協助中六學生報讀VTC及E-APP課程，陳正文老師分別協助各班
中六學生認識選科及網上報名程序。

臺灣升學集體報名會（23/11/15）

冼佩玲老師召集有志往臺灣升學的學生，詳細解說個人報名申請
的手續。

模擬面試（3/12/15）

為加強升學及就業的競爭力，安排多位老師給中六全級學生進行
個人模擬面試。

行業職業講座（9/15—5/16）

為加強高中學生對不同行業職業的認知，本學年邀請11個不同行
業或職業的代表到校分享。

「寰宇希望」青少年升學及職業探索計劃（9/15—5/16）

為提升學生對自我的認知及更深入了解職業探索，邀請了「寰宇
希望」到校為中四、中五各30名學生進行有關探索活動，全年每
級各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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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Week

An English Week was held from 5th to 9th October 2015. Below is a list of the activities 
organized for our students.

• English Word Games • English Quiz • Boggle

• Spelling Bee • Riddles • Tongue Twi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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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bassadors • Drama Classes

Meeting with the Principal

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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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nched for students who have recently 
immigrated to Hong Kong from the Mainland. They can learn English with fun outside 
the classroom using the forty iP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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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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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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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rnt a lot of things and met a lot of teenagers from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and 
England. We played some games together and they told me a lot about their countries. 
From this activity, I learnt about the cultures and tradition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It was 
really a great experience!”

4E Darren Kwok

“I am very pleased to be able to join this event. I have learnt more about other countries, 
their cultures and special customs. I made a lot of new friends, too. I hope I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o again next time.”

3A William Cheung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Sports 

S.1 student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use English in a natural manner when learning 
cricket and rugby with two native English speaking coaches. Additionally, the students 
can be exposed to two sports that they rarel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lay in Hong 
Kong.

English Enhancement Activities

English Quiz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Sports

Riddles

Spelling Bee

Friday English Games

AFS Intercultural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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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科得獎佳作

全方位學習日
　　為貫徹全方位學習理念，增進課室外師生之間的感情，我們於11月5日舉

行了本年度的「全方位學習日」。當天分兩個時段，上午屬學習性質，統一經

校方安排，涵蓋參觀、考察、跨課題研習三大範疇；下午進行聯誼活動，內容

由各級自行訂定。

級別 地  點 類  型

中一 香港文化博物館、大埔大尾篤 香港文化考察

中二 香港文化博物館、大埔大尾篤 香港文化考察

中三 長洲南島 潮州文化考察

中四 屯門龍鼓灘 自然生態之旅

中五 屏山文物徑、Hello Kitty農莊 環境保育之旅

中六 海洋公園 跨學科研習

作者：5B劉珊珊

榮譽： 寰宇希望主辦 

「長者希望日2016」福袋繪畫比賽 

中學組冠軍及全場總冠軍

作者：6A黃若梅

榮譽： 愛德基金主辦 

「活水行動2015」海報及標語設計比賽 

高中及大專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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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目一新的校園電視台

學生會選舉

2015/2016學生會
UNIQUE幹事團

主　席 5D林偉杰

外務副主席 5C葉卓軒

內務副主席 5D章少婷

文　書 5E司徒穎儀

宣　傳
5B潘家俊
5D吳祖迪

康　樂
3B周皚澄
5E蔡采嫚

福　利
5D陳梓楓
5D唐皓明

總　務
4C鍾莉雅
5A葉可茵
5E曹曉欣

　　校園電視台今年步入第二年。一如過往，首先在九月份進行了電視台台長
選舉，經多番競逐，最後由4D班何冠霆同學擊敗對手當選。

　　在播放模式上，電視台作出了重大的變革，就是透過本校的wifi網絡，讓
同學以手機在午膳時間隨時欣賞直播，或登入電視台網頁選看早前曾播出的節
目。此舉目的是讓同學能夠無拘無束地，善用資訊科技進行不同層面的學習。

　　節目製作方面，同樣有所改變。電視台邀請到新加入「樹渠家庭」的衛茼
老師，擔任新一輯「英語一分鐘」的主持，衛老師精湛的演出，提升了整個節
目的觀賞性。

　　至於綜藝類，團隊創製了兩個全新節目：班際競技遊戲比賽「爭奪王」，
及歌唱比賽「樹聲王」。觀眾看到同學在比賽中的努力，紛紛報以熱烈激動的
喝采聲。

　　此外，其他常規節目，如「校園新聞」、「今日睇邊個」、「學術天地」、
「好書推介」等，亦在內容上精益求益。「我們期望今年的製作，給大家耳目一
新的感覺，為同學送上資訊和知識之餘，亦帶來高質素的視覺享受。」電視台顧
問張偉賢主任如是說。

　　每年一度的學生會選舉乃校園盛
事。經歷了個多月的組閣、報名、宣
傳、答問大會、拉票等連串選舉工程
之後，投票結果於10月底塵埃落定，
「UNIQUE」內閣以432票當選。十三位
幹事在林校長監督下宣誓就職。新任主
席林偉杰興奮地表示：「UNIQUE取其
諧音you need，也就是『你的需要』。
我閣將致力為同學爭取福利，細心聆聽
同學的意見，並舉辦多元化活動，令同
學可以盡情享受在陳樹渠紀念中學的校
園生活。」

　　11月初，UNIQUE秉承傳統，主辦
學生會歌唱比賽。由於深受同學歡迎，
參加者眾多，賽事分兩輪進行。12月18
日的總決賽，禮堂座無虛席，戰況緊湊
激烈，高潮迭起。最後，3A陳宇軒技高
一籌，登上冠軍寶座；而亞軍、季軍分
別由6B張嘉琪、6C黃雅嵐奪得。

英語一分鐘

選舉結果公佈

好書推介

UNIQUE「全家福」

拍攝學生會「選舉論壇」

4D何冠霆同學當選第二屆台長

深水埗區家長參觀電視台

歌唱比賽總決賽

候選人闡述政綱

「選舉論壇」前先禮後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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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比賽獎項（上學期）

校園掠影

第六十七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五、六組 冠軍 黃楚兒（6A）

英詩獨誦男子中六組 冠軍 何其坤（6A）

粵語散文獨誦女子中五、六組 亞軍 許淑鳴（6A）

英詩獨誦女子中一組 亞軍 程卓盈（1E）

英詩獨誦女子中一組 亞軍 鄔紫敏（1E）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一組 季軍 李澤熙（1C）

粵語散文獨誦男子中五、六組 季軍 崔栩箕（6E）

普通話詩詞獨誦女子中三、四組 季軍 張榆鑫（4C）

普通話散文獨誦男子中三、四組 季軍 陳佛靈（4C）

英詩獨誦女子中六組 季軍 吳凱君（6B）

英詩獨誦男子中六組 季軍 陳浩倫（6D）

英詩獨誦女子中一組 季軍 尹諾怡（1E）

寰宇希望長者希望日 2016

福袋繪畫比賽 中學組冠軍 劉珊珊（5B）

 全場總冠軍 劉珊珊（5B）

「活水行動 2015」海報及標語設計比賽

高中及大專組 冠軍 黃若梅（6A）

 季軍 黃愷程（6E）

香港童軍總會

總領袖訓練 總領袖獎章 陳梓笙（4D）

2015 年傑出旅團獎勵計劃 銅獎 男童軍

香港科學青苗獎 2015/16

科學知識測驗初賽 二等獎 楊嘉瑋（4D）

 三等獎 羅泳伶（3A）

應用可再生能源設計暨競技大賽（手搖發電機）

超級電容模型車大賽 二等獎 李昀峻（4A）

 二等獎 劉博深（4A）

 二等獎 鄭晉賢（4A）

2015 香港步操管樂節

步操樂團比賽中學組 金獎 步操樂隊

 最佳司儀獎 步操樂隊

 最佳聲樂獎 步操樂隊

鼓樂對戰 銀獎 步操樂隊

銅管對戰 銀獎 步操樂隊

步操樂團巡遊比賽 銀獎 步操樂隊

深水埗區田徑分齡賽

女子 B組二百米 亞軍 葉可茵（5A）

女子 B組一百米跨欄 冠軍 鍾惠君（6A）

女子 B組標槍 冠軍 鍾惠君（6A）

女子 C組鉛球 冠軍 陳嘉敏（6C）

女子 C組二百米 冠軍 陳嘉敏（6C）

男子 B組一百米 季軍 梁偉聯（6E）

男子 B組二百米 冠軍 梁偉聯（6E）

男子 C組跳高 亞軍 鍾益昇（3D）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學界七人欖球比賽

男子甲組碟賽 亞軍 男子甲組欖球隊

K-League 高中籃球聯賽

銀盃賽 殿軍 男子甲組籃球隊

乙組 殿軍 男子乙組籃球隊

「博到單車變摩托」巡迴劇場﹙20-10-15）

捐血日﹙9-12-15）

肇慶市鼎湖區教育團來訪﹙29-9-15）

深水埗中學巡禮﹙5-12-15）

壓力處理講座﹙16-10-15）

「樹聲王」歌唱比賽﹙8-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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