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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情

校務報告　　徐思明署理校長

編輯小組

徐思明署理校長

方浩智主任	 吳啟昌主任

黃桂秋老師	 嚴忠敏老師

衛　茼老師	 陳天禮老師

44週年田徑運動大會

　　天公造美，在冬日暖陽下，第四十四週年田徑大會於十二月十九、二十日假深水埗運動場舉行。

　　首日賽事緊湊，這邊才在上演萬眾期待的百米跨欄，那邊廂只見一道美麗的拋物線，鉛球應聲躍下，標記著健兒的

努力。各同學為求獲得勝利，無不挑戰自己，盡展所長完成各項比賽，為社爭光。看台上的各社導師、社幹事及社員，

正為了爭奪社際冠軍，而發出振奮人心的打氣歡呼聲，大聲公、充氣棒都是助長氣氛的燃料，眾人吶喊至聲嘶力竭，整

個看台喧鬧一片。

　　翌日的閉幕典禮，各制服團隊及四社以整齊劃一的步操進場，莊嚴認真的態度，獲得主禮嘉賓香港龍舟總會主席鍾

志樂校友大為讚賞。在主禮嘉賓與各校董頒發獎項及大合照後，表演節目隨即上演。先是步操管樂團登場，然後有街

舞組接棒，伴隨兩位男同學的美妙歌聲下，便是壓軸的綜合操，除了結合同學都朗朗上口的PPAP音樂跳出舞步外，更

分別排列出「CSK」字樣，以表現本年度「結集你我力量．凝聚團隊精神」的主題。全場氣氛熱烈，無不歎為觀止。至

此，運動大會便在一片夕陽餘暉下圓滿結束。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雞年先恭祝大家萬事如意，身心安泰！

　　新學制實施以來，每年的中六畢業生均取得令人滿意的成績，並且不斷進步。老師欣慰之餘，亦會持續努力為同學

增值，務求令他們發揮所長，不論是升讀大學、大專或就業，都能開創更美好的前途。我特別感謝我校老師對同學從不

間斷的關懷，令師生關係融洽，也令我校連續多年得到「關愛校園」的美譽。

　　一直以來，我校在課外活動表現都有卓越的成績。本學年各類學界比賽剛剛開始，我校就已經捷報頻傳。首先，步

操樂隊在2016至2017香港步操管樂節的總共獲得三金獎、一銀獎及兩個最佳獎項。還有男女子欖球隊分別奪得學界殿

軍及亞軍、劍擊比賽奪得花劍季軍，而其他賽事亦進行得如火如荼。至於一年一度的校際朗誦節，就取得一冠一亞三季

軍的成績，其中冠軍是來自英詩集誦中一二男女合聲組，別看中一、二同學年紀小小，他們在台上高水準的演出，給予

評判極深刻的印象，更令他們在眾多的參賽隊伍中脫穎而出，希望各位同學繼續努力，爭取佳績。當然，獎項只是比賽

的點綴，在訓練及比賽過程中所學到的才是真正的得益。期望大家能憑著這種奮戰不懈的拚搏精神，為將來升學及投身

社會打好穩固的基礎，走出人生的康莊大道。

　　另外，開學至今已有好幾位同學得到不同範疇的校外獎學金，包括「領展新一代大學生獎學金」、「萬鈞教育基金

『卓越明天‧成就將來』獎學金」、「應用學習獎學金」、「藝恒愛心行動獎學金」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黃廷芳獎學

金」等。我在此恭喜得獎的同學，你們都是優秀的一群，繼續努力，將來一定前程錦繡。

署理校監招祥麒博士致辭 主禮嘉賓鍾志樂校友接受校園電視台訪問 畢業跑，我們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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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日

畢業營

自己動手燒雞翼

全體準畢業生

師生玩成一片

整裝待發

少不了的班相「我們做得到！」「辛苦」的體驗

暫時放下書本，輕鬆一下老師的心意「我們承諾，考好DSE!」

　　踏入十一月，秋意漸濃，全校師生走出校園，到戶外享受舒適寫意的一

天。初中各級分別到了不同的度假營參與團體活動，提升與人合作的精神；高

中方面，學校讓各班班會發揮領導能力，自訂旅行地點及活動形式。師生打成

一片，熱鬧溫馨，樂也融融！

　　眼見中六同學面對文憑試而產生不少壓力，為了向他們加加油，打打氣，

學校特意於十一月三及四日，假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舉辦了畢

業營。

　　到達目的地，辦理入營手續後，一連串活動展開。首先，老師準備了現今最

流行的集體遊戲，好讓各班發揮「團結就是力量」的精神，爭奪「遊戲王」的

榮譽。夜膳過後是兩小時的晚會時間，各班都傾力以精采「生鬼」的表演，盡

情向他們敬愛的老師送上最衷心的謝意；校方亦特製一幅「考好DSE」的橫額，

由任教畢業班的老師親筆寫上支持和祝福字句，作為陪伴他們應付公開試的小

禮物；同學則於一幅印有「我們承諾：考好DSE」的大橫額打上手印，表示對自

己的激勵。最後，晚會以師生合唱一曲《海闊天空》，在大家的笑靨和淚水中

謝幕。

級別 地點

中一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烏溪沙青年新村

中二 領袖訓練日營馬灣太陽館度假營

中三 香港傷健協會賽馬會傷健營

中四
黃竹坑海洋公園

大美督堤壩

中五
大美督嘉樂徑

清水灣郊野公園（大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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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澳遊學團

升學就業輔導

中六級　大學聯招報名工作坊中五級　升學工作坊中四級　青少年高校科技宣講會

中五級　職場體驗活動中四級　職業志向：歷奇營中一級　理財智者大挑戰

中六級　德國升學講座中四級　職場人生講座中二級　生涯規劃講座「我有一個夢」

澳門大學圖書館 暨南大學留倩影

澳門大學展覽館盡享當地美食

　　十二月廿九及三十日，本校二十多

位師生遠赴廣州及澳門遊學。團員足

跡遍及廣州市越秀區、廣州大南門、

暨南大學、珠海市香洲區、澳門大

學、大三巴牌坊等地。兩天行程豐富

而緊湊，將歷史考察、學術探究、名

勝參觀、美食品嘗共冶一爐，寓學習

於娛樂，可謂多姿多采，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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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23rd 2016 was truly a memorable day for our S1 and S2 mixed choral speaking team as it was the day that they won 
the first place in choral speaking competition in the 68th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The team performed for the school 
in the morning assembly after their victory and showed everyone why they were able to stand out among 16 other schools. The 
incorporation of musical elements in the presentation and remarkable performance had moved the adjudicator and the audience. 

English Activity Days
Two English Activity Days were held in the first term. The first one was held on 31st 
October 2016 featuring Halloween. On that day, students made Halloween decorations 
and face masks and did a lot of brain teasers and riddles related to the Halloween 
theme. 

The second activity day was held on 7th December 2016, and Christmas was the 
theme.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whole school sang Christmas carols together in 
the morning assembly, and it was enjoyed by everyone. Students also took part in an 
inter-class crossword puzzle and a lunchtime English competition related to the t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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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osting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Greetings to Primary School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To express gratitude to their primary school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S1 students 
wrote season’s greetings on Christmas cards which were then sent to their respective 
primary schools. 

Extra Training for Newly-arrived Students
Saturday tutorial programmes have been arranged for students who have recently 
immigrated to Hong Kong from the Mainland. They can also lear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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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s value this opportunity 
to interact with a native English speaker and can brush up their speaking skills.

AFS Intercultural Fair
A group of S4 students joined the AFS Intercultural Fair which was held on 26th 
November at Maryknoll Fathers’ School.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different cultural 
activities including dancing, doing arts and making crafts. Students enjoyed themselves 
a lot. They participated in different activities and met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schools 
and backgrounds. They found the activities interesting and meaningful as they have 
learnt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and special customs of other countries. Some of them 
have made friends with students from other schools and even other countries.  They 
treasure the experience and would like to participate in similar activities in the future. 

Victory for Our Choral Speaking Team!

English Enhancement Activities

Students completing a quiz on Christ-
mas traditions

Student dressed up as Harry Potter

Singing Christmas carols during the 
morning assembly

Our choral speaking team performing 
for the school during morning 
assembly

Boo! A Halloween mask made by a 
student

At the AFS Intercultural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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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選舉

家長教師會換屆

輔導組活動

　　學生會選舉乃一年一度大事，學生投票選出自己心儀的代表。今年以

432票勝出的內閣名叫「VEGA」，即是織女星，寓意我校學生可以學習「

織女」的堅毅精神。新任主席鍾莉雅表示：「我閣致力為同學爭取福利，並

舉辦更多校內與校外活動，目的是為同學帶來不同的體驗，讓同學盡情享受

在陳樹渠紀念中學獨一無二的校園生活。」

　　2016年11月11日，家長教師

會於學校禮堂，舉行了第十一屆執

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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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歡聚一堂。之

前，全校家長透過「家校通」電子

系統投票選出新一屆正、副主席及

執行委員，任期兩年。相信一眾委

員定必竭盡所能，將會務發揚光

大，達致「家校合一，成就孩子」

的共同理念。

選舉論壇

新任主席李嘉明生生

歌唱比賽幕後功臣

中一迎新日

中一校歌歌唱比賽

新樹苗成長計劃

校園清潔活動

「關愛月」壁報設計比賽

麥潤壽「生命教育之旅」講座新一屆執行委員

陳樹渠紀念中學家長教師會

第十一屆（2016-2018）執行委員會

顧 問
招祥麒署理校監
徐思明署理校長

主 席 李嘉明先生

副 主 席 譚雪琼女士　陳美玲助理主任

司 庫 黃培珍女士　蘇淑敏主任

學 術 梁詩詩女士　莫穎之主任

文 書 蔡秋鳳女士　周寶紅老師

康 樂 蘇慧安女士　方浩智主任

總 務 李楚婷女士　張偉賢主任

聯 絡 謝正雲女士　梁建成主任

家長義工
曾連歡女士　劉　香女士
鄭文威先生　黃婉慈女士
鄭惠玲女士　陳桂香女士

老師委員

吳啟昌主任　李文勁助理主任
黃桂秋老師　黃啟祥助理主任
嚴忠敏老師　衛　茼老師
秦禮婷老師　吳詠瑜老師
曾志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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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集誦男、女子中學一、二年級組	 冠軍	 英詩集誦隊

粵語詩詞獨誦男子中學二年級組	 亞軍	 梁喻翔	(2A)

道教詩文作品朗誦中學一、二年級組	 季軍	 黃鈺婷	(1B)

粵語詩詞獨誦女子中學四年級組				 季軍	 周巧明	(4A)

2016 香港步操管樂節

步操巡遊比賽	 金獎	 步操樂隊

銅管對戰比賽	 銀獎	 步操樂隊

鼓樂對戰比賽	 金獎	 步操樂隊

步操樂團比賽（中學組）	 金獎	 步操樂隊

舞蹈表演	 最佳舞蹈表演獎	 步操樂隊

個人獨奏	 最佳個人獨奏獎	 董麗意	(6C)

	 	 袁文婷	(6E)

「匯聚愛 ‧ 豐與同路」學生創作比賽

口號創作比賽	 亞軍	 戚永茵	(4A)

	 季軍	 梁詠賢	(4A)

2016 活水行動海報設計比賽

中學組	 季軍	 劉珊珊	(6B)

保良局 2016 國際豆類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香港賽	 三等獎	 鄭惠珍	(6E)	

	 	 梁紫瑭	(6B)

國際賽	 三等獎	 梁紫瑭	(6B)

「龍城飛躍盃」國際游泳比賽

男子十二歲以下 50 米自由泳				 冠軍	 趙俊傑 (1B)

男子十二歲以下 50 米蛙泳	 亞軍	 趙俊傑 (1B)

區隊劍擊比賽

花劍個人組別	 季軍	 黃梓傑 (6D)

2016 香港劍擊學校劍擊比賽

重劍十七歲以下組別	 季軍	 黃澤均 (3D)

香港欖球總會中學七人欖球邀請賽

男子甲組碟賽	 亞軍	 男子甲組欖球隊

男子乙組碗賽	 季軍	 男子乙組欖球隊

香港學校體育聯會學界七人欖球比賽

男子甲組盃賽	 殿軍	 男子甲組欖球隊

女子甲乙組碟賽	 亞軍	 女子欖球隊

K-LEAGUE 籃球聯賽

高中組	 季軍	 男子乙組籃球隊

榮譽榜（第一學期）

少數族裔同學手執毛筆感受中國節日氣氛 無樂器伴奏隊聖誕表演 步操樂隊及爵士舞隊員

校際比賽獎項學業成績

班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1A 吳旻樺 李麗盈 李曉琳

1B 高婉微 鄒瑋承 嚴美丹

1C 姚皓森 林致樺 顏列炫

1E 李子妍 吳君霞 何禮欣

2A 鄒浚杰 楊　凡 岑燕玲

2B 黎慧珊 葉嘉晞 余承羲

2C 姚凱寧 洪戊嘉 梁俊豪

2E 李澤熙 林嘉欣 鄔紫敏

3A 屈倩妤 曾子珊 陳美妤

3B 肖　溯 岑可君 曾家豪

3C 林惠薇 吳祐璇 孫銘研

3D 梁沛渝 施嘉聰 陳嘉寶

3E 王鎮城 譚犖行 王皓威

4A 范俊廷 甄靖童 李　葦

4B 黃　璐 林樂怡 李婉儀

4C 麥子成 蔡宇軒 馮梓滔

4D 陳洛彤 黃戩烽 鍾永霖

4E 李麗晴 黃亦琇 潘子安

5A 吳慧華 王樂晴 歐雅揮

5B 廖浩倫 伍鈺湄 譚蜜兒

5C 鍾莉雅 郭成天 梁子紳

5D 莫筱喬 張俊賢 李澤誠

5E 楊嘉茵 廖嘉霖 李宇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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