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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公立何傳耀紀念中學 
2013-2014 年度校訊第一期 
 
校址：新界荃灣石圍角邨屋邨校舍第 1 號 
電話：24924191   網址：http://www.twphcymc.edu.hk 
傳真：24158686   電郵：info@twphcymc.edu.hk 

 

校長的話 

每年，學校會訂定三項重點關注事情，讓我們清晰對焦，就這些項目，進行工作。本年度，我和老

師們工作其中一個焦點是「自重重人，以何中人為傲」。 

 

甚麼是「尊重」呢？如果一位學生能做到遵從老師所有的吩咐，這是否「尊重」老師呢？我認為：

不。要知道「服從」不等同「尊重」。學生聽從師長的指示，可能只因為學生恐怕受罰，這是跟「尊重」

不一樣的。《現代漢語詞典》解釋「尊重」為「尊敬、敬重」、「重視並嚴肅對待」；《辭海》中「尊」有

「敬也、貴也、重也」的意思。從這些解釋看來，「尊重」背後，有敬愛和關懷。 

 

「尊重」是一種對人的態度。不「尊重」身邊的人──不管是當權者，或是普通人，人生是沒有可

能成功的，因為你無法與他人建立良好的關係。《聖經‧馬太褔音》第七章第十二節：「你若要別人怎樣

待你，你要先怎樣待人。」這就說明了「人同此心，心同此理。」想要得到別人的尊重，我們就得先尊

重別人。別人的「尊重」是源於我們的自重。《孟子‧離婁上》中有「人必先自侮，然後人侮之。」同

樣道理，「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希望得到別人尊重，應反求諸己，而不是怪罪於別人。我們必先要自

重，才值得別人的尊重。自重令人與人的相處更和諧，社會更美好。 

 

在校園內，你會遇到不同年齡和不同背景的人，可以充分發揮尊重別人的精神。我們說話時應保持

良好態度，不要說傷害別人或揶揄別人的話。我們應平等地對待身邊的每一個人，也應接納別人不同的

想法和信念。面對不同身分和地位的人，我們都應以尊重的態度，接納別人，並平等看待。在學校日常

生活中，同學尊重師長的同時，也應尊重每天為我們清潔校園的工友。同樣地，我們對小賣部職員的態

度，應跟對待校長一樣尊敬，因為大家都是學校裡的一分子。再者，我相信一個懂得自重重人的學生，

除了富責任感外，也應該懂得愛惜校園的設施，因為這是大家共享的。 

 

學習尊重別人，必先要學會自重。我希望全校的每一位成員都認同這重要的價值觀，更希望全校師

生能付諸實行，主動向身邊的人報以有禮、和善的笑容，表達他們對別人的尊重。各位親愛的同學：希

望我每天早上回校，見到你們的時候，你們都會向我微笑問好。讓我們携手創建美好的校園生活！ 

 

 謝潤明校長 

                                                               2013 年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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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 

學生學習 

◎校長與成績優異同學共晉午膳 

謝潤明校長、潘鄧巧持副校長及何偉雄副校長於 2013 年 9 月 24

日與去年中一至中五成績優異學生共晉午膳，藉以表示支持及鼓勵

他們努力學習。同時，校長鼓勵學生積極申請由荃灣鄉事委員會於

今年起設立的獎學金。該獎學金申請資料，詳情如下： 

獎學金 校內成績卓越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成績優異 

獲獎條件 

申請者須為中一至中五級考

獲全級首十名的學生，並在

兩輪面試中表現出色。 

申請者須於香港中學文憑考

試中任何一科考獲 5**。 

 

◎圖書館 

本校圖書館本學年除了舉辦書展、閱讀計劃及各種不同的活動，以推廣閱讀之外，亦會與學校的不同科

組合作，舉辦不同主題的書展，讓同學認識圖書館的館藏，提高他們借閱書籍的興趣。 
書展時段 主題／合作科組 地點 備註 

2013 年 10 月 8-9 日 新書展覽 3 樓圖書館 
展出約 300 本不同科目及範疇的中、英文

圖書。此次書展預約新書的 60 位同學，

均獲贈小禮物一份以兹鼓勵。 
2013 年 11 月 11-15 日 音樂科書展 3 樓圖書館 配合「音樂周」的書展 
2014 年 2 月 20-22 日 配合「家長日」的書展 1 樓禮堂 家長及同學購買書籍，可享折扣優惠。 
2014 年 2 月 25 日至 3 月 7 日 中國語言及文化書展 3 樓圖書館 配合「中國文化周」的書展 

2014 年 3 月 10-21 日 
Interesting English 
Books!書展 

3 樓圖書館 
配合「英語周」的書展 

2014 年 3 月 24-28 日 「個人發展」書籍展覽 3 樓圖書館 配合「輔導周」的書展 
2014 年 4 月 1-2 日 新書展覽 3 樓圖書館 ／ 
2014 年 5 月 12-23 日 數理科書展 3 樓圖書館 配合「數理周」的書展 

此外，圖書館亦繼續推行下列活動： 

活動名稱 對象 目標 

中一閱讀計劃 專為中一級學生而設 
要求參與者最少閱讀 10 本不同種類的中、英文書籍，鼓勵他們

拓展閱讀領域，並在中學生活之始養成閱讀習慣。 

I Love Reading 計劃 中二級或以上學生 推動校園閱讀風氣。 

閱讀學會 全校同學 透過分享閱讀經驗，鼓勵同學向其他學生介紹優良讀物。 

◎教學助理及溫習室開放時間 

除原有中國語文科、英國語文科、數理科、通識教育科、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五位教學助理外，校方

透過教育局撥款，聘請梁可儀小姐協助處理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事宜。另外，各教學助理會於放學後

在溫習室當值，幫助功課上有困難的學生。溫習室設於地下 LG09 及 G11 室，開放時間為每天放學後至

晚上七時，學生可自由參加，詳情如下： 

當值地點及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LG09 室 
教學助理放學後 
當值至下午 7 時 

陳仲基 
（中國語文科） 

呂玉嬋 
（個人、社會及
人文教育） 

洪容恩 
（英國語文科）

郭矜群 
（通識教育科） 

林冠騏 
（數理科） 

G11 室 
教學助理放學後 
當值至下午 5 時 

洪容恩 
（英國語文科） 

林冠騏 
（數理科） 

郭矜群 
（通識教育科）

呂玉嬋 
（個人、社會及

人文教育） 

陳仲基 
（中國語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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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及社會科 

本校於本學年開始，於中一至中三級以「生活與社會科」取代原有的「經濟及公共事務科」，詳情如下： 

◎其他學習經歷（OLE） 

為擴闊學生的視野，發展多元智能，讓學生達至德、智、體、群、美五育的全人發展，培養正面的價值

觀和態度，本校會為學生提供多種不同的「其他學習經歷」，鼓勵他們在課堂學習以外，參與不同範疇

的活動。本校同學於 2012 至 2013 年度曾參與多項由本校及各個社區組織舉辦不同性質的活動，包括： 

公益金百萬行 仁濟慈善行 清潔郊野公園 
探訪老人院 荃灣區「千人冬防滅罪運動」 荃灣區國慶升旗禮 
基督教青年會社區體驗計劃 賣旗、捐血 第六屆香港模擬立法會 

 

社會服務是「其他學習經歷」的重要一環。為鼓勵同學多參與服務

社會，本校要求所有高中學生必須在三年內，完成最少 8 小時社會

服務。在 2012 至 2013 年度，超過六成的中四級學生及超過五成的

中五級學生，均已完成最少 4 小時的社會服務。 

 

為擴闊學生的視野，提升學生對祖國的認識，鼓勵學生接觸不同國

家的風土文化，本校為學生組織不同的跨境交流學習活動，到訪國

內不同城市，進行各種學習與交流活動，以求全面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豐富學習的經驗。在 2012 至

2013 年度，本校同學參與交流活動情況如下： 

推行背景 
香港社會急速發展，在經濟、社會及政治各方面迅速轉變。與此同時，社會上出現多元的價值觀，

為學生個人成長、學習和未來就業，帶來機遇與挑戰。 

課程目的 

配合學生的成長需要，提升能力，以應付未來的挑戰，並讓學生以更廣闊的視野了解身處的社會。

為學生提供更多元化及適切的學習經歷，讓學生在初中階段建立堅實的學習基礎，以銜接高中「個

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領域」的科目和通識教育科。 

課程範疇 「個人與群性發展」、「資源與經濟活動」、「社會體系與公民精神」 

交流活動 參與同學(班級為 2012 至 2013 年度) 舉辦機構 

同行萬里高中學生內地交流計

劃（湖北 武漢 宜昌） 
5A 周美君、5A 鄒筱桐、5A 管美莉、5A 洪詩慧、5A 梁芷媛 
5A 鄭伊彤、5B 梁曉敏、5C 李晴浠、5D 徐啓康、5D 張耀庭 教育局國民教育 

支援計劃組 京港澳交流（北京） 5C 陳曉彤、5E 徐偉鐘 

2013 香港青少年軍事夏令營 4E 蘇樂儀、5C 區萬新、5E 丘嘉樂 

工商體驗遊學團（廣東河源） 
4A 傅曉彤、4B 關婉華、4B 張穎瑜、4B 蘇鈺瀅、4B 黃嘉慧

4B 羅嘉賢、4B 張韻怡、5A 張雯臻、5C 吳詠思 
香港中華總商會 
愛心行動委員會 

從心出發晉蒙之旅（內蒙古） 5D 郭潁彤 
新界商議局婦女及 
青年事務委員會 

京港同心學生交流團（北京） 
4A 鄧婉晴、5D 黃璐淇、5D 譚文雅、5D 鄭曉懿、5E 張恩霖 
5E 劉詠情 

國際青年 
文化交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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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年領袖計劃（Youth Leadership Programme） 

本校與「國際演講學會」一年一度合辦的暑期活動「青年領袖計

劃」，已於 2013 年 8 月 17 日圓滿結束。連續 8 個周末的練習和比

賽，讓參與同學掌握在公開場合的英語演說技巧，和帶領演說活動

的竅門。表現傑出的同學，皆獲頒獎狀及獎牌，以資鼓勵。獲獎同

學名單如下： 

 
 

◎Global Elites 2013 暑期青少年培訓計劃 

Roundtable Community 自 2006 年開展 Global Elites 暑期青年培訓計劃，旨在擴闊香港學生的全球視野，

訓練獨立批判性思維和增進他們對全球問題的認知，及提供領導才能和人際關係技巧訓練。2013 年暑期

青年培訓計劃的詳情如下： 

課程內容 參與同學 
模擬聯合國會議、學習體驗

營、講座訓練及領袖培訓系列 
5D 羅翠盈、5E 陳衍滔、5E 黃煒琳

6A 江翊翹、6D 陳欣玫、6D 劉家圻

◎中電「能源通識特訓營」 

本校 20 位中四級學生於 2013 年暑假期間，參加由中華電力有限公司舉

辦的「能源通識特訓營」。參加者透過參觀，認識燃煤、天然氣、核能發電的原理及輸配電力的過程。

主辦單位更將參加者隨機分為 6 組，在有關「能源」和「環保」的專題上進行「能源通識大比拼」，運

用創意，發揮團隊精神，獲益良多。 

◎第六屆模擬立法會及各式參觀、體驗活動 

部分中四及中五級學生於暑假期間，參加由香港青少年領袖發展協會舉辦的

「第六屆香港模擬立法會」，參加者在過程中扮演不同的政黨成員，就社會

議題進行辯論。6 位中六級同學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 Summer 

Institute 2013 涉獵法律、天文學

知識。2013 年 9 月中旬，中四至

中六級部分修讀中國歷史科的

同學，到香港歷史博物館，參觀

「國采朝章──清代宮廷服飾」

展覽。 

累積表現獎項 A 組 B 組 
最佳演講者 池健豐 洪  筠 

最佳即席演講者 蔡明健 李梓灝 

最佳評核員 林詠君 譚蓓欣 
最感人演說者 蔡明健 洪  筠 

比賽 獎項 A 組 B 組 

演講比賽 
第一名 陳俊宇 李立偉 
第二名 林詠君 李梓灝 
第三名 李  澤 鄭偉澤 

即席演講比賽 
第一名 李  澤 黃鈺嵐 
第二名 張樂軒 洪  筠 
第三名 曾雪瑤 唐卓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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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發展 

◎觀課活動 

本年度第一階段觀課活動於 10 月至 11 月中旬進行，觀課對象為於本校任教少於五年的教師，以及副校

長、各科科主任。觀課後設交流會，讓校長與老師們討論學生學習情況及教學活動，促進教學效能。 

◎教職員發展日 

本學年共有 3 天教職員發展日，日期為 2013 年 10 月 11 日、2014 年 1 月 4 日

及 2014 年 6 月 9 日。第一次教職員發展日已於 10 月順利完成，當日全校老

師及教學助理遠赴澳門，到當地歷史悠久的著名男校粵華中學觀課，並與該

校教師交流教學心得。此外，教師參觀當地景點，為明年 4 月中一級的澳門

考察團作好準備。 
 

 
 

 
 
 
 

校風及學生支援 

課外活動消息 

學期初在同學們積極籌組下，各類型課外活動的幹事會已順利組成，各幹事將策劃及推動本年度的會

務，鼓勵會員積極參與活動，希望同學們能善用餘暇，參與多些不同種類的活動，從而增強同學對學校

的歸屬感，發揮相互關愛的精神及提升同學的領導才能，迎接未來之挑戰。 

◎修業旅行 

每年一度的學校修業旅行，於 2013 年 10 月 28 日舉行，讓同學們在班主任的帶領下，組織班內活動，

彼此認識，關愛別人，分享校園生活樂趣。同學在大自然的

環境中，放鬆心情，呼吸清新空氣，欣賞怡人風景。 

級別 旅行地點 

中一 鶴藪 

中二 大棠郊野公園 

中三 大尾篤 

中四 北潭涌郊野公園 

中五 馬鞍山郊野公園 

中六 清水灣大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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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四社架構及學生會 

社監及社幹事名單如下：          學生會幹事會名單如下： 

 
 

 

 

 

 

 

 

 

 

 

 

 

 

 

 

 

 

 

 

 

 

 

 

 

 

 

 

 

 

 

 

 

 

 

 

 

 

 

 

 

 

 

 

 

 

 

 

 

 

 

 

 

 

 

 

◎社際足球比賽 

社際足球比賽決賽已於 10 月 15 日，假城門谷公園硬地足球場順

利完成。各社隊員都竭盡所能，互相配合，爭取入球。比賽在既

刺激又緊湊的氣氛中，圓滿結束，成績如下： 

名次 社 名次 社 
冠軍 信社 季軍 雅社 
亞軍 仁社 殿軍 忠社 

◎2013-2014 校內硬筆書法比賽得獎名單 

組別 名次 得獎同學 組別 名次 得獎同學 組別 名次 得獎同學 組別 名次 得獎同學

中文

初中 

冠軍 2B 陳韻賢 
中文

高中 

冠軍 5E 吳頌琳
英文

初中

冠軍 2A 潘曉瀅
英文

高中 

冠軍 5E 吳頌琳

亞軍 2C 羅曉嬉 亞軍 5E 鄭偉澤 亞軍 1C 譚滙源 亞軍 5C 陳頌恩

季軍 2A 馬詩婷 季軍 5D 何沛壁 季軍 3A 游曉晴 季軍 5B 黃嘉慧

訓導消息 

◎訓導老師及領袖生 
本校的訓導工作由訓導組負責推動，負責老師為梁彭老師（訓導主任），其他成員包括：呂漢忠老師（副

訓導主任）、麥慧玲老師、王翠霞老師、邱俊光老師、林浩驊老師、羅淑君老師及陳淑儀老師。此外，

共有 42 位領袖生協助日常的訓導工作。 

領袖生除了協助維持學校紀律外，亦提供不少校內服務，如指導中一級同學，讓他們認識校規，適應新

環境等。此外，訓導組亦為領袖生舉辦領袖訓練活動： 

社 

職務 
仁 社 雅 社 忠 社 信 社 

社  監 何志明老師 何秀蘭老師 陳淑儀老師 李嘉輝老師

男社長 5D 曾丞智 5D 翟明朗 5B 區雲皓 5D 郭薈恆 

女社長 5D 郝  敏 5D 何舒琪 5D 鄧凱欣 5E 陳子蕎 
男副社長 5B 林文軒 5D 周鋮禹 5C 劉孝言 5E 謝國業 

女副社長 5D 盧麗思 5B 張穎瑜 5C 馮青兒 5D 楊曉鴻 
文  書 5D 蔡嘉敏 5E 黃煒琳 4E 呂卓豪 5B 廖唯里 
財  政 4B 陳穎汶 4B 黃雪嵐 5D 吳子峻 4D 阮柏喨 

幹  事 

5D 鄒卓謙 5B 黃文彥 4B 黎曉晴 4A 陳碩智 
4B 周瑩碧 4A 郭庭禎 4C 謝曉雯 4B 周穎嵐 

4D 吳斯漢 4B 陳家鍩 4D 毛凱怡 4C 黃恩琳 
4E 翁年鏗 4D 林海星 4E 彭皓德 4D 梁芷睿 

3B 陳進文 4E 石浩然 3B 鍾愷茵 3A 李家溢 
3B 李皓霖 3B 楊  晴 3B 陶俊志 3D 陳珮甄 

3D 張莉雯 3D 黃智恒 3D 陳  昊 3D 鍾嘉文 
2A 陳仲嬿 3D 黃志豪 2A 曾奕琪 2A 邱一然 

2C 曾順景 2C 孫賢諾 2C 陳卓泓 2C 李述欣 

職 位 學生姓名 
主  席 5C 黃慧明 

內務副主席 5D 顧梓炯 
外務副主席 5B 陳悅庭 
內務文書 4E 劉妍彤 
外務文書 5B 馬欣儀 
財  政 5B 蔡泳楠 
康  樂 5C 黃曌雯 
福  利 5E 曾惠琬 
聯  絡 5E 戴棋生 
宣  傳 5B 黃嘉慧 

常  委 

4B 陳楨怡 
4C 許竣堯 
4D 蘇遠翹 
3B 吳裕華 
3B 陳鈺熹 
3A 曾巧彤 
3D 譚詠詩 

職位 總領袖生及副總領袖生名單（班別及姓名） 

總領袖生 5E 陳衍滔、5D 李倩雯 

副總領袖生 5B 韓婧雯、5D 林澤英、5D 楊曉鴻、5D 鄒卓謙、5D 陳雅欣 

活動名稱 舉行日期／時段 目的 

領袖生訓練日 暑假期間已舉行 提升領袖生的自信心，改善與人相處的技巧，加強團隊精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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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行獎 

操行獎項旨在表揚各級操行最佳表現的同學，得獎者須獲甲等操行，並在該級中得到最多老師的推薦。

2012-2013 年度獲獎同學名單如下（按上學年所屬級別）：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中五 中六 
鍾翠盈 黃佩誼 鄺惠琴 盧麗思 張錦儀 黃慕晴

◎嘉許計劃 

嘉許計劃的目的是透過老師對同學的讚揚，鼓勵同學培養良好的品格。嘉許計劃全年共分兩期評審： 
分期 時段 
第一期 2013年9月2日起至2013年12月19日止

第二期 2014年1月20日起至2014年5月23日止

◎班際秩序及清潔比賽 

於 2013 年 9 月 19 日至 10 月 8 日舉行，旨在加強同學對校規及秩序的認知，注意教室清潔，培養同學

的自律精神，建立愛護校園的和諧氣氛。比賽以秩序比賽及清潔比賽分數總和，累積最高分數評定三甲，

各獲獎狀一張。各班累積分數達 576 分或以上（總分為 720 分），可獲提名為模範班。 

組別 名次 得獎班別 組別 名次 得獎班別 

初級組 
（中一至中三） 

冠軍 2C 
高級組 

（中四至中六）

冠軍 6A 
亞軍 3B 亞軍 6D 
季軍 1B 季軍 6B 

此外，1A、1B、1C、1D、2A、2C、3B、3C、3D、4B、4D、5A、5B、5C、5D、5E、6A、6B、6C、

6D、6E、共 21 班獲提名模範班。 

◎有關家長託校方將物品轉交同學的處理 

事由 處理方法 目的 

轉交物件屬上課用品（如功課、課本等） 
為公平起見，校方會轉交有關

同學，但同時會作記名處理。

希望同學學習自立，每天自行整

理書本、功課及所需物品，不會

過分依賴家長的照顧。 家長因突發需要，需轉交物件（如毛衣、雨傘、鑰匙等）另作別論 

◎警方講座 

本校分別於 10 月 8 日、10 月 30 日、11 月 15 日及 2014 年 1 月 23 日，為中一至中五級同學舉辦警方講

座，講述有關欺凌、網上罪行及濫用精神科毒品等事宜。 

輔導消息 

◎守時運動 

為使同學注意守時的重要性，輔導組每年均舉行守時運動。獎勵方面分「個人獎」（頒予中六級歷年上

學均無遲到者）及「全班獎」（得獎班級可獲提名模範班選舉資格）。為鼓勵同學養成守時的習慣，特設

每月「守時之星」獎項，凡該月沒有同學遲到的班別，均獲頒獎狀一張以資鼓勵。 

月份 獲「守時之星」獎班別 

9 月 1B、2A、3B 

10 月 1C、2C、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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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好學生獎勵計畫」 
為鼓勵同學在學業、操行、活動及服務四方面有均衡發展，符合要求的同學均由校方頒予獎狀，以資鼓勵。

2012-2013 年度下學期獲獎同學名單如下（據該學年所屬班級排序）： 

白金章 5D 張錦儀 

銀章 
4B 李雅菁  4B 羅嘉賢  4B 魏芷菁  4B 黃嘉慧  4D 何芷珊  4D 伍淑儀  4D 楊曉鴻  4D 高瑋鴻 
5A 黃倩彤  5B 戴曉瑩  5B 洪子妍  5C 李蘊瑜  5C 麥芯程  5D 郭潁彤  5D 王卓琳  5D 楊靖儀 
5D 葉泯君  5E 何諾烿  5E 劉詠情 

銅章 

1A 蔡芳裕  羅曉嬉  譚沛瑤  曾汝晴  葉如意  潘文禮 

1B 陳倩雯  盧美燕  曾樂權 

1C 鄭楚嬈  張昕蕎  鍾翠盈  曾洛媛  梁家朗 

1D 陳森渝  何嘉韻  郝  盈  馬詩婷  潘綺雯  孫賢諾  黃伊琳  鄭柏朗  梁俊仁  戴志輝  邱一然

2A 周韻姳  高靜怡  李嫚儒  杜嘉瑜 

2C 陳靜怡  周兆瑜  范滙璇  黃佩誼  楊樂儀  余昊丹 

3A 鄺惠琴  謝詠恩 

3B 
陳海童  鄭  露  林詠君  劉愷瑩  陸綺華  毛凱怡  孫綺明  鄧慧炘  唐卓瑶  黃舒淇  黃  瑤  

楊莎莎  楊崇正  姚舜治 

3E 陳采瑜  陳葉彤  謝施予  黃浩賢  黃恩琳  鄭熙信  蔡熹逸  吳斯漢 

4A 邢  莉  鄧婉晴 

4B 張韻怡  張筠怡  張穎瑜  樊夢雲  韓婧雯  洪嘉瑜  洪  筠  關婉華  廖唯里  蘇鈺瀅  葉子晴

4C 馮青兒  梁詠淇 

4D 
陳雅欣  何沛壁  何舒琪  郭澔恩  郭穎琪  林澤英  李倩雯  岑煥瑜  鄧凱欣  陳健豪  周鋮禹

顧梓炯  林灝銘  源尚樺 

4E 吳培議  陳欣翎  曾惠琬 

5A 陳鈁喆  陳嘉盈  周翠婷  周美君  江翊翹  梁芷媛  楊欣霞 

5B 
邱錦鈴  鍾筱彤  何文意  羅詠晴  李可宜  利慧芬  黃凱彤  嚴加蕙  袁依霖  周穎怡  鄧文杰

彭紫棟  李梓煒  王棕彥 

5C 陳曉彤  張雅詩  梁鎧宜  李晴浠  曾麗芬  袁諾曦 

5D 陳樂怡  鄭曉懿  賴詠詩  林曦彤  譚文雅  胡妙韻  陳鑫明  盧雲國  雷翹語  戴添銘  胡倬僖

5E 馮潔兒 

白金章：1 人  銀章：19 人  銅章：130 人 

◎輔導服務組 

學生透過參加輔導服務組與荃灣綠楊新邨基督教青年會（YMCA）合辦的「領袖訓練計劃」，提昇其自

信心、責任感及領導才能，藉體驗式的學習及親身參與義工服務，讓學生裝備自己，迎接未來的挑戰。 

領袖培訓計劃 2013-2014 活動日程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主題 

2013 年 10 月 4 日（星期五） 下午 3 時 30 分至 5 時正 學校 602 室 領袖訓練（一） 

2013 年 10 月 18 日（星期五） 下午 3 時 30 分至 5 時正 學校 602 室 領袖訓練（二） 

2013 年 10 月 26 日（星期六）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5 時正 屯門掃管笏村 
「挑戰自我」訓練營

（War Game） 

2013 年 11 月 23 日（星期六） 下午 1 時正至 4 時 30 分 大埔 社區服務日（一）  

2013 年 12 月 13 日（星期五） 下午 3 時 30 分至 5 時正 學校 602 室 領袖訓練（三） 

2013 年 12 月 20 至 21 日（星期五及

星期六） 
下午 12 時 45 分至翌日下午 2 時

30 分 
救世軍馬灣青年

營 
領袖訓練營 

2014 年 1 月 25 日（星期六） 下午 1 時正至 4 時 30 分 石圍角 社區服務日（二） 

2014 年 3 月 8 日（星期六） 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5 時正 待定 城市定向 

2014 年 7 月（確實日期待定） 待定 學校 602 室 領袖嘉許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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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年度輔導服務組分組名單：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5B 張筠怡** 5C 劉孝言* 5C 梁奕朗** 5C 徐振軒* 5C 梁瀚暉** 5C 林添楊*
3B 黃靖晴 5C 梁共淇 3C 嚴嘉琳 5B 何文浩 4A 錢鈞浩 5B 黃文彥 
4A 李梓晴 5C 黃慧明 4A 胡綺庭 5B 林文軒 4A 孫亦希 5C 陳頌恩 
4E 譚丞軒 5E 許子鋒 4C 葉志嵐 5E 張耀文 5A 黃詩晴 5E 李俊彥 
5A 黃嘉倩 5E 吳家豪 5A 鍾嘉楊 5E 梁梓灝 5A 梁文騫 5E 謝國業 

**組長 *副組長 
 

學校社工工作匯報 

學校社工黃學謙先生逢星期一、三駐校；葉倩怡姑娘逢星期二、五駐校。家長如需聯絡學校社工，可致

電 2493 6529，或於非駐校時間致電學校社工辦公室 2419 7830。2013 年 6 月至 9 月期間舉辦的活動如下： 

活動／服務 日期／時段 活動內容／詳情 
第十屆 

朋輩調解計劃 
2013 年 6 月 29 日 

本校 13 名朋輩調解員順利完成該計劃，並一同出席於庇理羅士女子中

學舉行的「第十屆朋輩調解計劃聯校嘉許禮」。 

「家福 Teen 地」 2013 年 6 月 
學校社工所屬機構香港家庭福利會每年出版三期「家福 Teen 地」免費

派發予同學，6 月份題目為「秘笈」。 

「認識自己， 
關愛同學」 

2013 年 7 月 2-5 日 
31 位中四級至中六級同學參加，透過性格透視®增強同學自我認識；

透過活動建立同學關愛精神；透過訓練營提升同學自我突破和跨越困

難的能力。 
中一迎新日 2013 年 7 月 20 日 學校社工負責解答家長對子女情緒及學校生活調應的問題。 

領袖生訓練日 2013 年 7 月 27 日 學校社工協助進行當日訓練活動及鞏固領袖生的體會。 

中一迎新活動 
2013 年 9 月 11 日 

及 16 日 
社工為中一級各班舉行迎新及升中適應活動，增加同學對學校和社工

服務的了解。 

家長教師會 
迎新聚餐 

2013 年 9 月 28 日 
社工負責趣味親子遊戲環節，當天超過 180 位家長及同學參與，參加

者都踴躍和投入活動。學校社工在此感謝各位參加者的出席及參與。

同時亦感謝家長義工及老師們當日提供協助，令活動順利完成。 
第十一屆 

朋輩調解計劃 
上學期 

本年度順利甄選出 16 位同學當上朋輩調解員，協助於校內宣揚和平的

訊息。他們將會在上學期接受校內及聯校訓練。 
 

升學及就業輔導消息 

◎中六升學資訊日及升學講座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於 2013 年 11 月 2 日為中六學生和家長舉辦「中六生升學資訊日」，目的是讓家長和

學校有更良好溝通，並了解文憑試考生的出路和前途。為配合中六文憑試考生的升學需要，升學及就業

輔導組於上學期安排了一系列講座及活動： 

日期 講座／活動 目的 

2013 年 9 月 27 日 「求職新知」講座 
邀請香港鐵路有限公司代表分享於招聘時僱主重視的

元素。 

2013 年 11 月 大學聯招選科個別諮詢及輔導 
由班主任或升學及就業輔導組老師提供個別輔導，讓同

學在選科時更清楚自己的能力、志趣和前景。 

2013 年 11 月 15 日 
面試技巧講座 

邀請學友社代表將會為同學講解面試時的注意事項及

應對技巧。 

2012-2013 年度畢業校友分享 邀請升讀不同院校的校友，分享大學生活和選科心得。

◎2013-14 年度升學及就業輔導小組名單 

組長 5B 葉子晴 5E 曾惠琬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5A 蔡凱婷 5B 陳琪恩 5B 陳美賢 
5A 鄧婉晴 5B 李雅菁 5B 洪  筠 
5A 宋軒樂 5B 洪嘉瑜 5D 郭澔恩 
5C 黃曌雯 5B 關婉華 5E 陳子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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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 

校際比賽獎項及活動 
 

◎第二屆校際香港歷史文化專題研習比賽多媒體 
製作（高級組）優異獎 

比賽由香港歷史博物館、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聯合主辦，44 間學校共 96 份作品參賽。本校首次參加，

4 位同學於本年 2 月至 5 月，先後訪問我校創校校長陳恩良校長，老圍村村長、河背村及海壩村村民，

以及全完堂主任牧師和長老。經評審及面試後，本校在競爭激烈的多媒體製作（高級組）中，榮獲優異

獎，獲得紀念獎盃乙座、獎狀乙張及 1500

元現金書券。得獎的文科生和理科生合作無

間，備受評判團讚賞。 

◎「幸福要走多步 社會專題研究暨師徒計劃 2013」高中組亞軍 

主辦機構 獲獎同學 

荃葵青 
優秀學生會 

6B 吳昱婷、6B 吳潔兒、6B 羅詠晴 
6C 李  澤、6C 李晴浠 

 

◎高中數理比賽 2013 獎牌 

比賽由香港理工大學中學事務拓展處主辦，我校共有 97 名學生參

賽，其中 2 位參賽者獲得全港首 2%最佳成績，各獲獎牌一面；另

外 16 位參賽者獲「高級優異」成績，26 位獲「優異」成績。 

謝潤明校長與本校 2 位獎牌得主合照 

各科獲得高級優異或以上等級的參賽者，把香港理工大學的課程於「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中選擇為組別 A 內，有機會獲特別面試。 

獲獎同學 題目 

6C 李思潁、5B 張筠怡 
6D 韓潤生、6D 林燦昇 

從私塾到公營教育──荃灣學校與

鄉親、教會、地方團體及政府的互動

獲獎同學 參賽科目 優異成績 

6D 張耀庭 
數學 獎牌 

物理 優異 

6E 方其惟 
數學 獎牌 

物理 優異 

獲獎同學 參賽科目 成績 獲獎同學 參賽科目 成績 
6D 何  臻 數學、物理、生物 高級優異 6D 林燦昇 生物、化學 優異 

6D 葉泯君 
數學、生物 高級優異 6D 楊靖儀 生物、化學 優異 

化學 優異 6B 利慧芬 數學 優異 

6D 葉泯言 
數學 高級優異 6D 王卓琳 數學 優異 

化學 優異 6D 林曦彤 數學 優異 

6D 劉富強 
數學 高級優異 6D 張錦儀 數學 優異 

物理 優異 6D 郭潁彤 數學 優異 

6D 胡倬僖 
數學 高級優異 6D 陳明恩 數學 優異 

物理、化學 優異 6D 陳樂怡 數學 優異 

5D 高瑋鴻 數學 高級優異 6D 黃哲浩 數學 優異 

6D 陳鑫明 數學 高級優異 6D 劉圳研 數學 優異 

6D 趙一鳴 數學 高級優異 6D 蔡德安 數學 優異 

6D 盧雲國 數學 高級優異 6D 鄭加安 數學 優異 

6D 韓潤生 數學 高級優異 6E 吳光濠 數學 優異 

6E 吳子昇 數學 高級優異 6E 吳穎嵐 數學 優異 

6E 李港英 數學 高級優異 6E 林思龍 數學 優異 

6E 馬卓倫 數學 高級優異 6E 林致傑 數學 優異 

6E 程嘉浩 數學 高級優異 6E 邱嘉樂 數學 優異 

6E 劉詠情 數學 高級優異 6E 黃健聰 數學 優異 

5D 翟明朗 化學 高級優異 5D 陳健豪 物理 優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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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 香港青年大使計劃 

計劃由旅遊事務署及香港青年協會合辦，培訓活動已於 2013 年 7 月 19 日至 8 月 30 日期間完成，服務

計劃由 2013 年 9 月 1 日展開，至 2014 年 7 月 31 日結束。2013/14 年度詳情如下： 

項目 內容／參與同學 

計劃主題 培育服務精英，締造明日之星 

計劃目標 

‧增加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及多元文化的認識 
‧灌輸他們殷勤有禮的待客之道 
‧提供多種服務機會以豐富他們閱歷，鼓勵他 
們推廣好客和優質服務文化 

本校獲委任的 
青年大使 

5A 羅在君、5A 胡尹馨、5B 區雲皓、5B 韓婧雯

5C 馮青兒、5D 陳雅欣、5D 何翠瑩、5E 陳子蕎

◎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 2013：初級組及高級組優勝獎 

獎項 獲獎同學 

初級組優勝獎 4D 黃  瑤 (2012-13 3B) 

高級組優勝獎 6D 王卓琳 (2012-13 5D) 

初級組優異獎 

4B 蔡熹逸 (2012-13 3E) 
4C 黃恩琳 (2012-13 3E) 
4D 唐卓瑤 (2012-13 3B) 
4D 吳斯漢 (2012-13 3E) 
4E 何子朗 (2012-13 3D) 

高級組優異獎 

6A 楊欣霞 (2012-13 5A) 
6B 彭紫棟 (2012-13 5B) 
6D 葉泯君 (2012-13 5D) 
6D 葉泯言 (2012-13 5D) 
6E 黃梓聰 (2012-13 5E) 

◎其他校外比賽獎項 

 
 

家校合作 

迎新聚餐 2013 

本年度之家長教師會迎新聚餐已於 9 月 28 日（星期六）順利舉

行。校監何大偉先生及超過 220 位教職員、家長及學生出席當日

活動。當天共進行了兩項活動，分別為親子遊戲及迎新聚餐。親

子遊戲由兩位學校社工黄學謙先生及葉倩怡姑娘設計及帶領，參與活動的家長及學生都十分投入。 

學習領域 比賽／選舉名稱 獲獎同學／團隊 獎項 

中文教育 

教育局商校合作計劃 
2013 年全港學生書法比賽 

5D 何沛壁、5E 吳頌琳 毛筆中學組進士獎

5E 吳頌琳 硬筆中學組進士獎

家是香港 2013 年全港青年書法比賽 5E 吳頌琳 硬筆中學組優異獎

通善壇 HKUSPACE、中西區民政事務處

2013 年全港青少年書畫比賽 
5E 吳頌琳 硬筆中學組優異獎

孔教學院孔聖盃儒家經典‧詩詞背默大賽 2A 潘綺雯、2C 孫賢諾 初中組優異獎 

科學教育 
2013 國際初中科學奧林匹克–香港選拔賽

3D 黃志豪 二等獎 

2A 曾奕琪、2A 邱一然 三等獎 

iCity 網路大使計劃 6D 徐啟康、6E 鄭皓婷、6E 林致傑 優異獎 

藝術教育 「印象台灣」文件夾封面設計比賽 6C 李蘊瑜 高中組優異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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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本校畢業生陳君衡在內的 5 名港大
尖子，獲滙豐銀行海外獎學金赴英留學。

 
 

親子活動後，聚餐正式開始。家長與師生聚首一堂，享用豐富的自助晚

餐，並進行「Bingo」遊戲及幸運大抽獎。活動相片已上載，歡迎瀏覽

學校網頁及下載，超連結如下： 

http://www.twphcymc.edu.hk/pta/PTA_webpage/2013_09_28_PTA_Dinner.zip 
 
←幸運大抽獎得獎者與何校監合照 

 

家長教師會親子活動預告 

歡迎參加。詳情請留意日後家長教師會通告。 

 

 

 

校友消息 

本校畢業生獲頒之榮譽／獎項／獎學金 
 

畢業
年份 姓名 就讀院系 所獲獎項及詳情 

2013 陳衍宇 
中大計量金融學

及風險管理科學 
香港中文大學入學獎學金 

2012 

何婕菱 科大商學院 大學獎學金 

張滙盈 科大商學院 學院成績優異榜（2012-2013 春季） 

胡天朗 
科大經濟及 
財務學系 

商業電台 50 周年獎學金、余彭年獎學金、學院成績優異榜（2012-2013 秋季）

2011 

陳君衡 
港大工商管理 
學院（法學） 

匯豐銀行海外獎學金 

憑 3.7 以上的大學成績平均積點、出色的課外活動和

面試表現，獲頒獎學金三十多萬元，於本年 10 月初

赴英國牛津大學交流一年，修讀法律課程。 

蘇俊峰 
科大商學院 
專業會計學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

獎學基金： 
「外展體驗獎」 

獎項旨在支持由院校提名的優異學生到香港境外，參

加學習、實習或服務計劃，以及國家、地區和國際性

活動及比賽。頒發的獎項金額定為港幣$10,000 元。

2010 
何雅軒 

科大商學院 
專業會計學 

Scholarship Scheme for Continu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學院成績優異榜（2012-2013 全年） 

關景禧 科大商學院 學院成績優異榜（2012-2013 春季） 

2009 余柏康 
科大環球商業 
管理學系 

大學獎學金（2012-2013）、學院成績優異榜（2012-2013 春季） 

科大學術成就獎

（HKUST Academic 
Achievement Medal）

此乃科大頒授與學士學位課程學生的最高榮譽，需於

整個大學階段有非常傑出的學業成就，所修科目成績

平均積點均達 A 級。每年只有最頂尖的 1% 學生可

獲此殊榮。 

2012 曾惠賢 

科大跨學科課程 
學院成績優異獎

（2012-2013） 

此乃科大頒授與學士學位課程學生的榮譽，需於整個

學年有傑出的學業成就，成績平均積點達 3.7 或以

上。每年只有最頂尖的 10% 學生可獲此榮譽。本校

3 位畢業生 2012-2013 年度分別於「風險管理及商業

智能學系」就讀一、二、三年級。 

2011 譚兆麟 

2010 馮瑋傑 

家長教師會親子一日遊
暫定活動日期： 

2014 年 3 月 2 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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