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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理及組織 
 
 

一、 
 

為配合社會的急促發展，本校不斷致力改善及增添各項校內設施，提供更優良的環境予同學，以提升他們的學習興趣和

質素。經校董會通過，學校於十一月份徵收了本年度的校本管理費，用作發展校內各項設施，包括改善禮堂音響及其他

輔助設施，增設與家長聯繫的短訊系統，應付各種增加了的維修保養費及空調費等。 

 

二、 本年度關注事項 

1、 提倡品德教育：教育同學「尊重」、「禮貌」，加強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 

2、 提升學生的英語能力。 

3、 提高學生自我管理能力，進行反思學習。 

 

 
教學及學習 

 
一、 自我管理小組 

自我管理，學會學習。為了加強學生自我管理及學習的能力，自我管理小組在本年度訂下了一個三年計劃，主要對象為

中一至中三級學生。該小組計劃透過簡介會、講座、班主任推介及 e-class 電郵資料向中四至中七級學生宣傳上述計劃，

並透過加置「家課記錄板」及鼓勵學生參與課外活動，協助學生訂立目標，從而提升學生的自我管理能力。此外，更通

過教授一系列學習方法，及指導學生編寫生活時間表，以加強學生的學習能力。 
 

  

二、 持續性評估 
本校為了在教學上更有效地反映學生的學習能力和進程，決定本學年繼續推行持續性評估機制，務求持續有序而全面的

評核學生的學習表現。 
 

三、 家課政策 

為提升初中同學的學術水平，本校在 14/9/09 開始推行家課政策。此計劃旨在培養同學的責任感及準時交功課的習慣，

協助同學建立正確的學習態度。活動分兩期進行，分別為 14/9/09 至 27/11/09 及 11/1/10 至 28/5/10，表現優異的同學

可獲舊生會頒贈刻有校徽的精美鎖匙扣。 

 
四、 e-Class 

為協助中一至中三級同學準時完成功課及為默書、測驗等作好準備，本校內聯網 e-Class 上的「家課日誌」項目，家長

除了可查看每日的功課及測驗事宜外，亦可利用 e-Class查看學校通告及以電郵系統作通訊工具。 

 

 
 

  訓導組/ 輔導組/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一、 訓導組 
 

 1. 本組在十月尾進行學生長選舉。選舉以面試形式進行，由訓導組老師遴選獲老師推薦的同學，以選擇適當人選擔當學

生長的重任。新一屆的學生長名單如下： 
2A 余俊浩、2C 劉偉賢、2E 孟遲浩、施兆麟、3D 吳銘鋒、3E 陳兆邦、朱煒程、簡禮勤、吳家溢、單梓峰、 謝
劍、黃智穎、胡溢鈞、黃偉強、姚遠、4A 張駿邦、張栢浩、蔡瑋麟、莊振東、馮焯芊、簡政諱、莫慶華、吳秉

勳、郭鈺驥、鄧啟亮、徐茂樺、 黃耀聰、楊國彪、嚴浩民、4B 麥皓鈞、冼文偉、謝佩倫、黃英傑、4D 王耀陞、

4E 姚禹均、6A 李欣籽、林慧彥、劉月丹、黃嘉欣、胡俊豪、葉樹全、6B 張偉雄、蔡子健、許霆鋒、楊樂勤、

黎靖儀、冼文傑、鄧雪濤、鄧卓曦 
 
2. 本組為培訓新一屆學生長，於 31/10/09-01/11/09 假紅十 字會石壁營，舉行了 09-10 年度「學生長領袖訓練營」。學生

長在兩日一夜的訓練中，學習團隊精神、互相合作，獲益良多。 

 
 

二、 輔導組 
 
本校輔導組的工作目標是幫助同學，面對及學習解決成長中所遇的問題，我們希望藉著關懷愛護的態度，肯定同學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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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令同學建立自信和正確的價值觀，健康快樂地成長。 
八月至十月間，輔導組有以下的活動： 
 

 1. 「中一新生指導日」 
為中一新同學安排的「中一新生指導日」已於 20/8 至 22/8 在本校舉行，內容包括：認識中、英、數及通識四科的基

本學習方法，訓練自我管理能力及參與互相認識的活動等，出席同學踴躍，表現投入，效果理想。  
 
2. 「思齊盾」 

08-09 年度的「思齊盾」活動，已圓滿結束。「最優秀班別」為 1A、2E、3E 及 4A。隨著學年開始本年度「思齊

盾」活動已正式展開。一如往年，中一至中四各班會又於各項班際活動中，各展所長，爭取年終的「最優秀班別」

殊榮。 
 

    3. 「學習支援小組」 
本校為了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本年度繼續安排了學習支援小組，連同外派的中華基督教會駐校心理學家楊姑

娘，為個別有需要的同學提供支援及轉介。楊姑娘本年度將會來校二十次，除了協助本校成立學習支援小組外，亦會

協助駐校社工陳姑娘處理輔導個案，進行老師及家長培訓等，加強輔導組的職能。 
 

 4. 「自我管理課程」 
參加同學由老師挑選，目的是希望讓同學學習情緒管理，提升自信心及可以善用閒暇，培養更有規律的生活習慣及

更積極之人生觀。活動內容豐富，有歷奇活動、救生日營、遠足及義工探訪等，透過不同的活動模式，同學有機會

進行多方面的學習。整體而言，同學大致表現理想，反應積極。 
  
5.「雜耍小組」 
      參加同學由社工推薦，目的是透過學習技藝，培養個人的自信心及提升自我形象。活動導師為外間服務機構的專業

人士，同學的表現亦佳，出席率高。 
  

 三、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七月至十月活動 

日期 級別 講座及活動內容 
7 月-9 月 中五及中七畢業生 畢業生放榜輔導及出路調查 
9/10 中六 升輔組老師簡介高考及大學聯合招生制度。 
30/9 中六、中七 城大講座 
21/9 中七 大學聯合招生 (JUPAS) 講座 
9/10 簡介聯招制度的精粹，以便學生能夠衡量潛在的回報及風險，作出

明智的抉擇。  
 
 

校園活動 
 
 

一、 遊學活動 
為擴闊同學視野，加強其英語溝通能力，以及學習獨立生活，學校在本年繼續舉辦暑期英語遊學團，目的地為英國牛津。

遊學團活動包括英語學習及參觀等，由王偉倫老師擔任領隊，行程由 11/7 至 27/7，參加同學均能善用這次學習機會增廣見

聞，得益不淺。 
 

二、 中一迎新日 
本校的中一迎新日已於八月二十九日（星期六）假學校禮堂舉行。期間校長和老師們跟出席的家長分享學校的教學情況、

學生的校園生活及學校的未來發展路向。而各中一班班主任亦藉此機會與各家長會面，加強彼此的溝通和了解，幫助中一

同學更快融入張振興的大家庭。 
 

三、 開學祈禱 
在柴灣海星堂主任司鐸戴民禧神父的主祭下，本學年的祈禱日已於 11/9(星期五)假本校禮堂舉行。當日出席人士除本校師生

外，校監郭樹業先生亦有參加。戴神父在祈禱分享中勉勵本校師生以「愛」作為工作和學習的基礎。祈禱會在悠揚的聖詩

詠唱下結束，而師生在個多小時的參與中亦獲得心靈上的平安。 
 

四、 學生會活動 
本校的學生會已於 10 月份交職，新一屆會長為 6A 黃韋童，內閣名為「造反有你」。本年度校方將投票方式，改成一人一

票的全民投票，該內閣以七成多的得票率當選，成功贏得大多數同學的支持。內閣名單如下： 
主席：6A 黃韋童        宣傳委員：6A 張文豪、李慧彥      財政：6B 蘇梓瑩 
外務副主席：6A 丁乙芷        服務委員：6A 胡佩瑩、劉月丹                        紀律委員：6B 鄧雪濤 
內務副主席：6A 黃治立                    學術委員：6A 鄧曉蓉、6B 鄧卓曦                  福利委員：6B 張浩文 
文書：6A 李欣籽                                體育委員：6B 冼文傑                                        總務：6B 蘇梓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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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活動 
 1、德育及公民教育組在九月二十至二十四日舉辦「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六十週年問答比賽」，目的讓同學可以多認識自己

的祖國，並從中分享國慶的喜悅。優勝者可獲禮物一份，得獎同學名單如下：  
 6B 冼文傑、6B 蔡子健、5B 陳俊樺、5B 蔡鎮輝、4A 高洋、4A 陸思翰、4B 林家丞、4B 鄒成煒、4C 鄭浩然、4C 何俊

軒、4E 麥展豪、4E 凌志灝、3A 蕭嘉超、3A 林英傑、3B 蘇瑞瑜、3B 郭俊康、3C 吳凱翹、3C 陳浩賢、3D 余威廉、3D
李瑋珩 

 
2、 本組在 19/10/2009 – 23/10/2009 的小息 、午膳 (1:30-1:55) 及 放學 (3:20-3:40)時段，在有蓋操場舉辦「一人一尺」運

動，以提醒同學繼續關注四川災區學生的教育問題，並盡自己的一分綿力，幫助有需要的災區學生。活動由「香港教育

界慶祝六十周年國慶籌備委員會」發起，參加同學只需捐款港幣二元或以上，即可獲中國歷史座標尺之「國慶紀念篇」

兩把，其中一把交捐款者留念，其餘的一把或以上贈予四川災區學生，讓大家一道認識歷史，祝福祖國。活動舉行期

間，同學反應踴躍。 
 
3、 本組在 19/10 連同全港共 410 間中、小學學生參加由「經濟動力」、教育局及禁毒處舉辦的「同心結力抗毒大行動」。

活動包括以「我承諾：遠離毒品，活出健康人生」為口號的承諾日，並鼓勵同學在 19/10-26/10 期間將同心結繫於胸

前，以及簽署承諾卡，以便向其他人士宣傳禁毒信息。 
 
4、 本校賴冠初同學( 4B)於八月底參加由香港遊樂場協會與甘肅省青少年聯合會等機構合辦的「甘港青少年手拉手體驗交流

團」活動，期間表現積極，獲嘉許為「最佳親善大使」。 
 
5、 本組在十月十九日假學校視聽室為中五同學舉辦有關賭博的講座，講題為「預防賭博成癮」，以喚醒同學對社會問題的

關注。活動由「明光社」主辦。 
 

六、 藝聚「XVII 聯校畫展」 
本校於 13/10/09 -16/10/09 假香港中環大會堂高座七樓舉行藝聚「XVII 聯校畫展」。參展學校除本校外，更包括筲箕灣官立

中學、玫瑰崗書院(中學部)、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金文泰中學、嶺南中學、明愛馬登基金中學、中國婦女會中學。展

品包括：繪畫、版畫、國畫、立體雕塑、攝影及服裝設計等，而本校展出的作品約 30 件。開幕禮的主禮嘉賓為教育局藝術

教育組總課程發展主任戴傑文先生。當天各校師生雲集，駐足觀賞各作品，場面熱鬧。 
 

七、 普通話學會活動 
本組與楷博語言培訓有限公司(前香港普通話專科學校)合辦的「普通話課外活動班」將於 2009 年 10 月至 11 月間舉行。由

專業的普通話老師到校授課五節，以輕鬆的手法，增加同學對普通話的興趣。 
 

八、 水運會 
本校第三十三屆水運會於九月十七日假柴灣泳池舉行。當日風和日麗，各項比賽均能順利完成。其中三項比賽，包括甲組

50 米自由式、甲組 100 米自由式及甲組 50 米背泳的成績更刷新大會紀錄；而頒獎嘉賓李耀輝校友的一番金石良言亦讓同學

們獲益良多。 
當日比賽成績概略如下： 
個人冠軍： 
甲組：李晉康 5A(黃社)；乙組：張柏穎 3E(黃社)；丙組：王毓麟 2A(紅社) 
社際成績： 
甲組：黃社；乙組：黃社；丙組：紅社 
全場總冠軍：紅社 
啦啦隊獎：白社 
 

九、 越野賽 
本校第三十四屆社際越野賽已於九月十五日假柴灣鯉魚門公園度假村舉行。當日參加比賽的同學十分踴躍，並獲家長教師

會副主席彭杏清女士蒞臨及擔任頒獎嘉賓。是次比賽總成績如下： 
全場總冠軍：白社 
甲組冠軍：綠社；乙組冠軍：紅社；丙組冠軍：藍社；啦啦隊冠軍：黃社 
個人冠軍： 
甲組：羅啟為 5A(紅社)；乙組：李廸朗 4A(藍社)；丙組：趙志鑫 2E(藍社)；女子組：李欣籽 6A(白社) 
 

十、 「親子閱讀計劃」 
 中文科、家長教師會、圖書館合辦的「親子閱讀計劃」旨在培養同學的閱讀興趣，並提升其語文水平；透過家長和同學的

積極參與，加強親子間的溝通。本學年活動已於 10/10/09 正式展開。  
    

 十一、 7/10/09 為本校課外活動日，學校利用逢星期三的特別時段，在下午二點四十五分至三點三十五分期間，安排同學前往各課

室認識校內各個會社的情況，以便他們選擇適合自己的課外活動。另外，同學亦於 8/10-11/10 期間透過學校網頁連結，進入

「聯科活動網上報名系統」報名參加課外活動。以電腦報名的新方法，務求更快捷省時，方便同學。 
 

 
 十二、 社際大會 

本校一年一度的社際大會已於 14/09/08 舉行。是日本校同學於第七至八節到所屬的社別進行社際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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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陸運會 
本校第三十四屆社際陸運會的初賽及決賽已分別於十月十六日及十月廿九日假灣仔運動場舉行。頒獎嘉賓為喇沙書院校長

王仁傑先生，比賽成績如下： 
社際成績方面： 
全場總冠軍：白社、甲組冠軍：紅社、乙組冠軍：白社、丙組冠軍：黃社、啦啦隊冠軍：白社 
個人成績方面： 
甲組冠軍：吳家鋒 (紅社)、李溢錦 (紅社)；乙組冠軍：伍俊敏 (白社)、 鄧啟亮 (紅社)、李力安 (紅社)、李廸朗 (藍社)； 
丙組冠軍：張文樂 (黃社)。 
除了學生的精采比賽外，當日還有十多位家長參加了家長教師短跑賽。另外，東亞運動會火炬傳送儀式亦於決賽日舉行。

家長代表、學生代表、舊生代表，聯同教師代表，一起參與火炬傳送，場面熱鬧，氣氛融洽，充份體現振興一家的團結精

神。 
 

  
家長活動 

一、 1.由本校家長教師會舉辦的「中一、二家長座談會」已於 10/10 假視聽室舉行，是次活動內容包括：講座及與中一、二級的

班主任舉行面談。講座講題為「反吸毒，健康人生」，校方亦希望透過與家長的接觸，方便他們了解子女在學的情況。    
 

 2.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執委選舉亦於上述講座結束後舉行。新一屆的家教會執委名單如下： 
家長執委：主    席：陳淑英女士 (李沛豪 , 5B) 

副主席：彭杏清女士 (陳卓曦 , 5D) 
財    政：麥珮茜女士 (許俊文 , 3C) 

       文    書：陳婉玲女士 (李韋男 , 1A) 
       康    樂：麥天雅女士 (馮梓峻 , 2D) 
          馬新娟女士 (佛嘉倫 , 2E) 
老師執委： 
    副主席：勞國標老師 
    文    書：洪穎生老師 
    康    樂：李幼儀老師 
    聯   絡：曾友協副校長 
      李金霞老師 
      陳靄心老師 
 
 

其他課外活動 
 

 
零九年九月至十月份各小組舉辦的課外活動如下:  
屬會/小組 舉行日期 形式/內容 活動目的 

第一期校隊訓練班及課後練習 乒乓球學會 25、27/10/09 增加同學對乒乓球的認識，並加強乒乓球技巧的訓練。

提供基本訓練予新會員，並且為校隊隊員提供比賽訓

練。 
劍擊學會 逢星期一、四 劍擊訓練(由康文處外展教練負責) 

交通安全隊 交通安全講座 提高同學的交通安全意識。 01/09/09 
 
 

學生的表現 
 

一 校外比賽獲獎／成就： 
 1、本校 2E 孟遲浩同學在由普通話教師學會主辦的第九屆全港學界普通話傳藝比賽中取得優異成績，詳情如下： 

課室盃全港初中組詩歌散文冠軍 

普師盃全港中學組晚會主持人第四名 

2、本校於 10 月 9 日參加 2009 -2010 年度學界游泳錦標賽(港島區第三組)，獲獎多項，結果如下： 
接力項目方面： 

○1  甲組  4 x 50 公尺自由式接力第二名 ( 成員包括：李晉康、羅啟為、劉家曦、姚志鵬 ) 

○2  乙組  4 x 50 公尺自由式接力第四名 ( 成員包括：張柏穎、吳秉勳、何文發、蔡柏衡 ) 

○3  乙組 4 x 50 公尺四式接力第四名 (成員包括：李顯樂、毛啟俊、陳俊樺、王毓麟) 
個人項目方面： 

○1  李晉康  男甲      100 公尺自由式冠軍、 200 公尺自由式亞軍 

○2  羅啟為  男甲 50 公尺蝶泳亞軍、 200 公尺自由式季軍 

○3  王毓麟  男乙 200 公尺混合四式殿軍 
總成績如下： 

○1  甲組團體亞軍 

○2  乙組團體季軍 

○3  全場總殿軍 
3、 本校乒乓球隊於 1-11-09 參加學界甲組初賽，獲次名出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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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承蒙各界對學校的熱忱，並對學校發展的關注及支持，本校在校友、老師及家教會的資助下成立多項獎學金。本學年

各獎學金的得獎同學如下： 
 

獎學金 
學業及運動成績優異 徐志堅 (6B) 獎學金 $500 

 吳志鏞 (1E) 
 

朱煒程 (2E) 中一至中三級第二名 獎學金 $300 
林志軒 (3E) 
周展健 (1E) 

中一至中三級第三名 簡禮勤 (2E) 
鄧志安 (3E) 

獎學金 $200 
蔡垂基校友獎學金 
 

李力行 (4A) 
中四級第二名 獎學金 $300 

余正傑 (4B) 
李嘉堯 (4A) 

中四級第三名 獎學金 $200 
林文堅 (4B) 
陳君沛 (6A) 獎學金 $300 

中六級第二名 
蔡啓業 (6B) 
李浩祥 (6A) 獎學金 $200 

中六級第三名 
魯嘉裕 (6B) 

獎學金 $500 陳貴標 1A 

布財進 1C 

黃俊堯 1E 

蘇亦倫 1E 
萬順獎學金 

林子峰 2E  
在學業、服務，藝術、體育或領導有

出色表現的同學，每位$500，共 12
位同學。 

吳家溢 2E 

袁錦信 2E 

鄧志安 3E 

高洋 3E 

陳子健 4A 

鍾浩昌 4B 

魯嘉裕  6B 
最佳長跑運動員 徐志堅 (6B) 獎學金 $300 

關祺老師獎學金 
最傑出童軍 余耀楠 (6B) 獎學金 $300 

張世聰 (1D) 
黄智穎 (2E) 

何江顯校長獎學金 各級中文科第一名 獎學金 $300 鄧志安 (3E) 
陳俊樺 (4B) 
李俊威 (6A) 
胡學軒 (1E) 
簡禮勤 (2E) 

各級英文科第一名 郭鈺驥 (3E) 獎學金 $300 
陳俊樺 (4B) 
梁栩暉 (6B) 

張振興伉儷書院 
舊生會羅倫修士 
獎學金 

伍家俊 (1E) 
各級通識科第一名 黄智穎 (2E) 獎學金 $300 

高    洋 (3E) 
黄俊堯 (1E) 
楊頌賢 (2E) 

家長教師會獎學金 各級數學科第一名 獎學金 $300 
林凱俊 (3E) 
林文堅 (4B) 

祁良神父教育基金 品學兼優之同學 魯嘉裕 (6B) 獎學金 $1500
張肇峰 (5A) 
李俊威 (6A) 

尤德爵士紀念基金 品學兼優之同學 獎學金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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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校章 
學業(各級的首名同學) 李洛軒 (1E) 

黄智穎 (2E) 
林凱俊 (3E) 
梁志勇 (4A) 
陳俊樺 (4B) 
李俊威 (6A) 
梁栩暉 (6B) 

領導才能 葉棹傑 (6A) 
服務 譚啓顯 (6B) 
運動 姚志鵬 (5A) 
藝術 余耀楠 (6B) 

 
 
 
 
白蘭登修士 
獎學金 $500 

 

二、 本校畢業生成就 ﹕ 
 1. 校友駱佩琪(2005)、梁仲寧(2008)及江煒忠(2008)，由於學業成績優異，榮登香港浸會大學成績優異榜(2008-

2009)。三位同學現正修讀學士課程。 
2. 校友呂文天(2005)及胡燕詠(2007)，榮登香港浸會大學成績優異榜(2008-2009)。兩位同學均於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

學院，修讀學士課程。 
 
 
 
***在張振興執教三十多年的鄭智昌副校長及黄煒基老師已於 08-09 學年結束後榮休，他們過去對學校的付出及貢獻實令

在校師生萬分感激，在此祝願他倆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充實。 

 
 
 
編輯小組﹕顧問﹕李兆華校長、廖杏玲老師  
編委﹕對外關係組–李金霞老師、林國良老師、馮珮珊老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