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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及組織管理及組織管理及組織管理及組織 

 

  

一一一一、、、、    

    

    

    

    

    

二二二二、、、、    

有關微調教學語言政策(MOI)的視學安排已分別於 21/11、22/11 及 24/11/11 舉行，是次視學的焦點為初中級以英語

作教學語言的學科，當中包括中一戊及中二戊班的數學及綜合科學兩科。至於視學的內容包括：文件查閱，觀課及與

相關的老師面談，而正式的書面視學報告校方亦已於一月底收到，獲得的整體評語極為正面及具鼓勵性，他們更高度

認許校方在學校發展層面上對 MOI 所作出的策劃及支援，並具體建議本校加強圖書館的角色，將英文閱讀的元素整合

在教學的過程中，使目前推行的 MOI 政策更見成效。 

 

本校在 26/11/2011(星期六)參加了由東區校長聯會舉辦的「東區升中選學巡禮」，地點為筲箕灣勵志會梁李秀娛紀

念小學。當日到場的家長及學生達千人，反應踴躍。而在場負責攤位工作的老師、家長及同學亦積極回應參加者的提

問，將學校的教學情況跟他們分享。 

 

     教學及學習教學及學習教學及學習教學及學習 

 

 

一、 

 

 

 

 

 

 

 

二、 

 

 

 

 

 

 

上學期期中考試結束，各級成績如下： 

 A B C D E 

中一級每班第一名 黃浩天 蔡棋鋒 莊家俊 何澄鏗  / 

中二級每班第一名 王嘉燦 鄭景嚴 郭昌鴻 李銘濠 / 

中三級每班第一名 黃煜強 馬天行 呂岑洋 李璟謙 / 

中四級每班第一名 李洛軒 陳天祥 陳樂賢 陳文俊 黎梓華 

中五級每班第一名 黃智穎 張柏穎 廖軒逸 吳志浩 黃俊杰 

 

自我管理小組 

本組的主要對象為中一至中三級學生，亦會透過講座、班主任推介及 e-class 電郵資料向中四至中七級學生宣傳下列活

動。本組十一月至二月活動如下： 

班级 活動名稱及內容 

中一 如何編寫時間表 

中二 如何提高溫習時的注意力 

中三 選科活動：尋找生命的色彩 2 

中一至中三 初中學生透過參予課外活動，例如如何準備旅行日及陸運會，學習自我管理的能力。 

中一至中三 期考後反思  
 

 

訓導組訓導組訓導組訓導組/ 輔導組輔導組輔導組輔導組/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一、訓導組 

1、新一年度學生長已於十一月份正式執勤，名單如下： 

總學生長：單梓峰(5A) 

高級學生長：朱煒程(5A)、楊頌賢(5A)、沈兆恆(5B)、余承達(5C)、孟遲浩(5C)、蔡健基(4E) 

 

    2、本組為培訓學生長團結合作，服務學校的精神，已於 31/1/12 在校內舉行了 11-12 年度第二次「學生長領袖訓練計

劃」。各學生長在訓練中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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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導組 

學生輔導組於 14/11/2011-25/11/2011 舉辦了性教育雙週活動。期間，學生輔導組安排了一連串活動，如講座、攤位遊

戲、資料閱讀、展板展覽及電影播放等。同學們都積極參與，氣氛熱鬧。另外，輔導組本年度為中一同學舉辦的「朋輩

輔導計劃」的活動已於十一月至二月期間舉行了三次大型活動：分別為「午間迎新」、「城市歷奇」及「揮春顯心

意」，中四、五的高年級朋輩輔導員透過各項活動，與中一同學建立關係，一同成長。 

 

 

三、升學及就業輔導組 

         升學及就業輔導組十一月至二月的活動 

級別 日期 活動名稱及內容 

中三家長 19/11 曾副校長、通識科朱老師及本組主持中三選科講座 

中三 27/2 青年學院講座 

中五 2/12 參觀 IVE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柴灣) 

中六 9/11 大學聯招 JUPAS 講座 

中六 30/11 牛奶公司講座 

中六 18/1 職業訓練局 VTC 課程講座 

中六 8/2 模擬放榜 

中七 16/1 推薦書及六月放榜須知  
 

校園活動 

 

 

一、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活動 

1、「首爾五天文化考察」 

22/12 至 26/12/11，本校 12 位同學獲「關愛基金」、「全方位學習基金」、家教會及舊生會的資助，參加了「首爾五天文

化考察」。同學在五天旅程之中，大開眼界，增廣見聞。 

 

2、「首都科技之旅」 

22/12 至 26/12/11，本校 10 位同學獲得「全方位學習基金」資助參加「首都科技之旅」，前往首都北京作五天的交流，回

程後同學完成專題報告，擴闊視野。 

 

3、「關愛家庭大行動」 

2012 年 1 月至 2 月份，本組舉辦了「關愛家庭大行動」活動，向全校同學派發並收回「關愛家庭大行動」檢閱小冊子，鼓

勵同學以行動表示對家人的關愛，提醒同學在家中應承擔的責任及態度。 

 

4、「關愛社區」義工活動 

中四級的義工活動已於 2012 年 1 月份完成。同學分別到區內各社區服務單位進行義工服務。中一及中二的義工活動亦將分

別在 2、3月間開始，讓同學關心社區，認識社會。 

 

5、1/2/12，本組邀請了「盲人體育會」來校進行講座，主題為簡介如何協助盲人進行體育活動。同學可藉此認識社會上不

同社群的需要，鼓勵他們多關心弱勢社群，並積極參加義務工作。 
 

二、 「初象‧十」 

張振興伉儷書院視藝展「初象‧十」已於 12/11-17/11/2011 假藝林畫廊舉行。是次活動展示了本校同學的視藝創作，參

觀者眾，場面熱鬧。 
 

三、 聖誕聯歡會 

聖誕聯歡會已於 21/12/11 舉行，當日活動包括由海星堂司鐸布神父主持的祈禱會、聖詩頌唱、師生抽獎等；隨後各班回班

房舉行聯歡活動，師生同樂，同慶救主誕生。 
 

四、 社際戲劇比賽 

本校第二十四屆社際戲劇比賽已於 6/1/2012 舉行，期間各社表現投入，比賽過程激烈。是次比賽的評判老師為陳文俊老師

及蘇偉雄老師。各社參賽的劇目及比賽結果如下： 

各社參賽劇目：紅社 ─ 出走；藍社 ─ DREAMS；黃社 ─ 迷宮網絡；綠社 ─ 沙石；白社 ─分岔點 

比賽結果：最佳演員：李力安 5A (紅社)；最佳劇本：黃社；最佳舞台效果：白社；最佳宣傳：白社；全場總冠軍：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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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校旅行 

學校旅行已於 13/1/2012 舉行，是次旅行地點為大帽山郊野公園。當日天氣時陰時雨，在集隊回程時候更突然天降大雨，

但不減同學們參與熱情，最後活動亦能順利舉行。 

  

六、 捐血日 

學校捐血日已於 16/1/2012 舉行，老師和學生均十分踴躍參與是次活動。 
 

七、 本學年的歌唱比賽已於 20/1/2012 舉行，同學反應熱烈。比賽結果如下： 

英文歌曲組 

冠軍：凌志灝–Desperado；亞軍：吳志威–My Love 

初級組獨唱 

冠軍：劉柏希–葡萄成熟時；亞軍：鄭仲雄–只是太愛你；季軍：譚俊熙–於心有愧 

初級組合唱 

冠軍：劉柏希、譚俊熙–記得愛 

高級組獨唱 

冠軍：李震豫–那些年；亞軍：陳千千–遺失的美好；季軍：譚永志–會痛的石頭 

高級組合唱 

冠軍：李震豫、顏榮耀–只是太愛你；亞軍：黃曉峰、陳姵彤–你最珍貴；季軍：鄭子軒、劉俊朗–心寒 

最佳台風獎 

凌志灝–浮誇 

 

八、 中文學會活動 

1、 中國文化周已於 1/2-3/2/12 午膳時間舉行，活動包括有關少數民族的展覽、元宵燈會、問答遊戲等，同學們反應熱

烈，踴躍參加，並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有所增加。當中的燈謎競猜活動，最受同學歡迎，參加踴躍，與古時的元宵燈會的

熱鬧情況不遑多讓。 

 

2、 另外，11-12 年度中文徵文比賽公佈成績，結果如下：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初級組 劉澤鋒(2D) 李銘濠(2D) 陳建邦(2C) 

中級級 李洛軒(4A) 孟遲浩(4C) 陳文俊(4D) 

高級組 鄧志安(5A) 劉嘉承(5E) 陳千千(7A) 

 

3、暑期中文閱讀報告比賽的選評結果如下：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中 一 級 陳皓楠(1D) 施瑋晉(1D) 施家耀(1A) 

中 二 級 鄧逸文(2D) 陳穎麟(2D) 關朗晞(2B) 

中 三 級 
吳俊延(3D) 

李煒巽(3D) 
/ 伍尚勇(3D) 

中 四 級 
吳志鏞(4A) 

李洛軒(4A) 
/ 黃俊堯(4A) 

中 五 級 朱煒程(5A) 黃智穎(5A) 張柏穎(5B)  
  

九、 通識科 

26/11 通識科派出七位同學參加了由律師會舉辦的「青 Teen 講場」。本活動以工作坊的形式進行，訓練同學的思考方法，

參與同學獲益良多。 

 

十、 普通話週 

普通話週已於 16/11/2011 至 19/11/2011 舉行。當中的活動包括午間點唱、填字遊戲、電影欣賞及攤位遊戲。豐富精采的

活動吸引了不少同學參加，寓學習於遊戲，場面熱鬧。 
 

十一、 

  

健康校園活動 

健康校園委員會於 2011 年 11 月為同學舉辦了兩場講座，分別為「禁毒達人講座」及「K 仔(氯氨酮)對身體的影響講座」，

向同學灌輸毒品的禍害及禁毒的訊息，同學皆與主講嘉賓作積極的互動，反應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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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活動 

 

一、 

     

 

1. 由家長教師會主辦的中三升中四選科講座及週年晚宴已於 19/11/2011 假學校禮堂順利舉行。當晚節目豐富，既有學生

才藝表演，包括粵曲演唱、中英詩朗誦、雜耍表演等，也有家長師生參與的卡拉 OK 比賽；百多位家長師生聚首一堂，分享

交流，氣氛熱鬧。  
 

 

 

其他課外活動 

 

 

11/2011 至 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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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服務團 26/11/2011 及 

18/2/2012 

香港交通安全會賣旗活動及 

奧比斯獎劵義賣活動 

為公益事業出一分力，培養同學的公益心。 

英文學會 11 月至 2 月間 英語購物角 提高同學對英文的興趣，製造英語的學習環境。 

天主教同學會 6-11-2011 明愛賣物會 

今年的活動主題為「給他們一個希望」，本會安排了兩

個攤位參予籌款活動，讓同學參與公益事務，發揮服務

社會的精神。 

公益少年團 30/11/2011 東區家長教師聯會堆沙比賽 培養同學的合作精神，擴闊視野。 

科學學會 2 月份 
舉行午間活動，主題為︰葉脈書簽

製作 
透過活動增加同學對科學知識的興趣及認識。 

童軍 18/2/2012 周年營火會 
讓童軍寓學習於娛樂，在籌備活動中培養同學的合作及

組織能力。 

保齡球會 11 月至 2 月間 保齡球訓練班 
本會邀請了港隊代表為球會教練，進行為期十節的訓練

班，透過一系列的訓練，改進學員的球技。 

 

 

學生的表現 

 

 

一 校外比賽獲獎／成就：  

 1、2011-2012 中學校際越野賽已於 14-11-2011 在粉嶺舉行，比赛成績如下： 

個人成績：謝朗軒(5A)甲組第八名；趙祉健(4A) 乙組第十名 

 

團體成績：甲組殿軍，成員羅啟為(6D)、謝朗軒(5A)、歐文傑(6E)、魏漢樑(6D), 李力安(5A)、李廸朗(6A)、黎浩達

(6E)、周展健(4A)；乙組亞軍，成員趙志鑫(4A)、趙祉健(4A)、陳柱光(4B)、張文樂(4D)、冼樂汶(3A)、周啟聰

(3D)、李韋男(3D)、雷彥楓(3D) 

 

2、中學校際田徑錦標賽已於 16/2、21/2 及 24/2/2012，假灣仔運動場舉行 

隊際成績：甲組總季軍 

 

個人成績： 

組別 項目 姓名 成績 名次 

決賽：14.35 
110 米欄 黎浩達(6E) 

複賽：14.18(新紀錄) 
冠軍 

400 米欄 黎浩達(6E) 56.23 冠軍 

100 米 何秉錕(6E) 10.91 亞軍 

110 米欄 呂俊人(6D) 14.50 亞軍 

標槍 鄧啟亮(6A) 45.27 季軍 

甲組 

鐵餅 蘇嘉銘(5C) 34.98 殿軍 

乙組 100 米 胡智鈞(4D) 11.44 季軍 

 

3、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慈善跑 2011 已於 27-11-2011 假香港迪士尼樂園停車場舉行，趙祉健(4A)在男子少年組三公里賽

獲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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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二十二屆「禁毒盾」中西區海濱滅罪跑於 04-12-2011 假上環中山紀念公園舉行，本校長跑隊在男子中學團體組

榮獲冠軍。成員包括羅啟為(6C)、歐文傑(6E)、魏漢樑(6D)、趙志鑫(4A)及冼樂汶(3A)。 

 

5、第六十五屆南華會全港學界田徑運動會在 10-12-2011 及 11-12-2011 假灣仔運動場舉行，成績如下： 

組別 項目 姓名 成績 

100 米 何秉錕(6E) 冠軍 

400 米欄 黎浩達(6E) 冠軍 

110 米欄 王榮輝(6C) 季軍 

五千米 羅啟為(6C) 季軍 

甲組 

鐵餅 蘇嘉銘(5C) 季軍 

乙組 一百米 胡智鈞(4D) 冠軍 

 

6. 「特步香港青少年分齡賽 2012 賽事一」於 7-1、14-1 及 15-1-2012 假將軍澳運動場舉行，成績如下： 

組別 項目 姓名 名次 

跳遠 許嘉寶(4E) 冠軍 

標槍 鄧啟亮(6A) 亞軍 

一百一十米欄 黎浩達(6E) 亞軍 

四百米欄 黎浩達(6E) 亞軍 

一百一十米欄 呂俊人(6D) 季軍 

甲一組 

五千米 羅啟為(6C) 季軍 

一百米 胡智鈞(4D) 冠軍 
甲二組 

鐵餅 蘇嘉銘(5C) 亞軍 

丙組 一千五百米 鄺柏聰(1C) 季軍 

 

7、喇沙會聯校田徑賽 2011-2012 已於 31-1-2012 假灣仔運動場舉行，本校同學取得優異成績，隊際獎項包括甲組：亞

軍；乙組：季軍；丙組：季軍；全場：總季軍。 

 

8、本校化學科參加由職業安全健康局轄下化學品安全及健康諮詢委員會舉辦之「化學實驗室安全比賽 2011」，評審

於 15/12/2011 上午到訪本校化學實驗室參觀及視察，並於 15/2/2012 於職安局職安健學院舉行頒獎禮及經驗分享。本

校化學實驗室喜獲中學組銀獎。 

 

9、5B 張皓然、5D 黃子軒參加香港 IT 人協會今日校園主辦第二屆全港中小學中文輸入法比賽，其中黃子軒取得青年組

第八名。 

 

10、本校足球隊在校際第一組甲組的足球決賽中以 0:2 受挫於喇沙書院，獲得亞軍。 

二 

 

 

 

 

 

 

 

  

 

 中七獎學金頒授結果如下：  

獎學金名稱 捐款人士 捐款對象 

1. Brendan Fund 

 

Brendan 

 

7A 第 1 名同學   7A 吳嘉豪 

7B 第 1 名同學   7B 陳俊樺 

2. Bright Sun Corp.Ltd. 

Scholarship   

林靜雯校友 

 

7A 第 2 名同學   7A 謝秀欣 

7B 第 2 名同學   7B 李偉倫 

7A 第 3 名同學   7A 陳姵彤 

7B 第 3 名同學   7B 劉偉航 

3. 何江顯校長獎學金 何江顯校長 中化科成績第 1 名同學 

7B 陳俊樺 

4. 張振興伉儷書院舊生會 

羅倫修士獎學金 

張振興伉儷書院舊生會 英文科成績第 1 名同學 

7A 黃詠珊 

5. 何錦榮老師獎學金 黃根春校友 

中大文化及宗教系教授 

最佳進步同學 

7A 李冠良 

6. 葉毓強獎學金 

 

葉毓強校友 經濟科第 1名的同學 

7B 李偉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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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