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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訊 

學 

與 

教 

1. 以下同學，於去學年學業表現優異，已於本學年12月21日(二)聖誕崇拜頒獎

禮上由本校頒贈獎學金(由$200 至$400 不等)： 

(一) 全級首 3 名 

去年級別 現在班別 姓名 去年全級 

中一 2A 陳亭茵 第一名 

中一 2A 柯嘉儀 第二名 

中一 2A 鄭宗蕙 第三名 

中二 3A 邱鈴滢 第一名 

中二 3A 陳凱盈 第二名 

中二 3A 黃梓健 第三名 

中三 4A 吳東宜 第二名 

中三 4A 楊益增 第二名 

中三 4A 韓雨萱 第三名 

中四 5C 黃志晴 第一名 

中四 5A 柯嘉穎 第二名 

中四 5C 吳依麗 第三名 

中五 6C 林芳羽 第一名 

中五 6C 陳雨欣 第二名 

中五 6C 林秋瑩 第三名 
 

(二) 高中全班首名 

去年班別 現在班別 姓名 

4A 5A 柯嘉穎 

4B 5B 孫良 

4C 5C 黃志晴 

4D 5B 陳卓欣 

4E 5E 林澤宏 

5A 6A 劉曉偉 

5B 6B 黃瀞儀 

5C 6C 林芳羽 

5D 6D 林藝毅 

5E 6E 吳振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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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年度體育科舉辦之體育之星選舉結果如下： 

排 球 之 星 ： 3A 梁曼鉞 

越 野 之 星 ： 3C 曹梓沛 

羽毛球之星： 3B 張誠晉 

跆拳道之星： 4A 林莉翠  4B 黃瀞嵐 

足 球 之 星 ： 4B 葉樂天 

體 能 之 星 ： 5E 陳錦煌  5D 鄭宇欣 

跳 繩 之 星 ： 2A 陳麗娜 

田 徑 之 星 ： 3D 邱凱淇  5E 陳錦煌  1C 陳小敏 
 

3. 2021/22 第一階段勤學勵進獎勵計劃已順利完成，結果如下： 

舉行日期 : 13/9/2021– 19/11/2021 

獲獎人數 :  

獲嘉許狀數量 2 張或以上 4 張或以上 6 張或以上 

中一級 95 88 39 

中二級 83 75 49 

中三級 116 96 47 

中四級 93 80 35 

中五級 81 54 17 

中六級 104 79 35 

每班獲「勤學勵進」積點數量最多的同學，另獲獎狀及學生會贈券($60)

以作鼓勵，名單如下：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班別 姓名 

1A 古嘉慧  3B 劉嘉怡  5A 柯嘉穎 

1A 郭美姿  3C 李孜鋆  5B 孫良 

1B 林卓銘  3C 章芷涵  5C 關益航 

1C 張佩儀  3D 梁熙彤  5D 羅兆峻 

1D 馬錦兒  4A 楊益增  5E 陳隆恩 

2A 陳昊東  4A 劉星宇  5E 林澤宏 

2B 黃佳琪  4B 王俊  5E 唐利利 

2C 陳俊傑  4B 張靖楠  6A 蘇綺雯 

2D 黃天珍  4B 張靖婷  6B 俞艷琳 

3A 黃梓健  4C 劉秋惠  6C 林芳羽 

3A 施宇微  4D 魏泳茵  6D 林藝毅 

      6E 吳振昌 

第二階段勤學勵進獎勵計劃定於 21/2/2022(一)至 29/4/2022(五)進行， 

鼓勵同學繼續積極學習，做好功課，再獲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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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六同學備忘 

(1)  中六級最後上課日為 3 月 11 日(五)，學生在最後上課日後可於上課

時間回校到圖書館溫習，但仍須穿著整齊校服及遵守校規。 

(2)  5 月 27 日(五)舉行中六畢業禮，請穿著整齊夏季校服回校，屆時將 

會派發重要文件，請同學留意有關安排準時出席。 

(3)  7 月 20 日(三)為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放榜，請有關同學在放榜當日上

午九時回校。 

 

資源 
策 
劃 
與 
管 
理 

校舍管理及傳訊 

  維多利校服公司將於 3 月 10 日(四)派員來校為同學度身訂製夏季校

服，同學可於當日帶備訂金港幣$100 回校辦理。(見附件 1) 

  台端可向維多利校服公司訂購或自行縫製校服，惟訂製與否，全由  台

端決定，本校絕無勉強之意。 

  另本校小賣部代售下列物品，價目如下：  

  恤衫校章 $5 冬季領呔 $19 毛衣校章 $5 

  學生手冊 $5 學生日記 $5 

  維多利校服公司將於 4 月 7 日(四)派發同學所訂購的校服，同學請於當

日帶備足夠款項領取校服。 

學 
生 
成 
長 
支 
援 

訓育組 

1. 第一學期模範生選舉結果如下： 

 

 

 

 

1A 陳灝南 2A 鄭宗蕙 3A 黃梓健 4A 楊益增 5A 柯嘉穎 6A 陳嘉玲 

1B 陳梓樂 2B 林凱平 3B 昝進傑 4B 陳俊鵬 5B 陳雨欣 6B 陳肖霖 

1C 黃佳欣 2C 潘昱翔 3C 鄭秋妤 4C 鄒文燕 5C 何寶賢 6C 林芳羽 

1D 馬錦兒 2D 黃天珍 3D 郭思桐 4D 彭濤明 5D 林雨莹 6D 林藝毅 

        5E 林澤宏 6E 吳振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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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端正妝容計劃計劃二：結領帶比賽比賽結果 
班際比賽 
初級組 
冠軍：3D  亞軍：1A  季軍:3A 

高級組 
冠軍：5A  亞軍：6B  季軍:6E 

個人賽 
冠軍：5A 楊文雋  亞軍：1A 王靖睎   季軍:6B 楊文杰 

 
3. 「端正妝容計劃」分四個階段進行，每階段達標班級均獲獎勵；第二階

段達標班別如下： 
 1B、 1C、 2B、 4A、 5B、 5D、 6B、6C 
 

初中成長教育組 

1. 如教育局宣佈學校可回復全日上課，則中一至中三學生均須留校午膳，

午膳訂購表格將於每月中旬派發，家長如欲替智能卡戶口增值，請於每

月 20日或之前將款項存入帳戶，以確保有足夠款項繳交午膳費用。 

2. 退餐及退款程序 ： 

I. 學生如因告假缺席而需取消當天午膳，請家長於早上 9:00 前致電學

校校務處。 

II. 所有退餐費將於下一個月退回入智能卡戶口。 

3. 班際象棋比賽各級冠軍如下： 

中一級：1B 

中二級：2A、2B (雙冠軍) 

中三級：3A、3B (雙冠軍) 

初中課室清潔比賽(上學期)，各級冠軍如下： 

中一級：1A 

中二級：2B 

中三級：3A 

在此恭賀各得獎班別，希望同學繼續積極參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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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學 
習 
支 
援 

活動組 

其他學習經歷—獎項報告 
1.荃灣及離島區校際田徑錦標賽，5E陳錦煌獲得男子甲組三級跳冠軍及男

子甲組跳高冠軍，3D邱凱淇獲得女子乙組鐵餅殿軍，1B鄔政希獲得男子

丙組 200米殿軍。 

  

2.保良局方樹福堂及荃灣區議會主辦「藝創荃城」繪畫比賽，4A吳俊樂獲

得比賽亞軍，4A楊益增獲得比賽優異獎。 

3.廉政公署舉辦「i-Teen」領袖計劃，本校中六同學獲得金獎，得獎名單

如下： 

6B 歐子俊、6B 陳偉楠 

6B 梁耀輝、6B 林兆華 

6B 彭雨楠、6B 薛瑋捷 

6B 楊文杰、6B 陳梦菲 

6B 陳舒婷、6B 陳婉婷  

4.香港射箭總會主辦「2021北區青少年室外射箭公開賽」，本校 6B鄭智濤、

4B許裕凱、4C黃俊宇在青少年男子甲組，分別獲得亞軍、第六名及第八

名。 

5.學生會及音樂科主辦「2021 - 2022聖誕歌唱比賽」，決賽結果如下： 

  初級組 高級組 

第一名 3A 林學湲 6C 馮咏琪 林芳羽 林秋瑩 

第二名 1B 梁子茵 莫芷然 5A 蔡瑜軒 林可澄 李政穎 黃芷悠 

第三名 2A廖曦彤 5B 歐冰焰 

第四名 3B 陳鉞婷 4A 李嘉晴 4B 陳俊鵬 

第五名 1B 高圓圓 張冰心 6C 黎曉欣 陳若冰 陳曉倩 徐志欣 

恭喜以上入選決賽及得獎同學。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網絡校園團契︰逢星期三，3:00-4:00pm；Zoom ID: 220 017 1702 密

碼: 201010 (請用班別、班號及中文姓名登入)，歡迎所有師生出席﹗ 

 晨光加油站︰逢星期一早上 7:30-8:00，歡迎師生到 G2靜修或祈禱，為

自己的身、心、靈加加油、打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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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份校務概要 

學 

與 

教 

1. 31/1(一)至 12/2(六) 農曆新年假期 

2. 14/2(一)-6/5(五) 學科閱讀獎勵計劃(第二階段) 

3. 21/2(一)-29/4(五) 勤學勵進獎勵計劃(第二階段) 

4. 11/3(五) 中六最後上課日 

學 

生 

成 

長 

支援 

輔導組 
輔導組將於二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17/2 大哥哥大姐姐義工活動 

19/2 培英計劃  (11) 

23/2 3A、3B心智教育課程 (3) 

24/2 大哥哥大姐姐義工活動 

25/2 協進至善計劃 

26/2 培英計劃  (12) 

受疫情影響，原訂於 2 月 27 日舉行的家長日將會延後，日期待定。 

其 

他 

學 

習 

支 

援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18/2周會︰崇拜(蕭興銳牧師) 

 網絡國際文化校園將於 21/2開始 

主辦單位︰Hong Kong Team, Colorado及本校 

日期︰逢星期一（21/2/2022-23/5/2022) 

時間︰早會時段（21/2/2022星期一開始） 

對象︰對福音持開放態度及熱切欲學習英文的同學 

形式： 

10人一組與 Hong Kong Team(美國科羅拉多州)進行視像交流， 

每 5周換一組。 

主要以觸覺及動覺的互動形式進行交流活動，學習聖經。 

同學如有興趣，請向 216室賴民蓉老師或劉承鏘老師或 116室 

莫露老師查詢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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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份校務概要 

學 
生 
成 
長 
支 
援 

輔導組 
輔導組將於三月舉行下列活動，敬希家長和同學垂注： 

三月 

2/3 3C、3D心智教育課程 (3) 

5/3 培英計劃  (13) 

8/3 2A、2B心智教育課程 (3) 

9/3 3A、3B心智教育課程 (4) 

10/3 大哥哥大姐姐活動 

培英計劃  (14) 

15/3 2C、2D心智教育課程 (3) 

16/3 3C、3D心智教育課程 (4) 

17/3 大哥哥大姐姐活動 

19/3 大哥哥大姐姐活動 

培英計劃  (15) 

24/3 大哥哥大姐姐活動 

26/3 同窗同分 高中參觀活動 

29/3 2A、2B心智教育課程 (4) 

中五級生命教育課 (2) 

31/3 大哥哥大姐姐活動 

 

訓育組 

1. 中六級嘉許狀換取優點最後限期：2022年 3月 11日(五) 

其他
學習
支援 

靈德及公民教育組 

 7/3廉政公署互動劇場(中四全級︰第 9-10節，禮堂) 

 18/3周會︰生命教育班主任堂(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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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月份家長備忘 

1. 1. 31/1(一)至 12/2(六) 農曆新年假期 

2. 受疫情影響，原訂於 2 月 27 日舉行的家長日將會延後，日期待定。 

3. 中學文憑考試於 4 月至 5 月陸續舉行，請關注 貴子弟溫習情況。 

中/英文科聆聽考試須自備耳筒式收音機，敬請垂注。 

4. 維多利校服公司將於 3 月 10 日(四)派員來校為同學度身訂製夏季校服，同學可

於當日帶備訂金港幣$100 回校辦理。 

5. 維多利校服公司將於 4 月 7 日(四)派員來校派發同學所訂購的校服，同學請於

當日帶備足夠款項領取校服。 

 

 

 

 

 

 

 

 

 

 

二月金句： 

「向飢餓的人施憐憫，使困苦的人得滿足；你在黑暗中就必得著

光明，你的幽暗必變如正午。」 

                    《以賽亞書 58：10》 

三月金句： 

「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為正直，惟有耶和華衡量人心。」 

                          《箴言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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