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校「振中校訊」創刊號出版了，在同工的努力下，通訊內容力臻完備，涵蓋學校本年度上學
期學務委員會、輔導組、宗教、德育及公民教育委員會的各項工作及校內外活動報告，期望各校友
好能對本校有更深入的瞭解和認識。如對本刊物有任何意見，還望賜教指正。
編輯委員會

學務委員會
學生自學學習園地 Self-Learning Centre



星期一至五開放 425 室，學生可於放學後有一所寧靜地方進行自習。
學生自學學習園地提供免費教學材料，並有教學助理當值，提供支援。

課後支援 After School Learning Support


為初中學生開辦課後功課輔導班，以協助初中學生培養良好學習習慣；另外校方參與教育局區
本課後支援計劃，為中一至中六級同學開辦核心科目補習班。

非華語學生學習支援及課後支援 After School Learning Support for Non-Chinese Students


已聘請非華語教學助理協助同學，為初中非華語學生開辦課後功課輔導班，以協助學生各科的
學習。



為高中非華語學生開辦課後補習班，以協助同學理科的學習。

運用反思冊 Reflection Booklet


中一至中三同學須運用反思冊，每天於班主任節填寫，令學生離開校舍前回顧該日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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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歷程檔案 Learning Portfolio


每科設學習歷程記錄表，幫助學生貯存課業筆記。

晨讀節 Morning Reading Period


提升學生閱讀興趣及加強學生中英閱讀能力，每天推行晨讀節 20 分鐘，同學每月最後一節晨
讀節完成閱讀記錄冊報告。

協作直通課程 Collaborative Through-Train Programme


與「明愛社區及高等教育服務(社高教)」合作舉辦協作直通課程，中五同學可修讀專上學院課
程的部份單元後，中六畢業後可入讀明愛專上學院、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計劃發展為天主教
大學)的學位/副學位/高級文憑課程，並可獲豁免課時及扣減學費。本年度開辦食品製作與餐單
設計課程。

輔導組
「一人一職」班會功能小組


各班推行「一人一職」班會服務計劃，強化學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培養學生的承擔精神及責任
感。

校本「啟晴」生命教育計劃


推行校本「啟晴」生命教育計劃，一方面由班主任教導德育課程，加強課堂師生的互動，讓學
生更易掌握，另一方面透過「走出課室」的不同形式的活動(例如歷奇訓練、義工服務、探訪
等)，擴濶學生的視野，認識自己，學習與人相處技巧及發揮個人潛能。

Hand-in-hand Group(為新來港學童組識)


小組以幫助新來港學童適應校園生活為目標，除了提供課後功課輔導班等學術上的協助，減輕
內地與香港學制上的分別帶給學生的影響外，還會定期安排活動，讓他們多認識新朋友，擴闊
社交圈子，為融入新生活作心靈支援。

「共融」教育體驗計劃


透過不同體驗活動，例如多元文化考察團，參加黑暗中對話體驗館及協作活動等，讓學生對社
會上不同種族、文化及殘障人士有所認識，從而增加學生的同理心及對共融社區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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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獎勵計劃


本計劃目的為鼓勵學生能積極投入校園的學習生活，並為自己訂下全面的學習目標。透過獎勵
計劃，營造校園的關愛文化，使每位學生的潛能得以全面而均衡地發展，並培養個人成長素質
和自強不息的態度。



本計劃共分為五個階段，奬勵以每月計算，同學達到一定的積點，均可獲得精美禮品乙份。累
積分數愈高，禮品就愈豐富。第五階段達標分數為 1000 分或以上。學生對計劃反應熱烈，達
標得獎學生超過 90 人。



九月至十一月第五階段達標學生得獎名單：
盧思睿(5A)
鄧星華(3A)
黃文狄(6D)

宗教、德育及公民教育委員會
宗教活動方面除了每日早會及放學前的祈禱外，還包括主保瞻禮、聖誕感恩祭、參觀露德聖母
堂及「聖言我感」等。透過舉辦不同形式的宗教活動讓學生感受校內的宗教氣氛，及引導學生反思
日常的生活問題。本年度學校參加了由中文大學舉辦的「生命的照拂 ─ 心靈教育同行夥伴培育」
，
今年主要是培育教師，好讓老師能掌握心靈教育的精粹，為來年推行學生活動作好準備。
德育及公民教育活動方面包括「我的行動承諾 ─ 家‧多點關懷‧多點愛」承諾日 2013、
「認
識祖國、認識香港」問答比賽 2013、課室壁報設計比賽、課室整潔比賽、捐血日、展示「少數族
裔探索與認識」展板、「第四屆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2012-2014)」及社區共融計劃。在各項活
動中，學生的表現值得人讚賞，尤其是在「社區共融計劃 ─ 探訪劏房戶」活動中，學生能主動參
與及積極投入活動，活動後也能作出適當的回應。

課外活動委員會
校內活動
課外活動招募日


9 月 5 日為課外活動招募日，各學會幹事於禮堂設置攤位，積極招募新會員，本學期舉辦課外
活動小組共四十個，包括各學科學會、制服團隊、服務小組、音樂及體藝訓練班。學校推行「一
人一體藝」及「一人一服務」計劃，透過多元化的體藝教育活動，培養學生多方面的能力，發
展個人潛質，及建立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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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選舉日


學生會於 9 月 17 日由全校學生一人一票選出，本年度學生會內閣 SPEAKER 贏得大多數學生
信任票，自動當選。主席 5C 班何巧欣感謝同學的信任及愛戴，承諾用心務服同學及向校方反
映學生意見。

領袖生就職禮


9 日 18 日為本校領袖生就職禮，各單位領袖生包括學生會、風紀、四社幹事。由校長頒發委
任狀。各領袖團隊亦藉此宣誓，謹記堅守崗位，承諾用心為同學服務。

陸運會及啦啦隊比賽


10 月 2 日是本校一年一度的運動會。受颱風「天兔」的影響下，本校原訂於 9 月下旬的運動
會被迫改期，場地更由原來的香港仔運動場改為九龍灣運動場舉行。雖然場地對本校同學較陌
生，但仍沒有減低同學的參與度。經過一輪緊張、激烈的比賽，本年共刷新了五項大會紀錄。
另外，男子高級組個人全場冠軍由許松炯及盧思睿同學獲得，男子初級組的個人全場冠軍則由
何昰邦同學奪得。而女子高級組個人全場冠軍由何婷婷及鍾春柔同學獲得，女子初級組個人全
場冠軍則屬周雅珩同學。至於全場社際總冠軍則由誠社奪得。而啦啦隊比賽亦首次出現雙冠
軍，分別是誠社及忠社。

戶外活動日及班際攝影比賽


10 月 17 日為本校一年一度的戶外旅行日。當天秋高氣爽，不失為郊遊的好日子。當中有班級
到郊野公園感受大自然氣息，亦有班級到大嶼山體驗寧靜的海灘之旅，師生們以輕鬆、愉悅的
心情緩解平日緊張及急促的學習氣氛，促進班級團結。是日亦是班際攝影比賽的最佳取景時
機，不少班級創作出唯美以及意味深長的作品。經過老師團隊的細心挑選，最終初中組產生雙
冠軍，由 3A 及 3C 班獲得，亞軍為 2A 班，季軍則是 1A 班。而高中組冠軍則由 5A 班獲得，
亞軍為 5C 班，季軍則是 6C 班。

視藝作品展


本校於 11 月 20 日至 11 月 30 日舉辦視藝作品展，作品由本校視藝組學生創作，每件作品都匠
心獨運，若不細心品閱，是很難讀懂作品背後的意義所在。

家長日表演


11 月 23 日為本校家長日，是日老師與家長、學生溝通，使家長更瞭解其子女在校的學習情況
之外，更有 4A 班古立新及古立權同學獻唱歌曲助興，以及 5A 班許松炯、6A 班許家俊、6D
班陳坍鵬同學表演武術，體現本校學生體藝能力出色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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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振中盃」全港小學籃球邀請賽


第二屆「胡振中盃」全港小學籃球邀請賽已於 11 月 30 日圓滿舉行。當天有 14 間小學來到本
校角逐桂冠。各比賽隊伍均表現優秀，而在各校領隊老師專業的帶領下，令球賽精彩絕倫。加
上師生及家長蒞臨觀賽及打氣，令場面更熱鬧，為本校增添一分濃郁的競技色彩。

班際羽毛球/乒乓球比賽


踏入 12 月，伴隨著「胡振中盃」全港小學籃球邀請賽的比賽氣氛，本校的班際羽毛球/乒乓球
比賽也隨之開鑼。是次報名比賽同學踴躍，積極參與，老師在課餘時間為同學提供球類競技，
提升學生的爭勝之心，促進各方面的進步。而賽事人數及比賽項目眾多，球類比賽亦於 1 月考
試後繼續進行。

聖誕聯歡會/全校歌唱比賽


聖誕前夕，本校不忘師生同樂的意義，於 12 月 23 日舉行聖誕聯歡會。當中學生會悉心籌劃的
遊戲及禮品深受師生的歡迎，為本校增添不少節日色彩。同時，當天亦是本校的歌唱比賽的決
賽。經過眾多選手的角逐，4A 班古立新同學以洪亮的歌聲打動教師評審，獲得獨唱組的冠軍。
亞軍則是 4A 班的古立權同學，季軍則為 6A 班的陳嘉樺同學。而合唱組則是考驗選手們之間
的配合，而 4A 班的古立新、古立權、潘毅欣、林麗旋同學則擊敗其他對手，榮獲桂冠。亞軍
則由 4B 班的黃妙霞、曾宛儀、黃佳麗同學獲得。季軍則是 5C 班的陳柱林同學及 5D 班的王
家雯同學的組合。

校外活動
學界乒乓球/羽毛球比賽


學界乒乓球/羽毛球比賽於 10-11 月舉行，本校選派一些學生參賽，學生積極參與。

南區「勇創高峰」學生領袖訓練計劃


本校挑選 5 位出色的學生領袖參加了南區「勇創高峰」學生領袖訓練計劃。5 位學生分別為 4A
林麗璇、4A 潘毅欣、4A 陳雪瑩、4B 廖妙熒、5C 曽兆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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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有機長跑賽


為增強環保意識，本校學生踴躍參加綠色有機長跑賽，為環保出一分力。

學界港島區(第二組)男子甲組籃球賽


本校男子籃球隊於學界港島區(第二組)男子甲組籃球賽中表現出色，勇奪冠軍，為校爭光。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


本校學生在體育方面的能力一向出色，今次的南區分齡田徑比賽，經過同學們的努力，再次勇
創佳績，獲得 5 金、11 銀、3 銅的優異成績，為校爭光。其中 6A 班的鍾春柔同學獲得女子 B
組 100 米及女子 B 組跳遠的金牌，6C 班的何婷婷同學獲得女子 C 組 200 米及女子 C 組跳遠的
金牌，展現出其全面能力。

學校資料
校

監: 郭偉祥先生

地址： 香港薄扶林羅富國徑 8 號

校

長: 陳新亨先生

電話： 2817 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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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團體: 香港明愛

傳真： 2817 2320

創校年份: 1967

網址： http://www.cwcc.edu.hk

校

電郵： cwcc@cwcc.edu.hk

訓: 忠誠勤樸 敬主愛人
Be Faithful, Diligent and Stay Simple;
Love God and One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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