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起)：湯仲勳副校長、陳國儀先生、鍾彩萍老師、吳錦萍主席、王莉芳女士、吳煥花女士、 
 許湧鐘校長、陳佩茹女士、梁淑珍女士、林嬋敏女士、曾麗霞女士、葉彩珍女士、
 唐劉潔瑩副校長、楊淑貞老師、林燕貞老師

主席感言
 家長教師會不知不覺已到了第
六屆。回想過去十年，本校家長教
師會除了恆常會議外，還舉辦了多
個家長講座、親子烹飪班、工藝興
趣班、黃昏燒烤和春季旅行等。這
都是校長、老師和家教會委員互相
合作所得出的成果。
  通過參與家長教師會所舉行
的活動，我既可以清楚了解學校對
學生的教育方針，更察覺到學生們
在校長和老師的教導下，不但在學
業、品德和行為上有良好的表現，
更使他們建立自信，為他們成為未
來社會的棟樑踏出穩健的第一步。
我亦感受到家教會委員對會務的熱
誠，在此向校長、各位老師及歷屆
的家長教師會委員致萬分感謝。

 本屆的家長教師會委員出現了
很多新面孔，在這裡我衷心歡迎這批
生力軍加入我們的大家庭。我期望本
屆的委員都能積極參與，發揮出各人
的潛能，為本會帶來新的一頁。
                                              家長教師會主席  吳錦萍女士

校長的話
 本校於去年八月成立法團校董會，標誌著學校
的管理進入另一里程。自教育局推出學校管理新措施
後，學校的自主空間相對增加，然而對學校的問責要
求亦大大提升。學校不單要向教育當局負責，更要向
不同持分者交代。法團校董會的成立，讓更多持分者
可以直接參與學校的管治工作。法團校董會除了辦學
團體委任的校董外，更加入了兩位獨立人士、兩位教
師、兩位家長及一位校友。透過不同持分者的參與，
學校的工作必定能向前邁進。我希望各位家長能積極
參與家長教師會的工作，支持法團校董會家長校董，
讓家校保持密切聯繫，讓孩子積極奮發，努力向上。
  新一屆的家長教師會業已成立，本人深信家長教
師會必能秉持本校的優良傳統，積極推動家校合作。
藉此機會，本人亦要感謝去屆家長教師會的委員，在
陳京輝主席的領導下，為學校作出無私的貢獻。

校長許湧鐘BBS太平紳士

編者的話
 家長教師會成立的目的，是作為家庭與學校溝
通的橋樑，使彼此有更多的認識。本會已成立超過十
年，會訊已是第九期了。透過會訊，希望大家能更瞭
解本會的運作及有更強的歸屬感。

皇仁舊生會中學家長教師會

會訊 第九期  二零零八年七月

校址：新界青衣島長安村第一期 電話：2497 5688 傳真：2433 6598 網址：http://elearning.qcobass.edu.hk/~pta

家教會第六屆常務委員會委員
與校長及副校長合照



本
會 活 動  相 片精華

2007年與課外活動組合辦
未來領袖訓練營

2007年旅行大合照

2007年8月18日 
家長科技資訊教育班

2007年9月22日
冰皮月餅製作班

2008年5月4日
家教會會員大會--司徒華警長分享

青少年容易遇上的社會陷阱

2008年1月19日
親子水仙班

2007年7月8日
與生物科合辦到大埔鳳園 
觀蝶

2007年11月17日
親子燒烤晚會



 本會會員大會已於2008年5月4日（星期日）上午順利舉行。會中先由香港警務處葵青警區警
民關係組學校聯絡主任司徒華警長分享『親子溝通—青少年容易遇上的社會陷阱』，再由第五
屆常務委員會主席陳京輝先生報告本會工作，並由財政林燕貞老師報告本會財政狀況。校長向各
家長委員及義工頒發感謝狀，答謝各位家長對本會的貢獻。最後是投票選出第六屆家長委員。會
後更備有茶點，各位家長及老師儕儕一堂，彼此溝通，氣氛熱鬧。

 經互選後，第六屆常務委員會的家長委員亦已選出。全體委員定必竭盡所能，為推動會務而
努力。

 本校戲劇學會於2006-2007年度學校戲劇節
比賽中，4A班黃小芳及3C班鄒敏夷獲得「傑出
導演獎」。4A班黃小芳,謝麗禎, 4B班樊翠怡,陳
欣蔓2B班麥卡莉,林翠琦獲得「傑出劇本獎」。
除此以外，更獲「傑出舞台效果獎」及「傑出
合作獎」兩項殊榮。

(由左至右)：
4B鄭美娜同學、4C林明珊同學、劉致光老師及
4D陳健盛同學攝於山海關。

 本會會員大會已於2008年5月4日（星期日）上午順利舉行。會中
民關係組學校聯絡主任司徒華警長分享『親子溝通—青少年容易遇

常務委 會主席陳京 先生報告本會 作 並由財政林燕貞老師報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暨
第六屆常務委員會選舉

 本校戲劇學會於2006-2007

戲劇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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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情教育

學術
香港特別行政區傑出學生聯會 主辦 
中國文化推廣大使計劃
中國文化推廣大使 2C陳恩慈  2C梁騫文
粵語正音推廣協會 主辦 第四屆學界粵語正音大賽 
良好表現獎 6A彭潔玲  6A黃淑華 6A林逸瀚
高中中文中華文化教研及實踐計劃 主辦 
第二屆全港中學文化常識大賽 
嘉許狀  6A莊清玲  6A林逸瀚
香港經濟日報 主辦 校園中文、學生自作業 
投稿散文<我的委屈>刊登稿件 2C陳恩慈
星島日報 主辦 悅讀中文、創意校園 
投稿新詩<友> 刊登稿件  2E倪慧雯
投稿新詩<小草> 刊登稿件  2E倪慧雯
投稿新詩<微笑以對> 刊登稿件 2C劉翠瑩
投稿新詩<淚雨娃娃> 刊登稿件 2C劉翠瑩
香港公共圖書館 主辦 4•23世界閱讀日創作比賽 
初中組 優勝獎 2C陳嘉妍 2C劉翠瑩
中華電力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園公司 主辦 
全港學界太陽能模型車挑戰賽 
太陽能模型車直線加速賽 優異獎狀  
3A陳仲賢  3A趙仕昂 3A鍾景耀 3A樓進權
太陽能模型車障礙賽 優異獎狀 
3A蘇家勇 3A王  健 3A吳文軒
混合能源遙控模車繞圈賽 優異獎狀  
3A吳浩源 3A陸志傑

香港中文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 主辦
第三屆校際互聯網機械人大賽 
指定機械人組(IRIS-1) 
分區初季軍 2C黃志超 2C黃中柱 2C陳慧益 
 2C張志麟 3A陳仲賢 3A吳浩源
 3A鍾景耀
自製機械人組(IRIS-2) 
優異獎狀 3A趙仕昂 3A蘇家勇 3A黃科富
葵青區撲滅罪行委員會 主辦 
葵青區滅罪倡廉大使計劃 Flash遊戲設計比賽 
入圍優異獎  4B卓健烽 4B楊皓然
  4D張國勤 4D王俊琪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主辦 普及閱讀獎勵計劃
青章 1B陳文蔚 1B陳詠斯 1B何雨螢 
 1B黎美玲 1B孫佩欣 1B曾海倫
 1D招浩桄 1E陳芷欣 1E周芳穎 
 1E曾寧欣 1E郭振浩 1E黎燕兵
 1E伍佻祺 1E楊  晉 3D麥翠瑩
藍章 1A陳曉恩 1A鄭可敬 1D李霜兒 
 1E陳國才 1E曾育芳 1E葉殷岐
 2C黃善琦
紫章 2C崔淑慧 2C吳穎雅 2C馮穎怡 
 2C李庭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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朗誦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主辦 
  第五十八屆香港學校朗誦比賽
粵語詩詞獨誦 
 中二男子 季軍 2B鍾立豪 
 中二女子 季軍 2C鄭伊琳
 中四女子 季軍 4D黃斯琪 
 中四女子 冠軍 4D蘇詠芝
 中一女子 優良獎狀 1B何雨螢 
 中一男子 優良獎狀 1D李敏誠
 中一女子 良好獎狀 1D黃筱雅
 中二女子 良好獎狀 2C陳家敏
 中三女子 優良獎狀 3A林苑婷
 中三女子 優良獎狀 3A李文雪
 中四女子 優良獎狀 4A陳蘊內
普通話詩詞獨誦 
 中一二級 優良獎狀 
 1D何雅琳  1D鄧玉玲  2B許丹兒  2C陳恩慈 
 2E倪慧雯  2D傅茂盛
 中三四級 良好獎狀  4D陳嘉卿
英詩集誦 
 優良獎狀  中一二級
英文散文獨誦 
 冠軍  6B徐昀霆
 優良獎狀  7A曾昭鍵 6A莊清玲 6B陳蔚琪 6B林婷婷
英詩獨誦 
 季軍  5A劉潮銃 2C崔淑慧
 優良獎狀  5D陳昆鵬 4A李美琳 4C陶妍蒨 2C李佩怡 
  2C區瑞煝 2C鄭伊琳 2C陳恩慈 2C林宝溋  
  2C吳沅霖 2C陳家敏 2E潘圓歡 1E伍佻祺
  1E楊  晉
音樂 香港學校音樂及朗誦協會 主辦
 第五十九屆香港學校音樂比賽 
十三歲以下女聲獨唱 季軍 2C陳恩慈
八級鋼琴獨奏  良好 4A李美琳
七級鋼琴獨奏  良好 2C趙芷慧
六級鋼琴獨奏  優良 1E曾寧欣
五級鋼琴獨奏  優良 3E黃頌恩
四級鋼琴獨奏  良好 2C李佩怡
鋼琴小奏鳴曲  優良 3A余嘉俐
鋼琴小奏鳴曲  優良 2B羅逸豐
中級古箏獨奏  良好 4D葉嘉懿
舞蹈 觀塘區文娛康樂促進會 主辦 
 第35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爵士舞組別  銀獎 舞蹈學會 
戲劇 香港藝術學院 主辦 香港學校戲劇節 
中學廣東話組 傑出導演獎  4A 黃小芳 4C 鄒敏夷
  傑出劇本獎  戲劇學會
  傑出舞台效果獎 戲劇學會
  傑出合作獎  戲劇學會
社區服務 葵青民政事務處 主辦 
 葵青區青少年社區服務計劃比賽 
簡報會最佳創意獎 3E鄭  映 6B區卓嬈 6B林婷婷 
  6B馬淑玲 6B李偉強 
環保活動   
嘉道理農場暨植物園 主辦
生境改善計劃 之建設蝴蝶園比賽 
冠軍 2A楊念豪 4D葉毅勤 4D呂君皓 
 6B譚玉婷 6B林仲賢 6B郭俊傑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 主辦 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傑出環境保護大使 6B譚玉婷 6B 林仲賢
基礎環保章 1E陳芷欣 1E周芳穎 1E鄭敏儀 1E葉殷岐 
 2A楊念豪 2C溫家強 3C姚瑪莉 3C徐雅瑩 
 3C蔡麗欣 3D蘇嘉怡 4D葉毅勤 4D呂君皓
 4D郭啟豐 4D洪永瀧 6A陳晶晶 6A秦志淩 
 6B譚玉婷 6B郭俊傑
專題環保章 3E馮婉儀 4B吳慧卿 4C馮惠敏 4C蔡鳳儀 
 6B林仲賢   
 

制服隊伍   
香港交通安全隊 主辦
新界南總區周年檢閱禮步操比賽 
中學組 殿軍 交通安全隊
香港交通安全隊發展及訓練署 中級章考試 
考獲中級章 2C鄭伊琳 3D麥翠瑩 3E劉淑芳
 4B陳家碧 4B楊玉玲
隊監嘉許狀 4B樊翠怡
香港交通安全隊發展及訓練署 第十期初級章 新界南總區
考獲初級章 1A曾少英  1A鍾沛傑 1C李趣貞
 1D李敏誠  1E陳芷欣 1E劉皓晴
 1E蔡宇靜 1E曾育芳 1E黃穎施
香港交通安全會 香港交通安全會獎學金 
中學組 獲獎學金 4A李美琳 4B樊翠怡
香港紅十字會主辦  紅十字會YU172團服務獎章
銅章 4B吳楚宜 4D鄺穎欣 4D張嘉倩
體育活動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 主辦 葵青區校際越野比賽
男子丙組  第十名 2A黃逸豐
香港學界體育聯會葵青區中學分會 主辦 
校際游泳錦標賽 
男乙4X50四式接力 亞軍 
女甲4X50自由泳接力 季軍 
男子甲組200米自由泳 亞軍 6A蔡銘聰
男子乙組200米四式 冠軍 3D張瑋堂
男子丙組100米自由泳 亞軍 2B羅逸豐
男子丙組50米胸泳 冠軍 1C江梓維
女子甲組200米胸泳 冠軍 4B梁曉彤
女子甲組100米自由泳 冠軍 4B梁曉彤
女子乙組50米背泳 亞軍 3A蔡婉祺
女子乙組100米背泳 亞軍 3A蔡婉祺
女子丙組50米蝶泳 冠軍 2C趙芷慧
女子丙組100米自由泳 季軍 2C趙芷慧
男子乙組團體  亞軍 
男子丙組團體  優異 
女子丙組團體  優異 
葵青區校際籃球比賽 
男子甲組(第一組) 第七名  
男子乙組(第一組) 第八名 
男子丙組(第一組) 第六名 
葵青區中學校際羽毛球比賽 
男丙  團體第六名 
校際排球錦標賽 
女子甲二組  亞軍 
女子乙二組  季軍 
香港體育委員會 主辦 港運會啦啦隊比賽 
最具地區特色奬 季軍 
領袖訓練    
教育統籌局 主辦國民教育之旅─北京研習體驗五
結業證書 4A黃小芳 4A楊靜霞 4A林明珊
 4C鄭美娜 4D陳健盛 6A蔡銘聰 
其他   
國民教育中心 升旗及步操訓練課程 
畢業證書 3C劉梓揚 3D郭錦鴻 4D蘇詠芝 
荃灣青年會及葵青青年團 主辦 
荃葵青優秀學生選舉2007 
初中組 優勝獎 2C麥卡莉
高中組 優勝獎 4A李美琳
初中組 優異獎 3A嚴海欣
初中組 優異獎 3A張振興
高中組 優異獎 4D鄺穎欣
荃葵青中學校長會荃葵青傑出學生選舉 主辦
荃葵青十大傑出學生獎 6B黃曉澄
香港電腦學會 2007滬港青少年IT夏令營
入選  3D張瑋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