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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在胡兆熾中學工作十年，很
高興看到許多學生的成長，說明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真諦。

今年三月的胡中同樂日，由
於校友會的宣傳，有很多校友回
校探望師長、約會同學，了解學
校的近況。

在眾多校友中，鄧航校友於早
年畢業，多年來都是在北京發展，
日前剛巧回港，亦專程回校探望師
長。鄧航校友熱愛母校，近年在

「師友計劃」中樂於擔任學弟學妹的人生導師，專程從
北京回港，約見同學，分享他讀書及工作的經歷，啟發
學弟學妹，以助他們早作人生規劃。

當日，遇上在北京讀書的黃志軒校友，與吳禎貽校
監暢談在北京工作情況。前領袖生長謝慧娜校友，經多
年努力，除完成大學的學士課程外，更被心儀的臺灣大
學的研究院取錄，攻讀碩士課程。謝校友高興之餘，專
程回校與師長分享喜訊，老師們對她自強不息，奮發進
取的精神大表讚賞，希望她憑著這股堅毅不屈的精神，
為前程增添姿彩。

有一位校友，就讀初中時主觀較強，較易與師長、
同學有不同意見。當他在本校畢業時，待人接物方面已
見進步，懂得包容之道，更樂於協助有需要的人士。離
開本校後，他樂於進修，充實自己。近日，這位校友在
紀律部隊完成訓練，成為社會執法部隊的一員，這對我
校老師、同學，都是莫大的鼓勵。

校長會見各級首三名同學及家長

十 年 樹 木  各 展 潛 能    招雄標校長

中一級：陳		敏、周傑鋒、余美嬌 中二級：何嘉星、郭双瑜、何柏廸

中三級：陳宛詩、溫卉麟、伍泓銘 中四級：李焯鴻、陳煒坤、黃嘉琳

中五級：魏澤謙、關樂怡、高麗萍

另一位校友，於高
中時發覺自己的興趣不
是在傳統的學科，離開
本校改為進修實用課
程。終於，他在鐘錶行
業找到興趣，更完成在
瑞士的專業培訓，擴闊
視野，亦增強他對該行
業工作的信心，確定方
向，繼續發展。

當日還有一位校
友，發覺他長胖了，原因是他要兼顧工作和進修，少了時間
運動。他在工作之餘，更要進修會計課程，增強專業知識。
這位校友能在工作之餘，仍堅持不懈，努力進修，為自己的
前途打拼，這股堅毅不屈的精神，亦是令人敬佩。

我校的信念：「人皆可學，各展潛能，德智俱長，造福
社群」，經過多年的實踐，在同學及校友中均能反映其成功
之道。對同學、對校友而言，現時雖未稱得上成功，但我們
相信，同學、校友們能抱著堅持不懈的精神，對準目標，終
有成功的一天。更希望校友們的近況，對現時就讀的同學發
揮示範作用，讓同學們亦可堅持不懈，邁向成功。

在偶然的機會下，和招
校長說起義教的經歷，
他便邀請我在校訊撰文
和各位分享。我很榮幸
能有這個機會，但也很
苦惱不知從何說起，因為
在義教的過程經歷了很多大
大小小的事情，我想還是說說
自己的感受吧。很感恩在去年聖誕假期間有機會到貴州進行義
教，讓我能跳出舒適區，體會更多。在那些小孩身上，我領悟了
最簡單的快樂，當中有兩個片段最令我印象深刻：上課的時候，
他們專心致志地學習，不會被其他事物打擾，從他們的目光看到
渴望學習新知識的堅定決心，在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會很積極地向
我們發問，為學習到新知識而高興。在午飯休息時間，他們牽著
我的手，要帶我到一個地方去玩，本來期待著是很特別的地方，
原來只是個亭子。但是，和他們在那裡跑跑跳跳，我臉上卻自然
而然地露出了笑容，大概是他們的歡笑聲也感染了我吧。那時候
便發現，人愈簡單，快樂便愈簡單，快樂不需要理由，而是一種
內心感受。在往後的日子裡，想起和他們相處的點滴，還是會
很想念他們，還是會很期待回訪，那些畫面深深刻在我腦海之
中，他們讓我領悟到的道理也會銘記於心。最後，期望學弟學妹
們能勇於嘗試不同活動，有更多的經歷，為自己的生活填上七

彩的顏色。

充滿笑臉的課室

貴州義教 :
讓我領悟了最簡單的快樂
陳雨晴(2015-2016畢業生)

1

校友鄧航(中)及黃志軒(右二)與吳禎貽
校監、校長及副校長暢談近況校友謝慧娜將往臺灣大

學的研究院繼續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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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位的精美裝飾

圖書館活動精華

活動三︰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聯校閱讀分享

為促進友校之間的聯繫，分享推動
閱讀風氣，本校獲順德聯誼總會李
兆基中學邀請於2017年2月22日到
該校作閱讀分
享。當日本校
學生代表為2A
班周昊、張嘉
鴻、陳志遠及
唐浩桓，他們
四人以扮演金
庸小說中的男
主角作人物性
格 分 析 ， 唯
妙唯肖，全場
哄動，甚受歡
迎。

獎項
1)	 九龍城區閱讀獎勵計劃優秀

表現獎：

	 3C(03)柯泳妍、

	 3A(11)張燁柔、

	 3A(16)張子桓

	 以上每人獲得獎狀乙張及
100元書劵。	

2)	 維園第28屆閱讀嘉年華︰

	 本校攤位「估古字」榮獲最
佳推動閱讀獎金盃乙隻。

活動一︰維園第28屆閱讀嘉年華

「閱讀嘉年華」是一項極具意義的活動。活動對象
為全港中小學生，希望透過遊戲及各項比賽，引發
學生對閱讀的興趣。本校一眾閱讀大使於2016年11
月26日到維多利亞公園中央草坪設計了一個「估古
字」遊戲攤位，還有2A班張嘉鴻及4A羅敏麗擔任
大會司儀。另外，2B黎悅愉及2D曾淑希為大會表演
唱歌。最終，本校攤位榮獲最佳推動閱讀獎冠軍。

活動二︰五旬節中學及德蘭中學聯校讀書會

本校致力握動閱讀風氣，積極提高同學閱讀的質量，
以擴闊同學的視野眼界，因此本校應邀參加五旬節中
學及德蘭中學於2016年1月11日的
聯校讀書會。當天，我們一起在五
旬節中學圖書館閱讀魯迅的文章，
還討論了作者諷刺的社會現象，同
學們都獲益良多。

3)		 普及閱讀計劃最高級別紫章得
獎同學：

	 3C(12)王穎棋			4D(08)余詠琛

	 6B(12)杜嘉敏			3D(14)林堯威

	 3C(03)柯泳妍			4C(09)袁佩婉

	 4A(10)張瀚賢			3D(06)陳朗禧

	 2D(12)陳諾弘			2D(02)陳藝雯

	 2B(21)劉偉杰			2D(19)羅偉傑	

	 以上每人獲得金獎座乙一個。

胡中學生在維園閱讀
嘉年華中表演

本校學生擔任閱讀
嘉年華大會司儀

一眾閱讀大使分享獲獎喜悅

維園攤位人頭湧湧

本校學生與五旬節及德蘭中學師生合照

胡中學生投入地
討論文章

與李兆基中學鄧卓莊校長合照

同學在李兆基中學閱
讀分享中，以鹿鼎記
人物扮相表演

教協閱讀計劃最高榮譽得獎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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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ma Appreciation- Chunky 
Onion Productions  	 	

Mr.	Musni

A  mystery befell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at Seaward Woo College, a 
heinous crime of MURDER! Who 
can help solve this riddle and save the 
day? None other than the world’s top 
detective: 

Sherlock Holmes!

This year we were lucky enough to 
receive the Chunky Onion production 
of the most famous fictional detective 
of all time, the inspiration of Sir 
Aurther  Conan Dolye,  Sher lock 
Holmes. Sherlock Holmes has been entertaining 
audiences for over 100 years and continued the tradition 
right here on our own school campus.

This year our EA team is taking part 
in  the Reading into ACTions Drama 
competition. So far they have put in a lot 
of work and prepared an interesting drama 
about a young girl who grows up with the 
dream of being a firefighter. Her story is very 
sad as she lost her mother when she was 
very young. Part of her dream is to become 
a firefighter because her mother told her that 
she should always do what makes her happy. 
Unfortunately, in a man’s world, sometimes 
it is hard for a female to pursue her dreams. 

Our EA team submitted our script and 
was fortunately successful in making it past 
the first round of competition. Since we were 
able to join the second round our school was 
invited to join a drama workshop to train up 
their performance skills. Our students joined 
other schools at the workshop and everybody 
was able to make new friends. They also 
learned a lot about drama performance. 
Hopefully that will prepare them for the next 

AFTEC Drama 
Production

This year students went to go see a 
production by the Absolutely Fabulous Theatre 
Connection (AFTEC). AFTEC is a professional 
drama company that produces live drama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Their stories and actors are 
superb. Even the stage set is amazing and well 
built.

For our students it was the first time to 
see a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We were lucky 
enough to see a show called Franky. This is a 
show adapted from the classic Frankenstein by 
Mary Shelly. However, this version has a new 
twist. It takes place in the future where robots 
are a normal part of everyday life. An inventor 
faces tragedy when his son is close to death 
after being struck by a car. The inventor tries 
to save his dying son by transferring his mind 
into a machine. Unfortunately for the inventor, 
things didn’t turn out quite how he would have 
liked.

“I think that the drama is really funny and 
interesting. The actors put a lot of effort into this drama. 
I can see that easily. And despite the fact that I am 
the most active one in the drama in the post drama 
activities, I can feel that they literally pour their hearts 
into this drama and try to make us feel really into 
the drama. As an audience member I still feel really 
connected to the activity onstage. I even remember 
that I actually received 10 pieces of candy as a reward 
from the actors because I took part in 10 different 
activities. That was fun.” 

Chris “Jellyfish”Chow 3B

“Franky  was simply amazing. It helps 
us realize the dangers of robots, particular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 think everything has a 
positive and negative side. The story perfectly 
emphasizes that point. The actors really put 
their heart and soul into the performance. 
They also had a great use of multimedia for 
showing their story. The innovation they used 
is something I’ll never forget.” 

PoPo Chan 3A

“This was my first time watching 
a professional drama. I’ve seen drama 
before, but never one with this high level 
quality. I like it a lot. We saw Franky. It is 
an open ended drama which means that it 
really makes the audience think. The story 
was a very complex concept. Sometimes 
we do open ended composition in school, 
but those are very simple topics. I really 
like watching a drama with topics that are 
so interesting that I feel I can talk about 
it all day long.”

 Jeanne Lee 1A

Students happily took part in the 
drama action onstage

A happy group photo with cast, 
students, and teachers

Our students showing that 
teamwork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drama

Grace dishes out 
the punishment 
and Jeanne can’t 
do anything !

Our hosts 
Alex Wan and 
Dion Chan 
introducing 
Sherlock 
Holmes to the 
audience

Drama Competition round of competition, performing their drama 
script! Now it is up to the EA team to practice 
hard so that they can do well in performance. 
Let’s all wish them good luck!

“It was fun! We played a lot of games 
that involved teamwork. At first I was a bit 
nervous and scared because there were many 
new people at the workshop with me, students 
from other schools. At first I thought others 
might think I looked silly for acting. But after a 
while, seeing the others doing the games made 
me feel comfortable and able to really make an 
effort. It was a great time!”       Jeanne Lee 1A

“It was interesting. I was lucky enough 
to join the workshop on an early Saturday 
morning. Yawn. But soon, taking part in the 
group activities really made me excited.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 was learning to use props 
in our performance. We played games using 
chairs, umbrellas, and fabric. We had to think 
of new ways to use these items in a story. The 
most difficult was using fabric to show the flow 
of water. Challenging but fun!”  

 Melody Lee 3B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kshop it was 

difficult because there were so many new 
people. I was a bit nervous. However, the 
teachers there were very nice and really did 
a good job of welcoming me to join in the 
activities. They were challenging. Most of 
the games involved us trying to act something 
out, but we weren’t allowed to talk. I kept 
talking most of the time though even if I was 
technically breaking the rules. Overall, great 
time!”  Chris ‘Jellyfish’ Chow 3B

Look closely and you can see our students 
Michael, Chris, and Melody onstage!

AFS Intercultural School 
Fair 2016

On Saturday, November 26, a group of 10 students 
from Seaward Woo College met at Maryknoll Fathers’ 
School  in Kowloon Tong at 9:30 am to take part in the 
AFS Intercultural School Fair.  Exchange students from 
20 countries had worked hard to decorate 20 different 
classrooms.  Each ‘country’ had organized dances, 
games, music and food.  

It was an amazing experience and our students 
enjoyed meet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tudents while learning something about each country. 

It was a fantastic experience!  I look forward to next year!

Intercultural fair 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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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科茶文化推廣計劃
本年度中文科參加由真理浸信會青少年發展服務中心主辦的「香港

青少年中國茶文化推廣計劃」，於校內舉行了一系列活動，讓學生

透過學習中國茶藝，以進一步體會中國文化中的禮儀及孝道的精神

和意義。活動包括茶藝活動坊、茶文化專題展覽及講座等。又安排

對茶藝有興趣的中文大使參加為期四堂的茶藝學習班，學成通過考

試的中文大使成為合格的「泡茶師」，先後在二月的「敬師茶會」

及三月的「胡中同樂日」中展現學習成果。

在李兆基廣場舉行敬師茶會

敬師茶會上，學生泡茶，老師品茶，
師生共歡

導師蘇志偉先生與校
長、副校長一起欣賞

學員的學習成果

吳禎貽校監及游永滿副校監
光臨攤位品嚐同學的手藝

伍建新博士為本校同學講解中國茶
文化與孝道的關係

同學踴躍參與茶文化專題展覽及
有獎問答遊戲

茶藝學習班考試—學員細心地將泡好的
茶奉上給評分老師及同學品嘗

茶藝學習班學員要通過考試以驗證對
茶藝的掌握

茶藝活動坊—認識茶具與擺放位置

茶藝活動坊—初嘗小壺泡茶，同學興緻勃勃

中文大使於胡中同樂日設置茗芳園，
展示學習成果

參與同學對茶文化推廣計劃的意見回饋：(節錄)

- 要用心泡茶，慢慢而作，尊敬所有的人。

- 學會泡茶技術、禮儀。

- 更深入地認識茶文化以及中國寶貴的文化精神。

- 增加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

- 修身養性 。

- 茶的文化，以及要將「最好的」留給客人 。

- 了解到茶對中國文化的重要性 。

- 了解茶背後的意義，泡茶中要學習更小心認真。

- 茶文化與人的關係和重要性。

- 做事認真，做事前要有準備。

- 首次嘗試泡製一壺中國茶。

- 學習泡茶方法，增進常識。

- 可樂不會比茶好喝。

茶藝學習班—認真地跟導師學習小壺
泡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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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5日
活動工作坊-「中醫是什麼」
講者：鍾偉楊中醫師，
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講師

2016年11月15日
通識講座-非政府組織的發展現況、機遇和挑戰，
講者：葉文俊先生 ，救世軍曦華樓經理

校長與家教會幹事合照

家教會

2016-2017
表揚教師計劃 

為提升教師的專業形象，肯定教師的熱
心教學和關心學生的工作表現，學校每
年均會舉行「表揚教師計劃」，而學校
亦於今年1月23日進行了相關的投票活
動，並於2月下旬分別與中文科舉行「敬
師茶會」及與學生會舉行「午間點唱」
活動，藉以加強學生尊師重道的意識。
教師除了是一份工作外，其實也是一種
責任。近年提倡師生相處需開放和溝
通，敬師的意義便延伸到尊敬老師和愛
護學生的雙向演繹。期望胡中師生可以
坦誠交流，探索相處的方向，藉以建立
一個互信互勵的學習環境。

老師投票：	
1	梁振輝老師
2	吳頴兒老師

3	蕭錕林老師

學生投票：	
1	林景佳老師
2	徐成亨老師
3	Mr.	MUSNI
4	梁振輝老師

5	莊俊毅老師 學校將根據以上結果推薦林景佳老師和梁振輝老師於敬
師運動委員會舉辦之「表揚教師計劃」接受表揚。

「通才培訓計劃」（下稱「計
劃」）是2015-16學年成立的通
識教育科服務單位，旨在重點提
拔在學科有卓越表現、濃厚興趣
或潛質的學生，「通才」除可優
先參加計劃舉辦的活動外，亦肩
負起協助老師推廣和籌辦通識教
育科活動的重任。「通」者能融
會古今，貫通各領域之意，以所
學知識思考生活及身邊之事，進
而達至「通情」—博通社會、國
家、世界之民情，而又能「達
理」—探求具人文情懷與素質之
包容和寬大的同理心。「才」者
則指有發展潛能之人，可作磨練
以為社會的楝樑。「通才」合起
來便是能做到「通情」、「達
理」而又具備知識和智慧的社會
良才。

截至本學年3月31日，「計劃」
已舉辦了八次活動，「通才」都
積極參與其中：

通才培訓計劃

家教會在3月23日舉行
Cooking Mama活動

家教會舉辦健康小食烹飪班
Cooking Mama活動中，
家長同學一同分享美食

林景佳老師

梁振輝老師 徐成亨老師 Mr. MUSNI

蕭錕林老師 吳穎兒老師 莊俊毅老師

2016年11月23日
電影解讀-電影欣賞與評價：主流與獨立 
講者譚偉峰先生，文化地圖董事主席、
中大專業進修學院兼任講師、教育局人
文學科資優教育計畫「仲夏藝贊」導師

2017年3月4日
社區考察-「全球化與重慶大廈」合作機構：文化交遊

2016年12月16日通識茶座-香港足球有故事
講者：莫逸風先生，作家

2016年11月27日
社區考察-九龍城寨公園導賞老師：
朱耀光博士，鄉土學社創辦人

2017年2月11日
社區考察-「侷住 – 香港不適切居所展覽」
合作機構：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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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and Mrs Wright 到校評核

吳穎兒老師

啟發潛能學校大獎
（Inviting School Award）

為加強學生的「自主學習」培訓，學務
委員會安排了一系列思維培訓課程給初中三
級的學生。工作坊以小組形式推行，以鞏固
「自主學習」的學習模式。

學校委托「鄉土學社」朱耀光博士到校
為學生進行培訓；各級學生會進行Edward	
de	 Bono的不同層級思維培訓，循序漸進建
立思維技巧：(A)中一級培訓學生PMI思維方
式，訓練學生從多層面去思考，要考慮事物
的(1)有利因素(Plus)、(2)不利因素(Minus)、
及(3)興趣點(Interest)；(B)中二級培訓Con-
sidering	All	 Factors的思維方式，要學生擴闊

本校於2016年四月下旬，
邀請了「國際啟發潛能教育聯盟
（IAIE）」的評審，到校評核本校
推行啟發潛能教育的進展。透過同
學介紹及由家長代表的分享，及至
六月，本校被確認為一所「啟發潛
能學校」，本校師生的努力被予以
肯定，本校被認為能提供足夠機會
予學生發掘及發展各方面的潛能。
我們感恩之餘，不忘繼續深化相關
工作，以期為學生提供更優質的教
育。

自2010年開始，在招雄標校
長的積極的推動下，本校參加了「
啟發潛能學校計劃」，而本校亦一
直努力推展有關的工作。我們相信
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每個孩
子都有不同的潛能，只要信任他
們，給予他們適當的機會和訓練，
他們均有無限的可能。我們更希
望透過「啟發潛能教育」當中5個
P的配合，在刻意安排下，可以營
造一個樂觀、信任、尊重、關懷的
環境，讓學生的潛能被發掘，體驗
成功，甚或突破自己，攀登高峰。

要建立一個樂觀、信任、尊
重、關懷的環境，老師扮演著舉足
輕重的角色。而老師們在日常繁重
的教學工作中，均身體力行，以身
作則，以同行者的身份，與同學們
一起面對學業、交友、家庭與及生
活上種種的困難與挑戰。

要建立同學的自信，就要多給
予機會，在學業成績以外，建立更
多衡量學生能力的尺子，讓他們有
不同發揮及表現自己的空間和舞
台。本校積極提供不同的活動和機
會，讓同學更好地發揮自己的長處
和發現自己的潛能。

回顧過去幾年的努力，更令我
們相信：我們的學生絕不普通，只
要我們能看到他們的不普通；我
們的學生絕不平凡，只要我們能發
掘他們的不平凡。這更讓我們體會
到，只要我們尊重學生的獨特性，
信任學生，給予機會，輔以關懷、
鼓勵，以愛心教導，沒有不可能的
事情，更沒有教不好的孩子。這也
是「啟發潛能教育」的核心理論。

我們深信學生的改變，往往是
由於他所重視的人，愛他、相信
他、欣賞他、看得起他、不斷鼓勵
他、陪伴他。正所謂：農夫怎樣對
待莊稼，決定了莊稼的命運；我們
為人父母或老師的怎樣對待孩子，
也決定了孩子的命運。願我們每一
位老師，都愛錫學生，熱心教學，
銘記教育是「生命影響生命」「人
影響人」的神聖過程，我們的教學
生涯青春永駐，為培育下一代不斷
努力。

思考框架，探索遺漏的因素，及將因素分類
以選出最重要的因素；(C)中三級培訓Con-
sequences	&	Sequels的思維方式，訓練學生
要以「即時、短期及長期」三個不同時期後
果的角度去作思考。

培訓課程以「永續理念、食物安全、糧
食危機、自主生活」為主題，讓學生從日常
生活的議題去學習，可更容易掌握相關思維
技巧，又可增潤學生對該課題的認知，並培
養正確的價值觀。中一至中三各級的工作坊
已於2017年3月中完成，學生的參與度高，
更有學生反映學校可多加舉辦這類工作坊。

導師作回饋

1C班分組討論後貼出PMI的觀點

2C班課後與導師合照

學生進行分組討論

同學向兩位嘉賓介紹學校

茶聚交流

同學帶領Mr and Mrs Wright 參觀校園

同學與 Mrs Wright 
分享交流

本校師生與Mr and Mrs Wright 大合照

2016-17年度初中思維培訓工作坊        陳建忠副校長

導師引導學生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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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陳迪嘉

傑出的定義是什麼？中一時
我對「傑出」這字詞沒有什麼體
會，在中學生活中，我一直堅持
做我認為對的事，那就是努力學
習和練習。中學學習生涯這條漫
漫長路貴在堅持，現在我對「傑
出」這字詞終於有所體會，就是
堅持。我希望籍此機會鼓勵各位
胡中同學堅持不懈，勇往直前。

由箭場上的新手，漸漸變
成青少年賽的冠軍，到出戰國外
射箭比賽。每次的轉變，都對我
有莫大的鼓勵。今次得到學校推

薦，獲得九龍城區傑出學生優異獎，無疑是對我的進步的一個肯定，更為我
在日後的比賽打下一支強心針。此外，在是次傑出學生選舉中，我也有不少
反思，相比其他同學，我明白到自己在社會服務上還有不足之處。這正是給
我一個自省的機會，希望將來我能服務社會，對社會有更多貢獻。

九龍城區傑出學生優異獎 	5B	陸國恒

5B陸國恆獲九龍城區傑出學生優異獎

陞國恆偕同父親出席頒獎禮，並與頒獎家賓九龍城
區總學校發展主任程耀源先生及招雄標校長合照。

多 元 智 能 挑 戰 營
本校參加多元智能躍進計劃

踏入第七個年頭，今年更獲教育
局邀請本校學生向其他有意參加
的學校，介紹香港少年領袖團的
訓練營活動。以下是簡介會的講
辭：

各位午安。我是順德聯誼總
會胡兆熾中學的代表學生陳迪
嘉。今天很榮幸可以代表學校出

席是次簡介會及在此作出關於多元智能挑戰營的小分享。

回想起營內的五日四夜，長路漫漫，要離開父母，一個
人和一班同學、老師，暫時離開校園生活，來到訓練營中平
靜的營區過著沒有手機、只有紀律，與平時截然不同的生
活，是很艱苦，但無疑能從苦中找到最率真的快樂。說到我
們從中可以找到痛苦又快樂的東西，那我就要分享一下訓練
營內的活動了。

五日四夜訓練營活動十分緊湊，第一日剛踏入營地的一
刻，行程就已經開始。教官指示我們分隊，分領制服、餐具
餐盒，我們兩組人立刻兵分兩路進行射擊及野外烹飪訓練。
射擊這項活動，常人一生都甚少機會接觸，所以當我知道有
射擊這個環節時十分期待和開心。而野外烹飪即是用專為露
營而設的小爐頭、石油氣等等生火煮食，這個技能亦終身受
用。

除了以上兩個活動，升旗儀式、羅馬炮架和游繩下降都
是玩味較重的活動。還記得幾個活動都不停鬧出笑話，例如
有些畏高的同學游繩下降時在高台擾擾攘攘，遲疑著不敢下
來，當然同學們都不停地鼓勵他！繼而又有羅馬炮架活動，
要用自己的知識去砌出一個塔，將水球發射。由材料不足、
不懂綁繩結，到成功砌出一個塔，將水球射出，那種因為合
作而成功的滿足感，讓人回味至今。

但說明是訓練，當然必有講求嚴格紀律性的活動。每日
重複的活動──步操，表面意義是為了訓練營最後一日的畢
業典禮，但不要少看這項訓練，它既可以訓練身體手腳協
調，更可以訓練團體合作。依稀記得我們一班有不少甜酸苦
辣的記憶都和步操有關。

團隊合作又怎會少得「長征36小時」
呢！對不太喜歡遠足的我來說，當初聽到要
長征的時候真是嚇了一跳，但原來並非想像
中那麼困難。長征是由不同活動組成，不只
有野外烹飪，更有用繩做急救床，一個跟一
個走過條條山路等等。唯一不幸的是長征兩
日都下著雨，令到活動困難及狼狽倍增，不
過大家互相鼓勵並肩作戰，三十六小時眨眼
就過去了。接下來讓我分享一下我在挑戰營
中最深刻的一個活動──障礙賽。

障礙賽分成兩組進行，我們要和時間競
賽，到不同check	point進行比賽，比賽前分
配組員先後次序，為之後更難的活動做好準
備。當中有爬馬騮架，翻過高牆，平行木等高難度遊戲。每完成一個
check	 point都有鬆一口氣的時刻，當全隊人為同一個目標極速前進，
衝線的一刻，那種成功感至今難忘。

說到這裡，我十分慶幸自己有機會參加人生只有一次機會體的多
元智能挑戰營，這五日四夜所得到的甜酸苦辣、人與人之間的連繫、
友情，都是用錢買不到的，是需要一同經歷先可以得到的回憶、片
段。我會記得一雙鞋子是怎樣裝滿水，我就這樣走了大半天山路。我
會記得在最疲累的時候有同伴在後面托起背囊推著我一起走。我亦會
記得障礙賽的最後一刻在山頂一起叫喊，為仍在比賽中的同學吶喊加
油。多謝。

5日4夜的共聚，建立了
大家更深厚的友誼

我校同學代表同期的多
元智能挑戰營學員升旗

在雨中，大家一起面對眼前的挑戰

每位同學都可以學習並嘗試使用槍械眼前的美景令同學十分陶醉，
忘記了背後的辛勞

各人十分嚴肅地接受長官的營房檢視

經過每個人的努力及合作才能
完成豐富的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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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	 	

籌辦Talent	 Show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
挑戰。

我從沒有舉辦大型活動的經驗，所以我十
分渴望活動能成功。我們籌備了一個多月，當
中難免出現意見分歧。但正正因為幹事之間說
出自己的意見，讓我們更加了解大家的想法，
並學會接納不同的意見，全力以赴，將活動做
到最好。分工是合作最關鍵的一步，我們必須
按幹事的能力和興趣分配工作，由活動主題、
間場劇本、佈景設計，以至服裝製作等，都讓
我們發揮所長，樂在其中，享受舉辦活動的過
程與樂趣。

活動得以成功，有賴我們每一位幹事的努
力。幹事們盡力做好自己的本分，大家齊心協
力，向著同一個目標進發。能夠克服困難是極
具成功感的，與幹事們合作能令人成長，回頭
看看昨天的我，已經有所改變。

經驗，除了需要一點一滴累積，亦需要自
己爭取。這次合作讓我累積了舉辦大型活動的
經驗，有助日後應用，也令我反思並改善不
足，從而不斷進步。同時亦感謝老師的幫助和
提醒，一些我們容易忽略的細節，他們都循循
善誘，讓沒有相關經驗的我們能夠順利舉辦活
動。

「不是盡力而為，而是全力以赴。」這是
我身為Aurora副會長的座右銘，希望日後我仍
能帶著這個理念，為胡中各位同學服務。

為了讓同學發揮不同潛能，學生會於2016年12月21日
舉辦Talent	 Show	 2016。當日演出項目非常豐富，包
括歌唱、舞蹈、魔術及樂器表演等。同學在台上盡展所
長，綻放光芒，精彩的演出叫人難忘！

天才表演 Talent Show 2016

徐校長講座

徐憲清校長自1992年開始為祖國窮困山區開展助學
工作，2000年，徐校長退休後，更全力投入「建
校組」義工事務，為山區援建危校，更為多個基金
會聯繫建校工作。他先後踏足四川、甘肅、廣西、
雲南、陝西等十多個貧困山區，並特別援助少數民
族。除重建校舍危房外，徐校長亦有支援義教和建
設水利設施等工作，造福無數內地同胞。本校有幸
於本年3月14日邀請徐校長，分享他過去二十多年
身體力行「援建危校」的心路歷程，以及當中的得
失、面對的困難與喜樂，令同學獲益良多。

為了讓同學透過「體驗學習」了解近
年珠江三角洲在交通及民生上的發展，以
拓展學生的知識領域，並對內地有進一步
的了解，公民教育委員會於2016年12月
23日舉行「深圳考察」活動，由馮樂新老
師和梁振輝老師帶同二十位公民教育隊的
同學（中三至中五）前往深圳寶安國際機
場和深圳市少年宮進行考察活動，行程雖
短，卻獲益良多。

公民教育委員會（深圳考察活動）

徐校長生動地的分享建校見聞

招校長代表全校師生感謝徐校長及葉榮坤先生到校分享

攝於深圳地鐵車箱內

同學於機場內認真聆聽老師講解

我們先去機場看看

4A邱俊樂表演Finger Style結他

全神貫注

電結他二重奏，搖滾味十足

韓式勁舞，入型入格

間場的故事相當吸引

5B	陳婉雯

深圳地鐵站彌漫著濃厚的聖誕氣氛

同學積極提問



9 中一資訊日-人材濟濟

中一資訊日-小學生試玩室內賽艇機

出席「百仁齊心盃」
多角度辯論賽啟動禮

BAFS與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合辦銷售比賽 -
胡中魚蛋佬攤檔的貨品很快售罄

BAFS與升學及就業輔導委員會合辦
銷售比賽-學生積極推銷產品

2016野外定向錦標賽-本旅黃志騰、校友張詠琛及2A葉禮旭同學
分別在各自組別獲獎

中學校際越野比賽男子丙組取得團體冠軍

全國青少年科學影像節參賽同學與導師合照

中二級同學積極投入甜品師
職業體驗活動

1A周傲齊同學於中學校際
游泳比賽第三組九龍一區獲獎

2015-2016年度
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得獎同學

2016-2017香港青少年
室內射箭公開賽得獎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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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科考察-參觀鮭魚門天后廟

歷史科考察-同學於聚星樓前分享
學習心得

歷史科考察-參觀孫中山博物館

歷史科考察-同學於蓮香樓品嚐傳統點心
歷史科與地理科合辦 - 

參觀屏山文物徑的愈喬二公祠

第八屆 Super24 邀請賽
本校醫療隊同學參加

「千人齊集急救創紀錄」活動

師友計劃-校友與中四同學茶聚 師友計劃-校友與同學分享工作點滴

胡中同樂日開幕禮

胡中同樂日-積極儲印仔，齊齊換獎品

香港敲擊樂大賽2016冠軍



年份 比賽組別 團體成績 備註

2011-12 第三組別(第四區)	
DIVISION3	AREA4
參賽學校︰37

男子甲組團體季軍/男子乙組團
體亞軍/男子丙組團體冠軍/男
子團體總冠軍(276分)

2012-2013年度
升上第二組作賽

2012-13 第二組別	DIVISION2
參賽學校︰24

男子團體第十四名(104分)

2013-14 第二組別	DIVISION2
參賽學校︰24

男子乙組團體季軍/男子丙組團
體殿軍/男子團體總季軍(179分)

2014-15 第二組別	DIVISION2
參賽學校︰24

男子丙組團體冠軍/男子團體總
亞軍(163分)

2015-2016年度
升上第一組作賽

2015-16 第一組別	DIVISION1
參賽學校︰16

男子丙組團體第六名/男子團體
第十二名(108分)

2016-17 第一組別	DIVISION1
參賽學校︰16

男子丙組團體第七名/男子團體
第十二名(97分)

六年，是中學生涯的開始到終結。這六年來我們由D3(第三組別)一路走
上D1(第一組別)，我們的路絕不平坦。

我們不是銀河艦隊，頭上亦沒有名校的光環。記得上一年，我們剛走上
D1比賽，大部份對手都看扁我們，認為我們會做升降機，最終會降班，然
而我們都守住了。總結本年度比賽，從團隊照中可見，我們驕傲地舉起兩根
手指，代表我們已經守住了第二年。

今年分數雖比上年低，這並不重要，只要我們堅守信念，將來定能走出
一條屬於自己的路。兩年前，我們仍在D2。當我感到絕望時，是你們打了
一場漂亮的仗，把D1的入場券送給我。我曾經對自己說：「既然上黎，我
一定唔會俾佢咁易跌返落去！」

在D1中，我們絕對不是強旅，但我期望胡兆熾中學田徑隊將來會成為
眾隊之中最拼搏、最不服輸的團隊！

本年度讓我最深刻的，是中六丙班朱勝輝同學於四百米欄決賽中跑出扣
人心弦的一幕，他代表胡中摘下我們在D1中的第一面金牌！這對即將應考
公開試的他而言，相信是個完美的句號。

我經常跟學生說︰「你只得六年中學生涯，站在不同的舞台上，都請好
好把握得來不易的機會，不要輕言放棄！無論在學業上，抑或是田徑場上，
我相信胡中學生能夠把這種永不放棄的精神一一代一代傳承下去，並且找到
自己的價值!」

朱勝輝同學小檔案

本年度就讀班別︰中六丙班

最近三年學界比賽成績	︰

1）	16-17年度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第一組別
	 男甲400MH	冠軍(時間︰55.90)	
	 男甲400M	第五名(時間︰51.41)

2）	15-16年度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第一組別
	 男甲400MH	季軍(時間︰57.22)	
	 男甲400M	第六名(時間︰51.93)	
	 男甲4X100M	第五名(時間︰45.30)

3）	14-15年度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第二組別

	 男甲400MH	亞軍(時間︰59.04)	
	 男甲400M	季軍(時間︰53.40)	
	 男甲4X400M	季軍(時間︰3:45.35)

16-17年度中學校際田徑比賽(第一組別) – 後記 

	賴家斌老師

胡兆熾中學田徑隊(男子組)最近六年團體成績
(20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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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我所能，一飛沖天

突破自己，為胡中
奪得第一面金

交棒時刻，千鈞一發

胡中田徑，展熾高飛
(中六丙朱勝輝同學)

一眾參與中學校際田徑比賽的學生與老師及教練合照

蓄勢待發



類別 舉辦機構 得獎項目 得獎者

傑出
表現

教育局及羅氏
慈善基金	

2015-2016年度應用學習獎學金
應用學習獎學金 6A王佳銳 6E顏峰帥
特別嘉許證書 6E顏峰帥

學術

中文科 茶藝技巧學習班
真理浸信會青
少年發展服務
中心

最優秀學員獎 2A郭双瑜 5B陸國恒

朗誦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第68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語
團體
集誦優良獎 1A
獨誦
詩詞獨誦季軍 3B李雪縈
詩詞獨誦優良獎 1A周傑鋒 1A張善恒 1B吳晶敏 1C余美嬌

1C謝國添 1C郭潤華 1D曾芷晴 2A麥倬綸
2A陳言璋 2A顧泯駿 2C林錦銘 2C楊心怡
3A李潁施 3A陳婉婷 3B王家駿 4A林衍汶
4A陳思維 4A鄺溢坤 4C郭坤灝 4C張幗琳
5B王羨潼 5B張婉盈 5B鍾詠芝 5B李曉桐
6B梁詩穎 6B謝育棋 6B楊苑斯 6D潘文浠

詩詞獨誦良好獎 1D林秋雯 1D王妍允
粵語
團體
中三、四級粵語二人朗誦冠軍 4A羅敏麗 4A陳思維
中一、二級粵語二人朗誦優良獎 2A陳言璋 2A麥倬綸
中三、四級粵語二人朗誦優良獎 4B許詩洋 4B莊穎樺 4B劉詠詩 4B陳柏錡

4D黃嘉曦 4E梁䕒尹
中五、六級粵語二人朗誦優良獎 5B呂思琪 5B馬慧如 5C吳思霈 5D林冠葆
個人
中四級女子組粵語散文獨誦亞軍 4A陳思維
中五、六級女子組粵語散文獨誦
亞軍

6D潘文浠

中一級女子組粵語詩詞獨誦優良
獎

1B林敏晴 1C鄧麗敏 1C李	晨

中一級女子組粵語詩詞獨誦良好
獎

1A徐慧珊

中一級男子組粵語詩詞獨誦良好
獎

1A曾俊杰

中二級女子組粵語詩詞獨誦優良
獎

2B雲靖桐 2B劉焯堯

中二級男子組粵語詩詞獨誦優良
獎

2A呂智軒 2A顧泯駿

中二級男子組粵語詩詞獨誦良好
獎

2C呂皓明

中二級男子組粵語散文獨誦良好
獎

2A陳志遠

中三級男子組粵語詩詞獨誦優良
獎

3A鄭鉅樺

中三級男子組粵語散文獨誦良好
獎

3B王家駿 3B翁健行

中四級女子組粵語散文獨誦優良
獎

4A羅敏麗

中四級男子組粵語散文獨誦優良
獎

4A鄺溢坤

中五、六級女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

5E張天雅

中五、六級女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良好獎

5E嚴敏婷

中五、六級男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優良獎

5A洪凱達 5E曾進恆

中五、六級男子組粵語詩詞獨誦
良好獎

5E劉俊良

中五、六級女子組粵語散文獨誦
良好獎

5D林冠葆

普通話
個人
中三、四級男子組普通話散文獨
誦亞軍

4E溫彥齊

中三、四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
誦季軍

4A陳思維

中一、二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
誦優良獎

1B吳晶敏

中三、四級女子組普通話詩詞獨
誦優良獎

4A鄺曉嵐

音樂
香港青年協會 香港敲擊樂大賽2016

西洋敲擊樂合奏中學組冠軍 2D吳彥霏 4C袁佩婉 4D余詠琛 5A文曉楠
5D何陸壹 6B王柏悅 6D霍家瑋

類別 舉辦機構 得獎項目 得獎者

科學

中國科協青少
年科技中心

第七屆全國青少年科學影像節

中國青少年科
技輔導員協會

科學探究紀錄片三等獎 2A何嘉星 2A劉子正 2A張嘉鴻 2A陳志遠
2A周		昊 2A唐浩桓
3A蘇瀚釗 3A李展鴻 3A盧貽樂 3A張子桓
3C洪秉泉 3C陳忠錳
5C吳浩成 6B黃惠婷 6E勞榕蔭

射藝

香港射箭總會 2016年北區青少年室外射箭公開賽
北區射藝會 女子反曲弓新秀組殿軍 2D陳楚喬

女子複合弓少年組冠軍 4E馮薏樂
香港射箭總會 2016-2017香港青少年室內射箭淘汰賽

女子乙組反曲弓冠軍 5A曾晞雯
女子丙組反曲弓季軍 3C潘玉羲
女子反曲弓組總成績季軍 5A曾晞雯
女子乙組複合弓季軍 4B莊穎樺
男子乙組複合弓殿軍 3A林展鋒
團體複合弓組亞軍 3A林展鋒 5B陸國恒 畢業生

劉嘉昆
香港射箭總會 2016年香港室內射箭公開賽(星章賽)

女子反曲弓組淘汰賽季軍 5A曾晞雯
女子反曲弓組排位賽亞軍 5A曾晞雯
團體複合弓排位賽殿軍 5B陸國恒 畢業生

劉嘉昆
畢業生
葉文俊

國際射箭聯會 2016年室內射箭青少年盃(泰國曼谷)
泰國射箭協會
合辦

女子反曲弓少年組殿軍 3C潘玉羲

田徑
越野

佛教何南金中
學

友校接力邀請賽
男子組亞軍 1C劉嘉鴻 5D鄭澤均 5D李鈞瀚 6C朱勝輝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

2016-17中學校際越野比賽(第三組別	-	第三區)
男子組團體總成績季軍
男子甲組團體成績季軍
男子丙組團體成績冠軍
男子甲組個人總成績第八名 6C朱勝輝
男子丙組個人總成績第七名 2B翁璟希
男子丙組個人總成績冠軍 2C馬卓朗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

2016-17中學校際田徑比賽(第三組別	-	第四區)
女子甲組跳高冠軍 4B王君怡
女子甲組鐵餅季軍 5E黃凱蕎
女子丙組400米殿軍 1C張雅琪
女子乙組鐵餅殿軍 3C韓宗容
女子丙組4X400米季軍 1B謝天穎 1B吳晶敏 1C張雅琪 1D董詠儀

2B張恩熙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

2016-17中學校際田徑比賽(第一組別)
男子甲組400米欄冠軍 6C朱勝輝
男子乙組200米殿軍 3D李旼駱

南華體育會 第十七屆全港學界田徑運動會
男子甲組400米欄冠軍 6C朱勝輝
女子甲組跳高季軍 4B王君怡

游泳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

中學校際游泳錦標賽(第三組別-九龍一區)
男子丙組200米個人四式季軍 1A周傲齊
男子丙組50米背泳殿軍 1A周傲齊

制服
團體

香港童軍總會
九龍地域

九龍地域傑出旅團計劃
2016九龍地域傑出旅團銅獎 本校128旅

童軍團
香港童軍總會 優異旅團獎勵計劃2016

2016優異旅團 本校128旅
童軍團

香港童軍總會
野外定向會

童軍野外定向會野外定向錦標賽
童軍男子乙組個人賽亞軍 2A葉禮旭
資深童軍女子組個人賽季軍 畢業生	

張詠琛
教育局及香港
少年領袖團

多元智能挑戰營2016
最佳學員 3A張燁柔 3A徐均嬈
最佳進步學員 3A蘇			婧 3A袁國傑

公民
教育

香港心臟專科
學院

「千人齊集急救創紀錄」證書 3A袁國傑 4A林嫣嬪 4A曾慶年 4B陳柏錡
4B劉詠詩 4B湯曉嬅 4B劉豪業 4E馮薏樂
5A黎冠岐 5B陳嘉文 5B陳華英 5B歐陽麗敏
5B呂思琪 5D黃欣婷 5D任珮嘉 5D姚日熹

閱讀

香港教育專業
人員協會

第28屆閱讀嘉年華
最佳推動閱讀獎中學組冠軍

閱讀獎勵計劃最高榮譽紫章獎座 2B劉偉杰 2D陳諾弘 2D陳藝雯 2D羅偉傑

3C王穎棋 3C柯泳妍 3D林堯威 3D陳朗禧

4A張瀚賢 4C袁佩婉 4D余詠琛 6B杜嘉敏

九龍城民政事
務處

2016年度九龍城區閱讀獎勵計劃

閱讀報告優秀表現獎 3A張子桓 3A張燁柔 3C柯泳妍

備註：2016年9月至2017年2月份資料

2016-2017 年度

學生傑出表現
(2016 年 9 月份至 2017 年 2 月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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