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荃 灣 商 會 學 校 
 通告 22-001/J01 

有關九月份學校活動及行政安排事宜 
敬啟者： 

    為加強家校溝通及合作，茲將九月份特別安排通傳家長，安排如下： 

日期 (星期) 行事要目 參與者 

1/9 (四) 
開學，上課時間為 08:20 至 12:45 全體學生 

開學禮 全體學生 
4/9 至 25/9 開放校園，歡迎幼稚園親子在本校網頁預約參觀。 / 

12/9 (一) 中秋節後第二日假期 全體學生 

13/9 (二) 拍攝學生證件相 全體學生 

16/9 (五) 陸運會 全體學生 

19/9 (一)起 下午多元智能課時段 及 週六培訓班由本週開始 全體學生 

26/9 至 30/9 
2023 年度小學自行分配學位階段，歡迎有意報讀

本校的幼稚園學生家長到校報名。 
/ 

家長如有任何意見，可電郵至 schoolmail@twtaps.edu.hk 或致電 2497 7911 與本校高家歡副

校長聯絡。 

 

    此致 
全體家長 
 
 
二零二二年九月一日                                         校長                 謹啟 
                                                                  周  劍  豪 
 
-------------------------------------------------------------------------------------------------------------------------- 

荃灣商會學校通告 22-001/J01 回條＜請交班主任轉高家歡副校長＞ 
有關九月份學校活動及行政安排事宜 

敬覆者： 
 
    有關九月份學校活動及行政安排，本人已知悉有關內容。 

家長意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覆 
荃灣商會學校周劍豪校長 
 
二零二二年九月___日    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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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份學校報告 

1. 教師專業發展： 
a. 八月二十七日，葵青區家教會聯會第十一屆「傑出教職員、熱心家長及飛躍進步學生」嘉許

禮中，黃筑筠主任獲傑出教職員獎。 
b. 經全體學生及老師們的投票後，黃偉傑主任及鍾輝老師獲提名為第 27 屆表揚教師計劃受表

揚的老師，將於 2022 年 9 月 15 日出席敬師日慶典暨表揚狀頒發典禮。 

2. 學生全人發展： 
a. 恭喜同學在「科創‧起‧承」青年科技創新教育計劃暨小學組比賽中奪得季軍。活動由香港理

工大學及香港教聯會合辦，參賽同學由 5 月開始參與機械人訓練班，學習四足機械人的原理及

組裝機械人。及後同學進行訓練，改裝機械人的結構，如利用立體打印機重新製作機械人的四

足、改裝馬達及電池，以加快機械人行走的速度。與此同時，同學們在比賽前仔細地商討比賽

策略，並進行多次的演說訓練。七月三十日比賽當天，同學們表現出色，充分發揮團隊精神，

合力完成每場賽事，獲得佳績。 

b. 為了增強學生對中華文化的認識，以及培養學生對國家的民族認同，學校於八月八日為一至六

年級同學舉辦了中華文化日，由資深的表演者向同學示範變臉、雜技和耍大旗。當天的表演十

分精彩，同學看得十分投入，更有同學親身學習耍大旗和不同的雜技表演。 

c. 於八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學校為準小一學生舉行適應班，學生與中、英、數任教老師接觸，

了解各科老師的要求，讓學生能儘快適應小學校園生活。 

3. 家校合作： 
a. 本校於八月五日舉行創校 35 周年畢業典禮，校監及一眾校董親臨典禮支持同學。35 周年校

慶比賽得獎者獲頒發獎項及畢業生獲頒發畢業證書，學業及操行表現優異的學生也獲頒發不

同的獎學金。畢業生及得獎學生的家長也出席典禮，與孩子見證難忘時刻。 
b. 本校家長教師會於八月十三日舉行親子戶外學習日。行程包括參觀東岸公園、香港電影資料

館及讓家長和小朋友盡情享受親子戶外活動樂趣的小白兔音樂農莊，參加者均盡興而返。 
c. 八月二十四日，學校為小一學生及插班生家長舉行新生家長日，讓家長認識本校學校生活的

規律，了解子女在校的學習、活動、午膳及休息的情況和時間，以作準備及配合。 
d. 八月二十七日，葵青區家教會聯會第十一屆「傑出教職員、熱心家長及飛躍進步學生」嘉許

禮中，以下學生及家長獲獎： 
2A 哈迪同學獲飛躍進步學生獎； 
2A 劉綽霆家長劉栢浩先生獲熱心家長獎。 

e. 請家長確保每天子女回校前已量度體溫及進行快速檢測，在紀錄表上簽署，並需將快速檢測

的結果拍照作當日或日後翻查紀錄之用。緊記檢測結果需呈陰性才能回校上課，如子女證實

確診，或其家庭成員證實確診，又或子女為需接受核酸檢測的「受檢人士」，請立刻通知校方，

以便制訂應變措施。 

4. 學生的成就： 
a. 2022 ICAS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英文科榮譽證書：5B 劉軒廷  
英文科優異證書：4A 洪鼎謙 4A 王一涵 4C 林子皓 6A 李卓頤  
英文科優良證書：5B 張思婷 5D 何翊溥 6B 鄺楓雅   
數學科高級榮譽證書：5B 劉軒廷  
數學科榮譽證書：4A 洪鼎謙 4A 李  穎 4A 李易東 4A 王一涵 5B 謝乙馨   
數學科優異證書：3A 鍾展翎 4A 李易軒 5B 陳文昊 5B 李俊杰 6C 鄧文釗   
數學科優良證書：5B 袁  尚 6B 鄺楓雅 6B 王素琪  
科學科榮譽證書：4A 洪鼎謙  
科學科優良證書：5B 袁  尚 6A 李卓頤 6C 鄧文釗  



b. 2022 香港學界故事演講大賽 
亞軍：5B 劉軒廷  
季軍：5A 紀安慶汶  

c. 葵青區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對聯創作比賽 
亞軍：6D 梁雪兒  

d. 2021-2022 年度公益少年團電影欣賞及徵文比賽 
嘉許狀：5B 劉軒廷 6D 譚錦恒  

e. 中文硬筆書法比賽(2021-22) 
優異獎：3B 江易熹 3B KONG YIK HEI 

f. 「科創．起．承」青年科技創新教育計劃比賽 
季軍：4A 洪鼎謙 5E 張光輝 6B 李玟慧 6B 張浩榮   

g. 腦動科技比賽 2022 
亞軍：4A 洪鼎謙 4A 張汐玥 4B 陳頌昇 6B 鄺楓雅  
最佳造型設計奬：4D 李凱淇 4D 吳凱晴 6B 胡達海 6C 楊佳駒  

h. Easy Easy 好小事 2021-2022 
嘉許狀：1C 陳芊萸 1C 林嘉美 3A 梁思芸  

i. 睿智理財挑戰賽(香港校際小學組) 
金獎：6C 鄧文釗  6C 曾燁曦 6C 楊佳駒  
銅獎：6B 張浩榮 6C 鄧婉喬   

j. 反斗消費 Go Go Goal 
精靈小達人：6D 林子軒  

k. 本校頒發的獎學金： 

 學業獎 
(荃灣商會教育基金獎學金) 

成績進步獎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獎學金) 

英文學科獎  
操行獎 

(荃灣商會學校家長教師會獎學金) 

1A 曾 琛 陳嘉軒 李天恩 郭曦貽 

1B 洪友伊 羅仲賢 成文豪 賴凱澄 

1C 邵煒程 胡梓熙 邵煒程 邵煒程 

2A 劉綽霆 哈 迪 余穎婷 賴卓霖 

2B 葉昢賢 陳俊熹 李卓諾 陳朗翹 

2C 曾希玟 林嘉隆 楊安翹 羅凱琳 

3A 鍾展翎 楊康澄 陳思羽 余穎彤 

3B 江易熹 陸熙麟 江易熹 黃楚穎 

4A 洪鼎謙 葉霓雅 洪鼎謙 林麗絲 

4B 陳頌昇 鄧洛榳 陳頌昇 譚亦雯 

4C 林子皓 田銣懿 羅子威 蔡梓珮 

4D 吳凱晴 梁思雅 吳凱晴 林鎧澄 

5A 徐一寧 紀安慶汶 徐一寧 周家豪 

5B 劉軒廷 袁 尚 劉軒廷 謝乙馨 

5C 鄒安妮 徐穗雯 賈紫墨 黃嘉惠 

5D 李禹侯 戴綺文 韓東霖 黃嘉恒 

5E 張光輝 范梓軒 張光輝 胡樂妍 

6A 李卓頤 郭莎碧 夏莉瑪 夏莉瑪 

6B 鄺楓雅 王素琪 鄺楓雅 張浩榮 

6C 鄧文釗 施鈞涵 鄧文釗 楊佳駒 

6D 譚錦恒 朱俊霖 蔡曉瑩 黎凘思 



 

校方祝賀以上獲得優異成績的同學，祈望大家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經過暑假之後，新學年開始了，

新學年學校的大家庭多了新成員，同學間要互相關愛，也期望大家為這一年的學習訂下清晰的目標，

然後向目標努力進發。尤其是六年級的同學，去年畢業同學在中學學位分配方面成績理想，老師期望

這一屆的同學能取得更優秀的成果，總之大家一起努力，共同追求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