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荃 灣 商 會 學 校 
 通告 22-069/J01 

有關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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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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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四) 每月頒獎禮 全體 
「成長的天空」活動 五六年級獲選學生 

2/12 (五) 常識外訪：參觀可觀自然教育中心-再生能源 五年級學生 
流感疫苗注射 (第二針) 相關學生 
「成長的天空」活動 四年級獲選學生 

3/12 (六) 全港小學數學挑戰賽 報名學生 
 民航處「衝上雲霄」活動 獲選學生 
 升小一預備班 準小一學生 
 機械人編程比賽 獲選學生 

4/12 (日) 野外挑戰日–童軍野外挑戰比賽 小童軍 
7/12 (三) 健康檢查 1A, 2A,2B 報名學生 

中學自行分配學位家長講座 六年級學生 
7/12 - 9/12 教育營 五年級學生 
8/12 (四) 香港國際汽車博覽 四、六年級報名學生 

10/12 (六) 全港小學數學比賽 報名學生 
 升小一預備班 準小一學生 

12/12 (一) 男女生青春期講座 五年級學生 

13/12 (二) 
常識外訪：參觀香港動植物公園 三年級學生 
青衣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獲選學生 
高爾夫球體驗活動 四年級學生 

15/12 (四) 「電動小旗桿」STEM 工作坊 三至六年級學生 
16/12 (五) 「成長的天空」活動 四年級獲選學生 

互動教育巡迴劇場 (推動無煙文化) 四至六年級學生 
17/12 (六) 香港定向排名聯賽 (短矩離) 小童軍 

升小一預備班 準小一學生 
20/12 (二) 下學期售書日 全體 
21/12 (三) 升中講座 六年級學生 
23/12 (五) 聖誕聯歡會 全體 
26/12-3/1 聖誕及新年假期 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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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校長                 謹啟 
                                                                     周  劍  豪 
---------------------------------------------------------------------------------------------------------------------------- 

荃灣商會學校通告 22-069/J01 回條＜請交班主任轉高家歡副校長＞ 
有關十二月份學校活動及行政安排事宜 

敬覆者： 
    有關十二月份學校活動及行政安排，本人已知悉有關內容。 
 
家長意見(如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覆 

荃灣商會學校周劍豪校長 
 
二零二二年___月___日   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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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份學校報告 
1. 教師專業發展： 

a. 十一月十八日，全體教師進行專業發展活動，參予由教育心理學家蔡文雅姑娘舉辦的製作分層

課業及對有教育需要學生提問技巧的工作坊。 
 

2. 學生全人發展： 
a. 經過平日努力用心的鍛練，每位學生在比賽中傾盡全力爭取好成績，學生們在本年度的校際田

徑比賽中大放異彩，取得前所未有的最佳成績 – 八金六亞兩季三殿，真值得慶賀。 
b. 十一月十日我們舉行了一場電影欣賞會，讓「光影進校園」，以勵志電影推動正向教育，為學

生注入更多正能量。當天，家長、學生與老師們一同欣賞電影《熱血合唱團》，電影講述片中

的問題學生，得到一個熱血成長的機會，能在音樂中，從迷惘的人生找回自我。故事情節既勵志，

又感人，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 
c. 為讓學生在戶外進行有益身心的學習活動及體驗群體生活的樂趣，本校於十一月十一日舉行了

戶外學習日，並讓家長一同參與。一至三年級學生到訪九龍公園，而四至六年級學生到北潭涌

郊野公園進行戶外學習。團體活動將同學凝聚在一起，跳出課室，學習溝通與合作能力，同學

們都過了充實而有意義的一天。 
d. 十一月八日至十六日，學校舉行了認識中國歷史人物系列活動，當中包括認識中國朝代、認識

中國歷史人物、歷史人物選舉及投選原因的短片講解。學生從活動瞭解到中國歷史人物對國家

及社會文化的貢獻，對學習國史的興趣提升了。 
e. 本校與仁濟醫院九龍崇德社幼稚園/ 幼兒中心參加了「明日棟樑：青少年國史教育計劃」，於十

一月十八日進行第二階段的聯校活動。是次活動，我們的一年級同學到幼稚園參與陶藝創作工

作坊，與幼稚園生一同進行陶藝創作活動，認識這項我國源遠流長的文化藝術。校園小記者也

走進幼稚園的校園，採訪當日的聯校活動。活動令孩子對陶藝的認知及興趣都有所提升，而小

記者將對陶藝進行進一步的研習，並把它在校園推廣開去。 
 
 

3. 家校合作： 
a. 十一月廿五日的上學期家長日。班主任與家長傾談子女的學習情況，就子女開學至今的整體情

況，包括習慣上、學習上及測考表現彼此溝通。 
b. 十二月開始，本校全校恢復全日面授課堂。全日上課，學校有更多空間為學生安排多元化活動，

讓學生在運動、社交、課外活動興趣培養等不同方面都得以發展。 
 

4. 學生的成就： 
a. 葉紀南敬師心意咭填色比賽 

亞軍：6A 張思婷 
季軍：6A 吳映誼 

b. 葉紀南中文硬筆書法比賽 
季軍：6B 劉縉燁  

c. 葉紀南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亞軍： 6A 劉軒廷 

d. 葉紀南書簽設計比賽 
亞軍： 6A 吳映誼 

e. 「智在 Gwin」物聯網機電應用挑戰賽 
小學組優異獎： 5A 黃梓菡  6A 區紫玥 6A 嚴旭巧 
 



f. 2022 - 2023 年度青衣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跳遠冠軍：  6A 程  諾 
男子甲組擲壘球冠軍： 6B 艾德南 
男子甲組推鉛球季軍： 5B 陳頌昇 
男子甲組 100 米跑殿軍：5C 羅祖傳 
女子甲組跳遠冠軍：  6D 范麗華 
女子甲組跳高冠軍：  6A 吳映誼 
女子甲組 200 米跑冠軍：6A 嚴旭巧 
女子甲組 400 米跑亞軍：5A 黃梓菡 
男子乙組跳遠冠軍：  5C 伍震朗 
男子乙組 60 米跑冠軍： 5C 羅子威 
男子乙組跳高亞軍：  5D 黃鈺明 
男子乙組 100 米跑亞軍：5D 林焯醴 
女子乙組跳高亞軍：  5B 文雪雯 
女子乙組 60 米跑亞軍： 5B 鄧洛榳 
女子乙組擲壘球季軍： 5D 林鎧澄 
男子丙組跳遠亞軍：  3A 夏志勇 
男子丙組 100 米跑殿軍：2A 何家軒 
男子丙組 60 米跑殿軍： 2B 何家昇 
女子丙組跳遠冠軍：  4A 楊康澄 
男子甲組團體亞軍 
男子乙組團體亞軍 
男子丙組團體季軍 
女子甲組團體季軍 

g. 第九屆葉紀南盃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 
碗賽季軍：3A 夏至勇 3A 鍾焯軒 5C 羅子威 5C 羅祖傳 5C 伍震朗 5D 畢宇軒 
   6A 程  諾 6A 李俊杰 6B 毛華迪 6B 阿馬爾 6B 艾德南  

h. 北區少年五人足球比賽 U9 碗賽 
碗賽亞軍：3A 鍾焯軒 

i. 第十屆黃大仙盃五人足球賽 
碟賽亞軍：3A 鍾焯軒 

j. 2022《徐悲鴻盃國際青少年兒童美術比賽》 
香港區賽事中國畫系高小組優異獎：6B 宋泓燊 

k. 荃灣各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3 周年活動《國慶 73．繪出愛填色及繪畫比賽》 
高小組優異獎：6B 劉縉燁 

l. 公益少年團積極團隊及優秀團隊 
 
校方祝賀以上於各項比賽中獲得優異成績的同學，相信同學付出了不少努力，你們讓大家明白，成功

非僥倖，努力才是致勝之道。踏入 2022 年最後一個月，是各位同學進行自我反思的好時候，你對自

己這一年的品行、學業成績、待人接物等各方面表現滿意嗎？有否比去年進步？我們要經常反省，力

求進步，自我挑戰；如以往有所不足，則為自己定下改善的目標，努力向目標進發。自我反省，虛心

向別人學習，是成功的不二法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