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荃 灣 商 會 學 校 
 通告 22-098/J01 

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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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5/2 視覺藝術巡迴展(青衣城) / 
1/2 (三) 下學期開始 全體學生 

1/2–3/2 (三至五) 下學期首三天全體上學時間 08:20-12:45 全體學生 
3/2–6/2 葵青區多元藝術展 2022/2023(荃灣大會堂) / 
4/2–5/2 青衣區幼童軍探險章訓練班 幼童軍 
9/2 (四) 常識科外訪活動：參觀「水知園」 四年級學生 

10/2 (五) 學界滑板運動體驗計劃 四至六年級獲選學生 
11/2 (六) 「成長的天空」日營 五至六年級成員 

學界野外定向錦標賽 幼童軍 
13/2–17/2 青衣區小學校際籃球比賽 籃球隊員 

14/2、21/2 (二) 大王下遊樂場設計工作坊 視藝組成員 
16/2 (四) 第 30 屆香港小學數學奧林匹克比賽 獲選學生 
17/2 (五) 參觀 M+ 視覺文化博物館及視藝工作坊 四年級學生 

「成長的天空」活動 四年級成員 
25/2 (六) 

 
「成長的天空」親子日營 四年級成員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一年級學生 

26/2 (日)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 二至六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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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校長                 謹啟 
                                                                    周  劍  豪 
-------------------------------------------------------------------------------------------------------------------------- 

荃灣商會學校通告 22-098/J01 回條＜請交班主任轉高家歡副校長＞ 
有關二月份學校活動及行政安排事宜 

敬覆者： 

    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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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三年___月___日   __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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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份學校報告 
1. 教師專業發展： 

a. 一月五日至二十日，林偉欣老師參加「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認知及學習需要專題課程，

深入地探討與鑑別「認知及學習需要」學生的學習特性的方案以及支援策略，致使這些學生

與其他學生受益。 
b. 一月十七日，本校數學科顧問，教育局小學校本課程發展組前學校發展主任吳先生，到校開

展本年度「校本數學教材發展計劃」，與六年級數學教師進行會議及備課，為數學老師的教學

提供許多寶貴意見。 
 

2. 學生全人發展： 
a. 本校學生的視覺藝術作品一向在區內廣被讚賞。一月十三日至二月五日，本校在青衣城舉行視

覺藝術巡迴展，向區內坊眾展示學生在藝術教育方面的成果。學生的作品繼後於荃灣大會堂展

出。 
b. 「成長的天空」四年級學員於一月十四日參加「再戰營會」活動，學生全天參與不同的挑戰活

動，他們的抗逆力、自信心、與人溝通及協作的能力得以提升，並從中學習互相合作及解決問

題的技巧。 
c. 一月十七日，學校舉辦互動禁毒教育劇，生動有趣的戲劇活動讓「拒絕毒品」的意識儘早於兒

時紮根，同學能學懂拒絕誘惑的技巧及清楚明白吸毒的禍害。 
 
3. 家校合作： 

a. 本校參與由公益金所舉辦的「公益金慈善清潔籌款」活動，共籌得 6312 元。 
b. 一月十六日本校舉行公益少年團公益慈善年花義賣，不少學生和家長支持活動，大家選購盆

栽或直接捐款，共襄善舉。活動共籌得 6650 元。 
 
4. 學生的成就： 

a. 第 38 屆(2022 年)武漢國際楚才作文競賽 
一等獎：曾燁曦 (畢業生)  
二等獎：鄧文釗 (畢業生) 

b. 慶回歸「明曦‧資優杯」首屆京港中小學生徵文大賽 
優秀獎：鄧文釗 (畢業生) 

c. 2023 環亞太杯國際數學邀請賽初賽 
小一組優異獎：1A 區紫桃 1B 朱廷津 1B 曾正朗  
小一組三等獎：1A 王子釗 1B 張竣匡  
小二組優異獎：2A 曾 琛  
小二組二等獎：2A 洪友伊  
小二組三等獎：2A 陳心怡 2C 邵煒程  
小三組優異獎：3B 葉昢賢 3B 袁逸嵐  
小三組三等獎：3A 鍾焯軒 3B 林溢鋒  
小四組優異獎：4B 金子進 4B 謝羿浠  
小四組一等獎：4A 梁思芸  
小四組二等獎：4B 江易熹  
小四組三等獎：4A 鍾展翎  
小五組優異獎：5D 吳凱晴  
小五組一等獎：5A 李易軒 5A 李易東  
小五組二等獎：5A 洪鼎謙 5A 張汐玥  
小五組三等獎：5A 宋天瑜 5A 朱國瑞 5A 鄒亦琳  
小六組優異獎：6D 黃嘉恒  
小六組一等獎：6A 劉軒廷 6C 黃嘉永  
小六組二等獎：6A 程  諾 6A 李俊杰 6A 謝乙馨 6A 謝雨彤  



小六組三等獎：6A 陳慧琦 6A 抗與同  
d. 快如疾風機械人編程比賽 

季軍及一等獎：5A 黃梓菡 6D 林子琪 6D 張光輝  
e. 第三屆青年元宇宙創新應用國際競賽 

優秀獎：6A 李俊杰 6A 劉軒廷 6A 吳映誼 6C 黃嘉惠  
f. 葵青區分齡田徑比賽 2022 

女子 E 組跳高冠軍： 6A 吳映誼  
女子 E 組 200 米亞軍： 6A 嚴旭巧  
女子 E 組跳遠季軍： 6D 范麗華  
男子 F 組壘球亞軍： 2A 何家軒  

g. 足球小將培訓坊第五屆小小世界盃 2022(U9 組) 
冠軍：3A 鍾焯軒  

h. 足動東區四人足球賽 2022(U10 組) 
季軍：3A 鍾焯軒  

i. 香港童軍總會 110 周年野外挑戰日樂天組比賽 
挑戰獎牌：5A 黃梓菡 5A 洪鼎謙 6A 關泳怡 6A 李俊杰 6A 劉軒廷 6C 胡樂妍 

 
校方祝賀以上於各項比賽中獲得優異成績的同學。農曆新年假期將至，期望各位同學在享受這個普

天同慶的節日，與家人及親友共聚之餘，也檢討自己在上學期考試的表現，定下計劃，提升學習的

能力。校方在此謹祝各位家長和同學兔年進步、身體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