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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校
成
為

「學
校起動」計

劃
第
一
期
成
員

學校序言

九龍倉集團有限

公司於2011年9月推出「學校
起動」計劃  (Project  WeCan )，撥
款1.5億元資助全港10間學業表現具正
增值的學校。本校有幸入選成為第一期成

員學校，並每年獲得200萬元資助，為期六
年，合共1,200萬元。計劃旨在幫助清貧但
努力進取的學生，讓他們有更多機會，透過

不同的學業支援、課外活動、境外考察、

生涯教育等等，提升學習能力、個人技

能，並擴闊視野，為將來投身社會

打好基礎。

培育人才

發揮協同效應



「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是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於11/12學年開展

的全方位學校支援項目。該集團捐出1億5000萬，為10所獲甄選的正增值中學提供

長達6至10年的學校改進支援，並積極開放其業務網絡及連繫社會資源，透過商校合

作，伙同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協助學生在學業、品德及情意上持

續增值，讓學生擴闊視野，以及協助學生規劃將來。潮州會館中學獲甄選為該10所

中學之一。

在該計劃下，該集團旗下的13個業務單位*，分別負責「照顧」一所學校，時代

廣場有限公司專責照顧潮州會館中學，在11/12至16/17六個學年，在「學校起動」

計劃下，時代廣場有限公司已合共贊助本校約1500萬港元。該計劃會依照學校的發

展需要及學生的特質，動員集團各業務單位及協作伙伴機構的員工為學校提供全面

支援，例如安排學生與員工互動分享、與公司管理層交流、為學生提供職業講座及

實習機會、提供各類獎學金、與職業訓練局為畢業同學合辦在職培訓課程等。

香港中文大學的「優質學校改進計劃」為本校老師提供整全式的學與教專業支

援，藉以提升學生在課堂內外的學習成效。「學校起動」計劃全面支持學校在學與

教、學生培育、多元學習經歷、課餘活動、生涯規劃、環境教育、電子及移動學

習、境外考察、校園設施、教師專業發展、照與不同學習需要學生，以至家校合作

等不同範疇的發展，全面提升本校及學生的整體表現。

近年，學校亦善用「學校起動」計劃贊助款項，成功申請配對社會福利署「攜

手扶弱－課餘學習及支援項目專款」，為學生提供課後支援及課餘托管服務。

「學校起動」計劃在各校教師團隊、香港中文大學的「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團

隊及九龍倉計劃的熱誠及積極參與下，深獲外界認同及嘉許，更奪得商界展關懷計

劃「2011/12傑出伙伴合作計劃獎」，真是實至名歸。

*九龍倉集團屬下13個與學校緊密合作的業務單位：

時代廣場有限公司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九倉電訊

九龍倉中國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海港城

馬哥孛羅酒店

現代貨箱碼頭

荷里活廣場

連卡佛

會德豐地產（香港）有限公司

太平洋會

有線電視

夏利文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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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倉集團自2011年推出「學校起動」計劃至今，已有50間學校參與計劃，並獲得九龍倉在
學與教、生涯規劃、在職培訓等多方面的支援。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在「商界顯關懷」非政府組織

合作伙伴日，表揚「學校起動」計劃，並頒發「傑出伙伴合作計劃獎」予九龍倉，藉以表揚跨界

別合作的努力及貢獻。本校2011-2012年度學生會主席程珈慧更有幸獲邀擔任代表接受殊榮。

本校程珈慧同學代表「學校起動」計劃

接受「傑出伙伴合作計劃獎」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頒發

獎狀予程珈慧同學

程珈慧同學與校長曾永康博士

獲邀出席頒獎典禮

「傑出伙伴合作計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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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會館中學
Chiu Chow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程珈慧同學代表「學校起動」計劃接受「傑出伙伴合作計劃獎」

「商界－大學－學校」三方伙伴協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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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起動」計劃聯校

教師專業發展日2014

中一級澳門學習之旅，同學們用iPad完成習作。時代廣場總經理梁淑敏頒贈「學業獎」予6B班李怡同學

高中同學們參加課後拔尖班，提升公開試成績。

九龍倉集團自2011年推出「學校起動」

計劃至今，一直投放資源，為本校提供各方

面的教學支援。例如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

到校提供全面的學校改進計劃，並設立多項

獎學金，資助有能力升讀大學及鼓勵成績有

顯著進步的學生奮發向上。再者，資助學校

設立課後拔尖班及功課輔導班，讓學生們獲

得多方面的學習支援。

教學支援



為進一步扶助弱勢社

群，社會福利署推出「攜手

扶弱基金－課餘學習及支

援項目專款」，為基層家庭

的中小學生推行更多課餘學

習及支援項目，協助他們全

人發展。本校成功申請以上

撥款，並利用款項聘請兩名

教學助理，在課餘的功課輔

導班為有需要的初中同學提

供托管服務、功課輔導及成

長支援。

同學們在功課輔導小休時，享用美味的茶點。

初中進行小組功課輔導，按照同學們

的能力，給予學習上的支援。

「攜手扶弱基金－
課餘學習及支援項目專款」

同學們需要在用餐後負責清理，

藉此培養自理能力。

教學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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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起動」計劃設立大學獎學金，旨在鼓勵

成員學校學生積極學習，為升讀理想大學而努力。

本校自獎學金於2015年設立以來，已有4位校友成
功申請獎學金，她們分別為符美霞、李穎培、李怡

及林雅詩。獎學金金額每年按學生的成績而定，由

每年25000元至40000元不等。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吳天海頒發獎狀予李怡同學

「學校起動」

計劃在本校設立

「時代廣場獎學

金」「學業獎」及

「進步獎」，旨在

獎勵學業表現優

異及成績有顯著

進步的學生，再

接再厲。

「學校起動」計劃頒發「進步獎」

予成績進步的同學

時代廣場總經理梁淑敏頒贈

「學業獎」予6B班李怡同學

「學校起動」計劃為了鼓勵同

學在學業及品行上積極求進，與太

子珠寶鐘錶公司於2015年9月合辦
「學校起動」計劃－太子珠寶鐘

錶獎學金頒獎典禮。本校符美霞校

友及李惠引同學各獲頒發獎學金港

幣5000元，以表揚二人在品學上的
優異表現。

校長曾永康博士、符美霞校友（中）及李惠引同學（右）

出席太子珠寶鐘錶獎學金頒獎典禮。

「學校起動」大學獎學金計劃

太子珠寶鐘錶獎學金

時代廣場獎學金

潮州會館中學
Chiu Chow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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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優

質學校改進計劃」是一項整全和互動的

全面學校改進計劃。此項計劃為本地

中、小學及特殊學校提供全面的校本專

業支援。計劃支援工作的重點在於引領

學校教育工作者開闊視野、接受新知、

反思自我、參與改革，並建構學校團

隊文化，以循序走向自我完善之路。自

2011年至今，「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為本校提供多方面的教學專業支援，並

與本校中、英、數、科學等學科的老師

緊密合作，設計適合本校學生的教學計

劃、單元活動等等，以提升課堂內外的

教學質素，並建立學校自我完善機制。

中一級科學科走出課室，以探究方式

找出實驗的答案。

中一級英文科開放課堂，讓

時代廣 場 、 九龍倉集團代表

等進行觀課。

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黃偉賢先生

到校為數學科老師主持專業發展講座

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教學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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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中文科團隊到本校觀課，與老師

交流教學心得。

呂斌博士在戶外教授中一級同學們中文科

寫作技巧，並指導他們完成課業。

時代廣場及九龍倉集團代表親臨本校觀課

黃偉賢先生到中四級觀課，並協助

指導同學們完成數學科習作。

潮州會館中學
Chiu Chow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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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自 2 0 1 1年加入成為「學校起動」計劃（ P r o j e c t 
WeCan）第一期成員，由2013年起參加由該計劃舉辦的「聯校教
師專業發展日」。本校校長曾永康博士曾獲邀請分享校本發展經

驗。此外，為了促進教師專業交流及持續改進，本校老師曾獲邀

分享教學心得，以及如何推動校內升學及就業輔導的經驗，本校

同學亦分享參與「職場體驗影子計劃」的得著。

「學校起動」計劃「2015 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的

參與學校代表濟濟一堂，來個大合照。

在2 0 1 3年的暑假中，我參加
了九龍倉舉辦的「職場體驗影子

計劃」，在海港城進行了為期四

星期的職場實習，職位是營運部實

習生。我們的工作內容包括在諮詢

台當值和協助顧客服務大使解答問

題。為了能應付工作，我每天下班

後都利用私人時間行逛海港城，以

熟習不同店舖的位置。每一次解答

客戶的問題後，我都獲得成功感。

工作期間我明白到要細心留意客戶

的需要、了解客戶的想法才能提供

合適的服務，每一項細節都要處理

妥當。在整個體驗計劃完成後雖感

不捨，但卻得到了很多寶貴的經

驗、實用的工作技巧和反思的機

會。實習後，我決定要更努力地裝

備自己，讓將來有更多的職業選擇

和晉升機會。

2014-2015 5B 林雅詩 林雅詩同學在2016年以佳績考入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研究學位課程

本校黃佩芝及崔惠娟老師在工作坊分享

如何推動校內升學及就業輔導的經驗

「學校起動」計劃
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學 校起 動」 計劃 創辦人

吳光正先生，在「2015 聯

校教 師專 業發 展日 」分享

年輕時的學習經歷。

「學校起動」計劃創辦人吳光正先生，

與 5 0 間 成 員 學 校 的 學 生 代 表 ， 齊 齊

舉起代表「WeCan」的手勢。

校長曾永康博士在「2015聯校

教師專業發展日」分享如何從心

出發，教好下一代。

本校5B班林雅詩同學分享

參與「職場體驗影子計劃」

的經驗和得著

教學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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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起動」計劃投放大量資源，為學

校的骨幹網絡提升至10Gb的光纖網絡，以
期透過電子及移動學習，提升學生的學習

動機和教學效能。另外，本校校董會對推

動電子學習亦不遺餘力，出資購置大量iPad
及電子教學平台（eClass、PowerLesson、
Nearpod、微軟EES等），讓學生能在不同
學科更多元化和有效地學習。

中一級澳門學習之旅，同學們

利用iPad拍攝短片。

中二級旺角考察，同學們在老師的

指導下運用iPad完成習作。

同學們走出課室，利用iPad進行課堂

活動，培養自主學習的精神。

初中級同學們在元宵燈謎

活動用iPad完成任務

同學們在課餘時間到多媒體學習室用電腦完成課業與學習

電子學習

潮州會館中學
Chiu Chow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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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起動」

計劃投放大量資源

以提升成員學校的

教學效能。本校利

用上述資源，為高

中同學們舉辦中、

英、數等學科的課

後 拔 尖 班 及 補 習

班，以提升他們的

應試技巧，讓他們

在香港中學文憑試

取得更好的成

績。此外，亦

為初中同學們

舉辦不同科目

的輔導班，以

鞏固他們在各

學科的基礎。

外籍老師為初中同學們擔任課後拔尖班的導師

初中同學們參加數學科補習班，鞏固數學基礎。

高中同學們全神貫注，聆聽

數學科導師的講解。

高中同學們參加中文科課後拔尖班，希望

在香港中學文憑試取得更佳成績。

「學校起動」計劃於 2 0 1 5年首度推出
English WeCan課餘英語學習計劃，本校為參與
學校之一。計劃旨在幫助近200名成員學校的初
中學生，讓學生以課餘英語補習的形式，學好

英語詞彙，改善英語溝通能力。

本校參與計劃的中一級同學與中大校長沈祖堯教授

及本校校長曾永康博士合照

English WeCan計劃的企業

代表及成員學校的參加者

均到場支持啟動禮，場面

熱鬧。

課後支援課程

English WeCan 課餘英語學習計劃

教學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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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的支援

自2011年本校
加入「學校起動」計劃

開始，一直與九龍倉旗下企

業保持緊密連繫，有關機構更

經常為本校同學安排各類大型企

業參觀活動，甚至開放公司內部

的工作單位，讓同學透過聆聽前

線員工的講解和分享，了解大

型企業的運作，開闊同學的

視野，獲益良多。

同學參觀時代廣場LEGO聖誕村展覽

馬哥孛羅酒店前線員工向同學講解酒店客房

服務的各項細節，同學專心摘錄筆記。



「有線電視」、「現代貨箱碼頭」、「香港空運貨站」和「馬哥孛羅酒店」是九龍倉屬下大

型業務單位，也是本港著名的大型企業公司。「學校起動」計劃自2011年開始至今，多次協助本

校籌辦「企業參觀日」，讓本校同學全方位參觀上述大型企業，當中透過和不同前線員工的近距

離接觸，體驗有關崗位的工作性質，擴闊職場眼光，為未來升學及就業作好充足的準備。

同學走進有線電視娛樂台直播室，趁節目

開始前和主播作近距離接觸及交流。

有線電視員工詳細向同學講解

節目製作過程

同學在有線電視幕後製作人員的指

導下，為電視節目作後期配音。
本校師生於有線電視大樓參觀，並於大樓內合照。

參觀大型企業

有線電視

企業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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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空運貨站前線員工和同學分享工作經驗

同學參觀空運貨站的內部貨櫃運輸設備

本校師生在參觀現代貨箱碼頭後，在大樓外拍照留念。

現代貨箱碼頭員工向同學介紹貨箱碼頭的發展史，並合照留念。

現代貨箱碼頭職員向本校同學詳細講解

香港海運的載運路線，同學細心聆聽。

現代貨箱碼頭

香港空運貨站

現代貨箱碼頭職員以實景簡介貨箱碼頭的具體運作

潮州會館中學
Chiu Chow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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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體驗空運貨站的貨重測量過程

師生在參觀香港空運貨站後，

在禁區內拍照留念。

馬哥孛羅酒店經理帶領同學參觀客房，

並詳細講解房務運作。

馬哥孛羅酒店前線員工向同學講解酒店客房服務

的各項細節，同學專心摘錄筆記。

馬哥孛羅酒店

企業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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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廣場」及「海港城」均屬九龍

倉旗下的大型商場，也是香港著名的購物

商業中心。九龍倉經常邀請本校同學參觀

時代廣場及海港城，同時為同學安排講

座，讓商場的管理層及前線崗位的工作人

員分享他們的管理經驗和工作心得。同學

更有機會改變平日顧客的身份，從管理和

工作的角度了解大型商場的業務運作，甚

至即場在工作人員的指導下參與一些簡單

的工作。這些寶貴的經驗，都能夠讓同學

為未來升學、就業作好充分的準備。

同學親身體驗商場的客戶服務工作，即時回應顧客提問。

同學細心聆聽職員講解有關商場的運作

同學參觀時代廣場LEGO聖誕村展覽

時代廣場推廣及營業運作部經理馬惟樂先生

及助理顧客服務主任黃敏妍小姐，到校為

本校高中同學主持職業講座。

參觀大型購物中心

時代廣場

潮州會館中學
Chiu Chow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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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師生在海港城外合照

海港城

海港城各部門員工和

同學分享工作經驗

企業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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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對於尖沙咀海港城海運碼頭而言是熱鬧的一年。先是2月下旬，列入健力士世界紀
錄的最大古帆船，來自俄羅斯的「謝多夫」號（Sevo）駕臨；而在5月上旬，由荷蘭概念藝術大
師霍夫曼（Florentiji Hofman）設計的巨型橡皮鴨抵岸，為這小小的海港帶來無限的驚喜。本校
學生非常幸運，在九龍倉集團的安排下，有

機會率先登上已經有91年歷史的「謝多夫」
號，以及出席「橡皮鴨遊世界－香港站」的

開幕禮，親身感受海港熱鬧的氣氛。除此以

外，適逢香港天星小輪有限公司推出仿照20
年代設計的天星小輪「輝星號」，本校同學

獲邀登船參觀，更有幸與其他遊客同遊維多

利亞港，絕對是難得的體驗。

本校校長曾永康博士及同學在「謝多夫」號船員的

帶領下，仔細參觀古帆船上的羅盤、方向儀等設備。同學與「謝多夫」號船員於甲板上合照

「學校起動」計劃

所屬學校的同學於

「謝多夫」號上與

船長大合照

本校同學帶著興奮的心情陸續

登上大型帆船「謝多夫」號

「海上」體驗

「謝多夫」古帆船

潮州會館中學
Chiu Chow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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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手持精美的紀念品參與開幕禮，

並在橡皮鴨前留影。

同學以英語訪問外籍遊客，細心聆聽

並摘錄他們來港的旅遊心得。

同學在中環七號

碼頭集合，準備

登上「輝星號」

遊覽維港。

同學在「輝星號」上

利用平板電腦，分組

進行研習活動。

本校師生出席「橡皮鴨遊世界－香港站」開幕禮，並與友校同學合照。

「輝星號」維港遊

「橡皮鴨遊世界－香港站」開幕禮

同學在等待登船時，先進行資料搜集，了解

「輝星號」的歷史及特點。

企業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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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師生考察福建土樓，並在土樓前合照留念。

本校師生在華僑大學校園合照

本校同學參觀華僑大學校史館，認識華大的歷史，以及各大校區的特點。

 「生涯規劃」一向是本校重點關注項目之

一，希望透過舉辦各項不同的活動，讓同學對未來

人生作好準備。而多元化的「境外學習」同樣是本

校之特色，本校每年均會為各級同學籌辦境外學習

之旅，在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的大額贊助下，

所有同學均有機會參加境外學習。本校將「生涯規

劃」及「境外學習」融為一體，讓同學到境外學習

的同時，能體驗在國內及外地升學的細節。 生涯
規劃



本校獲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贊助，自

2011年開始至今，一直為中四級全體同學籌辦
「閩南文化考察與華僑大學體驗之旅」。同學在

活動中除了可以認識土樓的歷史文化外，更能透

過在華僑大學的參觀及交流活動，體驗國內大學

的學習生活，有助對日後升學的規劃，可謂一舉

兩得。同學回港後須繼續研習，分組寫作報告，

並於周會向全體師生分享旅程所得及經歷，以延

展及鞏固所學。

同學在華僑大學的學生代表帶領下，

參觀大學校園，並互相交流。
本校師生參觀南靖田螺坑土樓「四湯一菜」的形勢

同學們在留心聆聽華僑大學代表講解

大學的情況

師生於廈門購買特色手信，滿載而歸。

閩南文化考察與
華僑大學升學體驗之旅

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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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為同學開拓更多元化的
升學途徑，除本地和國內升學之

外，前赴台灣升學亦是另一選擇。

在「學校起動」計劃的支援下，本

校中四、五級同學自2014年起至
今，有幸籌辦和參加「台灣大學課

程體驗團」，於暑假及復活節假

期間前往台灣多家國立及私立大學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東吳大學、

真理大學、南臺科技大學等）作升

學體驗。同學在課程中親身參予不

同學系課節，體驗大學的課堂特

色，並有機會與台灣當地的大學生

作深入交流，了解台灣升學的細

節。此外，同學更在大學教授的帶

領下，深度探索台南的歷史文化古

蹟，例如到土溝農村社區、國立臺

灣歷史博物館等。本校師生走出大學校園，探索台南的

歷史文化，在鄭成功紀念碑前合照。

同學們與台灣當地大學生一起上課，體驗

完整的大學課堂，專心聆聽教授講課。

本校師生探訪東吳大學後，

在校園門外合影。

本校師生前赴台灣作升學考察

台灣大學課程體驗團

潮州會館中學
Chiu Chow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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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同學參與馬哥孛羅酒店主辦的

糕點製作活動，神情雀躍。

本校師生參與職業導向測試和諮詢，表現興奮。

本校同學參與3D立體模型

製作，並繪畫設計圖。

同學們跟隨職業舞師排練流行舞蹈，

體驗專業舞師的訓練過程。

為了讓高中同學

了解各行各業的工作環境和實

況，以規劃未來的職業路向，本校

中四、五同學自2015年起，參加「學
校起動」計劃及九龍倉旗下企業合辦的

「職出前路  我做得到」生涯規劃日活
動。活動中同學除可以得到個別的職業諮

詢，更能根據個人興趣即場參加不同行業

的工作體驗，例如寵物美容、3D電腦動
畫繪製、精美糕點製作、專業舞蹈排

練等，令同學更清楚掌握不同工

作的性質及職場環境，

獲益良多。

「
職
出
前

路
  我

做得到」
生
涯
規
劃
日

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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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同學自2013年暑假開始，參與由「學校起動」計劃及九龍倉旗下企業籌辦的「工作
影子實習計劃」，讓同學感受職場實況，拓闊眼界，了解個人志向，以助規劃前路。在計劃當

中，同學不只需要跟從上司的指示，完成安排的工作，事前更需要通過正式的求職程序，例如

撰寫求職信和參加遴選面試，被挑選後方可進行實習，既充實又具有挑戰性。

本校同學到香港空運貨站實習，並前往

香港國際機場停機坪體驗貨客運過程。

參與實習同學在上司的帶領下進入貨機內部參觀

同學進入空運貨站出口部，學習資料數據輸入及

文件保管工作，並與部門主管合照。

實習結束前，同學與香港空運貨站

部門主管及經理拍照留念。

暑期工作影子實習計劃

潮州會館中學
Chiu Chow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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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起動」計劃經常為本學同學舉辦職

場講座，邀請職場名人到校分享成功心得。

2013年7月，馮承光博士、余光輝工程師和梁
德興先生蒞臨本校分享職場經驗，對同學個人

生涯規劃有所啟發。同年10月，稻香集團主席
鍾偉平先生獲邀蒞臨本校分享香港餐飲業的發

展，令同學增加對餐飲業的認識，了解投身飲

食業所需的條件。

時代廣場物業工程技術經理余光輝先生與老師及同學合照

NBC亞洲始創人馮承光博士

與同學分享成功秘訣

天星小輪總經理梁德興先生
和同學分析行內特點

稻香集團主席鍾偉平先生蒞臨本校主持

餐飲業講座，介紹行業特點及前景。

星級職業講座

在職培訓計劃－職業訓練局
「物業及設施管理」證書及專業文憑課程

「學校起動」計劃與職業訓練局合作，

自2014年為中六畢業同學提供「在職培訓

計劃」課程，讓畢業生能持續進修。獲聘請

的畢業生會被委派到九龍倉轄下時代廣場、

荷里活廣場等企業實習，同時兼讀由九龍倉

資助之「物業及設施管理」和「職業英語」

課程，以達到專業認可學歷。

本校畢業生參加九龍倉「在職

培訓計劃」2015開學典禮

本校受聘畢業生獲邀

分享寶貴的實習經驗

受聘畢業生在實習之餘，同時

修讀物業及設施管理課程。

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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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項目

在時代廣場的贊助及支持下，本校舉辦沙田區小學環保創意骨牌挑戰賽，參賽者表現出色，校長及嘉賓一致讚好。

本校科學科老師進行實地考察，參觀魚菜農場。

同學們收集沙灘上的海洋塑膠垃圾，為環保出一分力。



本 校 在 「 學 校 起 動 」 計

劃贊助下，於2016及2017年

度，以環保及創意作主題，舉

辦「沙田區小學環保創意骨牌

挑戰賽」，推動區內同學的環

保意識，鼓勵同學發揮創意潛

能，培養團隊合作精神。活動

當日多間小學積極參與，盡顯

創意與潛能。

一個不小心，把骨牌弄散了，惟有重頭再砌過。

比賽後心情輕鬆

本校帶隊老師細心指導

同學擺放骨牌

沙田區小學環保創意骨牌挑戰賽

環保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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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分工合作，漸見成果。

完成工作前，需要全神貫注，加倍小心。

校長致送紀念品予嘉賓評判－

時代廣場有限公司馬惟樂經理

評判們專心聆聽同學的匯報

潮州會館中學
Chiu Chow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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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STEM（科學、科技、工程、數
學）教育，「學校起動」計劃投放資源，資

助本校籌建「魚菜共生」環保研習系統，把

相關的環保概念及技巧、科學及數學知識，

融入課堂學習及實踐活動中。

本校科學科老師進行實地考察，參觀魚菜農場。

農場負責人向老師展示菜田的運作情況

擺 放 農 耕 用 具

及 菜 田 製 成 品

的 車 輛 ， 非 常

別致搶眼。

本校中四級同學透過「學

校起動」計劃參與由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香港科學館與瑞士領

事館聯合主辦的海洋怒吼－

塑膠垃圾關注計劃《清潔海灘

及塑膠分類工作坊》。參加活

動的同學需收集沙灘上的海洋

塑膠垃圾，並帶回科學館進行

清潔、回收及分類。講座及活

動喚起同學對

塑膠垃圾問題

的關注，並且

深入認識各種

塑膠的化學成

分、分類和回

收過程。

同學們收集沙灘上的海洋塑膠

垃圾，為環保出一分力。
收集的海洋塑膠垃圾將帶回

科學館進行回收及分類

是次清潔海灘活動喚起同學對塑膠垃圾問題的關注

「魚菜共生」研習系統（STEM）

《清潔海灘及塑膠分類工作坊》

環保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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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手鐘隊在「聖誕頌歌節」為觀眾演奏聖誕歌曲

本校中國舞蹈隊在「潮中時代－關愛學習園地」

開幕禮，展現優美流暢的迷人舞姿。

創意體藝
活力校園

「學校起動」計劃推行至

今，為本校多元化的學習活動提

供支援，例如資助本校的流行舞

蹈隊、中國舞隊、龍師隊等聘請

專業導師，進行集訓，並贊助本

校初中同學們參加香港小交響樂

團音樂會、「聖誕頌歌節」表演

等藝術活動，讓學生們獲得多元

化的學習機會。



本校利用「學校起動」計劃的資源，

自2011年至今成立流行舞蹈隊，並聘請
導師定期進行訓練。流行舞蹈隊多次參與

校外比賽，屢獲殊榮，其中在2014年底
參加「動感沙田、舞走毒品」舞蹈比賽，

勇奪中學組冠軍。

本校流行舞蹈隊在「潮中時代－

關愛學習園地」開幕禮向來賓表演

K-pop，十分投入。

本校流行舞蹈隊在新春團拜

向一眾家長及師生獻技藝

流行舞蹈隊穿上醒目服裝，大跳K-pop。

K-pop 流行舞蹈

創意體藝  活力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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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中國舞隊成立多年，並

利用「學校起動」計劃的資源，

聘請專業導師進行培訓。中國舞

隊多次參加學校舞蹈節，屢獲佳

績，在2017年學校舞蹈節中，4A
班黃卓同學在中國舞（獨舞）項

目比賽，憑嘎巴（傣族）舞，獲

得甲級獎佳績。

同學們穿上鮮艷奪目的服飾，展示迷人舞姿。

在畢業典禮上，同學們表演民族舞，

展現風姿綽約的一面。

「學校起動」計劃致

力推動多元化活動，並贊

助本校中一級同學們在農

曆新年假期參觀「歐陸嘉

年華」，讓他們得以接觸

傳統嘉年華的經典玩意，

參加攤位及機動遊戲，以

及欣賞來自歐洲的表演，

擴闊視野。

中一級同學們在「歐陸嘉年華」欣賞來自歐洲的表演，擴闊視野。

外籍工作人員向同學們

講解「歐陸嘉年華」的

佈置，讓他們有更多機

會接觸英語。

中國舞

「歐陸嘉年華」

潮州會館中學
Chiu Chow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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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中三級同學們參加香港小交響樂團音樂會

享受醉人樂章後，中一及

中二級同學們在演奏廳門外

一同拍大合照。

「學校起動」計劃自2 0 1 2至
2014年贊助「聖誕頌歌節」表演，
本校手鐘隊和合唱團等先後在時代

廣場及馬鞍山廣場進行頌唱聖誕歌

與手鐘聖誕音樂表演。表演除了讓

同學們有機會服務社區外，更為

他們增加演出

機會、發揮所

長，並讓他們

提升團隊及合

作精神。

本校手鐘隊在「聖誕

頌歌節」以手鐘演奏

聖誕樂曲，為觀眾帶

來悠揚樂韻。

本校合唱團在時代廣場獻唱聖誕歌，帶來歡樂氣氛。

香港小交響樂團音樂會
香港小交響樂團音樂會由「學校起動」計劃贊助。自2011至2015年，本校的初中同學們均

有幸參與。音樂會由音樂總監葉詠詩邀請不同範疇的藝術家與樂團交流和合作，葉詠詩亦曾多次

擔任指揮，為同學們提供不同類型古典音樂的欣賞機會。

同學們在音樂會得以接觸不同

的古典音樂，擴闊視野。

「聖誕頌歌節」表演

創意體藝  活力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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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項目

本校同學參加由香港總商會舉辦的「商界聯席午餐會－特首施政報告」

中四級同學們在關愛學習園地與校長曾永康博士用膳

初中級同學們參加關愛活動日營活動



同學仔細打磨皮革產品

展銷的各項貨品，都經過

人手認真縫製。

本校獲得營商計劃書

匯報季軍

「學校起動」計劃的「趁墟

做老闆」展銷會項目，讓學生有

機會體驗經營一門零售生意的整

個過程，培育多方技能，包括領

導才能、企業精神、項目策劃、

溝通、協作、推廣及銷售能力。

本校今年再度參加攤位「潮之手

作」擺賣活動，展銷自家製作的

皮革用品，並與46間學校一起進
行展銷比賽。其中本校「潮之手

作」銷售成績突出，再次獲得全

場最高銷售額的榮譽，並獲得營

商計劃書匯報季軍。

「趁墟做老闆」展銷會

特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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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們蒞臨購物以示鼓勵

本校再次獲得全場最高銷售額的榮譽

本校銷售隊長鄺汶慧全情投入，

希望取得理想的銷售額。

潮州會館中學
Chiu Chow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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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春喜盈「營」年宵會開幕禮上，11間學校濟濟一堂，場面熱鬧。

時代廣場馬惟樂經理對本校的手作製品表示欣賞

主禮嘉賓林鄭月娥司長蒞臨參觀本校攤位

新春喜盈「營」年宵會
「學校起動」計劃於荷里活廣

場舉行新春喜盈「營」年宵會，為

成員學校免費提供場地，讓同學實

踐 課 堂 所 學 ， 全 面 體 會 創 業 營 商

之道。本校學生會及經濟科同學合

作，協力籌辦「潮の手作」攤位，

銷 售 手 作 皮 具 和 飾 物 。 「 潮の手

作」在第一及第二天均榮登每日生

意龍虎榜的第一位。5B劉子晴同學

更獲頒發最佳銷售大使獎。

同學們悉心佈置攤位，開工大吉。

特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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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起動」計劃與「無

止橋慈善基金」合作，舉辦

「無止橋計劃」義工服務活

動。本校何良晃老師和七名中

五同學早於2013暑假期間，前
赴國內重慶市彭水縣青靈村的

貧困農村地區，協助建橋及改

善民生環境和設施，並與外地

大學生、內地大學生，當地學

童一同參與活動，用雙手，汗

水建成人行石橋。

一二三、三二一，在烈日當空下，

把一塊塊的小石砌成長橋。

計劃成員無分國籍、無分性別，合力築石橋。

在眾人的辛勞和汗水下，人行橋終於落成。

烈日當空，同學們努力建橋。

「無止橋計劃」

齊心合力，搬石建橋礐。

潮州會館中學
Chiu Chow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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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起動」計劃增撥大量資

源，資助本校興建「潮中時代－

關愛學習園地」。自2016年開幕以
來，不同班別在關愛學習園地舉行

不同活動，包括專題節目播放、聖

誕聯歡會、功課輔導班茶點時段、

班級經營活動等等。其中在10月開
始的星期六，中一至中四級分階段

舉行關愛日營。日營活動包括午飯

烹煮及分享、檢討反思等環節，活

動場地均在關愛學習園地進行。關

愛學習園地為同學們提供一個合適

的環境，讓他們能夠更投入中學生

活，藉此建立互愛互助精神。

潮中時代－關愛學習園地一隅（中庭活動空間）

潮中時代－ 關愛學習園地一隅 

（社工室及後園活動空間）

潮中時代－關愛學習園地一隅 （活動室主體建設）

舊貌變新顏－工程進行中

關愛學習園地揭幕牌匾

「潮中時代－關愛學習園地」

特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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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兩小時的辛勞，同學們喜見成果。

享用午膳前，大家齊來大合照。

同學們在關愛學習園地進行聖誕聯歡會活動

中四級同學們在關愛學習園地與校長曾永康博士用膳

同學們需要親自下廚，為全班烹調菜餚。

中六級同學們在關愛學習園地舉行畢業

聖誕聯歡會，家長、老師齊來參與。

善用關愛學習園地設施，一起煮午膳，

與校長、老師一起分享美食。

潮州會館中學
Chiu Chow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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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總商會在2014年舉辦「商界聯席午餐會－特首施政報告」，參加學生的名額由「學校起動」

計劃提供。本校中五級黃思萍同學有幸參與是次午餐會，現場聽取特首施政報告。

黃思萍同學與商會外籍嘉賓交流對談

特首梁振英回應本校同學的意見及提問

在「學校起動」計劃安排下，本校

中五級同學符美霞、中六級同學余慧明

有幸聯同其他學生代表參觀禮賓府，並

得以與禮賓府職員會面，了解禮賓府日

常運作與內部情況。

本校中五級同學符美霞與禮賓府職員會面

校長曾永康博士與同學們參觀禮賓府

參觀禮賓府

「商界聯席午餐會－特首施政報告」

特別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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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中一級學生參加「成長新里程」

小組，學習生活技能。

同學們善用關愛學習園地的休憩設施，
在小息時間閒談，輕鬆一下。

家長與學生於周末參加園藝訓練班，藉著栽種植物，陶冶性情。

搖呀搖，頓覺消遙自在。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學校起動」計劃亦投放大量資

源，照顧有特別學習需要學生。計劃

於2015年為有特別學習需要學生設

立「多元學習室」，讓他們有一個固

定及舒適的地方，進行小組活動及個

人訓練。此外，計劃資助本校興建

「潮中時代－關愛學習園地」，為

學生提供一個設備齊全的地方，進行

各項活動，包括家長與學生一同參與

的親子園藝班、氣球班、生活技能小

組、關愛日營烹煮環節等等。

照顧學生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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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事項

2011/7/25-29 ApX Programme歷奇訓練

2011/9/27 時代廣場代表訪校及觀課

2011/10/11 「學校起動」計劃午宴

2011/10/19
時代廣場M&S瑪莎百貨

捐贈4箱糖菓

2011/10/26 「輝星號」維港遊

2011/11/22
Early X’mas party@

Times Square

2011/11/23

中六級企業參觀日：

「海港城」、「有線電視」、

「香港空運貨站」

2011/11/24 時代廣場生涯規劃講座

2011/12/7 小交響樂團音樂會

2011/12/7
企業參觀日：

「馬哥孛羅酒店」

2011/12/20-21
中三級歷奇軍事訓練營

 （基甸）

2012/2/20 有線電視「新聞製作」講座

2012/3/2 「無止橋」講座

2012/3/6 「與CEO對話」講座

日期 活動／事項

2012/3/9 「輝星號」海港遊

2012/3/18 環保行

2012/3/21-24 「閩南文化考察及內地升學體驗之旅」

2012/3/22-24 中一級基甸中心成長訓練營

2012/3/29
參觀時代廣場－

「廢木農莊王天仁雕塑展」

2012/4/19 萬宜水庫東壩實地考察

2012/4/26 「輝星號」海港遊（II）

2012/5/3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商界顯關懷」非政府組織

合作伙伴日－九龍倉

「學校起動」計劃頒獎禮

2012/5/5,12,19,26及

2012/6/2,9
駐校藝術家計劃－繪畫增潤課程

2012/5/23 生涯規劃日：參觀建造業議會

2012/7/30 - 8/3 ApX Leadership Camp

2012/7 小小律師思維辯才課程

2012/8/6,10,13,18 SCAD Summer Program

2012/7-8 Summer Job Tasting Program

2012/8/6-10 領袖才能及英文訓練日營

日期 活動／事項

2012/9/19 Ocean Park Halloween

2012/9/22 年宵工作坊（1）

2012/10/3-2013/5/22

（逢星期三）
手鐘隊

2012/10/25 啤酒節

2012/11/1-3 中三級抗逆挑戰營

2012/11/21
參觀九龍倉企業：「有線電視」

及「現代貨箱碼頭」

2012/11/27 Media Training Workshop

2012/11/30 年宵工作坊（2）

2012/12/5 參觀九龍倉企業：「香港空運貨站」

2012/12/7
參觀時代廣場LEGO聖誕村

展覽及點心款待

2012/12/21
聖誕頌歌節表演

（表演場地︰時代廣場）

2013/1/25-27 年宵活動

2013/2/2,16;3/2,16; 

4/13,27; 5/11; 6/1
經濟科輔導課程

日期 活動／事項

2013/2/20
「無止橋計劃」－

項目安全與危機處理研討會

2013/2/21 參觀古帆船「謝多夫」號

2013/2/21 「無止橋計劃」－專題工作坊

2013/2/22 參觀Wharf T&T

2013/3/20-22 中一級基甸中心抗逆挑戰營

2013/3/11-5/20

（逢星期一）
跆拳道加強班

2013/3/13-4/24

（逢星期三）
夏威夷小結他班

2013/3/27 兒童權利教育活動

2013/3/29-4/2
「無止橋計劃」－「四川省彭水縣

青寧村」實地考察團

2013/4/13,20及

2013/5/4,11
皮革製作進階班

2013/4/13 「無止橋計劃」－交流營（中文大學）

2013/5/2
參與「橡皮鴨遊世界－

香港站」開幕禮

「學校起動」計劃 (Project WeCan)
活動摘要 2011-2017

2011-2012

2012-2013

潮州會館中學
Chiu Chow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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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事項

2013/5/7
參觀九龍倉企業－

「馬哥孛羅酒店」

2013/5/13,28
「無止橋計劃」－

會議與學生工作坊

2013/5/31 參觀信德集團

2013/6/27 參觀海港城

2013/6/29 乒乓球比賽

2013/6/29 「無止橋計劃」－交流日營

日期 活動／事項

2013/7/2,12
暑期工作體驗計劃－

面試日及起動日

2013/7/4-5
「學校起動」計劃－

「職場體驗計劃」 （面試）

2013/7/5-6 「無止橋計劃」－交流營

2013/7/15-19 ApX英文訓練營（1）

2013/7/22-26 ApX英文訓練營（2）

2013/7/20-28
「無止橋計劃」－

重慶市彭水縣青靈村建橋義工服務

日期 活動／事項

2013/9/11開始

（逢星期三）
手鐘隊

2013/9/10開始

（逢星期二）
龍獅藝學會

2013/9/18及10/2
「職場體驗影子計劃」2013：

閉幕禮綵排及閉幕禮

2013/10/8
稻香集團主席鍾偉平先生

「星級講座」

2013/10/18
九龍倉「學校起動」計劃－

教師發展日參與及分享

2013/11/8
香港小交響樂團：古典音樂

速成音樂會

2013/11/5-12/17

（逢星期二）
跆拳道加強培訓班

2013/11/27 參觀九龍倉企業－「有線電視」

2013/12/9 聖誕頌歌節

2014/1/15
參觀九龍倉企業－

「現代貨箱碼頭」

2014/1/23
出席香港總商會舉辦之商界

聯席午餐會特首施政報告

2014/2/21 參觀九龍倉企業－HACTL

2014/2/21 營銷會工作坊

2014/2/25 參觀禮賓府

2014/3/4
VTC及時代廣場合辦：

物業管理PD課程研討會

日期 活動／事項

2014/3/7 時代廣場人士到校探訪

2014/3/11-14
中四級「閩南文化考察與

內地升學體驗之旅」

2014/3/12-14 中一級基甸中心抗逆挑戰營

2014/3/20 時代廣場專業發展講座

2014/4/3,10,24; 

5/8,15,22; 6/5
英語小廚師班

2014/3/21
慈善繪畫工作坊 

（Lane Crawford）

2014/3/28
中一級基甸中心抗逆挑戰營

營後聚會及燒烤活動

2014/3/29
「學校起動」計劃頌親恩展銷會

營商計劃－口頭匯報

2014/4/7
參觀九龍倉企業－

「馬哥孛羅酒店」及「海港城」

2014/5/1-4 營辦頌親恩展銷會及校內招股

2014/5/1-4 「趁墟做老闆」展銷會

2014/5/3 手鐘隊、流行曲舞蹈表演

2014/5/4 家長座談會暨頒獎典禮

2014/6/26-27 「職場體驗影子計劃」面試

2014/6/29-7/5 台灣大學課程體驗團

2014/7/7
「學校起動」計劃2014：

展銷會「趁墟做老闆」頒獎禮

日期 活動／事項

2014/7/21-8/15 「職場體驗影子計劃」

2014/9/23
2014物業管理專業文憑職業

培訓計劃起動禮

2014/9/30
第2期「學校起動」計劃開幕禮及

觀看電影《爭氣》

2014/10/4-10/18 3D打印工作坊

2014/10/14開始

（逢星期二）
唱歌學英文

日期 活動／事項

2014/11/4-12/2

（逢星期二）
中五級中文科拔尖課程

2014/10/17; 10/31
「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參與及分享

2014/11/22 「自由野」國際藝術節

2014/12/13 電影《爭氣》欣賞會

2014/12/13 聖誕頌歌節

2015/1/16
物業管理專業文憑職業

培訓計劃講座

2013-2014

2014-2015

「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 ) 活動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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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動／事項

2015/1/19-31 QSIP 問卷調查

2015/1/23 香港小交響樂團音樂會

2015/1/29
“English WeCan＂

 Program Briefing Session

2015/1/19-2/10
「學校起動」獎學金計劃

 （學士學位課程）

2015/2/1-4/30
聯合「協青社」為本校家長

安排「心理支援訓練班」

2015/2/11 參觀「一代醒獅」展覽（時代廣場）

2015/3/17-31

（逢星期二）
S4英文拔尖班

2015/3/17-4/21

（逢星期二）
S3英文拔尖班

2015/3/16-5/11

（逢星期一）
S4數學研習班

日期 活動／事項

2015/3/18-5/13

（逢星期三）
S5數學研習班

2015/3/10-3/13
中四級「閩南文化考察與

華僑大學體驗之旅」

2015/3/20
參觀九倉業務單位之Harriman

 （One Midtown）

2015/3/25-27 中一級基甸中心抗逆挑戰營

2015/4/15
參觀九倉業務單位－

「天星小輪有限公司」

2015/4/23-5/28 中四級中文科拔尖課程

2015/5/29 參觀九倉業務單位－「海港城」

2015/5/9-7/4

（逢星期六）
English WeCan訓練班

2015/7/5-9 華僑大學體驗之旅

2015/7/20-8/7 「職場體驗計劃」－空運貨站

日期 活動／事項

2015/9/23 太子珠寶鐘錶獎學金頒獎禮

2015/10/7
English WeCan簡介會

（Breakthrough Level）

2015/10/9（2015/11/7- 

2016/4/30）

English WeCan第二期

（Beginner Level）

2015/10/13 職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2015/10/24,11/1 跨啦啦藝術集匯工作坊

2015/10/24 清潔海灘活動

2015/11/26 企業參觀（Lane Crawford）

2015/11/28 「職出前路」職業參觀活動

2016/2/4 歐陸嘉年華

日期 活動／事項

2016/3/8-3/11
中四級「閩南文化考察與

華僑大學體驗之旅」

2016/3/16-18 中一級基甸中心抗逆挑戰營

2016/3/18 參觀企業（Harriman）

2016/3/29-4/1 台灣大學考察團

2016/4/27 參觀香港匯豐銀行歷史檔案室

2016/5/13 企業參觀－海港城實業有限公司

2016/7/7 參觀稻香飲食文化博物館

2016/6/29
「職場體驗影子計劃」面試

－九龍倉

2016/7/18-8/12 「職場體驗影子計劃」2015-2016

2016/7/18-8/20 English WeCan（暑期）

2015-2016

日期 活動／事項

2016/10/31 「趁墟做老闆」2017展銷會簡介會

2016/11/9,30;

12/7,14,21; 1/18
跆拳道培訓班

2016/11/18 企業參觀－香港科技園

2016/11/23 參觀企業－香港海關

2016/12/17 「學校起動」計劃獎學金頒授典禮

2016/12/20 展銷會營商計劃書匯報

日期 活動／事項

2016/12/29-30 數學沉浸班

2017/1/6 餐桌禮儀工作坊

2017/1/8
香港跆拳道東龍會

第廿二屆錦標2016

2017/1/13 展銷會營商計劃書匯報（決賽）

2017/2/6 企業參觀－馬哥孛羅酒店

2017/2/10-12 「趁墟做老闆」展銷會

2016-2017

潮州會館中學
Chiu Chow Association Second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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