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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 

2014-2015 年度 
人才庫成員通告 

 
敬啟者： 

本校資優教育組轄下的人才庫小組積極為學業出眾的學生提供多元化課程及活動，以進一步發展學

生潛能。  貴子弟過往成績優異，名列前茅，於本年度被挑選或繼續被挑選成為資優教育組的人才庫

成員。有關人才庫小組資料如下： 

1.目  的： 

 為尖子學生提供增值課程或培訓活動，拓闊視野。 

 建立尖子學生的學習社群，互相砥礪，追求卓越。 

2.入選資格： 

 於全年考試成績中考獲全級首十名優異成績的學生。(人才庫成員名單詳見附件一) 

 中一級學生於上學期考試成績公佈後才獲第一次甄選，並於每學年全年考試成績公佈後再設

第二次甄選。 

 學生一經被選為人才庫成員後，將成為恆常成員，無須每年參與甄選程序。 

3.課程及活動： 

 被挑選及推薦成為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會員及參加其舉辦的資優教育課程。 

 被推薦參加香港各大學、教育機構或校外團體所舉辦的增值課程、資優教育課程及活動。 

 參與校內舉辦的拔尖課程。 

 由校內外籍老師及外聘專業導師教授英語或其他外語。 

 參與境內或海外交流計劃或考察活動。 

 代表學校參加不同比賽或服務活動等。 

4.活動津貼： 

 校方會按課程或活動提供津貼或豁免相關費用 

 學生成員獲得津貼的金額將以其個人在參與人才庫集會、活動及課程的出席率作考慮。 

5.負責老師： 

 劉潔美老師、許國豪老師及陳健邦老師 

6.集會時間： 

 初年級(中一至中三級)於逢星期一課後進行定期集會，高年級(中四至中六級)集會則按活動或

課程舉辦時段的需要而定(詳情另行通知)。 

7.資訊發佈： 

 透過內聯網、學校網頁及佈告板發放資訊，成員須自行查閱。 

8.成員守則： 

 準時出席及積極參與所報名參加的課程或活動。 

 必須出席所有經報名而獲取錄的培訓課程及活動，缺席者須循學校程序辦理請假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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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才會委員會成立簡介會 
 凡有意參與競選人才庫委員者，請於 9 月 4－9 日期間向陳健邦老師索取參選意向表，並於 

9 月 12 日(五)前填妥及交回。 

 所有人才庫成員必須出席 9 月 15 日(一)的委員會成立簡介會。 

 簡介會舉行時間為下午 4 時 15 分至 5 時 15 分，舉行地點為 408 室。屆時將簡介本年度人才

庫的課程安排及有關委員會的運作模式、各職位的甄選細則及權責等。 

    

  敬希  貴家長細閱詳情，並於回條上簽名作實。如有疑問，可致電本校 31562500 向劉潔美老師、

許國豪老師或陳健邦老師查詢。 

 此致 

學生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二零一四年九月_______日              (謝洪森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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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有關本人子女被挑選成為人才庫成員事宜，並同意本人子女：(請以表示) 

□ 於本學年(2014-2015 年度)成為人才庫成員。 

□ 於本學年(2014-2015 年度)成為人才庫凍結會員，暫不參加相關的課程或活動，原因為: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本人明白本人子女應獲之校方津貼亦將凍結一年。 

     

此覆 

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 

學生班別：_____________(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日期：2014 年 9 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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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13-2014 年度 

人才庫成員名單 
 

2A 王儷霖 4E 陳俊彥 5F 黃凱祈 

2A 李弘熙 4E 萬穎儀 5F 羅曉彤 

2A 宋家進 4E 吳倩嵐 5F 吳芷彤 

2A 黎小玉 4F 蔡彥亭 6B 盧上怡 

2B 易鋒 4F 廖子健 6C 張曉彤 

2B 陳樂愉 4F 侯浩軒 6C 盧旻詩 

2C 許富潁 4F 史清韻 6C 黃家衞 

2C 黎以仁 4F 戴祖兒 6C 李嘉威 

2C 陳翠兒 4F 黃曉華 6E 祁海彬 

2C 張美怡 4F 丘鎧渟 6F 陳玉怡 

2D 李慧欣 4F 林尚盈 6F 張卓賢 

3A 徐學良 4F 曾宇萍 6F 何浩淵 

3A 盧家彥 4F 葉志權 6F 張霆軒 

3B 何進 5B 楊翠珊 6F 周梓邦 

3B 林晉鏗 5D 杜婧 6F 羅綺君 

3B 李麗萍 5E 周紀君 6F 麥梓淘 

3B 鄭瑩欽 5E 何彥縉 6F 文瑞峯 

3D 陳瑞軒 5E 劉思彤 6F 莫淑艷 

3D 陳盈螢 5E 黃智開 6F 謝啟城 

3D 郭皓晴 5E 黃詠琪 6F 蔡民豪 

3D 梁月玲 5E 黃曉桐 6F 王頴晴 

3D 許立文 5E 鄺旭英 6F 黃伊玲 

3D 嚴心怡 5F 朱文通 6F 黃婉亭 

3D 何宇珊 5F 林祉鍁 6F 黃欣祈 

3D 盧翠儀 5F 劉嘉樂 6F 邱漢文 

3D 林安琪 5F 劉淑瑤 6F 余雅詩 

3D 王曉晴 5F 羅奕騫 6F 袁俊敏 

3D 徐匡靖 5F 陸聆風 6F 鄭天依 

4E 何芝 5F 吳偉華 6F 陳婉儷 

4E 麥嘉怡 5F 冼朗程 6F 夏寶琦 

4E 常安然 5F 曾樂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