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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校 ‧ 合作
吳潔容校長
學友社邀請全港逾七萬名中學生，選出2014年自己心目中的十大新
聞。結果顯示在中學生心中，首三位最重要的新聞是「馬航MH370 航
班下落不明‧各國搜索仍無音訊」、「伊波拉病毒蔓延‧各國加緊防疫」及
「普選框架惹爭議‧學界發動『罷課不罷學』」。
年度的十大新聞顯示中學生關注的新聞涉及範疇廣闊而且多元化，
包括了本地、其一是資訊流通迅速，特別是資訊科技發達的地區如香港
，透過網絡可以掌握各方的訊息。其二是本港在過去一年就政制改革的
議題引發的事件，令中學生對社會發展及政治新聞的關注度提升；而且
因為有機會直接參與及討論事件，所以提高他們對有關新聞的關注度及
認知度。其三是部份事件牽涉範圍甚廣，直接對中學生的生活帶來不同
程度的影響，包括: 台灣地溝油事件、上海福喜問題食材的爭議等。
值得欣喜的是從是次新聞選舉反映中學生對時事的關注程度提升，
公民意識增強；香港社會未來仍會面對不少的挑戰與機遇，作為培育未
來社會主人翁的基地，我們期望同學在成長路上有更好的裝備，所以學
校教育更應該：
(1) 鼓勵同學繼續關心社會，以多角度閱覽不同媒體的資訊以掌握事實
，並以客觀持平的態度對問題並作出探討及分析。
(2) 需要協助同學學會接受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並且以尊重及寬容的心
智與人相處，尊重彼此分歧，和而不同，發揮正能量。
(3) 需要讓同學對本港、國家、世界形勢有清晰的瞭解及掌握，並鼓勵
同學成為能動者，作最好的裝備，除發揮個人的理想外，進一步更
懂得為社會、國家及世界的福祉及進步而作出貢獻。
家校合作對同學的成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據研究指出家校合作可
改善學習風氣（learning norm）及促進關愛氣氛（caring norm）。學
校若能動員家長參與校內活動或義務工作，貢獻本身的寶貴時間及專業
知識，能為學校創造出良好的關愛氣氛，並提高學校的學習風氣。感謝
家長教師會一直以來對學校的支持，並且透過多元化的家校合作活動，
讓家長與老師建立正面的聯繫，為家校互信建立良好的基石。良好的家
校合作是我們所珍視的，我們期望學校與家長繼續保持良好的關係，互
相理解、互相支持，為同學的成長共同努力。

地址：新界屯門山景邨 電話：2464 3731
電郵：office@yottkp.edu.hk
傳真：2464 3243
網頁：http://www.yottkp.edu.hk 家長教師會電郵：PTA@email.yottkp.edu.hk

家長教師會
親愛的家長和老師們：
我很榮幸能參與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及當選為主
席。本人得到大家的信任，實在深感榮幸。
多年來本會一直得到校方、各位家長及委員的熱誠參與和鼎
力支持，而今年更得到初中的家長加入，成為委員，她們積極投
入會務，令會務得以順利推行，發揮家校合作精神，本會謹此致
謝！
家教會和學校師生、校友，除共同渡過了豐盛而有意義的時
光之外，還透過家教會的活動，凝聚各家長走在一起，互相分享
、勉勵，讓家長對學校增加歸屬感，建立良好的伙伴關係。
希望各位家長能繼續支持和參與，共同為孩子的品德和學業努力，為
孩子們建立一個理想的學習和成長環境。同時，希望新一屆的委員會能持
續家校合作的精神，為學校的發展而努力。

第十二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張朱似萍女士
(6D 張敏賢家長)

屈羅玉蓮女士
(2A 屈曉瑩家長)
我是2A班屈曉瑩的媽媽，時間過得真快，不知不覺間小女已過了
年多的中學生涯，目睹她成長了不少，參加學校課外活動由最初的半推
半就，要加些獎賞才願意參加，到現在變得積極參與，尤其是表演中國
舞要跟出跟入，幫她化妝Set頭，但現在在大哥哥大姐姐的幫忙及指導
下，她已經自己辦妥了，簡直判若兩人。
學校舉辦了很多課外活動，女兒參加了兩項-中國舞及漫畫班，其
中漫畫更是她最喜歡的項目，每日她都要畫過畫才願意上床睡覺，同時
學校亦安排了很多出外參觀的活動，使她對相關課題有更深刻的認識。
我也參加了家教會的工作，真慶幸有這個機會，令我獲益良多，學
習了很多以前從未接觸過的事物，例如做司儀、圖書館工作、聯絡義工
家長去探訪獨居老人......等，從而認識了很多老師、同學、義工家長，
而對獨居長者有更深的認識。
很高興女兒入讀仁愛堂田家炳中學，使我可以與她一起學習，一起
成長，在此衷心說聲多謝! 希望家校繼續緊密合作，為學校及社會作出
更多貢獻，同時祝願學校校務蒸蒸日上。
祝各位新年進步!

黃修綺媚女士
(3C 黃喻恩家長)
不知不覺我參加學校的義工已經三年了。最初參加義工只希望多
認識學校的事物，跟女兒分享學校的生活，直到真正參與義工活動的
時候，原來也可以讓自己增值一下，例如在圖書館學習怎樣修補圖書
，藉著帶隊參觀立法會，並參與高等
法院聽審，另外帶著學生參觀中上環
時，更樂見同學們互相合作解決困難哩。
去年有幸成為家教會的委員，還記得第一次開會的畫面，我因事遲
到了，一打開會議室的門，就看見校長、副校長、老師及各委員，真是
十分尷尬。雖然如此，但我卻明白到學校真是很重視家教會，重視學生
，因為每次開會都會建議將一些資源投放在學生身上，並會加以善用，使學生得益最
大。除此以外，學校也很重視家長的意見，當學校收到家長的意見時(無論是書面或是
口頭)，都會細心聆聽，認真跟進。最後，我也很欣賞有不少家長都願意為學校服務，
為同學出力，因為很多活動都有不少家長熱心參與，他們無私的付出，令我敬佩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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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活動
10/9/2014 敬師日
我很榮幸能夠成為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家教會委員，更有幸可以為大家出一點綿
力。
在過去的一個年頭裡，我非常高興參
與一連串的家教會活動，義工活動讓我付
出愛心，很有意義；為家教會義務製作曲
奇，在教師日贈送自家製的愛心曲奇餅，
與全校教師分享，品嚐我親手製造的曲奇
餅，真的感動不已。而當中最難忘的是為
家長烹飪小組擔任義務導師，製作了一些
簡單的中式美食。學校與家長之間保持良
好的關係及密切的溝通，互相信任，透過
活動，更能加深彼此的情誼，我會繼續努
力!

仇張景芳女士

19/9/2014 家長小聚
26/9/2014 義工迎新
新舊家長義工迎新日，家
長分享自製美食，由社工鍾慧
雯姑娘帶領遊戲，茶點時段家
長互相交流教育子女心得。

校方積極探討社會運動問題，就學生「
罷課」議題，學校即時開設家長小聚，邀請
家長互相交流、提交意見，讓學校更能完善
安排及處理。

25/10 - 8/11/2014 快樂瑜伽工作坊
「快樂瑜伽工作坊」於10月至11月的星期六
舉行了3次聚會，共有19位家長出席參與。
工作坊先以瑜伽練習協助參加者增強身體柔
軟度，舒緩生活壓力。其後，學校社工鍾姑娘以
文章及討論方式，分享家長的管教技巧和與子女
的溝通方法。
工作坊的形式較輕鬆互動，而社工的分享
文章作例子，引發家長的共鳴。過程中，家長主
動分享平日的管教難題，他們均表現得非常投入
，氣氛愉快。

P.3

14/10 – 17/12/2014家長興趣班
糕點興趣班

由家長仇張景芳女
士教授糕點興趣班(饅頭
、花卷、菜肉飽、燒賣
、糯米糍、黑糖年糕)，
家長學習樂也融融。

編織班
2/12/2014 義剪活動
由李玉娥女士(娥姐)
教授家長編織頸巾，頸巾
由學校送暖到老人中心。

匯蝶之友義剪
團為本校師生提供
義剪服務，教職員
及學生踴躍參與。

25/1/2015 「GPS 全球定位自助旅遊」
家長教師會首次
嘗試運用科技進行旅
行學習，利用GPS指
引，介紹不同景點，
並回答有關問題，圖
中為家長們在中環景
點。

30/1/2015 水仙花栽種班
每年開設的水仙花栽
種班，家長踴躍參與。

下午赤柱觀光購物前的合照。
2014年10月6至8日全體中五同學到西貢北潭涌保良局渡假村 參與「探索自我、規劃生涯目標訓練營
」。透過是次訓練同學可以認識自我、突破自己，確立人生目標，發揮個人潛能。以下是五位同學在訓練營
的問卷調查中抒述的得著和感受：
5A：最寶貴的是能夠堅毅地達成自己訂下的目標，否則即使目標再簡單，也不能達成，機會要靠自己
把握。
5B：我學到懂得感恩，懂得團結，懂得與同學分享，因為失敗是成功的開始，愈難愈應該奮鬥！盡力
！永不後悔!
5C：我和班上的同學們一起奮鬥，一起努力，機會很難得，感覺興奮，值得珍惜。
5D ：凡事都存著感恩的心，在面對所有挑戰時，我視挑戰為目標，絕不退縮。
5E ：我學會主動，敢於發言，並相信自己的好朋友，令各同學成為我的好朋友。
同學們在訓練營中獲益良多，他們學習的成果實在有賴班主任和科任老師的參與及支持！也感謝教練
對同學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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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工作計劃 (2014–15)
項目

1.

校本管理
- 校董會工作
- 標書批核委員會及食物部管理委員會

2.

家長學苑
- 家長快樂瑜伽工作坊
- 頸巾編織班
- 烹飪班
- 急救基礎課程

推行時間
全年

10月-11月/2014
10月-11月/2014
10月-11月/2014
4月-5月/2014

3.

家長義工活動
- 義工迎新
- 義剪活動
- 社區義工：將所織頸巾100條送贈予有需要長者
- 義賣水仙：為家長割水仙
- 帶隊參加校外活動 / 比賽
- 圖書館工作

26/09/2014
12月/2014
12月/2014
1月/2015
全年
全年

4.

親子聯誼活動 -港島中上環(全球定位系統)古蹟自由行

1月/2015

5.

家校合作/溝通
-

6.

初中家長日
初中課程晚會
全校家長日
中三升中四選科晚會
中六多元升學出路家長晚會
家長小聚

家長通訊 -

每年一至二期
第一期
第二期

2/11/2014
14/11/2014
15/02/2015
4月-5月/2015
5月/2015
不定期

02/ 2014
07/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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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理想城市」併布創作比賽
專業評審大獎16/2015
第六屆校園藝術大使， 6C班張文靜
同學參加了由藝術發展局舉辦的「再造理
想城市」併布創作比賽。作品於首輪比賽
中入選八強，最後更獲頒專業評審大獎。
其他組員包括6A班曾紫梃同學和王柏文同
學。三位同學都是視藝科學生，他們在比
賽中發揮創意，創造了一件富有豐富涵意
、視覺效果豐富的作品，既環保，又具意思，表達了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城市。
作品以「童.夢.家」為題。三位同學利用平日收集的舊布、鈕扣、棉繩、舊
衣物的金屬裝飾品等作為物料創作。作品中的城市是由幻想的童話屋所組成，
每間房子都獨一無二，各有風格，非常獨特。這裡的房子肩靠著肩，喻意左鄰
右舍既是獨立，又能和睦共處，互相扶持，充滿人情味。此外，城市內栽滿著
綠色植物，表現的是活於綠化的童話國度中，這就是我們的理想城市。
相關網站：http://www.aaiss.hk/chi/p5_02.asp?ItemID=S000283

Music to Our Ears: Open Day 2014

2C Lui Cheuk Sum, Jackie

The school symphonic band and the
Chinese orchestra played for the primary
students, their parents and even their
own fellow schoolmates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13, 2014. And with banners
strung high above the school basketball
court, the only thing missing was confetti
for it to be a full-blown party on the
school’s Open Day.
After an informative talk given by a
member of the school board, Mr. Tai, who
is also the former principal of the school,
and Ms. Ng, the principal, about the
school’s system, its students and teachers, the teaching curriculum and other
activities, the students and parents alike
began to roam the school, taking in everything: from the tiles on the ﬂoor to the
bright, clear blue sky. And that was when
the music began to drift into everyone’s
ears, guiding them to the volleyball court
without them realizing it.
It was there where they realized
that they weren’t going to leave the
school without trying the cotton candy
and other treats the Student Union
prepared for them. Cue the harmony of
the bands—it was heaven.
Somewhere nearby, at the same
time, the Home Economics room was
crowded. People were tempted by the
smell of baking goods wafting through
the air, which, at the same time, guided
them to the fashionable designs c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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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our very own Form 3 students. The pieces
of creative fabric were seen along with the
platefuls of cookies and brownies waiting
for them, welcoming the visitors, as if they
were saying ”Welcome to our humble
home!”
Compared to those two places, the
rest of the school was seemingly empty. Of
course, that could have been because the
rest of the visitors were still in the hall,
watching the cultural performances. There
were people dancing, some of them playing
music…there was even a harpist who played
beautifully and expertly, having graduated
from our school quite some time ago.

Yan Oi Tong Tin Ka Ping Secondary
School was, is, and always will be our
second home. No matter how old you are,
what class you are in, when you started to
study or work here, our school will always
welcome anyone with open arms like a
mother to a crying child who had just lost
his way in the bizarre streets, with tears
rolling down his face and a scrap on the
knee. The mother holds him in her arms
and welcome her child home, hugging him,
singing the songs to him like those he
heard on Open Day, reassuring him; just
like our school to a lost and confused
student who didnt’ understand something
he newly learned.

And, with happiness and love, with
Afterwards, though, the real thing
started. The majority of the Chess Club mem- the music in the background, we might
bers played chess, card games and other just get some confetti for next year.
board games with the primary students. The
Scouts showed them the models of their
activities: tents, hanging clothing. The
English Society provided game stalls. And
frankly, the volleyball court and the HE room
were as crowded as ever.

中五級「探索自我、規劃生涯目標訓練營」
孔敏芳副校長

2014年10月6至8日全
體中五同學到西貢北潭涌保
良局渡假村 參與「探索自我
、規劃生涯目標訓練營」。
透過是次訓練同學可以認識
自我、突破自己，確立人生
目標，發揮個人潛能。以下
是五位同學在訓練營的問卷
調查中抒述的得著和感受：

教練講解要完成的任務

5A

最寶貴的是能夠堅毅地
達成自己訂下的目標，否則
即使目標再簡單，也不能達
成，機會要靠自己把握。

5B

我學到懂得感恩，懂得團
結，懂得與同學分享，因為失
敗是成功的開始，愈難愈應該
奮鬥！盡力！永不後悔!

5C

中五級在西貢北潭涌保良局渡假村
進行訓練

最寶貴的是能夠堅毅地達成自己訂下
的目標，否則即使目標再簡單，也不能達
成，機會要靠自己把握。

5D

最寶貴的是能夠堅毅地達成自己訂下
的目標，否則即使目標再簡單，也不能達
成，機會要靠自己把握。

5E 最寶貴的是能夠堅毅

地達成自己訂下的目標，
否則即使目標再簡單，也
不能達成，機會要靠自己
把握。
中五級同學於晚上聽教練分享

任務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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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文化考察
本校中三級全體同學於戶外教育日前往內地考察，其中3A班得到田家炳基金的資助，乘搭高鐵到田家炳
先生的故鄉──大埔縣作四日三夜的交流。3B、3C、3D班也分別前往就近的廣東省市，包括廣州、肇慶、佛
山等地參觀，以了解當地的文化、內地升學的狀況和祖國的現況。
考察前，同學分組就考察地點的文化、景點、建築、特產等作資料搜集，並向全班匯報，好讓同學在出
發前對當地有初步的了解。旅程中需撰寫日誌，記下所見所聞。完成旅程後，同學以簡短文字及一張相片整
合旅程的所思所感，這項活動名為「相片看世界」，看同學寫下了甚麼……

3A 陳立蓓

3A 陳曉晴
這次四日三夜
的考察旅程，我們
參觀不同的景點，
並到內地的中小學
進行了交流。當中
我們前往大埔縣西
河中學，最初那裡
的學生不太認識我
們，但後來我們圍在一起聊天時，他
們都十分主動向我們分享學習的生活
，引伸了不少話題。想起我們在香港
時常使用手機的通訊程式與別人聊天
，文字間的交流缺乏了感情的表達。
能夠花點時間與身邊的人面對面，閒
聊談笑，可能我們能夠更清楚了解身
邊的同學、朋友。

這張相片是與田家炳六中的學生合影的，交流中了解到不少他們
的生活和學習情況。雖然開始時自話自說，但最後大家都打開心扉，
跟我們混熟了，遺憾的是交流時間太短。最難忘的是到小學當小老師
，雖然過程中可能有很多突發的事發生，但幸好他們的反應很熱烈，
亦都很好學。當我們教新的詞彙，他們會抄下，而且會珍惜學習的機
會。在這四日三夜中，我了解到大埔縣當地的文化、生活、建築和飲
食，最開心的是老師帶我們到酒店附近的超級市場購物。四日三夜過
得很快，特別感謝團長，為交流準備了很多，亦感謝每個同學和老師
，帶給我們一個難忘的交流團。

3A 梁湛暉

3B 關智恆

這幅相片是我和幾位同學跟班主任在潮州著名的橋 — 湘子橋上
拍的。雖然那天天氣不算好，但沒有影響我們參觀景點的興致。湘子
橋是中國第一座啟閉式浮橋，中間的浮橋會不時開關，很有特色。
此外，湘子橋還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可參觀不少文物
。湘子橋只是我們旅程其中的一部分，在這四日三夜的旅程裏
，我們參觀了不同的客家建築，例如到泰安樓和花萼樓，認識
了不同的客家文化，獲得的知識是平常上課學不到的。而我最深
刻的就是到一所小學參觀。學校擁有的資源並不多，但是同學的學
習態度非常積極，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學習的機會。這令我們反思到
自己有時可能會懶惰，不珍惜我們所擁有的資源。所以我會以他們為
榜樣，珍惜我們現在擁有的一切，努力學習。

經過這次的新會、三水考察，擴闊了視野之餘，也增加了對祖國的認識。我們在新會參觀了梁啟超
故居及新會現代農業園。在乘車的旅途上，我感受到中國的地大物博，各式各樣不同的建築物在我眼前
走過。
梁啟超在中國推動了首個變法 — 戊戌變法，他令中國的民主踏前了一大步，使我對他倍感敬佩。
校內環保大使的我，參觀過現代農業園後對植物及其栽種方法加深了認識。
而參觀過孔聖園後，我深深地感受到前人讀書的熱情和衝勁，令我不禁反思：為何現在的青少年得
到政府的免費教育和身處傑出的學校，仍不思進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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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徐子晴
11月26至27日，我們與三位老師一起到新會及三水進行文化考察，度過了愉快難忘的旅程。
我們認識到國內政府如何保存傳統建築，現代農業為人民帶來甚麼的方便和孔聖園在傳承中國傳
統文化上起了甚麼作用等，獲益良多。
我很感激學校給予我們到國內考察的機會。也許你說假期時到外地旅遊比這兒更文明，但和家人
去旅行跟和同學同行是截然不同的。每一次的考
察機會都彌足珍貴，希望同學們都將這份珍貴的
回憶記在心中。

3C 李諾瑤
經過這次廣州考察，我認識了當地的發展和交通
狀況等等，我們參觀了廣東省博物館、廣州南站、中
山大學和荔灣涌等，這些都能廣州的文化。當中印象
深刻的有廣東省博物館，內裡展示了不少陶藝和天然
資源，差不多每件展品都有著數百年的歷史。此外中
山大學亦讓我大開眼界，她有四個校區，當地學生詳
細地向我們介紹學校環境和內地學制。我覺得這次考
察令我獲益良多。

3C 鮑卓宗
這是一個愉快的旅程，快樂不只在於景點遊
樂，更在於和同學一起和睦相處，彼此關心。我
們吃飯時會互相夾菜，就像一家人一樣，很有「
家」的感覺！
記得吃晚飯的時候，燈突然關掉，原來是同
班同學生日，同學推出了生日蛋糕，十分驚喜。
這次旅程真是十分難忘，彼此熟悉了，兩日
一夜真的不夠啊！

3D陳俊諺

3D陳泳君

這次的肇慶遊學團，我們到了肇慶田家
炳中學參觀，與當地同學交流後，發現香港
的學習環境比較好，學習風氣卻比較差，值
得我們反思。
此外印象深刻的地方是七星岩風景區，
區內包括星湖和七座山峰，那兒以「峰險、
石異、洞奇、廟古」而著稱。七星湖則因山
峰似北斗七星散落湖中而得名。行程中我們
還參與了工作坊，製作肇慶特產──裹蒸糉
。總的來說，此次的遊學十分難忘，希望中
四可以再有機會遊學。

這次肇慶遊學團讓我認識了更多有關肇慶的事和地，認識到中國對自然生態的保育，亦改變
了從前我對國家的看法。
我看到肇慶田家炳中學先進的科技和設備，老師親切友善，讓我對內地教育有重新的認識。
旅程中深深坎入我心的是掛在肇慶田家炳中學大門外的一句話：「中國的希望在教育」。這
句話提醒我是香港的新一代，未來的主人翁，我承諾自己一定要好好珍惜學習機會，好好為自己
的人生填上絢麗的色彩，將來回饋社會、報答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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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5 陽光人物週會
陳凱晴小姐為本校校友，現職

為銀行合規主任。她曾於2003年遇
上交通意外，於深切治療部昏迷近兩
個月，康復後更懂得珍惜生命。她應
邀為初中同學分享她的奮鬥歷程，體
現永不放棄的精神，令同學有所啟發
。
(2014年11月26日)

陽光大使與陳凱晴小姐合照

陽光大使於初中週會與校友陳凱晴小姐進行訪談

陳婉珊校董現為利記集團行政總裁，亦擔任仁愛堂總理

陽光大使與陳婉珊校董進行訪談

。她個性堅強務實，勇於接受挑戰，畢業後於家族式經營的企
業中選擇從低做起，把當時只是一間經營金屬回收的傳統店舖
，擴展成為一間上市公司。她應邀為高中同學分享她的奮鬥及
生涯規劃歷程，令同學得著甚多。
(2014年12月18日)

陽光大使與陳婉珊校董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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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 友校交流活動
難能可貴的

機會

到友校交流

與盧幹庭師生拍照流念

4B 曾珮宜
這次的交流機會實在難能可貴，除了加深我對友
校的了解外，更培養我和友校同學的友誼。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位於元朗區，面積與本
校大致相同，但有多元化的學習室，例如語言室、學
生電台拍攝室等。當日我被編進４Ｃ班，參與了四科
核心科目、西史和經濟課，整體上課氣氛良好，同學
們都踴躍回答問題，他們的投入也帶動我積極參與課

在友校上課情況，我和嘉儀安排坐在前排

堂。另外，他們利用小組形式上課，經常就著課本問題跟同學討論，學習氣氛熱烈。不過可能兩校的課
程不一，當遇到未學過的課題時，我就較難理解。
當日友校那熱情的款待，以及其他同學的友善，都
令我十分感動。除了感受到他們的學習風氣之外，還欣
賞同學之間的關愛，互相關心和鼓勵是他們相處之道，
也是良好班風的開始，希望我班同學也可以做到這一點
。
最後，感謝友校和接待我們的同學。課堂上的照顧
、午膳的安排，一切都很用心，令人欣喜難忘，留下了
美好的回憶。
在友校認識到一班好朋友

5E 孫悅婷

得著

到基元中學交流

這次已經是我第二次到基元中學作交流了。很多老師和同學都問我為什麼
要犧牲一天假期去上課，既然已經是第二次，很多東西都見識過、了解過了，倒
不如留在家好好睡一覺，不是更能善用時間嗎﹖不，到其他中學上課，得到的東
西遠比我在家睡覺多得多。第二次去基元中學，了解的不再是校園的設備，而是
同學的學習心態，是絕對值得參觀的。
第一次的交流大多是水過鴨背、走馬燈式的參觀和上課，比較兩校的設備
和課堂的形式，與友校同學接觸其實不多，非常陌生。但第二次到訪的感覺截然
在基元得到的友情
不同，遇到很多熟悉的臉孔，大家談及的不再是校園的設備，而是學習的方法、
讀書心得等，令交流更深入。我們都是2016年文憑試的參賽者
，部分壓力可謂感同身受，但身處不同的環境，挑又不一樣。
再一次到訪，拉近了兩校學生的距離，之前大家是對手，透
過分享和了解，逐漸變成了並肩作戰的戰友。在步向文憑試的道
路上，我相信「多一個密友，總比多一個敵人好」。彼此交換試
題、交流經驗和應試技巧，都可以令兩校的學生為文憑試作更好
的準備，努力邁向自己的目標。
交流的得著遠比我口述、書寫的多，但結識不少「戰友」，
必然是我今次交流最大的得著。
與基元及師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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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200米蛙泳

200米個人四式

2A 冼雋剛

曦

50 米背泳
100米背泳

3B 羅裕霖

4A 馮

200米蛙泳

4x50米四式接力

男子乙組 2A 冼雋剛 3B 羅裕霖
4A 馮 曦 4B 鍾博任

3B 顧皓烜

4x50米四式接力

50米背 泳

6A 陳曉榕

4C 林燕兒 6A 陳曉榕
6B 何舒雅 6C 鍾菀冰

100米自由泳

參加者或組別

團體賽 女子甲組
男子乙組
男子甲組
女子甲組 6B 何舒雅

稱

全港校際壁球個人賽 女子甲組 6B 曾茜琦
新界區壁球隊際比賽 女子組
6B曾茜琦 4A 羅敏恩 4B 張琛琪
校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甲組 4A 寗穎詩 4B 盧愷晴
4C 關詠霖 4C 林燕兒
5B 張采藍 6B 曾茜琦
校際乒乓球比賽
女子甲組 4A 羅敏恩 4C 何子敏
5B 黃愷晴
男子乙組 3D 李學賢 4D 張綽軒 4D 莊湜渝
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丙組
1C 劉凱旋 100米 200米
2C 郭詠同 跳高
香 港 壁 球 總 會 全港隊際外展壁球比賽
初中組隊際團體
男子初中組
2A 吳浩賢 3B 陳暉桁 3C 張倬僖
男子初中組
2A 何嘉臻 3C 周頌誠 3C 劉啟泰
女子高中組
4A 羅敏恩 4B 張琛琪
少年警訊
中學籃球邀請賽
女子組
2D 陳心玥 3A 郭詠曦 3C 李諾瑤
3C 李津津 3D 黃茜蓉 3D 陳泳君
4C 張麗容 4C 温泳琪 4D 鍾佩頴
香 港 劍 擊 總 會 隊際外展劍擊( 花劍) 比賽
男子初級組
1B 謝卓軒 1C關梓駿
1C 李傲然 1C 陳競賢
康樂及文化 事 務 署 屯門區分齡田徑
3B 顧皓烜 800米

舉辦機構或團體
活 動
香港學界體 育 聯 會 校際游泳比賽

第一名

季 軍

亞 軍

冠 軍

季 軍

冠 軍

優 異
團體優異
亞 軍
亞 軍
總冠軍

優 異

優 異

季 軍
季 軍

季 軍

季 軍

亞 軍

亞 軍

冠 軍

季 軍

亞 軍

冠 軍

團體冠軍
團體亞軍
團體殿軍

成績

第六屆校園藝術大使
「再造理想城市」拼布創作比賽

2014 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W.D.S.F.

荃灣區議會

屯門文藝協進會

(15 - 17歲 )

4C 沈弘彥 4C 曾偉聰

現代舞公開組《Shadow》
東方舞公開組《山冬山冬拉 里》

中國舞公開組
現代舞公開組《Party Peopl e 》

爵士舞公開組

6A 廖雲軒
4C 李浩朗( 戲劇)
5D 謝潔盈( 舞蹈)
6A 曾紫挺 6A 王柏文 6C 張文靜

(12 - 14歲)

2B 沈弘熙 3D 麥凱俊

亞洲太平洋體育舞蹈錦標賽
HKBDA 回歸杯
2014 灣仔區體育舞蹈節

體育舞蹈國際公開賽

ADULT A OPEN STANDARD
標準舞國際業餘公開組
香港標準舞專業組

ADSF ADULT STANDARD
2014 WDSF 台北國際公開賽曁 CTDSF YOUTH OPEN STANDARD
ADSF 亞洲單項體育舞蹈錦標賽 ADSF ASIA SINGLE DANCE
STANDARD V.WALTZ
ADSF ADULT STANDARD
ADSF ASIA SINGLE DANCE
STANDARD WALTZ
ADSF ASIA SINGLE DANCE
STANDARD SLOW FOXTROT
全國青少年體育舞蹈錦標賽
全國業餘青年標準舞組
全國業餘青年拉丁舞組
全國業餘十項全能組
德國斯圖加特 GOC
ADULT A OPEN STANDARD

中國舞公開組
2A 屈曉瑩 2A 黃心怡 2A 李詩慧
2C 陳嘉雯 3A 梁凱鈴 3C 巫綽琳
4C 曾紀洛 4C 曾嘉儀 5A 顏曉嵐
5D 謝潔盈 5E 吳凱翹
6A 廖雲軒 6B廖啟森
WDSF OPEN & WDSF PD OPEN 世界十項全能青年組
WDSF 新加坡國際公開賽
Under 21 open standard
WDSF WORLD OPEN STANDAED
th
THE 5 KINGS CUP DANCESPORT
WDSF YOUTH OPEN STANDARD
OPEN CHAMPIONSHIPS
WDSF YOUTH OPEN LATIN

荃灣區舞蹈比賽

屯門區第二十九屆舞蹈大賽

觀 塘 民 政 事 務 處 第 42 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屈臣氏集團
藝術發展局

香港草地滾 球 總 會 2014青少年草地滚球分齡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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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 牌
第一名
金 牌

第八名

金 牌

銅 牌

銀 牌

金 牌

銅 牌

第五名
金 牌
第五名
銀 牌

銀獎及卓越服裝獎

銀 獎

銀 獎

金 獎

銀 獎

金 獎

專業評審大獎

藝術大使

傑出運動員

雙人組亞軍

雙人組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