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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翅飛騰 邁向理想
五育並重 德育為先
吳潔容校長
學校踏入三十周年校慶，我們以楹聯
「建基立本迎三十，逐夢追風澤萬人」作
為啟動，除了表達對創校人田家炳博士的
敬意，感謝他對教育的重視、支持與堅
持，也希望藉此勉勵全體師生。
三十周年校慶其中一個目標是優化校
園設施，讓同學有更好的校園生活及學習
環境，一年過去，項目逐一完成。
「己立立人」是帶領我們走過三十年
的校訓，我們把校訓「己立立人」及創校
人田家炳博士的肖像以馬賽克形式在學校
大門入口展示，盼望同學堅守校訓，做好
自己，為他人立個好榜樣。
我們設立了回顧展覽廊，記錄學校重
要的發展階段，伴著學校成長的同行者，藉以總結學校豐碩的辦學成果及傳承學校成長走過的道與路。
薪火相傳，希望藉此鼓勵我們的團隊延續學校的辦學精神及治校理念。
文化廣場是同學最常到的地方，我們的設計重點是「學生為本，生生互動」，在廣場內展示在不同
領域表現卓越的同學及校友，包括：成為香港代表隊的體育精英、走出校園挑戰自我的學生領袖、在藝
術上追求理想的同學、在職場上有傑出成就的校友等等。生生互動是我們的信念，我們期望藉文化廣場
的展示，透過朋輩之間互相欣賞、互相砥勵、互相勸勉，激勵同學成長的鬥志，建立清晰的目標，奮力
邁進。
感謝田家炳基金設立「田家炳中學優異畢業生獎學金」，獎勵在新高中文憑試表現卓越及在多元領
域表現出色的同學。我們把獲獎同學的名單展示於學校的禮堂內，希望同學以學兄學姊作為學習的好
榜樣。
「展翅飛騰，邁向理想。五育並重，德育為先」是創校人田家炳博士於九十八歲高齡為學校三十周
年校慶親筆題寫的勉詞。「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清·朱柏廬《治家格
言》) 。我們希望同學能夠懂得欣賞及感恩，明白校園內各項設施得到優化，實有賴田家炳基金、各校
董及家長的捐款支持。期盼同學能夠珍惜及善用設施，努力學習以完善自己，堅守校訓「己立立人」，
由自己出發，成為他人的好榜樣。
地址：新界屯門山景邨
傳真：2464 3243

電話：2464 3731
網頁：http://www.yottkp.edu.hk

電郵：office@yottkp.edu.hk
家長教師會電郵：pta@email.yottkp.edu.hk

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
暨第十四屆常務委員會選舉
2017年10月22日舉行第十四屆常務委員會選舉，當日會員大會邀請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
專業顧問陳廷三博士主持專題演講，主題為「為人父母的動力」。透過是次講座，讓家長明白孩子一
生是一場「馬拉松」比賽，不應只為「贏在起跑線」，否則把孩子「拉得太緊」，並非人生長途賽之
上策。
常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互選各職位，並議決邀請兩位熱心家長出任增選委員。

第十四屆 (17/19) 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成員

第十四屆常務委員會成員

主

席：仇張景芳女士（5D 仇俊椉)

副主席：李余凱婷女士（2B 李諾泓）
秘

書：謝林蓉蓉女士（3C 謝錦豪）

財

政：梁陳淑芬女士（3D 梁銘昊）

總

務：黃古秀英女士（1A 黃諾軒）

康

樂：余淦楓先生（3D 余念紅）、
馬李青青女士（1A 馬裕翔）

增選委員：黃卓秀潔女士（4D 黃緯俊）、
冼黃瑞霞女士（1C 冼 駿）
吳潔容校 長頒發「 感謝狀」 給第十三 屆
各常務委 員成員， 感謝他們 長期的服 務。

2

香港 中文 大學 香港 教育 研究

所專 業顧 問陳 廷三 博士 。

家長投入參與。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家長教師會工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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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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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行時間

全年

家長學苑
- 烹飪班
- 興趣班
- 中醫中藥証書課程
- 親子課程

11-12/2017、4-5/2018
11-12/2017、4-5/2018
下學期
下學期

家長義工活動
- 義工迎新
- 社區義工：種蘿蔔糕
- 社區義工：自製蘿蔔糕
- 義賣水仙：為家長割水仙
- 新春團拜
- 帶隊參加校外活動／比賽
- 圖書館工作

22/09/2017
11-12/2017、1/2018
1/2018
1/2018
2/2018
全年
全年

家長小聚

不定期

家校合作／溝通
- 初中課程晚會
- 初中家長日
- 學校開放日
- 全校家長日
- 中三升中四選科講座
- 小六升中活動及講座（家長分享）
- 中六多元升學出路家長晚會
- 舊書買賣

29/9/2017
22/10/2017
9/12/2017
4/3/2018
18/3/2018
14/4/2018
05/2018
7/2018

家長通訊

3/2018
3

家長分享篇
家長教師會主席
張景芳女士(5D 仇俊椉)
我是仇太，我是現任的家長校董和家教會主席。轉眼間小兒已升讀F5
了，自從小兒入讀仁愛堂田家炳中學後，我便加入了學校的校董會和家教會，
我希望透過服務學校，加深對小兒學習環境的認識，加強家校合作，認識更多
家長，大家一起為子女和學校的發展努力，與學校一起為學生建立更美好更完
善的校園。
在服務學校的幾年間，我參與校董會和家教會的會務，更當上學校家長興
趣班的義務導師，教授烹飪，希望幫助家長，可以為家人製作不同的美食。我
還教家長製作環保酵素，減少家居垃圾，以蔬果皮等廚餘製作非常有用的環保
酵素，應用在日常生活上，讓大家為愛護地球出一分力，人人生活得更健康。
這是我最後一個任期，我會繼續努力做好家校合作的工作，希望將來有更
多家長加入校董會、家教會及義工隊，加深認識子女的學校的同時，也可以加
強家校合作。

家長教師會秘書
林蓉蓉女士（3C 謝錦豪家長）
大家好！很榮幸能成為家教會委員，回想過去的日子中，家教會給我很多學習的機
會，例如與人溝通的技巧，說話的應變能力等等，與家長們多了溝通，共同分享教育子
女的心得。與老師和校長的距離亦拉近了，因而對學校的運作加深了解，對我兒子更是
一個正面的影響，而透過會議及活動中，令我體驗到若家長能夠加深了解和溝通，對子
女的成長極為重要。
在未來的日子裡，我希望家教會能夠發揮到家長的動力，希望各家長能夠繼續支持
家教會，好讓這個大家庭能達到維繫家長、老師與同學間的互動關係，希望我們的學生
在老師的愛護和鼓勵下，成為一個對社會有所貢獻的人。

家長教師會總務
古秀英女士（1A 黃諾軒家長）
大家好， 很榮幸和高興能夠成為家教會委員。
在過去的三個多月裏， 十分感恩能讓我更加了解田家炳中學的教學理念– 教
育最重要的是教育學生的品德；更被田校監與同學們分享時所說的一段話：
「只有知識而無德行的人，只會危害社會」， 深深觸動了我，萬分認同。
在學校舉辦的專題演講中，陳廷三博士所說的一番話，大大提醒自己應當如何為
人父母， 相信當晚也有不少家長像我一樣感動流淚。
在家教會多項的活動中， 我深深體會到田中家長義工的熱心；尤其是仇太所舉辦
的烹飪班及環保酵素製作班，她每次都十分專業，有耐性地教導一班從沒有接觸過製
作的家長們， 讓我們非常享受當中的過程。
但願在田中這個大家庭裏，家長們與孩子們都一同成長，並祝願大家身心健康。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箴言 22:6）

家長教師會委員
李青青女士（1A 馬裕翔家長）
大家好！我是1A班馬裕翔媽媽，我和小兒都是今年才成為仁愛堂田家炳中
學的成員，短短時間認識好多朋友，非常感恩，非常開心。
首先非常感謝學校提供的假期適應活動，要求嚴格，令學生對中學生活有清
晰的認識，好快適應中學生生活，每日愉快地投入學習及各項活動，整個人成熟
很多，積極很多，作為家長深感欣慰。
中學六年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時期，而學生在學校的時間比家庭多，老師對
同學、朋輩之間的影響力非常大。我願意向各位老師學習如何教育子女，如何準
備這六年的學習及將來的職業生涯規劃，向各位家長學習如何做一個稱職的中學
生父母，向各位同學學習如何應對繁忙的學業，如何應對成長的煩惱。
12月9日學校開放日，校董校長的精彩演講令人印象深刻，主動回校幫手的
學生，專業講解的各位老師和社工，有親和力的校工，熱心的家長義工，大家齊
心協力圓滿地完成當日的活動，更加深我們對學校的認同感及歸屬感。非常榮幸
有機會加入家教會，希望自己可以盡力與各位熱心家長老師攜手為子女的成長，創造一個更好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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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活動
敬師日
一班窩心的家長，於「敬師日」 當天給老師送上自製
曲奇，並由吳校長代表親手接納，這一盒盒曲奇，除了表
達謝意外，還充份代表家長老師互相尊重。

義工迎新日

冰皮月餅製作班

5

種植蘿蔔及蘿蔔糕製作
蘿蔔糕送暖到山景邨老人中心

急救班

家長興趣班
家長教師會於每學期均為家長
提供不同類型的興趣班。如家長有
興趣參加，請密切留意下學期家長
教師會的通告。

心太軟

6

唧花曲奇

鳳梨酥

缽仔糕

籃莓芝士蛋糕

蛋撻

造型包

元寶紅梅甜薯酥

生晒果皮及善用柑肉製作環保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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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花絮
田慶先校監與全體師生慶祝
田家炳先生99歲大壽
贈送「天保九如」與田家炳先生
《詩經》中的《天保》，「萬壽無疆」一詞就出自此詩。其中有云：「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
如阜，如崗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
茂，無不爾或承。」譯成白話：「上天庇護你安寧，沒有一樣不興盛，好比高山和大阜，好比山崗和丘
陵。好比百川匯大海，福祿壽喜萬事增……猶如上弦月牙新，猶如旭日正東升。猶如南山壽延長，既不
虧蝕亦不崩。猶如松柏常茂盛，枝葉不衰相傳承。」詩中連用九個「如」字，由九個明喻來祝人福壽，
產生綿綿不絕、日月常新、永不枯竭的聯想，加之篇名《天保》給人吉祥如意之感。

學生代表到訪田宅，與田老先生暢談，並送贈「天保九如」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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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廣場揭幕禮
田慶先校監為文化廣場進行揭幕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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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回顧展覽廊

位於 地下 的「 回顧 展覽 廊」

擺放了不少創校至今的珍貴相片及資料

開放日
去年十二月九日為本校一年一度開放日，當天超過
一千三百位小學家長及學生到校參觀，參與升中講座，場面
熱鬧，小學家長及學生透過是次參觀，能更深入了解本校，
感受到我們這個大家庭的「愛和喜悅」。

田慶先校監與夫人、戴希立校董
與家長們一起分享開放日的喜悅

田慶先校監與夫人齊賀學校30周年

10

全體師生為開放日積極參
與，分享三十周年校慶活動
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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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中五探索自我、
規劃生涯目標訓練營
5A 莊靜芝
在上午的少林武學活動體驗中，我覺得雖然天氣炎熱，士氣較為低沉，但其實我們能學功夫的
機會很少，因此活動對我來說頗新奇有趣。由於武術一方面能強身，一方面也能訓練腦袋，對我們
甚有益處。在活動中，每班都能團結一致。在猜拳的部分我們師生打成一片互相支持。對於廖師傅
的分享，我認為頗有啟發性。他提到即使要為少林寺做事，如修葺建築，也要同心協力，使我明白
團結的重要性。
下午的歷奇活動，使我感到興奮，因為從小至大我沒有機會進行這類型的歷奇活動。這高空歷
奇活動十分刺激，我欣賞同學們的勇氣，因為當他們站在起點時，便鼓起勇氣，頭也不回的開始，
各人的勇氣非常大。而且要踏出第一步的確並非易事。我最深刻的體會是凡事只有自己才能真正幫
到自己。例如我們走到高空設施上，只有自己的決心才能讓我們成功。我覺得自己最需要改善的地
方是勇氣及自信。我應抱着滿滿的信心，勇於挑戰，並給予同學鼓勵。
在第二天的班際活動，我體會到彼此的團結，合作是非常重要的。由於我們排練的時間很短，
大家對表演抱有希望，希望能發揮到最好的。
在此，我想多謝同學們的合作，凡事加上團結的力量，的確事半功倍，各人的能力發揮到最
好，而且互相的鼓勵更能使班中的士氣提高，提升凝聚力。
最後，在這競爭激烈的校園生活中，同學很少互相支持，一句簡單的「加油！」的確能使同學
的自信心增強不少，發揮所能。無疑踏出其第一步的確要鼓起很大的勇氣，但到最後成功的喜悅對
比付出的勇氣是非常值得，不會令人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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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 陳港生
上午的少林武學活動體驗中，具有教育意義，我們透過學習功夫強身健體，同時全班一起表演
功夫，顯示團結一致。認識了功夫，表演期間加深了同學的感情。在活動中，我們這一班增加了默
契，透過四位同學教授，互相磨合意見，為同一目標練習，不知不覺間增加了默契。對於廖師傅的
分享，我覺得人比學習更困難，要有更多技巧，才能使人明白。而在少林寺學功夫時，廖師傅的練
習比我們更困難，要聽懂不同口音的普通話，在日曬雨淋下苦練。
下午的歷奇活動使我感到有點兒害怕和自豪，因為三層樓的高度令我畏高，擔心自己錯腳掉
下，但看見班中的同學為我拉繩，我便克服了恐懼，更自豪的是成功完成任務。 我欣賞全級所有
完成挑戰的人，因為上到三層樓的高空中，我們要鼓起很大的勇氣才能前進，還相信同學們安全地
拉自己下來，這都是一種艱巨的挑戰，已完成的人都感到自豪。我深刻的體會是一位同學踏錯腳半
空吊著，我們嘗試合力拉他上去再次挑戰，但無論如何用力，他也上升不了，動也沒動，因為他的
身型比較大，在教練的指導下，最後都能安全地完成。我覺得自己還要主動關心、安慰那些還沒有
參與活動的同學，使他們心情放鬆點，盡情享受活動。
令我回味的是高空繩網陣的活動。初時，我因為它的高度而感到害怕。但看著同學們一個個挑
戰成功，我看到他們順利完成的秘訣，就是腰要直、有信心、快快地走到對面。於是我嘗試跟著
他們接受挑戰，爬上柱時，我還是有點擔心踏錯腳掉下來，但看著同學齊心為我拉繩，我便提起信
心，勇敢地跨過，一步一步爬上三層樓高的交叉繩，並成功走到另一邊。
在第二天的班際活動中，我體會到各班同學團結的強大，每班為奪冠軍，均發出創意及團隊精
神，讓每一個表演成果十分精彩，我更認識每人的長處，加深了解。
我想多謝實習社工Matt和Jasper，他們花心思及時間為我們設計這麼有趣和有用的活動，而且
關心畏高的同學，即使發燒不舒服也盡全力完成活動，十分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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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
基因改造基本原理

4C 黃寶兒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生物科研究隊伍成員）
iGEM，是國際基因工程機器的簡稱，我們一開始參
加iGEM時，對基因工程一竅不通。於是，在剛去過的暑
假，與其他三所參賽學校一同舉行了一個三日兩夜的訓練
營，學習了進行基因改造的基本知識及實驗技巧，為籌備
iGEM 2018作準備，並在最後一天定下了我們的主題—
「用基因改造細菌解決魚菜共生系統的污染問題」。

聯校隊伍大合照

在這個訓練營裏 ，我們遇
上了許多同樣對生物有熱誠的伙
伴，一起合作，向同一個目標努
力。此外，我們學到了許多中學
課程根本不會教授的知識，使用
了大學實驗應用的用具，令我大
開眼界，更深刻地明白到，很多
知識在書本上是學不到的。這次
機會真的很難得。

基因工程訓練進行中

定下了主題後，我們正式開始準備iGEM
project。 我們四所中學分工合作，作不同的資
料搜集，並定期開會，討論進度。
在團隊裏，我們都積極發表意見，共同付
出努力，令我非常感動。為這個比賽作資料蒐
集並不容易，因為要看大量學術文章，它們全
以英文撰寫，一句十個字，有四個都是生字，
更要看另外更多的學術文章才能明白這一篇的
內容，非常耗時。但當我找到了目標基因後，
成功感溢滿了我的心腔。
於學校中進行研究

因為對生物有興
趣，所以我參加了
iGEM，因為iGEM，激
發了我對生物的熱誠。

仁愛堂田家炳
中學生物科研
究
隊 伍 (2 01 7- 20
18 )海 報
部分研 究學術 論文

新一代港京澳
6C 陳芍琳
在七月中，我參加了「京港澳交流營」，展開了在北京的旅
程，開始了與北京、澳門組員192個小時難忘的經歷。這四分之一
的七月中，彼此形影不離：我們一起笑過、一起哭過，一起在途徑
的地方留下我們專屬的足跡，用手機、用相機，記下我們的悲喜交
錯。八天以後，我覺得自己成長了，變得更勇敢、更主動，也認識
了一群至今仍有聯絡、彼此鼓勵的好伙伴。從前的我，遇見新朋友
時內心都少不免戰戰兢兢，唯恐哪一句說錯了。但心態的改變，讓
我好好地享受了這四分之一的七月。以後，我一定要多出去走走-只要敢於主動，就一定會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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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iGEM 2018充
滿衝勁，我們會竭盡所
能， 期望做到最好。

2017 Global Youth Ministers
6C 莊慧欣
在我眼中，學校生活不應只有埋頭讀書，而是
要積極挑戰自己，嘗試不同方向的活動，以求增值自
我。在暑假裏，我參加了由香港青少年領袖發展協會
舉辦的環球青年部會議。經過一輪面試和篩選，我有
幸地參與其一。活動主題為培訓學生具備國際視野，
發掘對國際事務的興趣。活動中包括參觀各國領事
館、與不同國際組織如歐盟代表等對話、以及舉辦為
期兩天的模擬聯合國會議等。 在模擬會議中，我和
拍檔成為印度的國家代表團，就恐怖主義擴散、北韓
核威脅以及中東危機與其他國家進行辯論。過程中不
但學會如何就國際大事達成共識，更懂得如何平衡個
人及社會利益，以一己力量為國際社會作出貢獻。
一向留意時事和國際事務的我，這個活動無疑是給予
我一個良好的機會學習課外知識，點燃自己的興趣，
同時在英語、論辯技巧和國際視野各方面獲益良多，
即使需要犧牲暑假一段時間，也是物有所值。

政賢力量傑出學生領袖選舉
6C 孫詩洺
回想起當初受到老師的推薦而決定報名參加卓越學生領袖選舉，但我沒有這
樣的自信。直至面試期間，看見一班比自己優秀的名校學生，根本注定入選無
望，但最後竟然有幸地進入最終50名入選名單，令我喜出望外。
卓越學生領袖選舉提供一系列的培訓，以培養未來的社會領袖，包括多個講
座、工作坊、學生領袖高峰會及模擬立法會辯論等等。在整個培訓中，最令我印
象深刻的就是學生領袖高峰會。高峰會要求我們分組，以學生領袖的角度向政府
的不同政策範疇發表宣言。一個短短限時的十分鐘宣言，我們竟下了數之不盡的
準備工夫，由構思起稿到最後匯報，花了接近三個多星期，期間我們還要不斷參
與多個工作坊，學習有關撰寫宣言的要點。當中雖然十分辛苦，但令我意識到對
香港將來應有的責任感，更從其他學生領袖中學到如何朝著自己的目標進發。
雖然我最終無法在這個選舉中勝出，但這個活動令我走出舒適圈，認識香
港，我度過一個最充實的暑假。

仁愛堂極地之旅
6D 李連軒
在剛過去的暑假，我有幸參加了由仁愛堂舉辦的海上絲路
探索之旅，前往印尼的蘇拉維西島進行為期十天的生態考察。
在旅途中，我們上山下海，在當地的國家公園裏攀山，孜
孜不倦的走，沿途觀賞印尼特有的稀有動物，更出海欣賞未受
海洋污染影響的珊瑚礁和熱帶魚。
然而整個旅程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卻不是以上種種的美麗景
緻，而是與當地學生一起學習，一起玩樂的經驗。縱使語言和
文化背景不同，我們依然能使用笨拙的英文及身體語言交流，
互相了解，並且成為朋友，令我畢生難忘。
古語有云：「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學校除了是我們學
習的地方，更是千里之行的起點，把老師傳道、授業、解惑的
一切，在不同種類的活動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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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田家炳中學17/18學生活動成績簡報
截至：2018年1月
舉辦機構或團體

活

動

校際游泳比賽

名

稱

參加者或組別

男子乙組 1B 黎浩灃 2C 曾俊軒 彭湋鋻 3A 楊翱維
李正浩 3B 黎柏謙 3D 陳彥臻 袁嘉俊
3A 梁浩義
3D 陳彥臻
2C 曾俊軒 3A 梁浩義 周愷睿

男子甲組

陳芍瑤— 跆拳

女子甲組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

男子乙組

羅裕霖— 游

泳

屯門體育會
香港草地滾球總會
屈臣氏集團

第二屆亞洲青少年毽球賽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廣州跆拳道總會

香港青少年柔道錦標賽2017
穗港杯
2017高雄國際跆拳道錦標賽
2017高雄市海峽盃

高雄市跆拳道總會

韓國跆拳道總會
亞洲跆拳道協會
泰國跆拳道總會

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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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高雄市海峽盃暨106年
精英盃、跆拳道錦標賽
2017韓國春川、跆拳道公開賽
第二屆亞洲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泰國公開賽
第6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詩集誦
英語演講

3A 梁浩義 周愷睿
100米蛙泳
200米蛙泳
50米蛙泳

3D 陳彥臻        
4x50米四式接力
4B 李子健 5C 吳浩賢 冼雋剛 5D 黃雋言 6B 羅裕霖 6C 李卓華
6B 羅裕霖
50米背泳
100米背泳
5C 冼雋剛 5D 黃雋言 6B 羅裕霖 6C 李卓華                       
4x50米四式接力
1B 黃詩驊 2A 池星瑩 5B 張婉筠 6B 馬諾賢
1B 黃詩驊 2A 池星瑩 5B 張婉筠 6B 馬諾贀                       
4x50米自由接力
2B 梁苑晴 3A 曾穎妍 張桂蓉 3C 禢穎琳 3C 王樂瑤 韓嘉穎
3D 陳芍瑤 葉齡蔚 4A 梁慧如 4B 麥綽寧 4C 梁紫柔
3C 禢穎琳 王樂瑤 3D 陳芍瑤 葉齡蔚 4B 麥綽寧                          
4X100米接力            
3C 曾耀祖
    跳高
4C 林潤哲
    鉛球

男子丙組 4D 鍾興洲
2A 李顯揚
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乙組 3C 禢穎琳
4C 何梓棋
男子乙組 2C 彭湋鑒
4B 戴俊傑
2B 李諾泓
屯門區國慶小型、足球賽 2017 4B 何嘉銳
蕭建城
3B 譚泳翠
2017 青少年草地、滾球分齡賽
2C 關峻軒
2017傑出運動員
4C 林婉萍

中山國際毽球交流中心

成績

  三級跳遠
    跳遠
4B 麥綽寧

韓嘉穎 4A 賴楚善 郭芯余 符念慈
張芷琳
3A 劉炫亨 3C 曾耀祖 3D 劉柏謙 3D 李譽峰 楊旻諺
4D 黃祉津 4D 劉浩臻黃光安
3A 張卓男 3B 林兆聰 3C 梁嘉晉 3C 劉楚熙
4C 黎天朗 林潤哲 4C 梁裕熙 4D 余誠智 5C 鍾明希

  12-14歲
  12-14歲

4C 林婉萍

  甲組女子（B組）三人賽甲組女子雙人賽
甲組女子單人賽

4A 楊 敏
3D 陳芍瑤
3D 陳芍瑤

女子 -57kg
   -44kg
   -44kg
-44kg

4B 李子健

   男子三級紅黃組
男子色帶組54kg級
男子三級組

3D 陳芍瑤
3D 陳芍瑤
3D 陳芍瑤

   -44kg
-44kg
   -45kg

1A

4C 黎天朗
2A 陳映汶
3A
英詩集誦 1A 鍾可盈 2A 蘇羡貽 鄧誜琛 2B 曹承祐 4C 周芷語 林婉萍
黃靜雯 黃靜怡
英詩獨誦 2A 池星瑩 許蘊盈 黃天樂 邱灼曦 4C 黃寶兒 4D 趙樂怡 方湵寧
李泓俊 黃緯俊 何俊輝
英語演講 5C 張穎彤 呂卓琛 胡敏婷 5D 張美玉
二人對話
毽球賽
1A 陳熙朗 2A 古朗熙
英語演講
英才盃 STEM教育挑戰賽
4B 沈瑋洛 4C 趙樂怡 廖敏然 胡琛杜 陳海澄 4C 陳競賢 何俊輝
2017中學組
李承亮 莫敖諾 蔡承哲 4C 黃緯俊

團體亞軍
冠軍
冠軍
亞軍
團體優異
冠軍
季軍
團體優異
季軍
團體優異
亞軍
亞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優異
優異
高級組季軍
冠軍
季軍
傑出運動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季軍
冠軍
亞軍
亞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季軍
季軍
季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優良獎狀
優良獎狀
優良獎狀
優良獎狀
良好獎狀
二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