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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通訊
家長教師會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電話：（852）24643731  傳真：（852）24643243  網頁：http://www.yottkp.edu.hk  電郵：office@yottkp.edu.hk

2010年3月

    本校在去年十月已向教育局提出申

請，於2010年9月開始在中一級的所有學

術科目以英文作為教學語言，而教育局亦

已在《中學概覽》中列出本校教學語言政

策的方案。

    本校錄取的學生符合條件以全英語學

習，至於初中學生的成長課及與國家文

化、社會有關的課程，學生以中文互動學

習，效果會較佳；同時對於小部份英文基

礎稍遜的中一同學，學校亦會實施銜接課

程，並在英文科施行小組輔導教學，幫助

學生儘快跟上大隊。

    本校所有以英文為教學語言的教師，

皆已符合教育局的基準水平，學校鼓勵和

支持教師持續進修，同時，也推動科任教

師與英文科教師協作交流，提升

以英文教學的成效。學校亦已邀

請專家及學者，施行跨科協作的

寫作及閱讀計劃，有系統地提升

學生以英語學習的水平。

    在校就讀的初中學生和家長

曾多次詢問，是否可加快以英語

授課的比重，由於政府目前並無

明確的政策，基於本校教學條

件：教師、學生水平及課程等配

套措施，皆符合條件，故此學校

已調高各科英文教學的比例，讓

學生可以適應全英教學。

    學生的英語學習環境對將來學以致用至為關鍵。學校

除了在集會、壁報、聯課活動等加強學生使用英語，還繼

續以收納外籍交流生，安排外籍教師及外籍學生到校訪

問，組織海外遊學等措施，務求使學生增加生活化地運用

英語的機會。

    未來一年，學校將踏入全英語教學的新里程，也將

為全面英文教學作好準備
校長戴希立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香港新界屯門山景邨

本期編輯：李霞萍女士、朱佩敏女士、蔡國光副校長

河南省新鄉巿教育局局長及新鄉巿田家炳中學校長到訪交流

本學年芬蘭籍交流生Axel（右二）

為學校多元發展

及己立立人的校

風，添上兩文三

語的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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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1月1日，約有四百名家長蒞臨學校禮堂，出席

本年度周年大會暨常務委員會及家長校董選舉。首先由上屆

主席和司庫匯報全年會務及財務，隨之進行第十屆常務委員

會及家長校董選舉，大會並向即將卸任的常委會各位成員

致謝。隨後的專題演講是「孩子蛻變．家長是『退』還是

『變』？」，由陳文浩先生（香港青年協會    荃灣及葵涌

外展社會工作隊單位主任）主講，內容充實及生動，豐富了

家長如何與子女溝通的認知。

全年
參與學校委員會工作：策導委員會、買賣業務委員會、標書批核委員會、食物部管理委員會
常  規  工  作    ：圖書館，園圃：種植樂（逢星期三）

09年

9月 義工聚會18/9

10年

2月 全校家長日7/2

10月 初中課程晚會16/10

3月

抗通脹環保小錦囊

新春團拜13/3

學校開放日26/3

第二期家長通訊

11月

初中家長日1/11

第一期家長通訊2/11

帶隊參加校外活動／比賽11-12月

12月

抗毒辨識：屯門明愛容圃中心11/12

升中家長講座19/12

園圃開放日19/12

園圃：分類及廚餘回收

4月

健康飲食指南：馬醫師主講

興趣小組：小手工製作，每兩月一次

升中家長講座17/4

生態旅遊（地質公園）25/4

5月
中三升中四選科晚會

親子服務活動：親子家居探訪

7月 中五會考升學及就業輔導晚會

09-10年度家長教師會工作

第十
屆（
09至1

1年度）家
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

（經第十屆執委會第一次會議互選產生）

主  席：羅林桂玉女士  總  務：連偉明先生、湯廣蘭老師

副主席：胡李霞萍女士、張偉雄老師  康  樂：譚黃少儀女士、周志斌先生

秘  書：羅羅美芳女士、李詩恆老師      劉秀明老師、黎永業老師

財  政：張朱似萍女士、蔡國光副校長  委  員：羅李玲女士、葉陳妙顏女士

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
暨

第十屆常務委員會及家長校董選舉

感謝第九屆常務委員

羅太連任校董，與戴校長歡迎主講

嘉賓陳文浩先生

出席家長聚焦聆聽專題演講

踴躍投票，選出新一屆的常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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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be Keung  6S
  Scrabble, dialogues, role plays and tongue twisters share 
one thing in common. They are all activities that can be found at 
our weekly English Speaking Day game stalls on Fridays! There 
are counters on each floor and students may join the activities at 
recesses and lunchtime. These activities provide our schoolmates 
with ample opportunities to speak English while having fun with 
the games. 

Ada Leung  4D
  I really find the Reading Is Power Program every 
Tuesday morning useful. I like the topics, especially 
information about different cultures and amusing new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 look forward to this reading period 
when I can take a break and relax while reading English. 
Sometimes, if I really like the article, I’ll go to the school’s 
webpage and listen to a recording of the text for fun. 

Vanesse Lai 2E
  The English Café every Tuesday at lunchtime is something I like helping out with as an 
English Society member. I help prepare the tea and some snacks such as cookies or chocolate 
puffs. Then, it’s a great challenge for me to talk to the schoolmates who come to our little cafe 
because everyone must speak English. At first, everyone was a little nervous, but now everyone 
is very relaxed speaking English there.  

English Activities
  The English Department continues to offer students lots of opportunities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skills outside of the classroom. Who could say no to these fun English activities as commented on by ou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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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林桂玉女士

    晴朗的下午，我在「田藝社區通識園」收割金盞菊，路過的邨民問：一朵朵黃花開得那麼燦爛，為何

把它剪掉呢？我說：將花曬乾沖水飲，有藥用價值（其實我是半懂不懂）。又有些街坊曾以務農為生，

他們會主動告訴我們，如何可以種得更好？竅門在那裡？互相交流種植的心得，甚至送一些幼苗給我們栽

種，令一眾義工獲益良多。

    回想起這片長滿野草、滋生蚊蟲、衛生環境極差，被荒廢了二十多年的土地，直到年多前，我校有意

在這裡發展園圃，為山景邨增添一道彩虹，別少看這個園圃，「它」令青少年有機會親身體會農耕的苦與

樂，不論植物的生長過程如何不同，唯有悉心照顧及栽培，農作物才能茁壯成長。園圃更裝置了環保的太

陽能板，吸收陽光後轉化為電力；先進的環保廚餘機，放進廚餘及農作物的枝葉雜草，經過發酵，就可製

成可用的堆肥；我們還擁有中草藥園，有導賞員講解中草藥的效用。園圃更開放予公眾人士參與，設有回

收廚餘及廢料的獎勵計劃，鼓勵學生及街坊支持環保，將「田藝社區通識園」的環保精神發揚光大。

    我在田裡只是一名初哥，幾十歲人第一次拿起鋤頭翻土，鋤了數下就累得有氣無力，經過唐sir及鍾sir

的指導，才領略用力的竅門，輕鬆地再鋤泥翻土，已經覺得自己很了不起，感到無限滿足。我站在田間，

看見同學們發揮合作的精神，有成功，也嘗過失敗，而又不氣餒，再接再厲，「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總有收成的一天，箇中的樂趣非筆墨可形容。各位如想與我們一起分享這些喜悅，歡迎加入我們這個大家

庭，「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有您的支持，就「多一分耕耘，多一分收穫」，付出而得到的收穫，喜悅

難以形容，也就是「心中富有」。期望在「田藝社區通識園」與各位見面！

    位於山景邨鳴琴路與石排頭路交界的一片荒地，我校獲屯門地政署撥

地，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撥款，開拓成為「田藝社區通識教育園」。開幕典

禮於2009年12月19日舉行，邀請環境局常任秘書長王倩儀太平紳士主禮。

    開放日當天及日後運作將包括多個活動項目，如家長與學生參與義務有

機農友計劃、回收獎勵計劃、美化社區計劃、社區探訪計劃、通識百變教

室、環保墟及再生能源的示範及直接參與生產。家長教師會設有園圃義工小

組，在開幕前已投入園地的開墾工作。

田藝社區通識教育園

學生栽種的白蘿蔔，茁壯成長

眾嘉賓齊齊澆水，園圃正式運作

義工小組擺設攤位，推薦各種環保產品

唐生指導家長們撒播種子 1D班的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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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多時的新高中通識教育科，教學工作於本年度正式展開，透過各單元和議題的教學，學生基本上

已熟習高中通識科的學習模式和要求，在時事關注、思考方法、學習和書寫能力，也有所增進。

    在下學期，除繼續加強訓練同學的學習能力外，亦將會集中處理獨立專題探究和學生學習差異的問

題，而嶺南大學優質教育基金計劃將會協助評鑑中四同學的學習狀況和提供專業的支援。

下學期教學工作的安排：

1.  開始校本評核    「獨立專題探究」；於二至四月期間，同

學將開展撰寫「獨立專題探究計劃書」。另外，在1月7日的

周會，邀請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許寶強教授，就獨立專題探

究作主題講座。

2.  開始教授「公共衛生」及「能源、科技與環境」兩個單元，

嶺南大學將會協助有關教材及教學工作。此外，本校亦於2月

24日的週會，邀請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骨科終身講座教授梁

秉中，負責有關公共衛生的講座。
以小組討論形式進行的通識課堂

    去年二月份，德育及公民教育組為年前受地震影響的

四川學童舉行「萬千愛心贈四川」晚會，想不到今年一月

十二日，在地球的另一角落，貧窮的中美洲國家：海地，

同樣遭受到嚴重的自然災害，死傷者眾。有見及此，本年

原定安排繼續支持四川重建的「萬千愛心贈四川」晚會，

改為「萬千愛心贈四川及海地」晚會，希望也為海地災民

出一分力。雖然籌備時間有限，但師生們盡顯愛心，在

「一人一利是」活動及該晚會內合共籌得為數過萬的善

款，善款將分別透過紅十字會及苗圃行動幫助海地及四川

災區，協助兩地重建。 籌款晚會中，同學落力演出

    2010年1月29日知名的電台節目主持人車淑梅女士於我校舉行的家長講座，反應非常熱烈，家長們予

以極高評價。當晚車女士講座的課題是「如何善用傳媒引發子女的思考」，分析傳媒對年輕人的影響，教

導家長如何善用傳媒資訊和子女打開溝通之門。當晚，車女士更將自己的「實戰」經驗與家長分享，強調

家長的身教是萬分重要的，倘能持之以恆，定有意想不到的果效。車女士在講座裡談到種種有關跟子女溝

通的技巧和竅門，在場的家長均表示受用無窮。

「如何善用傳媒引發子女的思考」
                  車淑梅家長講座

為四川及海地災民籌款

高中通識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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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田家炳中學
09/10學生活動成績簡報

舉辦機構或團體 比賽項目 參賽學生及成績

捷青柔道會 捷青盃柔道邀請賽 3C張倩雯（-40kg 亞軍）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青少年柔道隊際錦標賽 4B余碩龍，鄭俊堅  4C黎嘉傑  3A戴子傑，范文軒（少年男子組 季軍）

青少年柔道錦標賽 4B余碩龍（-66kg 冠軍），4C黎嘉傑（-66kg 季軍）

第52屆中銀香港體育節 3C張倩雯（-40kg 冠軍）

柔道總會39週年柔道錦標賽 4C黎嘉傑（-73kg 亞軍），4B余碩龍（-66kg 季軍）

元朗柔道會 元朗柔道錦標賽
3A戴子傑  3A范文軒（-48kg 季軍），4B鄭俊堅（-56kg 季軍）

4C黎嘉傑（-60kg 亞軍），3C張倩雯（-42kg 亞軍）

2009東亞運動會
元朗區

活動工作小組

東亞盃聯校柔道大賽隊際賽 4B余碩龍，鄭俊堅  4C黎嘉傑  3A戴子傑，范文軒  2A李志偉

東亞盃聯校柔道大賽個人賽

（男子組 季軍）

3C張倩雯（初級組-40kg 冠軍），4B余碩龍（高級組-70kg 季軍）

4C黎嘉傑（高級組-70kg 季軍），4B鄭俊堅（高級組-55kg 季軍）

2A李志偉（初級組-55kg 季軍），3A范文軒（初級組-50kg 季軍）

3A戴子傑（初級組-45kg 季軍），4B鍾嘉文（高級組-54kg 季軍）

南華體育會
41屆香港柔道邀請錦標大賽（13-16

歲組別）

3C張倩雯（-42kg 冠軍），4B余碩龍（-66kg 季軍）

4C黎嘉傑（-73kg 季軍），3A范文軒（-50kg 季軍）

賽馬會紅磡青年空間 跆拳道邀請賽 2D黃浩文（青年組冠軍）

香港智道總會 09東亞運動會盃跆拳道比賽 2D黃浩文（45-50kg 冠軍）

舉辦機構或團體 比賽名稱 項目 參賽學生及成績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校際游泳比賽 

團體賽 男子甲組（冠軍）；女子甲組（冠軍）；女子丙組（季軍）；男子乙組（優異）

男子甲組個人賽

5D羅亮添（200米自由泳冠軍，50米背泳冠軍）

2A陳俊希（100米背泳冠軍，200米個人四式亞軍）

6S文健豪（50米自由泳季軍，100米自由泳季軍）

2B何子滔（200胸泳亞軍）；2E李冠霖（200米自由泳亞軍）；
4B高子森（50米蝶泳季軍）

接力賽
6S文健豪  4C林維瀚，李梓浚  2E李冠霖（4X50米自由式冠軍）

5D羅亮添  5A陳浩維  4B高子森  2A陳俊希（4X50米四式接力亞軍）

女子甲組個人賽

4C曾俏然（50米蝶泳冠軍）；3D朱覺怡（50米胸泳亞軍，200米胸泳季軍）

2C王雅穎（50米背泳亞軍，100米背泳亞軍）；
2D鍾菀冰（200米胸泳亞軍，100米胸泳季軍）

1B陳曉鈺（200米自由泳亞軍）；3B唐凱琳（200米四式亞軍）

接力賽 4C曾俏然  3B唐凱琳  3D朱覺怡  2C王雅穎（4X50米自由式冠軍）

男子乙組個人賽 2A李梓楊（200米個人四式季軍）

女子丙組個人賽
2E劉寶琪（50米背泳冠軍，100米背泳亞軍）；1D葉靜雯（50米胸泳季軍）

1E陳曉榕（50米背泳季軍，100米背泳季軍）

接力賽
2A梁琬琳  2D文嘉麗  1E何舒雅，陳曉榕（4X50米自由式季軍）

2C朱凱喬  2E劉寶琪  1D葉靜雯，陳淑瑩（4X50米四式季軍）

校際田徑比賽

團體賽 男子乙組（優異）；女子乙組（優異）；女子丙組（優異）

男子乙組個人賽 4C歐俊勤（1500米季軍）

接力賽 4D戴哲望  4E黃浩彥，陳善倫  3A鄭憲駿（4X100米亞軍）

女子乙組個人賽 4C馮寶儀（200米季軍）

女子丙組個人賽 2C何慧嫻（跳遠季軍）

校際羽毛球比賽 團體賽
男子甲組（亞軍）；男子乙組（亞軍）；男子丙組（優異）；女子乙組（優異）；
女子丙組（季軍）

校際籃球比賽 女子甲組（季軍）；女子乙組（優異）

校際乒乓球比賽 團體賽 男子甲組（殿軍）；男子乙組（優異）；男子丙組（殿軍）；女子乙組（優異）

校際足球比賽 男子乙組（季軍）

新界區壁球賽
隊際賽 女子組（季軍）；男子組（殿軍）

個人賽 1E劉子均（男子丙組季軍）；2A曾茜琦（女子丙組季軍）

香港冬泳總會主辦 公開冬泳錦標賽 個人賽
5D羅亮添（男子中學組冠軍）

5D羅亮添  3D林頌宜  2A歐陽沛嵐  2E李冠霖  1D邱駿然（男子中學組亞軍）

香港壁球總會主辦

外展壁球比賽 隊際賽 初中組（總冠軍）；女子初中組（冠軍）；女子高甲組（亞軍）；
男子高中組（季軍）

夏季聯賽2009 隊際賽 壁球隊（季軍）

青少年錦標賽 個人賽 1D劉子均（首八名）；2A曾茜琦（首八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北區網球比賽 個人賽 1B羅家朗（12歲以下青少年組單打冠軍）

觀塘區網球比賽 個人賽 1B羅家朗（男子青少年組冠軍） 

灣仔區網球比賽 個人賽 1B羅家朗（男子青少年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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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機構或團體 比賽名稱 參賽學生及成績

澳門青少年體育舞蹈協會主辦
第一屆澳門國際

青少年體育舞蹈公開賽外
2A廖啟森  1D廖雲軒（標準舞澳港14歲以下五項冠軍）

2A廖啟森  1D廖雲軒（拉丁舞國際14歲以下五項亞軍）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有限公司
主辦

十項全能運動員金盃賽 2A廖啟森  1D廖雲軒（13歲組冠軍）

香體育舞蹈國際公開賽

2A廖啟森  1D廖雲軒（標準舞澳港15歲以下五項全國大獎賽全國第六名）

2A廖啟森  1D廖雲軒（標準舞13歲五項排名賽冠軍）

2A廖啟森  1D廖雲軒（拉丁舞13歲五項排名賽亞軍）

教育局主辦
第四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體育舞蹈比賽

2A廖啟森  1D廖雲軒（牛仔舞優等獎，查查優等獎，華爾滋優等獎）

4C陳曉瑩  1B梁文熹（牛仔舞優等獎，查查優等獎，華爾滋甲級獎）

4A黃穎隆  4E葉耀兒（牛仔舞甲級獎，查查甲級獎，華爾滋乙級獎）

1A連銘思  1D鄺文婷（牛仔舞乙級獎），2E姚俊傑  1E陳彥彤（查查乙級獎）

屯門體育會主辦

第四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爵士舞〔U〕（甲級獎），中國舞〔丹花情韻〕（乙級獎）

現代舞〔遺忘海〕（甲級獎），現代舞〔陪我〕（甲級獎）

六十周年國慶盃
體育舞蹈公開賽

2A廖啟森  1D廖雲軒（標準舞16歲以下五項冠軍）

2A廖啟森  1D廖雲軒（拉丁舞16歲以下五項冠軍）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環保署
及教育局主辦

08/09環保會環境保護大使計劃：
環境小記者    「透視綠色企業」

4E尹婉欣（入選十大優勝作品）

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主辦 09校際創意環保四格漫畫比賽 4B羅敏方（中學組季軍）

屈臣氏集團主辦 2009-10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5D羅亮添（傑出運動員）

救世軍屯門青少年服務中心
主辦

T恤設計比賽 2D周希廉（冠軍）

公民教育委員會主辦
第十八屆全港中學生
十大新聞選舉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最踴躍參與獎）

香港藝術發展局主辦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6A譚穎宜（藝術大使）

新界青年聯會主辦 新界區傑出學生選舉2009 2A廖啟森（優秀學生）

仁愛堂主辦 屯門區中學專題研習報告比賽 7A王榮立，譚穎琳，方湣婷  7S楊偉樑（中學組冠軍）

觀塘定安協會主辦 定安三人籃球賽天恩盃
3A鄭憲駿，邱炳漢  2A仇展聰  2E楊景俊（少年組冠軍）
3C彭俊傑，葉嘉豪，林自強  3D丘子騫（少年組季軍）
6S向修賢，梁穩泰  5A陳彥中，陳德華（青少年組冠軍）

國際三項鐵人聯會主辦

5D羅亮添
（新加坡亞洲三項鐵人至尊盃青少年組第一名）
（馬來西亞三項鐵人錦標賽青少年組第六名）
（2009宜蘭國華人壽盃青少年組第六名）

香港三項鐵人總會主辦

5D羅亮添
個人賽  香港三項鐵人亞洲至尊盃（青少年組季軍）
水陸兩項鐵人校際邀請賽（冠軍）
隊際賽  5D羅亮添  3B張浚裕  3D林頌宜
水陸兩項鐵人校際邀請賽（14歲以上組別）

藝林雅集主辦 1B梁文熹（拉丁舞五項冠軍，標準舞雙項冠軍）

屯門文藝協進會主辦 屯門區第二十四屆舞蹈比賽 東方舞公開組（銀獎）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主辦主辦
第九屆「星星河」＜中國少年兒
童美術書法攝影作品＞

6A余清雅（美術優秀獎）

香港教育局主辦
「邁向建國六十年，開創祖國新
里程」心意卡設計比賽

2E黎悅知（初中組亞軍）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主辦

英文朗誦

英語演講：6A黎頌天（亞軍）

散文朗誦：2A韓智穎（季軍），6S姜曉彤  6A林卓恩  2A陳可翹（優良）

英詩獨誦

5B鄒  晴  3E吳妙葒  2A韓智穎（冠軍）

6S徐志威  4D梁嘉盈  3E王國裕，黃思澄  2A陳可翹（亞軍）

5B黃匡澄  1A梁樂心（季軍）

6S姜曉彤  6A林卓恩  5C李芷桓  4C麥浩然，葉詠儀  4D吳沛施，
劉泳豪，郭嘉文，鍾穎妍，何卓琳  4E葉耀兒，陸佩妍，譚梓浚 
3A劉吉春，鄧嘉怡  3B黃信衡，馮婉盈，陳翱天  3D李樂儀 
3E袁綺璐，桑李園，李靜儀，李紫菁，李治廷，林恩恩，林穎欣，
黎洛沂，趙良金，陳家耀  2A謝愛霖  2D黎美美，李鈺儀，曾紫梃 
2E黎悅知，廖安莉  1A連銘思，李沛盈  1D老珮兒，馮永樂（優良）

6S李宇燊  4E陳嘉敏  4C梁綾殷，馮寶儀，鍾沛樺  3A馬志浩 
1A吳卓錕（良好）

中文朗誦

散文獨誦
（粵語）

2E黎悅知（冠軍），3E黃思澄（亞軍），2B葉欣兒（季軍）

2A李嘉敏  2E文朗欣  1A連銘思  1E梅逸朗（優良）

6A蔡錦怡，曾芷清  4C尹婉欣  2A馮靜敏，韓智穎，鄭康城 
2D鍾穎思，梁苑洛  1A陳穎珊（良好）

散文獨誦
（普通話）

2A陳可欣（亞軍），4A吳詠珊  2A韓智穎（季軍）

4A黃穎隆  4D林嘉琪  3E陳家耀  2A謝愛琳  2B白如琛（優良） 

3D黃秋萍，胡淑雯  3E黃思澄  1C周嘉詠  1E楊益東（良好）

澳洲數學基金會主辦 澳洲數學比賽

榮  譽  獎：5C周偉麟 
高級優異獎：7A黃浩龍  4E黃澤維  3D姜振豪  2D梁浩昌   2E劉偉琪
優      異：7S梁晉懷  5C周梓澄，李嘉穎，胡子軒  5E林展鋒 
            4E陳進仁，陳冠希  3B盧業培  3E梁峻綱  2A鄭康城
            2B盧鎮樺，黃俊僖  2D龔子浩，梁加和
良      好：7S陳家德，朱健釗，黃曉俊，余浩文，翁家偉  5C黃健怡，
            陳灝昕，陳  朗，古浩嵐，李澤堃  5E張  騫，楊嘉豪 

4E蔡衍芳，陸佩妍，張均樂，張超穎，李偉良  3A陸凱謙，王顥禮 
3C陸偉賢  3E陳家耀，趙良金，王  榮  2A朱辜賢  2B陳子軒，
文澤華  2C馮煒喬，盧泳恆，廖浩民  2D梁倬維  2E洪天沃，潘心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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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虎生威的年宵

今年，合唱團、中樂團和管樂團再次通過迪士

尼奇妙音樂日的遴選，連續第三年到迪士尼參

與演出，同學們都很享受在迪士尼演出的歡樂

氣氛，觀眾的反應特別熱烈呢

多謝親臨打氣的支持者，包括田校監，戴校長，家長、校工及老師們

先行在校內試賣推

廣，銷情成功，給同

學們出戰維園打了一

支強心針

合唱團、中樂團、管樂團

不同的媒體採訪我校攤位

忙得不可開交，
在貨堆中抽空吃

飯

    本校兩個樂團，在上學期馬不停蹄地參與了多個校內和

校外的演出。

    當中最特別的，要數管樂團獲邀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日

（2009年12月13日）表演，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同學

感受一下大學校園的氛圍，亦可趁著綵排後的時間，暢遊中

大，參觀各學系的展覽，開開眼界。演出過後，我校的同學

更一起參與鳴放禮炮儀式，為中大校友日展開序幕。

    「一九七」 是我校在維多利亞公園的年宵攤位檔號，從年廿五至年卅

晚，「你」有沒有到場為同學們打打氣，一同分享除舊迎新的氣氛呢？

    由開始設計貨品，聯絡製造商、安排運輸、分配人手、商討銷售策

略……過程中，既擔憂天氣變化，又要克服團員間的意見爭拗，經歷捱更

抵夜的疲累。老師們出心出力的協助，經濟及財務學會成員真正上了難能

可貴的一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