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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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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創辦於1987年，至2012年是學校成立
銀禧之年。為總結學校發展成果，承傳及創新組織
文化，以及展現學生卓越及多元表現，系列校慶活
動陸續推出。起動禮「田家炳盃足球賽」，由師生
隊挑戰甲組球會公民足球隊，已於陸運會決賽當
天順利舉行，揭開25周年活動的序幕。其他活動
包括：「課室設計-塗出班風」、動漫廣告創作比
賽、時裝設計比賽、「校歌25」、「體藝．25．
匯演」、校際橋牌大賽、陽光人物、科組文集與校
園生活結集、校友銀禧之夜、全國田家炳中學校慶
共享等。

校慶啟動活動
2011年11月11日，陸運會決賽
日，同時是本校25周年校慶活動
啟動日。本校師生足球隊與甲組球
會公民足球隊進行「田家炳盃足球
邀請賽」。兩隊表現落力，場面熱
鬧。公民足球隊不愧為職業球會，
球員的體質及技術，顯然在本校隊
員之上。本校隊員，除在場上發揮
個人球技外，確實可從「公民」球
員中獲益良多，而個人祈望全校師
生藉這場表演賽更加認識本港足
球，支持本港足運，支持本港球
員。
劉秀明老師

校歌25
為慶祝我校銀禧週年, 我們將重新演繹校歌，配上新的和聲，由樂團、
合唱團等，加上具音樂才華的同學演奏、演唱，亦會加插代表性人物
對我校的祝福, 希望能夠從中展示同學的音樂才華, 展現學校多元發展
的特色。
劉靄穎老師
校慶、德育1分鐘
「校慶、德育1分鐘」是中二級體藝科與電腦科跨科習作，以廣告形式
創作，透過影像呈現同學眼中的田家炳精神及對學校25周年的觀感，
培養同學創意及協作精神。同學於體藝課堂時段，學習有關拍攝廣告
的知識和技巧，如︰選曲及配樂、畫面與色彩配搭、拍攝、化妝。
同學亦會分組於課餘時間構思分鏡腳本，繼而拍攝，並持續向老師滙
報進展。完成拍攝，加上後期剪接、配樂，於三月二十八日周會時段
舉行優秀作品欣賞會，以分享同學付出的努力。
林惠青老師

本期編輯：蔡國光副校長，朱佩敏女士、何耀康校友

THE 2011 YOTTKPSS STUDY TOUR TO CANADA

家長教師會
呼籲校友參與學校
銀禧活動

At Yan Oi Tong Tin Ka Ping Secondary School, we make a point
of sending students abroad, most
recently on a Study Tour to Canada.
This expands their horizons and puts
them in a monolingual environment
and they come back from overseas
as role models for the rest of the students. It is one thing to tell them that
English i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but a study tour is even better
evidence from their own experience.
They have a far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difficult it must be when
it is necessary to ask for clarification
and no one speaks their mother
tongue, staying in a host family, for
example.

還記得2009年7月4日，現任、離
任的老師，400多位來自不同屆別
的校友聚首一堂，慶祝校友會成
立15周年。當晚人頭湧湧、場面
熱烈、喜氣洋洋，師生細數當年
在田中的趣事，回味在母
校懷裡的光陰。
2012年，母校踏入25周
歲，在母校懷中被受眷顧
成長的舊生們，將再次聚
首一堂，見證母校的發展
歷程，一同慶賀銀禧之
年。
校友會

田校監與校友合照
崔Sir與校友會首屆主席袁淦麟

25周年校慶 學生作品
視藝科是同學發揮創意的平台，提供機會讓同
學表達內心的感受。同學的作品除了於校內展
示外，亦會印成紀念品，用以配合學校活動，
如陸運會長跑徽章、校慶紀念品，皆由同學設
計。
中四級選修視藝科同學作品。
以塗鴉的手法表達創校25週年。作品用作25週年校慶資
料夾封面。

In 2011 summer time, the study
tour took the form of three weeks of
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studies in Canada, in the 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 combined with
excursions to points of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interest.
They also had the advantage of the
traditional homestay with Canadian
host families.

Discovering Vancouver, Discovering
Canadian Icons, and Discovering
the Self through Music and Performance. Three research projects on
Forests and Mountains, Rivers and
Oceans and Global Warming were
also undertaken. Students had to
interview and collect data with no
option but to use English.
They then reported on their experience to the whole school, making
sure they inspire students who do
not have the study tour opportunity
to recreate at least part of the experience in Hong Kong, by
increasing their exposure
to new words and new
ideas, or by interacting
with the NETS and Isabel, our exchange student, for example. Thus
the positive message of
how good it is to learn
and study is spread, and
the benefit is not just for
the students who got
to fly to another country
but for everyone in the
school.

The ESL studies were themed
around Discovery of the New World,

第25至27屆陸運會長跑徽章，皆由同學設計。

中二級同學的標誌設計作品。用於印製書簿封面。

仁愛堂野外長征－南極、北極、珠峯
2010年，羅灝恩同學獲挑選參與
仁愛堂野外長征南極之旅，2011
年，黎悅知同學獲挑選參與仁愛堂
野外長征北極之旅。迎難挑戰，開
拓視野，豐富經歷，遇強越強，珍
愛地球，是難得的學習機會。仁愛
堂現正籌辦野外長征第三極之旅－
勇闖珠穆朗瑪峯。同學可先於校內
報名，通過甄選，可獲全費資助，
挑戰世界最高峯，參與環保，了解
西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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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悅知同學

羅灝恩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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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高鐵：交通便捷

尋根之旅：湖北武漢考察

古舊建築黃鶴樓，表面看只有五層
高，其實內裏足有九層，結構奇特，
令人嘆為觀止。

剛過去的聖誕假期，我校師生一行十一
人，參與國務院僑辦主辦的海外華裔青少
年中國尋根之旅：武漢營，透過參觀各大
景點，包括三峽大壩、武漢中醫院、湖北
省博物館、黃鶴樓等，同學們認識到當地
的歷史文化和祖國偉大的建設；又到學校
聽課，到當地學生家庭住宿。藉此全團同
學要感謝贊助旅程的鄧楊詠曼校董，以及
校長及老師的支持。

各級
考察
南京團
中三級考察：佛山、新會、開平
為了推動國民教育，及促進學生從
多角度探討國家發展、親身體會粵
港兩地的緊密關係，本校於本學年
參與由香港教育局舉辦的「薪火相
傳」國民教育活動系列 「同根同
心」內地交流計劃。
佛山嶺南新天地的青磚民居

在開平自力村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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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及3E班的同學於2011年12月1-3
日，分別前往新會、佛山及開平，
進行為期3天的內地考察活動。兩
團的考察主題分別為「歷史國情
(城鎮歷史) ─ 碉樓發展與華僑歷
史」，及「當代國情（建設） ─
佛山新會市新貌：古舊建築與當代
建設多面觀」。
3A班的同學於新會農業基地，認
識現代化農業技術。另外，同學亦
去到新會學宮及佛山嶺南天地，了
解到當地政府如何保育舊建築。最

在剛過去的12月18日至22日，我
校一行25位中四及中五的同學，獲
南京總會贊助，親赴南京，參加我
校自行籌辦的「百年辛亥，綠色青
奧——2011南京」考察團。

後，同學參觀佛山市城市規劃館的
展覽，對當地的發展規劃歷程、發
展成就和前景有進一步的認識。

至於3E班的同學，先後到訪開平
自力村的碉樓及赤坎古鎮，從而認
識政府對歷史建築群的保育法規。
此外，同學亦參觀了五邑華僑華人
博物館及華僑廣場，令他們對華僑
的奮鬥史及愛國精神有更深入的
理解。

考察活動結束，同學完成專題研習
報告；其中四組表現優秀的組別，
於2011年12月15日的週會，分享
交流經驗和得著。

專題研習優秀表現學生：

小組研習課題

3A張敏賢、廖雲軒、鄧婉瀅、葉靜雯、張
朗寧

佛山、新會市的各頂現代化城市建設，對社
會經濟和民生有何影響？

3A方浩謙、謝婉瑩、黃翠雯、梁逸鋒

佛山的城市規劃有何成就?有關規劃對當地的
長遠發展有何影響?

3E黃靖瑩、莊雪愉、黃曉珺、謝智豪

江門華僑的重要性如何在五邑華僑華人博物
館展現？

3E黃俊皓、梅逸朗、張文靜、文曉童

梅家大院對當地的重要性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參觀
考察過程，同學可以學習到不同層
面的知識，瞭解基本的科學及人文
常識，也學會探索和創新，培養自
主學習的精神。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週年、2014
年的青年奧運會在南京舉行，從過
去到未來，到訪南京，讓同學遊走
於南京城內、城外，親身體會國家
發展，認識社會各階層人民的生活
情況，是一次國民教育的良機。

學生隨筆

考察過程，同學要就以下四個課題
參與研習：

5D孫詩詠：「參觀南京大
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後，
對日本侵華的歷史有了更
深的了解，也讓我清楚明
白到國家富強的重要。」

主題

參觀點

考察內容、交流或座談

青年奧運會

奧林匹克場館，水上活動場
館(玄武湖)

了解青奧會文化教育計畫，
及迎青奧志願服務行動中青
年人的參與

辛亥100週年紀念

中山陵，總統府，民國建築

考察如何藉百年紀念，建設
文化南京

南京「博物館之城」

紫金山—玄武湖城市中央公
園；十大主題博物館：南京
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如何利用本身的豐富文化資
源，建設文化南京

綠色南京

老城區的小遊園；
交通線沿途「綠色廊道」；
秦淮新河百里綠色風光帶；
清水計畫：30條黑臭河變
清；中美雙方合作建設的國
際化綠色產業園區

如何配合青奧，打造綠色
南京

5A徐紹鈞：「此行令我
眼界大開，通過南京之行
令我了解到國家的巨大發
展，真是獲益良多。」

5E吳嘉濠：「走入南京大
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一
幕幕日軍侵華的片段轟入
我的眼內，憤怒、悲憤的
感覺一湧而上。然而，最
讓我感到震撼的一幕，卻
是在紀念館的出口處所刻
著的「原諒」二字。南京
人放下仇恨，選擇只是銘
記那一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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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消息

我思『家校合作』

家長活動
                             

丘王佩貞
何解要做家長義工？
    最近，於執教的學校有家長問道：「為何需要家長回學
校做義工？家長義工是否能夠幫助學生？可以協助老師嗎？
」確信每一名家長義工都有自己的理念；而筆者由小女曉
旋就讀幼兒園時便開始擔任學校義工，皆因為了建立她上
學的安全感。照顧兒童的需要可劃分為不同系統和環境的
層面；兒童和家人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多個系統，包括家庭、
學校、父母的工作環境。家庭的目標是通過繁殖及教育來
延續下一代，父母日復日地謀取生計，及引用不同的環境資
源來幫助下一代實現自己的目標。
為何需要成立家長教師會？
    一九九三年教育署根據教統會第五號報告書的建議，成
立「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故此，現時大部分幼
稚園、小學及中學均已成立家長教師會，不少家長亦曾擔任
學校義工或家長會委員，但過程中大家會否問道：「家長教
師會宗旨是甚麼？」
     一般而言，老師們均已接受過教學專業訓練，家長只是
透過學校渠道來了解及協助子女不同階段的成長與需要。
因此，「親職教育」是家校合作重要的一環，當中有很多的
形式：親職圖書角，親職講座及工作坊、家長進修班、興趣
班、分派資料單張等。藉以讓家長認同學校的「家校合作」
重要性，引發「家長義工」的參與。家長在不同的層面參與
學校活動；例如：運動會、家長晚會、迎新會、開放日、圖
書館、田藝園等。「家長義工」不但是學校的人力資源和支
援，也可促進學校的氣氛和校風，提升家校溝通的層次，加
強學童與成人的交往。   

第十一屆(2011-2013年度)家長
教師會家長委員

    「家長教師會」是讓家長們能與子女一起學習，在關注
子女學科成績的同時，還有包括學童、家長及社區互動生活
連繫起來。家長在過程中，給予子女鼓勵、聆聽、回應及嘉
許。這是參與校政，一個建立夥伴關係的過程。此外，社區
是直接影響學童的成長，增加與社區聯繫，善用社區資源，
也是重要的。
「家校合作」能否幫助學童學習和成長？

主 席：林桂玉女士
副主席：朱似萍女士
秘 書：周志斌先生
財政：王佩貞女士
總務：連偉明先生
康樂：李玲女士、胡小珍女士

周年大會 30/10/2011

    家長可以透過「家長義工」來以身作則，鼓勵子女透過
參與不同的課外活動，發掘個人的長處及豐富學習經驗，
子女才能了解自己，加強面對逆境的能力。子女明白學業的
重要性，但學習是人生一個必經階段。再者，提升子女價值
觀，幫助子女提升責任感，開始建立他們的人際網絡和學習
解決日後事業發展的阻礙。家長亦可透過參與活動後與子
女多溝通，從而彼此加深了解，藉以改善親子關係。家長亦
可以保持身心健康，擴闊社交圈子，發揮所能，貢獻社會。

教育及職業輔導日
20/11/2011
導師盧民漢先生活潑的講解，家
長學得輕鬆愉快，連續兩節課後
仍意猶未盡，三月份將多開辦兩
節課，並讓義工小組的同學參加，
隨後到訪聽障中心作交流。

「家校合作」是否人人有責？
     筆者身為家長及教育工作者的一份子，認為應從學校、
家庭和社會各施各職，希望能整合為一，共同攜手，培育下
一代。家校若能多溝通、協調、信任，達到雙贏局面，才能
為學生提供全面性的教育，應該是一件快樂的事。

手語班 15/11/2011

本校開放日接待區內小學生到校
體驗中學環境，認識來年的中學
生活。拔臣小學來的不單是小朋
友，浩浩蕩蕩的還有一批家長，幸
好本會義工人數眾多，招呼周到。

祝願新一年，大家一切從新開始 &
從心開始!!! 用♥帶♥, 用生命帶生命♥•
ˆ-ˆ
•)/♥
p.s.
(1) 家長們如有興趣參與義工，可致電學校辦事處24643731
或 電郵 PTA@email.yottkp.edu.hk
(2) 以上純屬個人意見，歡迎各位學生、家長及老師互相磋
商交流，聯絡：PTA@email.yottkp.edu.hk

開放日 16/12/2011

年近歲晚，唐Sir照顧家長所需，
年花必定於“正月頭盛開”
家長教師會
電郵地址：
PTA@email.
yottkp.edu.hk
這是家教會
新設的電郵
，本校家長
望聯絡家長
如希
教師會委員
，又或有任
問，歡迎直
何疑
接email給我
們，
好讓本會更
了解家長們
所關注的問
題。

飲水器
經過家長教師會委員會開會，建議
為學生提供飲用水後，校方回應要
求，全新的兩部飲水器已設置在操
場旁邊。至於年前停止供應飲用水
是因為流感肆虐，希望這歷史不會
重現。

面膜班 9/12/2011

水仙花班 03/01/2012
家長工作坊
「ｉ瘋鳥－如何與青少年溝通與管教」
11,25/2/2012  10:30-12:00  兩個星期
六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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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張朱似萍女士從事美容行
業多年，並且是一位國際美容課程
認可兼職導師，於十一月廿日應升
學及生涯教育輔導組之邀，蒞臨向
同學們講解入職美容業的要求及
準備。

希望家長們有空出席，讓資深社工與
我們分享與子女相處的種種疑問。

自製香薰泥土面膜、示範和製作
“士多啤梨乳酪面膜”；家長教師
會還是首次試辦這項活動，由於參
加人數不能太多，期望下學年張太
繼續開班，傳授我們正確的健康美
容心得。
可持續發展環保教育導賞研習
計劃
導賞員培訓課程 - 2012年1月份
參與的十多位義工家長，課程完
畢後，預約邀請出任為本會一年
一度的生態遊導賞員，可以嗎？努
力學習！

義工新春團拜 08/02/2012
一個盆菜，大量精心美食，令新春
團拜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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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藝表現優異學員
舞

梁文憙3D

舞蹈 – 我和“她”相處九年了，
“她”
已經融入我生活裏。儘管參與比賽常
使我感到緊張和有壓力，但每當臨場
踏出舞步時，往往能忘掉一切，全情
投入。
跳舞也許是我的專長，但很多時候我
仍不滿意自己未能深入認識“她”
，很
多知識還需學習，也期望舞蹈可以更
普及化。

Jazz

足球

爵士舞組

2D張穎琛，周詩諾，謝潔盈 2E張紫茵
3D梁文憙 3E老佩兒 4A梁苑洛 4C陳
可翹 4E鄧建明 5A劉吉春，梁映珊

第一次接觸足球就在我三歲的
時候，從此，我就熱愛足球。九歲參
加一次地域比賽時，被挑選加入香港
隊，與大哥哥們接受每星期三次的操
練。平時操練的內容多樣化，又以鍛
鍊體能、速度及組織能力為主。多年
以來，除香港外，還有機會到台灣，泰
國、北京等地作比賽，最開心的是我
隊能在東亞錦鏢賽奪冠。我會繼續努
力，爭取更多參賽機會。

5B容劍蘭 5C陳曉瑩，陳泳之 5D張倩
茹，葉倩華
今年校際舞蹈比賽雖然在考試期
間進行，但仍無損我們取勝的決心，
盡全力完成賽事，最後參賽的兩組舞
蹈都得到很好的成績。練舞遇上考
試，真是日夜辛勞，沒有餘閑，但我們
享受比賽的過程，感謝Miss Cheung的
教導及戰友與同學的無限支持，為我
們的中學生涯倍添姿采。

女子甲組籃球隊隊員：
5C王銀靜5D黃芷雯
6A鄭海瑤6B李蔣旗6C曾俏然，鄧凱霖
女籃心聲
．「這不僅是一個冠軍，還令我深深
體會到「堅持」背後的精神，是它給予
我們力量。」

壁球

我校中樂團傳來捷報。先於11月
份在康文署舉辦的全港音樂比賽—
香港青年音樂匯演的中樂團比賽取
得銀獎，這是該組別所頒發的最高獎
項。此外，中樂團於12月，參加香港藝
術聯會舉辦的國際民族器樂合奏大
賽，也取得金獎和最佳音色獎，是香
港參賽隊伍中取得最佳成績的團隊。
（本校中樂團謹以些微分數敗給摘冠
的“馬來西亞華樂團”）

我喜歡壁球的原因是感到有刺
激性，而且每當比賽勝出時，更會得
到無限滿足感和成功感。我曾參加多
個海外及本地的賽事，分別在日本獲
得亞軍，在馬來西亞獲得季軍，也曾
在香港取得冠軍；不斷比賽，讓我學
會遇上甚麼事情都不可以放棄，要堅
持。賽事亦令我的球技不斷改善。我
希望技術再上一層，能代表香港獲取
更佳成績。

曾茜琦3C

．「付出和得著不一定會成正比，但只
要有付出過就一定會有收穫。」
．「能夠堅持到最後一刻的人，是有本
錢成功的人。」
．「在比賽的過程中，我們會學到體育
精神，學會堅持，學會團結，這是書本
學不到的。」

張浚裕5A

我是香港青年水球代表隊的成
員。自幼跟隨泳會操練游泳，記得有
一次跟隨兄長參觀冬季水球比賽，覺
得水球比純粹游泳更富挑戰及趣味，
從此便轉向水球訓練。經過兩年多的
訓練，不但培養水球的技術，還鍛鍊
了我的自信心和面對壓力的能力，同
時多次出外比賽更開拓了我的視野，
增廣見聞。
攀石訓練

共創成長路

．「在香港做運動員沒有出路的，倒不
如讀好書吧！」聽了這句後，感到很心
酸也無奈。但，我們愛籃球！

中一及中二級參加共創成長路的同學，於11月份
參與攀石訓練，讓學生增強抗逆力，協助學生建
立人際關係的能力，培養解決問題的技巧。

．「九個人齊心合力，向著同一目標進
發，終於奪得冠軍。」

．「等了一年又一年，終於等到了。冠
軍的寶座實實在在地屬於我們這一班
女子甲組籃球隊。」

．「冠軍除了代表著我們的實力，象徵
著我們的堅毅不屈的精神，也蘊藏著
我們的付出和汗水。」

．「感謝當天親身到場支持我們的老
師及同學，你們的鼓勵是我們最大的
原動力。」

籌劃活動的社工和負責老師，觀察到同學都能
透過小組聚會和團隊遊戲，增加彼此認識和溝
通。在攀石活動中，同學非常專注聆聽導師的指
示，敢於作出不同的嘗試和挑戰，表現投入及認
真，充分發揮合作精神，把難題一一解開。

．「為籃球，我們花上了很多青春，同
時我們的青春因為有籃球而豐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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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樂團

攝於國際民族器樂合奏大賽

水球

4A張倩文4C李嘉敏，何慧嫻

陳柏熹3D

同學則感覺訓練中最大的挑戰是 - 信任別人及
堅持，以堅毅奮鬥的心情盡力克服困難。

戶外流動歷奇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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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田家炳中學11/12 第一學期學生活動成績簡報
舉辦機構或團體

活動名稱

參加者或組別

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甲組

團體冠軍

女子乙組

團體亞軍

男子丙組、 女子丙組

團體季軍

女子甲組

團體優異

4B何子滔

100米胸泳

亞軍

3C李冠霖

200米自由泳

亞軍

50米胸泳

亞軍

4D歐陽沛嵐
4E李梓揚

50米胸泳

6C林維瀚

季軍

200米個人四式

季軍

5A張浚裕 4B何子滔 4D歐陽沛嵐 4E李梓揚

4X50四式接力 季軍

5C朱覺怡

50米胸泳

冠軍

5B唐凱琳

200米自由泳

季軍

100米背泳

季軍

50米蝶泳

季軍

女子甲組
6C曾俏然
7A倪希文

6C曾俏然

4D王雅穎
3B何舒雅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成績

男子甲組

5B唐凱琳

5C朱覺怡

50米背泳

冠軍

100米背泳

亞軍
季軍

100米自由泳

亞軍

100米胸泳

季軍

200米胸泳

亞軍

3C陳曉榕

50米背泳

季軍

4B朱凱喬

50米胸泳

季軍

4B劉寶琪

200米自由泳

季軍

3D鍾菀冰

4A林詠芝

4D王雅穎

4B劉寶琪,朱凱喬
2C黃梓健
男子丙組

3B何舒雅

3C陳曉榕

3D鍾菀冰,凌樂詩

女子丙組 1B曾華苓
校際籃球比賽
校際田徑比賽

-100米胸泳

季軍

男子乙組

亞洲壁球協會

男子甲組

團體優異

男子乙組

團體優異

4C黃海峰

-跳遠
4D郭潤權

全港校際壁球個人賽

3C曾茜琦

中學籃球邀請賽

女子組

4E陳

3D陳柏熹

The 2nd King’Cup Thailand Open
2011

-Grand A Ballroom

冠軍

4B廖啟森

季軍

香港教育舞蹈院週年會慶暨全港
拉丁及標準舞公賽

第四十八屆學校舞蹈節 爵士舞

3A廖雲軒

Junior Latin
亞軍

Junior Ballroom
3A廖雲軒

全國青少年業餘拉丁舞A組A級賽

亞軍

全國青少年業餘拉丁舞B組A級賽

季軍

全國青少年業餘標準舞B組A級賽

冠軍

全國青少年業餘標準舞A組A級賽

冠軍

全國青少年專業院校組標準舞A組B級賽

亞軍

[補 補 補]

優等獎

[Keep Your Head Down]
4B廖啓森

乙級獎

3A廖云軒

優等獎

-牛仔舞,查查,華爾滋
3D梁文憙

6E葉耀兒

優等獎

-牛仔舞,查查
體育舞蹈

甲級獎

-華爾滋
1A何肇珊

1D張均宜

乙級獎

-牛仔舞,查查
4E姚俊傑

5C陳曉瑩

甲級獎

-牛仔舞,查查

乙級獎

-華爾滋
屯門文藝協進會
仁愛堂

屯門區第廿六屆舞蹈比賽

中國舞

銀獎

仁愛堂體操比賽 小彈網中學組

5D孫詩詠啓4A霍山怡啓3E劉樂瑩啓1C林燕兒

團體冠軍

女子單人小彈網 5D孫詩詠

香港柔道總會

41週年香港柔道錦標賽 5C黎嘉傑

屈臣氏集團

2011香港學生運動員獎 3C曾茜琦

亞軍
-81kg

季軍
傑出運動員

深入探究成果獎

冠軍

4E龔子浩

高級優異獎

7S胡子軒, 古浩嵐

亞軍

女子乙組

季軍
亞軍

3C曾茜琦

季軍

香港壁球總會

香港青少年錦標賽

3C曾茜琦

季軍

馬六甲水球公開賽

5A張浚裕

第二名

2011W.D.S.F. Taipei International
Open Championships

亞軍

3A陳樂兒,梁雨琛,謝婉瑩,黃翠雯
3E朱潔盈,鄭駿業,梅逸朗,柯湛森

-鉛球

3C曾茜琦

3A廖雲軒

3A廖雲軒

-Grand A Latin

藝術大使(戲劇)

吉隆坡壁球公開賽

-Junior Latin

教育局

冠軍

5B梁熲妮

4X100接力 季軍

日本青少年公開賽

4B廖啟森

香港教育舞蹈學院

亞軍

-標準舞

4B廖啟森
國際舞蹈聯會

成績

-拉丁舞
4B廖啟森

2011IDTA Cup
HK OpenChampionships

3A廖雲軒

藝術大使(視藝)

亞軍
熙

4B廖啟森

5C李映諭

馬來西亞水球總會
W.D.S.F. Chinese
Taipei Dance Sport
Fe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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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軍
團體總冠軍

女子丙組 2E殷婉渝
少年警訊

4X50自由接力 季軍

女子甲組

冼業航

T.D.S.A
Thailand
DanceSport
Association

第三屆灣仔區體育舞蹈公開賽及
香港排名賽

4X50四式接力 季軍
亞軍

200米胸泳

國際舞蹈聯會

參加者或組別

4X50自由接力 亞軍

-50米胸泳

2C黃梓健 2E佘譞盛 1B李啟正 1D鍾博任

香港體育舞蹈聯盟

活動名稱

4X50自由接力 季軍

50米自由泳

女子乙組

舉辦機構或團體

藝術發展局
香港大學教育應用
資訊科技發展研究
中心

澳洲數學基金會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最傑出知識探究團隊大獎

澳洲數學比賽2011

3D劉銘揚,

優異獎

2A謝梓淇 2B馮政東

冠軍

-Junior Ballroom

冠軍

-Youth Ballroom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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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職業輔導日
(2011年11月20日)
2012年是升讀本地大學的雙
考年，即最後一屆(中七級)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及第一屆
新高中(中六級)中學文憑考
試。我校升學及生涯教育輔
導組為中六及中七級全體同
學提供一次適切的升學資訊
和行業介紹活動，以協助同
學為未來的升學或就業前路
提供更多及更新的資訊，並
希望透過是次活動來鼓勵同
學為即將來臨的公開試繼續
努力，向目標奮進。當日全
體中六及中七級同學及約50

主講嘉賓：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博士

位家長，以及本校部分中五同
學，田家炳中學(粉嶺)學生及
本區小學老師及家長參與。
活動先由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秘
書長唐創時博士簡介兩個公開
試的最新考核及評卷安排，並
介紹香港中學文憑試在國際機
構和海外大學的認可情況。接
著，戴校長向出席同學分析未
來香港和國內的職場走勢。過
後，學生分組參與由各院校代
表主講的升學講座，以及與本
校校友分享職場經驗。

謝貴榮校友（左二）

升學資訊

－

講者

樹仁大學：陸寶玲教授

職場資訊

－

校友分享

陳綽姿小組：香格里拉大酒店服務主任

香港大學：夏繼興先生

容凱敏校友

香港中文大學：秦家慧教授

陳雁璇小姐：香港特區政府一級行政主任

香港理工大學：Ms. Alice Lee

卓華傑先生：衍生行有限公司保健品經理

香港城巿大學：Dr. Jessica Li

張朱似萍女士(家長)：亞洲太平洋髮型美容師聯盟協會導師

學友社：Ms. Carina Kwok

張沛強先生：勞氏清潔服務有限公司總經理

嶺南大學：張軼凡博士，鍾志威先生

張瑋珊小姐：職業治療師

香港科技大學：羅康錦教授

謝貴榮先生：中華電力青山發電廠工程師

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陳璐茜小姐

蕭紫薇小姐：廚具買手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鄭詠珊小姐

鄧俊豪先生：香港警務處警務督察

職業訓練局：黃家榮先生

容凱敏小姐：恆生銀行客戶貿易方案及保理部高級副總裁

仁愛堂籌款活動
12月是仁愛堂的籌款月，一連兩個
星期舉辦了兩項大型的籌款活動，
包括10日的售旗日和18日的步行
日。作為仁愛堂的一份子，我校當
然全力支持，同學也一呼百應，踴
躍參加。
售旗日那天早上的氣溫雖只有攝氏
10度左右，但毫不影響我校中三至
中五同學的善心，一行200多人浩
浩蕩蕩出發往沙田、大圍、馬鞍山
等地賣旗去。
步行日更是氣勢磅礡，在班主任
的推動下，當天參加人數超過400
人，成為全場之冠，更獲得仁愛堂
頒發「至人多勢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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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同學，近年參與仁愛堂活動，
包括野外長征南極、北極考察之
旅、蔡黃玲玲教育基金－「理想
號快車」起動計劃、啟承助學騰
飛計劃、丘忠航自修室－中學文
憑試精讀計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