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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

周年主題：品學齊驅築我夢
校園篇

Message from the Principal:
A Milestone – Adopting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Speech at Opening Ceremony)
Dr. Yuen Pong Yiu

It is not usual for our school to hold the opening ceremony in the beginning of an academic
year. In the summer of 2009, classes were suspended due to the spread of Swine Flu in Hong Kong.
Therefore, we held a special opening ceremony in September 2009. However, this year’s opening
ceremony celebrates a remarkable achievement for our school. Starting from today, our school is
officially adopting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This achievement not only marks the
mileston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ur school, but it is also recognizes the collective effort of our
school managers, teachers, staff members, parents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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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vision to action, this achievement reflects
both the wisdom of, and enormous effort, made by different
stakeholders of our school. When the school was founded in
1994, we adopted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aiming to equip every student with adequate English skills
for future academic and career endeavours. Nonetheless,
due to changes of language medium policy, our school was
later classified as a school to adopt Chinese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strived for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senior forms. Through our hard work, we were able to retain
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for the senior forms,
while adopting Chinese for the juniors.

In

November 2005, the School Management
Committee set a short-term goal for the school; to
transform the school into an English medium of
instruction school for all forms. To achieve this goal, we
cultivated an English-enriched environment for our
students, such as reforming the English curriculum for
the junior forms and increasing English-related
activities. In addition, our school successfully acquired
funding from the Education Bureau, facilitating
training for our teachers to meet the English-proficiency
requirements. Teachers returned equipped to enrich the English learning atmosphere. As a result,
students’ overall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confidence, in using English,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as shown in the great improvements in public examinations.

The past five years has been a tough battle.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we had to deal with
the ever-changing education policy, to address the needs to reform and to enhance our old system
into a new one, to implement the new senior secondary curriculum (NSSC), to help our students
to adapt to the new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s, and to handle other inevitable crises. We have
been through ups and downs; dealt with various unforeseeable problems; and experienced
disappointments. Yet, we never gave up and insisted on fulfilling our dream. Through these 5
years, we have faced every single challenge together. Today, we are going to turn over a new leaf!
Let me extend my deepest thanks to the members of the School Management Committee, in
particular our dearest supervisor; to our staff for your persistent efforts and especially to the
English Department for your faithful assistance; to parents for your trust and support; and to
students for your hard work.

While enjoying your study here, dear students, may you appreciate all the efforts made by
previous school members you may have not met, and current teachers with whom you will spend
time in the upcoming years; may your actions show that you care; may you make full use of the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to enhance your English skills; and may you find your dream and achieve
your highest potential.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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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中課程的挑戰 ── 照顧學習差異
王偉儀老師

新高中課程開展到了第二年，「照顧學習差異」這課題，仍是頗費心思。大部份學者認
為學生有差異是最正常不過的事。由於大家的成長背景、體能、智能、性向、興趣、能力、
學習習慣及模式等均有不同，因此出現差異是合情及合理的。學校要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
不是硬把學生的距離拉近，也不是齊一他們的能力或學習表現，所謂照顧學習差異是使學生
在他們已有的知識及潛能下，學得更好，發揮所長，追求卓越。
     
為回應這個新高中備受關注的課題，學校在各個層面及範疇，開展不同的工作，以期讓
「田中」不同能力的學生得到適切的照顧，各展所長。
     
學校本年度的周年口號「品學齊驅築我夢」，強調學生在品德及學業上追求卓越，營造
一個良好的學習氣氛。近年，學校已積極關注資優學生的學習和成長，並鼓勵學生參與校外
不同機構舉辦的資優課程，發展其個人的潛能。為照顧不同能力的學生，學校在課後開設不
同的增潤課程，如初中奮進班、高中課後溫習小組、星期六的補課，學科提升班等，期望不
同學習表現的同學均可得到適切的照顧。
     
此外，學校致力發展學生多元能力，積極鼓勵同學參與校內及校外活動，例如：體育、
藝術、音樂、戲劇、文學創作、科學探究，創意科技、領袖才能、海外交流等，在不同的領
域上拓濶眼界，發揮所長。同時，學校為同學創造不同展示學習成果的機會，例如：十五周
年校慶晚會、作品展覽、聯課活動匯演、周會、刊物出版等，讓同學可以展示努力的成果，
從而建立自信，互勵互勉。

同學樂於閱讀

聯課活動匯演

十五周年校慶晚會

學校致力推動閱讀，多年前成立閱讀推廣組，在上課時間表內增設「演閱時段」，全校
師生一同閱讀，一同分享，營造良好的閱讀風氣。在多年的努力下，同學已養成閱讀習慣及
興趣，閱讀風氣已在「田中」蔓延。當學生喜歡閱讀，懂得閱讀，自主閱讀，學生便能掌握
學習的鑰匙，主動探究，擴濶學習的領域。
     
各學科針對不同的學習目標，運用靈活多元化的教學策略，設計不同的教學活動，適時
的回饋，合宜的期望，學習常規的建立，讓課堂學習能有效地開展。學校致力提升學生自主
學習的能力，引發學生學習動機，追求完善。若每個學生的「學習」已經啟動的話，那就無
懼「差異」的存在。
     
學校不是工廠，並不是要製造劃一「出品」的地方。每一位學生來到「田中」，好像一顆
不知名的種子，沒有人會知道這些種子會種出怎麼樣的樹木。學校努力為學生提供最合適的
土壤成長，在老師愛心和努力的灌溉下，學生在這一片的土壤上成長學習，發芽生根，開花
結果，長成不同的樹木，各具姿態，各展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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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ruitful Summer: Learning English in various ways
English Campus Promotion Unit and English Department

F.1 Bridging Programme and other summer bridging programmes
Four courses were held
during the summer holiday for
S1, pre-S2, pre-S3 and pre-S4
students. The aims of these
programmes were to help
students to strengthen their
foundation in using English,
develop effective and essential
skills for learning English
and
communication.
The
objectives were to enhance
students’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Speaking skills and
grammar through an interactive
learning approach.

Pre-S4 English Summer Bridging Course

F1 Summer Bridging Programme

Pre-S3 English Summer Bridging Course

Study Tour to London
Students were arranged to study with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different classes. They met studen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Spain, Italy, Germany, Belgium, Japan, Taiwan, and so on. Students lived
with their host families, staying in their homes challenged the students to communicate in authentic
English.

Winsor Ca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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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for International Nite

Drama Lesson

Debate Camp organized by “The Hong Kong Parliamentary Debating Society”
By Avery Wu (F.5E)
Before going to the five-day debate camp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
was so frightened. I was told that the debate camp was so horrible and all the students from
other schools had exceptionally good English. I nearly came to tears when I first heard of this.  
I therefore tried to use more English every day to improve my English proficiency.  My efforts
were not in vain!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camp, I found that all participants could speak English fluently
and confidently. I was sure that I would suffer a hard time. You know what? I was totally
wrong!
At the end of the event, I simply didn’t want to leave the camp! The debate camp was
fun and interesting. I met some new friends there and my trainer was incredibly nice! I started
getting used to different accents and styles of English.  More importantly, it boosted my
confidence!  English is no longer an obstacle to me!

Debating Workshop
A debating workshop was held by our
school in order to let students with interest and
potential in debate lear ned more about the
techniques. The workshop included public
speaking techniques and persuasive speech.
Participants expressed that they not only enjoyed
it but had learnt a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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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推介

《港 孩》

閱讀推廣組

周惠儀老師

「港孩」，是近日用來形容香港現今一代孩子們的統稱。它是一
個負面的稱謂，與「公主病」、「Hea」、「不懂綁鞋帶」、「無禮
貌」等描述相對應。
我們的孩子嬌生慣養，對生活沒有熱情，對未來沒有嚮往，甚至
連基本自理能力也沒有。身為老師和家長的我們均深感不安，但礙於
沉重的教育改革工作和愈趨複雜的社會經濟問題，我們似乎無暇顧及
得太多，很多時只是嘮叨幾句，便總結為「一代不如一代」，悻悻然
把問題置諸不理。
黃明樂《港孩》一書，前部分以輕鬆的筆觸探討了五類「港孩」
的典型特徵，後部分剖析了新高中課程對「港孩」帶來的挑戰。作者
並沒有學術性地討論現今教育問題或家長管教方式的好壞，他只是閒話家常地分享與「港
孩」親身接觸的經驗，而其中雖有不少「港孩」是「豌豆公主」、「發夢王」、「無胃孩
子」、「Hea精」和「小霸王」(作者所劃分的「港孩五型」)，但慶幸也找到觀察入微、充滿
創意、肯拼搏和負責任的新生代。作者的心聲是甚麼？在《後記》中他這樣說：「如果簡單
地說，這是新一代價值觀的失落，我覺得對新一代是不公平的。正確點說，新一代根本沒有
空間和機會去建立一套有深度、有層次的價值觀。」「港孩」是怎樣形成的，看罷這本書，
或許我們未必能歸結出甚麼問題與改變方案來，但至少我們這群老師及家長能在閱讀的過程
中多一點反思，提煉出多一點耐性，開闢出多一些出路。只有這樣，我們才不至於進一步被
標籤為「港師」、「港父」與「港母」。

給父母的信
3D曾麗娟

親愛的爸爸媽媽：
您們好！近來工作好嗎？一切順利吧？
時光飛逝，轉眼間，女兒我就由一個一無所知的女孩，變成今天這個獨立自主的
中三學生了。您們知道嗎？剛升上中三的我，百般滋味在心頭。苦的、甜的......各種各
樣，悲喜交加。我曾多次想與您們分享，但總是難以啟齒，不知從何說起，唯有藉這
封信與您們盡訴心事。
雖然剛開學不久，但我似乎已感受到中三的忙碌、壓力。沉重的功課、小測堆積
如山；陌生的課題、科目，令我無從入手，心中的恐懼無法形容。我甚至開始懷疑，
自己是否有足夠的能力面對日後更多的學業挑戰。特別是在選科的問題上，我更是措
手不及。我就像走進了一個迷宮，一切都變得模糊，不知自己的喜好，不知自己的專
長，不知自己的決定。前路茫茫，不知何去何從。生怕一個錯誤的決定，從此將自己
的人生困在迷宮中，不見天日。幸好一直以來，在我身邊都有您們的支持和信任，這
是我最大的推動力。在此我衷心地對您們說聲「謝謝！」請您們放心，即使有再大的
困難，我也會盡我所能，做到最好。我不會令您們失望，我會努力，活出精彩人生。
祝 身體健康！
女兒
娟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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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父母的信
3E鄭伊珊
親愛的爸爸、媽媽：
          很少以書信形式與你們溝通，但這一次
		
寫信，是想跟你們說心事。今年的我已經是中三學生，不可以
再隨隨便便、吊兒郎當的過。在我眼前的，是一道上了鎖的門，門後是一條
康莊大道。只要我找到鑰匙把它開啟，我就能走到自己想走的路。很可惜，鑰匙
是有限的，但競爭的人就多不勝數。我怕自己的表現不及別人，不能夠爭取那把鑰匙。

面對著陌生的一切，我真的怕，我找不到方向，我不知道怎樣可以得到那把鑰匙。但老
師每一天都把中四選科掛在口邊，像在倒數死亡的時間，令我的壓力更加沉重。現在的測驗默
書比以前多好幾倍，科目又比以前多，我怕自己適應不來，考得不好。其實我不想再像從前一
樣，沒有上進心，白白浪費自己的時間，這樣的生活，長此下去，帶來只是不堪設想的後果。
所以，我知道自己要好好努力，不論結果是怎麼樣，我要盡全力爭取那把屬於我的鑰
匙。能選修自己心儀的科目，路就會易走一些了。雖然壓力很大、很辛苦，快要把我逼得
透不過氣，但我會把這些都化成我讀書的動力，做好自己，認真溫習，考好每個
測驗。縱使前路茫茫，我也不會放棄，我會好好努力。爸、媽，你們會支持
我的，對嗎？
女兒
祝 身體健康 ！
伊珊敬上
                            

6A 歐嘉瑤

媽媽：

這樣子寫信給您，還真是第一次。不過寫信給常以「老花眼」作借口而逃避閱讀的
您，實在有點不智。但開學後，與您相處的時間越發少了，所以請您耐心的讀下去吧。
「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在您身上正好印證了這句話。不過別的父母都是擔憂子
女的學業，但開學以來，您卻一如以往地採取「放牛吃草政策」，反倒是擔憂我午膳會吃
得少，暑假時在我身上養出的幾兩贅肉會就此消失不見，這實在令我哭笑不得。雖然我是
如此昐望的，不過顯然您並不會讓我奸計得逞。每天放學回家後，桌上的茶點總讓我禁不
住誘惑，看來我發福之日不遠矣。因此，不用再為我的健康、膳食憂心了，我如此的「努
力加餐飯」，身上贅肉只會多，不會少，希望您將來不會因我過胖而強逼我運動就好。
雖然您就是令我發胖的「元兇」，但您關心我的心情，從各種生活細節便可見一斑，
在此衷心感謝您。雖然開學後，與您聊天的時間也少了，不過我一定會照顧好自己身體，
不再叫您憂心。
女兒
嘉瑤上

6A 李宛螢

爸媽：

              放下會考放榜的緊張，終於順利原校升上
中六。開學已十多天，但八月放榜當日，你們難以掩蓋的喜悅與欣
慰的樣子仍歷歷在目，你們苦口婆心的訓勉仍猶在耳邊。
開學不久，我頓感預科課程的艱深，對前路、大學選科的徬徨，以及作為
「末代高考生」的壓力。深知你們對我的寄望，看著你們興奮地向親朋好友稱讚，我是
		 一個不用讓你們擔心的孩子，我知道我是你們的驕傲，是你們的期望，是你們的欣
慰。因而不禁漸漸擔心及倍感壓力，反問自己：「我真的可以嗎？」
我無法給予自己一個肯定。但我知道，你們的支持是我最大的信心，成為
我的原動力。就像你們伴我走過十七年的寒暑，由兒時牙牙學語的我，
一步一步走到現在，你們一直的扶持，使我渡過生命每一道難關。
是你們的愛成就了現在的我，謝謝你們！
			

「我真的可以嗎？」我相信真正的答案是由你們告訴我，告訴
我，我可以做得到！你們將是我最大的後盾，我最大的支持。
女兒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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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剪影

2010年8月 「薪火相傳：中華文化探索與承傳」國民教育交流計劃
上海世博 滬港雙城文化及長三角規劃與發展之旅

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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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新生輔導日

2010年8月

中一新生適應周

校園生活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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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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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

開學禮

2010年9月

班長會

校園生活剪影

2010年9月

傑出運動員早會

2010年9月

2010年10月

升旗禮

領袖生訓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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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活動回顧

親子活動
2010年8月 暑期親子義工計劃
2010年9月 冰皮月餅製作班

家長講座
2010年7月 中一新生家長分享會

家長積極參與田中活動
2010年7月 家長委員出席學校周年聚餐
2010年9月 家長義工感謝日

親子活動
2010年8月
暑期親子義工計劃

2010年9月
冰皮月餅製作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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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活動回顧

2010年9月
冰皮月餅製作班

家長講座
2010年7月
中一新生家長分享會

家長積極參與田中活動
2010年7月
家長委員出席學校周年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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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活動回顧

2010年9月
家長義工感謝日

財政報告（截至2010年9月30日）
1. 家長教師會銀行戶口結餘：$41,722.40
（包括上屆家長教師會銀行戶口結餘$34,069.2）
* 本年度總收入：（包括2009至2010年度會員費收入$21,040）：$30,368.40
* 本年度總支出：$22,715.20
* 本年度結餘：$7,653.20
2.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資助結餘：$21,381.90（截至2010年9月30日）

未來動向
• 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選舉
•《和「孩」共處》家長講座
• 第三屆家長校董選舉
• 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2010年10月11日
2010年10月23日（星期六下午）
2010年11月15日
2010年11月19日

《橋》及《家長教師會通訊》徵稿
家教會刊物《橋》每年出版三期，藉此加強家校的溝通和聯繫。第二十三期將於
2011年2月出版。此外，第十二期《家長教師會通訊》將於2010年11月出版，內容以報導
本會活動及會務為主。現誠邀各執委會會員及家長投稿，分享參與活動的感受或教育子女
的經驗和心得。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2673 1778，與鍾燕萍老師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