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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主題：遠近相瞻知世事，上下求索築夢想

校園篇 阮邦耀校長
	 時光匆匆，轉眼間已到了下學期。本年度同學參與不同類型比賽，成績理想：男子甲組籃球隊勇奪本年度學界冠
軍；中五級古澤彥、陳浩昇和陶振明同學於香港機械人比賽中榮獲冠軍，並代表香港到阿布扎比參與世界性比賽；中
三級黎咏媛同學參與北區優秀學生選舉，獲得冠軍；中五級葉啟文同學於學友社「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中，憑卓越
領導才能獲選為「傑出中學生領袖」。因他的成功，使田中成為全港唯一一間連續兩年有學生獲得此獎的學校。
	 從我校同學眾多出色表現來看，總的來說，我認為他們的成功，是有賴於四個「敢於」、一個「放下」——敢於
認識自我、敢於夢想、敢於嘗試、敢於拼搏、懂得放下。綜觀上述例子，同學獲獎實屬不易，其拼勁亦為同學楷模。
可是大家千萬不要忽略過程，同學於其中學懂如何不斷認識自我，瞭解個人特質，繼而確立人生目標及夢想，加上敢
於嘗試，為圓夢而拼搏，凡此種種皆為其成功之道。不過，在拼搏過程中，同學必須學會一件事，就是「放下」。容
我以本校男子甲組籃球隊作例，他們連年參賽亦無緣冠軍，縱使有一年雙方勢均力敵，可惜最後仍然落敗。但是，籃球
隊多位同學沒有氣餒，反而屢敗屢戰，加倍鍛煉，因而愈戰愈勇，終於在最近一屆比賽中勇奪冠軍。我希望同學明白，
在追求夢想的過程中，從來沒有人能夠戰無不克，故此，我們必須學習如何放下失敗，總結經驗，然後重新出發。
	 多年前，曾聞一位同工說了一個關於跳蚤的故事。故事是這樣的：有一個人將一群跳蚤放進一個玻璃瓶，再於瓶
口蓋上一片透明玻璃。想必大家也知道，跳蚤理應一下子便能輕易跳離玻璃瓶。然而玻璃片的存在，正是一道滅絕牠
們逃離機會的堅固防線。牠們不停向上跳，最後也只是一個接一個地掉下來。久而久之，牠們已臣服於玻璃片下。即
使那人移走玻璃片，那些跳蚤全都跳不出去，因為牠們躍起的高度，已經永遠無法超越那片透明玻璃了。在現實中，

(節錄自2012年6月1日早會演講辭)
*特此鳴謝4C羅亦成同學、4D吳進明同學及徐德華同學協助整理文稿)

我們每人頭上不也存在著一塊玻璃片嗎?遺憾的是，並非每一位也能跳離那
一片薄薄的玻璃。許多時候，我們也不能戰勝恐懼，放膽跳出去。我們會害
怕受傷，害怕撞上玻璃片後的痛楚，於是不敢再跳。我深信田中同學是有能
力跳出玻璃瓶的，我們要做的，是竭盡所能，盡全力把自己頭上那片玻璃撞
開，克服這個障礙。而敢於認識自我、敢於夢想、敢於嘗試、敢於拼搏、失
敗時知曉放下，這五項正正是突破障礙的基本元素。
	 最後，我以兩段由蘋果公司已故創辦人喬布斯所說的話作結。1985年，
他被趕離了自己一手創立的公司，可他只是心平氣和地說：「我是我所知道
的人當中，唯一一個在一年內敗掉2.5億美金的人，這事對我的成長產生了關
鍵作用。」他沒有因害怕失意而放棄追夢，反之不斷反思，找出自己的問題
所在，再重拾信心邁步前去。這正是我們需要學會的。「你的時間有限，所
以不要為別人而活，不要被教條所限，不要活在別人的觀念裡，不要被其他
人的意見左右自己，忽視自己的真正想法。最重要的是，鼓起勇氣，跟隨你
的心靈與直覺，只有這樣，你才知道你想成為怎樣的人。」祝願同學能繼續
努力，衝破障礙，達成夢想。

學懂放下  敢於追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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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及「頭痛」二字，最近芸芸公眾人物之中，哪個最頭痛？曾鈺成？因為被長毛他們拉布拉得頭痛。
梁振英？因為又有新一輪拉布正在等着他的五司十四局，令他不能兌現選舉承諾。但我卻認為天主教教廷
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可能會是其中一個很頭痛的人。
	 教廷最近爆出了一宗醜聞，上星期六梵蒂岡警方拘捕了教宗的管家——加布里埃萊。他被控洩露教宗
的機密文件給一名意大利資深記者，而這名記者則將這些機密文件於他最近出版的新書中公諸於世。這些
機密包括教廷銀行帳戶不清、一些梵蒂岡市政大型工程建設可能涉及貪污、甚至更嚴重的是羅馬教廷中涉
及高層權力鬥爭的內幕。現今加布里埃萊準備受審，若罪名成立，他可能會遭受三十年監禁的懲罰，意味
着這位今年只有四十六歲的管家，若罪名成立，他的下半生都會在監獄中渡過。
	 這個不稱職管家令我想起另一個管家——胡汝昌。胡汝昌在歷史上雖然不見經傳，不過，他服侍的老
闆，是人所共知的國父孫中山先生。
	 胡汝昌曾任孫先生的私人秘書，中華民國成立後，孫先生當上臨時大總統，胡汝昌不願做官。孫先生
於是將他分派到澳門孫家大宅中當管家。孫先生長年奔走在外，搞革命，建設國家，所以他的家眷都被安排
在澳門居住。胡汝昌的工作，就是照顧孫先生的家眷，包括其兒孫，以及其元配——盧慕貞夫人。
	 盧夫人是一名虔誠基督徒，每星期也會參與教會聚會。而忠心耿耿的胡汝昌每次也會陪同盧夫人出席
教會聚會。耳濡目染下，他也相信了耶穌，參加教會。他熱愛自己的教會，逢星期日早上，他就會禁食、
祈禱，專心參與那天的主日崇拜。他比眾人都要早到達教會，為的就是清潔、整理教堂。整理完畢，就會
到教堂門口迎接參加主日崇拜的弟兄姊妹。崇拜結束，吃過午飯，他就背起一個放滿了傳揚福音單張的布
袋，到街上派發，勸導別人相信耶穌，參加教會。胡汝昌堅持這個習慣，一直到他去世為止。他的行為令
眾人深受感動，亦令眾人欽佩不已。還有一件不為人知的事，胡汝昌早年喪偶，無兒無女，孫先生給予他
一筆金錢，希望助他續弦。誰知胡汝昌將這筆錢捐給教會，發展沿岸漁民的福音工作，為的是讓終日漂泊
為家、終年在外的漁民也能夠聽到福音。
	 顯而易見，胡汝昌是一位十分忠心的基督徒。兩個管家，最大的分別是，一個忠於自己的職份、努力
做好每項工作。反之，另一個則出賣自己的工作、沒有盡自己的本份。《聖經》內有句說話：「所求於管
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忠心、忠於本份就是一個管家最需要具備的基本條件。能做好這一項條件，眾人
就會將稱讚、榮耀歸之。
	 做好本份，套在我們身上會如何？其實，我們每一個人也是管家。我們赤手來到這個世界，最後空手
離開。我們今天所擁有的能力，都是上天賜予和托管在我們身上的。我們善用擁有的能力，這就是克盡本
份。作為學生，大家盡了自己的本份了嗎？有否為課堂作好預備？有否上好每一節課？上課時有否留心聽
講？回家後有否主動溫習、做好功課？有否盡力應付每次測考？有否修身、培養自己的品格？作為田中學
生，有否愛護和服務學校？作為同學，有否關心你身邊的朋友和同學？作為家庭成員，有否孝敬父母，關
心家人？作為香港公民，有否關心香港，盡自己的義務和責任？作為中國國民，有否關心祖國的前途和發
展？在歐債危機影響之下，我們國家的經濟會變成如何？有否胸懷家國，放眼世界？
	 一個普通人，看似難以完成以上所有要求。可是細心想想，哪項不是我們的本份？作為學生、作為家
庭成員、作為公民、作為國民，這些都是基本責任。「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你有沒有盡忠履
行自己的本份？只要每一個人都做好自己的本份，這個世界就會變得美好。
	 聖經裡有另一句說話：「沒有異象，民就放肆。」意思是人如果沒有理想，人生就會失去方向，生活
就會變得毫無條理，我們就會因此而變得放肆。學校一直鼓勵同學要尋夢、築夢、圓夢，因為夢是推動同
學前進的動力。反之，我們的生活若失去夢想、失去方向，我們就會變得放肆。同學的生活為什麼會一塌
糊塗？就是因為生活欠缺重心和方向，歸根究柢，也是因為沒有夢想。我們希望，各位同學在自己夢想的
帶領下，好好整理生活、盡自己的本份，然後可和自己所愛的人，享受自己所創造出來的成果。

(節錄自2012年5月29日早會演講辭)
*特此鳴謝4D劉嘉敏同學協助整理文稿

兩個管家 葉深銘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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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推廣組

《陪孩子走過高中三年》
作者：劉稱蓮

上述內容轉載自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2577975&ref=cms

好
書
推
介

	 在鋪天蓋地的家庭教育類圖書中，這一定是不一樣的那一本。

	 這是一本家長用心寫給家長的書，沒有居高臨下的指點，也沒

有千篇一律的空話，有的只是源自真實生活的點點滴滴：媽媽發

起的「廚房悄悄話」，爸爸建立的「流動小信箱」，還有「衝動

的流星雨」和「獨特的成人禮」......從每件小事中折射出來的教育

智慧，更使我們動容、思考。媽媽「隨意」散放的報刊、爸爸「刻

意」設計的擁抱，父母深沉的愛轉化成教養的智慧，書中每一處都

盛放著可以共用的經驗和反思。

	 一個人學業優秀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孩子能愛父母、愛世

界、愛自己。他謙遜、自信，你能相信他做成想做的事，他的未來不可限量。	

	 天下有多少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奢望自己的孩子做得頂天立地的棟樑，最好事事搶

先，樣樣過人，才心滿意足。父母的欲望有多深，孩子便有多累，所謂成功不僅僅只是金榜提

名，更重要的是讓孩子成為他想成為的樣子。

內容簡介
	 高中三年，對孩子是一種磨煉，對家長也是一個考驗。這個階段的孩子總是問題頻出，這個

階段的親子矛盾也總是不斷升級。家長往往只看到孩子厭倦學習、叛逆衝動、沉迷網路，卻看不

到處於青春期的孩子面對自身成長和學習環境雙重壓力的無助；只數落孩子的種種「不是」，卻

無法體會孩子既想改變自我，又無法擺脫家長一貫評價的深深糾結；只抱怨自己每天對孩子學習

情況的關懷總是換來孩子的反感，卻不知道自己的喋喋不休讓本已疲憊不堪的孩子雪上加霜。	

	 其實，孩子高中三年的成長如何，關鍵要看家長如何做。《陪孩子走過高中三年》作者不

僅是一位優秀的老師，更是一位智慧的媽媽，她為女兒精心設計，卻又不留痕跡，讓女兒全面發

展，在高中三年綜合成績一路上升，最後被北京大學和香港大學兩所名校同時錄取。						

	 翻開本書，看這位智慧媽媽如何為孩子「鬆綁」，幫孩子「透氣」，陪孩子順利度過高中三

年。

	 全書分為「前言」、「學習篇」和「心理篇」三部份。「學習篇」的標題為「做孩子登頂階

段的得力助手」，其中作者分享了十一種的方法，如「打造一個書香門第」、「文理分科，家長

只做參謀和助手」、「提前訂計劃，學習效率高」、「最好的學習方法是勤奮」等。最後「心理

篇」	講述父母如何「做孩子心靈花園的好園丁」。



English Campus Promotion Unit
Ms Wendy Lau

Singapore Study Tour    4D Lam Tsz Sum

I joined the English Study Tour to Singapore during the Easter holidays. This was my third time 
going to Singapore. At the beginning, I thought it would be the same as what I had done before. But 
after this trip, it changed my mind. I had some special experiences that I could not find in my previous 
travel tours. 

Besides visiting different tourist spots, we had an opportunity to visit a Singapore Secondary 
School —— Seng Kang Secondary School. This school has students of different races such as 
Malaysian and Chinese. It is like a miniature ver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We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nd paired up with two buddies. Two friendly boys, Wayne and Fauzi, gave me a tour around 
the school and also shared their school life with me. The school facilities are flawless because there 
are gym rooms, two big basketball courts, a big library and so on. We felt astonished and admired 
them. After touring around the school, we had a chance to join their class. I followed Wayne to join 
his class, which was a Chinese lesson. During the lesson, I was assigned to Wayne’s group and we 
had a competition. I could answer many questions! They also asked me a lot of questions. I thought 
it was a good chance for academic exchange and it was fun experience!

After returning to Hong Kong, we still keep in touch with each other! I think that this was a good 
experience for me to meet different people and learn different cultures, which I couldn’t have learned 
in other travel tours. It was a fantastic experience!

TKPSS Got Talent 2012 
 Students from F.1 to F.3 were once again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show off their talents this year. 
Each class was given two weeks to prepare for a 4-minute skit. And the end result? The audience 
indulged in an array of performances from acting, dancing, singing, or a combination of all three. 1A’s 
“All Talented” combined various parts of One Thing and Up All Night in their singing and dancing 
performance. Meanwhile 2C’s “Street Battle” combined a blend of singing and playing I’m Yours 
by Jason Mraz on an acoustic guitar to dancing to songs from Ciara and Britney Spears in their 
performance about helping others.

The F.1 champion 1D 
performed a play called 
“The Robbery”, where a pair 
of robbers mistakenly robbed a 
library, instead of a bank.

2E performed a scene 
from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the scene and their 
presentation amazed both 
the adjudicators and the 
audience and hence won 
them 1st place for F.2.

Students from 
all junior forms 
cheered on 
their friends 
and classmates 
during the F.3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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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ptain of 5C
Wong Ching Wun

2011-2012 Form 5 Inter-class Debate Competition
 The Form 5 Inter-class Debate Competition proved to be a great success! This year, the 
affirmative side 5C argued with the negative side 5D on the motion of ‘that Hong Kong is taking care 
of its cultural heritage’. Exciting atmosphere overwhelmed the hall and students were fascinated by 
the spectacular debate performance. Our students not only found the event enjoyable but also gained 
valuable experience. Congratulations to the champion, 5D and the best debater, 5D (2) Chan Mei Yu. 

The Best Debater
5D Chan Mei Yu

First Speaker of 5D
Chan Kai Chung

F.1 Drama Competition
 The form 1 students took part in an interclass drama competition. Students read, adapted and 
wrote a script based on C.S. Lewis’ novel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 Students created their own original characters and integrated their own innovated plot 
twists to create a unique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rnia story. 

NESTA-SCMP interschool Debate
 Students took part in the NESTA-SCMP inter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 These young students 
competed with schools all across Hong Kong.  
 It is deeply encouraging to see our young debaters take part in the NESTA Debating competition 
this year. This year was their first year debating, and they did extremely well. Their performance was 
very promising and exhibited a lot of dedication and determination. Their future in debating is very 
promising.  
 The senior form students took part in a debate as part of a youth economic conference.

Sisi Lui 
giving her 
arguments, 
competing 
against 
St. Francis 
of Assisi

Elmer Chan presents 
his passionate point 
of information at the 
2012 Hong Kong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Youth 
Conference Debate. 

1B students working together as they 
write their original scripts

Mr. Beaver searches 
for danger in the 
back while Lucy 
Susan and Peter take 
a rest after a long 
day of being chased 
by the White 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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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藝術科技文化考察之旅   2012年 3月

紹興文化考察之旅    2012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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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學習之旅    2012年 4月

新加坡英語遊學團    2012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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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年 學 術 講 座     2012年 4月

校 園 建 設 日     2012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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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明軒、至勵社）畢業典禮    2012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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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又來臨了，究竟如何協助子女善用時間，令他們過得充實而愉快呢？	
	 如果你的孩子想做的事情太多，可是暑假的時間確實有限，擅長時間管理的
台大呂宗昕教授曾在報刊提及，孩子可能正在與時間賽跑，卻一直遠遠的落在時間
之後；他深深感受到時間的壓力，一直在緊張的生活中尋找喘息的機會。呂教授建
議，家長可以根據以下的方式，協助子女進行時間管理：

	 一、	凡事須判斷輕重緩急：每人一天都只有二十四小時，一天內無法做完所有
	 	 想做的事。在有限的時間裡，只能選擇部分自己想做的事情。選擇的前提
	 	 在於判斷及分析各件事的輕重緩急。分析之後，必須適當的加以取捨，讓	
	 	 自己在有限的生命中，完成對自己及社會最有意義的事。

	 二、清楚決定優先順序：我們無法同時進行十件事，十件事於十個不同時段進	
	 	 行，也需要明確的決定工作進行的優次。做事的優次，不是依照個人的愛	
	 	 惡而決定，而是依事情本身的重要程度而決定。

	 三、	有限時間須適當分配：時間是最寶貴的資源，也是最有限的資源。由於時
	 	 間無法累積，也無法儲存，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妥善分配時間。對於最
	 	 重要的事，要分配給它最好的時間；對於最不重要的事，應該沒有分配時
	 	 間的權利。

	 四、	做事前須事先詳細規畫：生活會變得混亂，不是因為事情太多，而是事情
	 	 的進行不在正常的軌道上運行。只要回歸到正常軌道上，事情再繁雜，也
	 	 會井然有序。凡事只要先妥善計畫安排，思考進行的先後步驟，生活自然
	 	 會變得輕鬆愉快。

	 如果你的孩子尚未開始規劃暑假的生活安排，可以考慮採用呂教授的建
議——「三分法則」，也就是將時間切割成三等分，讓孩子有效安排暑假的生活。

	 一、	三分一的時間從事休閒活動，調劑身心，讓孩子生活取得平衡。多鼓勵孩	
	 	 子運動，運動能增加體力、讓頭腦靈活。

	 二、	另外三分一的時間讓孩子幫忙做家事，讓他利用假期養成自行整理房間及
	 	 幫忙做家事的習慣，這也是自我照顧能力的培養。

	 三、	還有三分一的時間，請孩子加強複習學習上較弱的科目，並找出上學年考
	 	 卷，針對不會的題目徹底檢討，以追上落後的學習進度。

	 最後，當你認為孩子懂得要領，慢慢走上軌道，要試著放手讓他們主宰自己
的時間，養成自主管理時間的能力。

資料來源：國語日報 家庭版(2006/02/23)、康健雜誌 113期

駐校社工  姜凱恩姑娘

學習時間管理，由暑假開始學習時間管理，由暑假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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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前，我們參加了由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舉辦的「家長教師會幹事培訓」課
程，雖說只是抽出四個晚上的時間上課，但也要考慮周詳，因我們都是家裡的CEO呢！
我們可以學習之餘，更可為田中取得家長教師會的Q嘜証書，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呢！

	 四晚課程各有不同的主題：「會務運作簡介」、「財務運作」、「溝通與協調技
巧」和「工作坊」。是次課程真的非常實用，提到在家教會內經常發生的問題之解決方
法、在財務上要注意的事項......課程中有多位資深講者、其他學校的家教會團隊跟學員分
享經驗，他們風趣幽默，令課堂不曾有悶場，尤其是最後一節課程——「工作坊」，
所有學員以分組討論的形式，了解到其他學校家教會內曾經遇上的問題，以及不同的處理
方式，正如講師所言：「每個問題最少有三種解決方法」，我們真是獲益良多。

	 仔細想想，我們在是次課堂中學到的知識，特別是溝通技巧，不單可用在家教會
內，也可套用在日常生活中，對於做人處世也有很大幫助。

	 祈望未來有更多參與此類培訓班的機會，令我們可以學習更多知識，幫助家教會發
展得更完善。最後在此感謝芷雯提供是次課程的資料。

一次學習經歷
周淑娟女士、鄭美娟女士、庾翠蘭女士、黃雪卿女士、劉偉蘭女士

	 一年一度的黃昏燒烤已經圓滿結束，今年不單是我第一次參與，更被其他委員推
選為是次活動負責人之一，但實在只是掛名形式，因為大部份工作有其他委員分擔，
尤其是劉主席，她做的功夫比我要多好幾倍。雖然如此，我仍盡我所能，盡量出席每
次的會議，完成負責的工作。

	 終於到了活動當天，因為忙於公司的工作，我差不多晚上六時半才到達學校，只
見在場已經有很多家長委員及義工在埋頭苦幹，真有些過意不去。於是我連忙開始投
入工作，剛好碰見女兒，便抓住她幫忙。此時，到來參加燒烤的家長們亦魚貫入場。
當天參加的人數甚多，反應非常熱烈，參加的家長先在禮堂聽畢新高中選科的講座
後，就來到燒烤場地享受美味的燒烤晚餐，我們準備了八個燒烤爐，只見座無虛席。
當晚除了有燒烤之外，還有其他美味的熟食和飲品，如蕃薯、魚肉燒賣、墨魚丸及西
冷紅茶等，大家一邊享用美食，一邊跟老師及其他家長討論高中的選科心得及策略。
當晚的壓軸好戲，就是抽獎環節。雖說抽獎，不過為求盡興，當然是「人人有份，永
不落空」！我相信當晚到來參加的家長及同學都一定盡興而歸，因為一個晚上就能夠
得到了數種享受，確實是非一般的晚會呢！

	 我很高興有幸參與這次黃昏燒烤，將來再有同類的活動，亦樂意作出無限的支
持。

第一次參與黃昏燒烤
Alex Wong

家
長
來
稿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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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活
動
回
顧

2012年2月	 TIRAMISU	製作班
	 暨教導子女心得分享
2012年3月	 黃昏燒烤

親子活動

     親子活動

2012年2月

TIRAMISU 製作班暨
教導子女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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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	 	 小五、六家長簡介會／
	 	 適應田中生活	
2012年5月	 	 敬師日

家長積極參與田中活動

家長講座及活動
2012年3月	 	 家長教育講座之不再迷「網」
2012年1月至3月	 家長排排舞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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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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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 

黃昏燒烤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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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活
動
回
顧

   家長講座及活動

2012年3月

家長教育講座之不再迷「網」

2012年4月

小五、六家長簡介會／適應田中生活

         家長積極參與田中活動

2012年5月

敬師日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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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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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2012年5月

敬師日午宴



財政報告 （截至2012年5月31日）
1.  家長教師會銀行戶口結餘：$68,091.10
 （包括上屆家長教師會銀行戶口結餘 $44,635.00）         
 •本年度總收入（包括2011至2012年度會員費收入 $21,460.00）   
   ：$38,587.70
 •本年度總支出 ：$15,131.60
 •本年度結餘 ：$23,456.10
2.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資助結餘：$22,338.30（截至2012年5月31日）

未來動向
買賣舊書活動                  2012年7月14日
新中一家長分享會                          2012年7月17日

家教會刊物《橋》每年出版三期，藉此加強家校的溝通和聯繫。
第二十八期將於2012年10月出版。此外，第十四期《家長教師會通訊》

將於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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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橋》及《家長教師會通訊》徵稿

2012年5月

敬師日午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