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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主禮嘉賓講辭
Supervisor Tin Wing-sin, Principal Chan Yee-hon, distinguished guests,
teachers, parents and students, first, I would like to thank Principal Chan
for inviting me here to share the sense of joy and achievement on this happy
occasion.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students, parents and teachers. I know that
students at Tin Ka Ping Secondary School enjoy a well-rounded, quality
education and enriching learning experience in a warm and supportive
campus environment. The School has a vision to nurture students to become
“ambassadors of Chinese culture, citizens with a global outlook, and
leaders of tomorrow”. Students are guided to develop their potential and
become “lifelong learners with sound values and good habits”. You are
very lucky to be students of this School.

香港都會大學校長
林群聲教授

Taking part in this ceremony reminds me of my own secondary school days
some 40 years ago. I made many friends, and many of us became lifelong friends. Our friendship developed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preparing for public examinations together. That
relationship is unique and valuable. So treasure your friendship and stay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At my school, our teachers had a very strong influence on us. They were all great teachers. I don’t mean
that they were all good at helping us pass examinations; but they were all special, and we all respected them,
even more so after we graduated. So say thank you to your teachers and get their WhatsApp numbers if you
haven’t already done so.
Forty years on, I hope that the important culture in all “good” schools I just described has not changed. Of
course, I know that many things have changed, and we must adapt to these changes. To cite just one example:
About 10 years ago, a survey conducted at a university in the US was designed to find out how students spend
their time in a typical day. The students were asked to indicate the amount of time they allocated to various
activities, including sleeping, watching television, listening to music, surfing the internet, using their mobile
phone, in class, eating, working, studying, and so forth. As you can imagine, the results were very interesting
and revealing. Today, I would like to concentrate on just one aspect of this survey.
When I added up all the time allocated to the activities in a day in the US survey, it came to 29 hours. Clearly,
the students were doing several things at a time. For example, they could be eating, surfing the net, listening to
music and watching television at the same time. They were multitasking and online most of the time.
One thing is clear – we live in a “Digital Age”. The vast amount of information that is available, particularly
online, is one issue that we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Here we face several challenges. The first challenge
is “where to get accurate information”. Today, we get most our information from the internet. Very few
of us get information from verified or verifiable sources, and certainly not peer-reviewed academic journals.
Unfortunately, there is a lot of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that is not “verified” or simply wrong. So the

second challenge is “how to handle misinformation”. There are many examples to demonstrate that much of
the information in the public domain and many of our “common beliefs” are simply not true.
Let me give you a very simple example, which is related to my research area. Very often, we hear “experts”
on television news or in the newspaper say that because the concentration of a toxic chemical in our food, say
fish, exceeds the “safe level”, known as tolerable daily intake, we will be poisoned, get cancer, and so forth, if
we eat the fish. The truth is that “tolerable daily intake is the maximum amount of a substance in the air, food
or drinking water that can be taken in every day over a person’s lifetime without incurring an appreciable risk
to health”. It is therefore very important that we make sure that the information we obtain and use is accurate.
But even if the information is accurate, we still have the challenge of interpreting the information appropriately.
I believe the way to achieve that is to examine the facts with an open mind and consider objectively both sides
of an argument. This sounds logical and simple, but many of the problems we face today stem from us adopting
a different approach. We tend to formulate a conclusion first and then look for “evidence” to substantiate
our beliefs. In this “information age”, we can always find enough “evidence” to substantiate our belief,
even though it may be unbelievable, illogical or just simply wrong. Perhaps a good education will help us make
sound judgements and good decisions.
Another message I have for the graduating class is that if you work hard and pursue your dreams, you will
succeed. Certainly not all of us can be rich, famous and successful. But every one of us can be happy and
contented, and live a meaningful life. Whether you are rich, famous or successful is a judgement to be made
by other people. Whether you are happy and contented, and live a meaningful life is something you can judge
for yourself. And if we can bring happiness and a sense of satisfaction to other people and help them live a
meaningful life, we will have reached another level.
On a final note,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all the graduating students, your parents and family members who
have supported you all the way, and your teachers for helping you on this journey.
Good luck and thank you.

林群聲教授簡介

林群聲教授為香港都會大學校長及環境化學講座教授。

林教授於1979至1984年就讀於香港大學，取得學士及碩士學位；並於1984年獲英聯邦獎學金赴英國
深造，在謝菲爾德大學修讀博士學位。及後林教授於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並於1988年加
入香港城市理工學院擔任講師一職。其後，他在多所大學工作，包括香港中文大學（1990-1992）和澳
洲維多利亞科技大學（1992-1994）。他在1994年再次回到香港城市大學化學系（前生物及化學系）工
作。

林教授是香港高等教育界的先驅，在學術發展及大學行政管理方面具豐富經驗。加入都大前，林教
授為香港城市大學特別項目總監，並身兼胡梁子慧教授（理學）及化學系講座教授。自1994年起，他在
城大先後擔任其他要職，包括署理副校長（本科教育）、副校長（學生事務）、秘書長及海洋污染國家
重點實驗室主任。

身為環境化學、生態毒理學，以及環境風險評估領域的傑出學者及專家，林教授的學術成就超卓，
他在生態學和環境評估的研究成果尤其突出，提升了公眾的保護環境意識。此外，林教授先後於2011
年、2012年及2019年三度獲國家教育部頒發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參與公共事務方面，林教授現時擔任認可諮詢委員會主席、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創新及
科技局「傑出創科學人計劃」會員及土地共享先導計劃─顧問小組會員。他曾任環境諮詢委員會主席
(2010-2016)，並分別於 2008 年及 2014 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太平紳士及銀紫荊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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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感言：學年工作回顧
陳雨瀚校長

這一學年——感恩

感恩 ，是我在本學年的最大的感受。

2021-2022學年是充滿挑戰性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在這一年裡反反覆覆。學生的課堂亦在實體課與網
課、半日課與全日課中交替進行。

回想九月份本學年開始時，同學們雀躍地重回校園，儘管只是半天的實體課，一切尚算順利。到十月中
旬，我們更爭取了回復全日實體課，至12月聖誕假期前的這兩個月裡，校園處處增添了許多朝氣，在午膳
時的小食部、放學後的球場等地方，都能聽到同學們的歡笑聲。各式各樣的聯課活動、課後提升班、功課輔
導班也陸續恢復。我們甚至在十一月在海洋公園裡享受了久違的全校旅行，而去年停辦的聖誕班際歌唱比賽
亦得以在十二月舉行。同學們總算能更多經歷和享受校園生活。
然而，好景不常，聖誕假期後，香港爆發第五波疫症。一月份的上學期考試也是在疫情的陰霾下完成。
為配合政府防疫措施及減少人群聚集，全港學校更在三、四月份放了一個「防疫特別假期」。期間，不幸地
有多名同工及學生相繼染疫、入院或被隔離。

好不容易，在第五波疫症稍為緩和下，我們在五月份能再重回校園，進行半天實體課，並於六月初恢
復全日面授課。在此要感謝醫護人員的盡力、全體師生齊心接受疫苗接種，共同抗疫，才能達成。考試過
後，已近八月，我們即將迎來短暫的暑假，師生們可稍事休息，重新得力以迎接新學年。回顧過去一年，
無盡感恩。
感恩，縱有不少同工及學生染疫，他們都康復無恙！

感恩，縱有同學們上網課遇上困難，尤其是身處內地的跨境同學，他們都不放棄學習！
感恩，縱有同工們因疫情而需付上額外的辛勞，他們都能堅守崗位！
感恩，縱有疫症帶來的艱難，我們得以被磨練，變得更堅強！

這一學年——學校自評

另外，今年也是學校的自評年。學校的自評工作，每三至四年進行一次。透過「學校持分者問卷」、
「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APASO）等工具向學校各持分者，包括老師、家長及學生等收集重要的、
客觀的及可比的意見，讓我們能檢視學校各方面的工作成效、學生的學習及成長，從而訂定學校未來三年的
發展計劃。
經歷過去兩年多的抗疫戰，我們經歷長時期的網課。老師的教學效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學生的學習亦
很視乎其主動性及自律性。長時間的網課有時確實會令人難以專注，老師亦較難察覺學生的學習差異，部分
學生可能因而滯後。加上欠缺適當的社交和運動，學生身心發展自然受到影響。因此，我們經過整理及討論
各持分者的意見後，擬定學校未來的三年計劃，會特別針對學生在學習、社交及情緒上的支援，我們將朝着
以下兩方面着力發展：
1. 教導學生自我管理
2. 建立學生積極正面的人生觀
抗疫之路漫長，同學們當自強，要有持久作戰的準備。最理想的方法，當然是無論情況如何，學生們都
正面、積極地面對，努力掌握有效的學習方法，懂得管理好自己的時間，定下奮鬥目標，並實踐自主學習。
這幾年，學校一再強調自主學習的重要性，其關鍵之處就是同學們是否有回應及持之以恆！當同學們都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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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掌握學習方法、建立自學習慣、適時檢討自己的學習情況，並堅持不懈，這才算是成功的自主學習，
亦是同學們往後在人生不同階段都需具備的能力。
我喜見今年「數碼自學室」(SDL Room) 啟用後，有不少同學課後到SDL Room自修。文憑試期間，
中六級同學更主動向學校要求回校溫習。期望田中每一位學生都具備「自主學習」的精神。學校會繼續優化
設施及投放資源，務求提供有利條件讓學生自學。當中包括圖書館的翻新工程，增添館藏和電子書，為同學
提供一個更舒適的閱讀環境。另外，我們更會建設校本的網上學習平台，為同學提供豐富網上自學材料。
至於「建立學生積極正面的人生觀」方面，我們期望能提升學生們的抗逆力，以積極樂觀的態度面對逆
境，克服困難。透過參加義工服務，讓同學發揮所長，開闊眼界，並學習感恩和珍惜的意義，明白「施比受
更為有福」的道理。透過舉行各類社際及班際活動和比賽，讓不同才能的同學能一展所長，並藉此建立班團
及提升對學校的歸屬感。
在擬定學校的發展計劃時，我們一眾同工一直朝着田中的辦學願景和夢想而努力：

成就優質全人教育
塑造明日公民領袖
暑假將至，希望大家都能立定心志，好好分配時間，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維持作息有序的生活！
在此，祝願大家身心健康、喜樂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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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大事記要
2021年9月

▨ 本年度學校周年主題為：「學貴自得 和衷共濟」(Effective Learners, Supportive Cheerers)，期
望同學能培養出自主學習的態度、建立良好的自學習慣及掌握有效的學習策略。此外，我們更願見學生
懂得關愛別人，在困難的時候彼此同心，共渡難關。
▨ 「數碼自學室」正式啟用。
▨ 舉行學生會及四社選舉。

▨ 新一屆學生會順利誕生，本年度續以內閣形式進行競選，投票氣氛熱烈。本屆學生會會長為
「Blossom」內閣5C班李凱盈同學。
▨ 經面試及慎重考慮，5B班周慧敏同學獲選為新一屆總領袖生。
▨ 舉行英語日（一）。

▨ 舉辦中一生活紀律訓練日營三天，讓中一同學適應田中生活。

▨ 舉辦基礎領袖技巧訓練工作坊，培訓各學生組織的領袖及幹事。
▨ 文學科文集《青溪集》出版。

2021年10月

▨ 舉辦英語日（二）。

▨ 家長教師會刊物《橋》第49期出版。

▨ 舉行《學海無「捱」》網上家長講座。
▨ 恢復全日實體課，演閱時段開展。

▨ 舉行本年度第一次教職員專業進修日。
▨ 中文科舉辦初中朗誦技巧班。

2021年11月

▨ 參加第73屆校際朗誦節 (中文及英文組) 各項比賽。因疫情緣故，各項比賽以「錄影模式」進行。
▨ 舉行本年度第一次學生會會員大會。

▨ 第二十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成立，由曦恩閣任玉娟女士擔任家教會主席。
▨ 舉行家教會會員大會。
▨ 舉辦英語日（三）。

▨ 《田家炳中學家長教師會通訊》第23期出版。

▨ 舉行每年一度「田家炳博士中華文化獎勵計劃暨薪火相傳禮」，並邀得前明報社長室行政秘書楊興安博
士光臨主持專題演講「金庸筆下的父子情」。
▨ 中一級社成立典禮，級社名為「熠」。

▨ 舉辦北區小學宣介活動，向北區家長及應屆小五、六學生介紹學校情況。
▨ 舉行中三家長高中選科講座。
▨ 舉行中六家長大學選科講座。

▨ 舉行校長學生座談會，邀請學生領袖及各班代表出席，於學校小食部進行。校方亦因應學生的需要作出
各項跟進措施。
▨ 舉辦中一級班會職員暨組長訓練，培訓中一小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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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行校友重聚日及校友會幹事選舉，由至晴社校友劉景行先生領導的內閣當選。
▨ 中六學生參加學友社模擬試。

2021年12月

▨ 舉行田中網上資訊日，以直播形式進行，由陳雨瀚校長及四位副校長主講及回答家長升中的提問。
▨ 特別為宣介而建立的新網頁及拍攝校園環境的短片，作為宣傳本校之途徑。

▨ 進行班級氣氛觀感問卷調查，讓學生就屬班的學習氣氛、班團及生活常規等方面自我評核，從而了解班
級經營的成效。學生反應正面。

▨ 舉辦英語日（四）。英語校園推廣組舉行為期五天之「愛心聖誕大行動」，籌得一萬零四百一十五元
正，款項捐助由南華早報及香港電台成立的「愛心聖誕大行動」。
▨ 完成學校的自評工作。使用《學校持分者問卷》及《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套件》（APASO）等工具向
學校各持分者 (老師、家長及學生等) 收集重要的、客觀的及可比的意見，藉以檢視學校各方面的工作
及學生的成長，從而制定學校未來三年的發展計劃。
▨ 陳校長與羅定邦中學校長就學校行政進行交流。

2022年1月

▨ 中文科舉辦初中寫作拔尖班。

▨ 本校教師分別與羅定邦中學及王肇枝中學的教師進行交流。

2022年2月

▨ 舉行Cocoon職學工作坊（一）及（二）。
▨ 舉行職學友導向師友計劃工作坊(一)。
▨ 舉辦英語日（五）。

▨ 「師長每年好介紹21-22」開展。

▨ 中文戲劇學會參加香港學校戲劇節，5A黃焯桐及4C麥俊鋒獲得傑出劇本獎及傑出導演獎；1A王澤衡、
1C林明心、2C呂雅婷、2D黃鎧淇、3A鄭君行、3A王梓澄、3B蕭凱桐獲得傑出演員獎。全體中文戲劇
學會成員獲得傑出影音效果獎及傑出合作獎。

2022年3月

▨ 進行「中華狀元紅」線上決賽活動，本屆狀元為2A龎朝朗。
▨ 家長教師會刊物《橋》第50期出版。

▨ 舉行《高效溝通有助提升親子關係》網上家長講座。
▨ 舉行Cocoon企業挑戰擂台。

▨ 以網上形式，舉行中一自行學位分配計劃面試。
▨ 舉辦英語日（六）。

▨ 舉行Cocoon創新營。

▨ 舉行中四整裝再上路活動。
▨ 舉辦英語日（七）。

▨ 舉行第二次學生會會員大會，由學生領袖及各班代表出席，以網上形式進行。
▨ 以網上形式進行家長日，讓家長了解子女的學習情況。
▨ 3月14日至4月20日為防疫特別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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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

▨ 進行網上實時課堂 (zoom lessons)，停課不停學。

▨ 中文科舉行網上講座「繪本寫作X文憑試寫作」，學生反應正面。

▨ 舉行「國家安全教育」講座，由教育局同工負責，讓同工掌握國安教育的概念，以及如何透過課程推行國
安教育。

2022年5月

▨ 舉行三年一度的教職員退修營，商討未來三年的關注事項。因疫情緣故，本年度退修營改為日營，並於
校園內進行。
▨ 恢復半日實體課。

▨ 舉辦英語日（八）。

2022年6月

▨ 全校師生的疫苗接種率超過90%，6月6日開始恢復全日實體課。
▨ 舉行《家長齊上網》網上家長講座。

▨ 舉行敬師日活動。家長教師會為本校全體教職員工預備了豐富的禮物，藉此向老師表達謝意。
▨ 舉行中六放榜輔導日。

▨ 舉行職學友導向師友計劃工作坊（二）。
▨ 舉行第二十五屆（懿社）畢業典禮。
▨ 舉辦懿社視覺藝術科畢業作品展。

▨ 與香港中文大學協辦「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

2022年7月

▨ 舉行中三級選科輔導日。

▨ 舉行中四及中五級退修講座。

▨ 舉行各項試後活動，包括數學講座加速算比賽、Intercultural Day、中四級護蛋行動、海外升學講
座、大中華升學講座、共創成長路活動、多媒體製作匯演、校園建設日、中史專題活動、同你鬆一
鬆——酒精畫創作講座加工作坊、迪士尼工作坊、M+博物館導賞及工作坊、「人生閃光點」講座、中
華文化親親皮影戲、學生活動日、領袖生培訓、聯課活動匯演、EITP課程、STEM夏令營及各項班會
活動等等，在疫情下讓學生亦有課堂以外的學習。
▨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放榜。

▨ 進行Cocoon初創企業實習。

▨ 舉行「書展」及「我們最喜歡的書本金句選舉」。

▨ 中文科及中國文學科參與由「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的「中國詩人別傳教育劇場計劃」。

2022年8月

▨ 舉行職學友導向師友計劃工作坊。
▨ 大學聯招辦法結果公佈。

▨ 舉行職學迪士尼工作體驗坊。

▨ 為實踐環保教育，珍惜資源，家教會舉辦買賣舊書活動及舊校服轉贈。
▨ 校園建設日。

▨ 本學年度結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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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關注項目工作報告
建立穩固的生活及學習基礎

創造空間 促進自主學習

田中校門旁邊有一棵由創校人田家炳博士親手
栽種的細葉榕，陪伴了幾代田中人的成長，即使在
颱風山竹襲港期間被吹塌，但經過搶救後，又再回
復昔日的翠綠。大樹能夠長得枝繁葉茂，實有賴它
的根部能深入地底深處，根部越穩固，樹幹就能長
得越高，庇蔭更多田中人。

本學年教務委員會關注事項是針對不同學能的
學生需要，為學生創造空間，促進自主學習，藉此
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在去年的基礎上，教務委員會
今年繼續以「自主學習」為關注事項，統整及調控
『測考帶動學習』政策的貫徹情況，各學科檢視各
級測驗和課業的分佈、數量及效能，期望各學科就
調查結果檢視現行的功課政策，為學生創設自學空
間。今年全校中一至中五學生均進行了「學習觀感
問卷」調查，讓各學科進一步掌握學生的功課量及
效能，繼而調節功課數量及課業難度。

植樹若此，育人的道理亦相去不遠。為了協助
學生建立穩固的生活及學習基礎（奠基），期望他
們日後能走向自主之路，學校透過「中一校園適
應計劃」（奠基期），從善用手冊、功課暫緩機制
及有效的時間規劃方面著手，協助新生適應中學的
學習及校園生活。中一級科任老師佈置功課時，會
一併提供建議完成時間，讓中一級同學能掌握當天
所需的時間，好好規劃做功課、溫習和各項生活安
排。班主任亦會適時與同學溝通，了解他們的進度
及遇到的困難，並鼓勵有空間的同學發展個人潛
能，爭取機會參與不同的活動或比賽，豐富自己的
人生，為中學的學習及個人成長，建立穩固的基
礎，成為明日的公民領袖。

有了穩固的基礎，同學日漸茁壯成長，走進社
區，投身社會，表現日漸受到家長及坊眾的認同。
促使學校不斷向前發展的，除了各種行之有效的制度
外，不能忽略的是無論時代如何轉變，田中都引以為
傲的師生情誼——一份穩固的感情基礎。我們的老師
善用不同的機會，融入同學的學習及生活當中，陪伴
學生共同經歷中學生涯的喜與悲，建立了亦師亦友亦
家人之情誼。即使因為疫情的緣故，影響了實體的學
習及相處，但觀乎本年度的《班級氣氛觀感問卷調
查》，同學對班主任的感謝及欣賞之情與往年無異，
更見班主任付出額外的努力及對同學的關愛。有了這
一份堅實的感情基礎，我們有更大的信心，能扶助同
學以更佳的實力及心態面對未來的挑戰。在未來的日
子，我們會透過優化生命教育的課程框架及建立田中
義工服務框架，協助同學在個人經歷、堅毅自信及道
德操守等各方面，有更高的期盼，在建立個人的成就
之餘，亦能擁有更強大的心靈，不畏困難，發展個人
興趣及強項，敢於追求更精彩的人生，同時懂得感恩
珍惜，回饋社會。
門前的細葉榕被重新栽種已近四年，並日漸回
復昔日枝繁葉茂的模樣，深盼我們的同學與大樹一
樣，有了穩固的基礎，能傲然面對迎面而來的風
雨和挑戰，亦不忘回首足下，感謝泥土和雨水的照
拂，同時要牢記，多庇蔭及關顧有需要的人。

為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增加學生的學習誘因，
教務委員會分階段向初、高中成績優異及有進步的
同學頒發表揚狀，並於校務處壁報板張貼有關名
錄，藉此肯定及欣賞同學的努力，並激發其他同學
追求卓越的心志。
學校期望為學生創造空間，讓學生進行自主學
習。故此各學科按照初、高中學生的不同學習需
要，檢視及更新相關政策和措施，並調整測考課業
政策、功課量及課業難度，釋放尖子空間以進行拔
尖及自學活動。此外，為更有效推動自主學習，教
務委員會積極推動各學科製作科本自學教材，為學
生提供適量和有效的自學材料，以電子學習為輔
助，強化學生自學。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本學年同學大部
份時間回校上半天面授課，跨境生則上網上實時課
堂。整體而言，吸收去年經驗，各關注事項均有所
改進。學校將於明年繼續優化今年的計劃，為新學
年做好準備。

建立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1. 本年度自主學習主要工作重點為：
˙ 促進科本自主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
SDL）
˙ 科本教師訓練及教師交流（訓練詳見「教職員
專業發展組」工作報告）
˙ 推行高效協作學習小組（疫情過後執行）

2. 我 們 繼 續 在 中 一 、 中 二 級 三 個 主 要 科 目 （ 中 、
英、數）、綜合科學及地理科中推行自主學習
(SDL)，而其他級別及科目可按個別情況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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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疫情關係，學生需要保持社交距離，教學
時間亦因教育局的規定而縮短，加上在疫情未
減退的情況下，課堂並不適宜以小組討論來進
行，本學年仍未適合以合作學習法 (CCL) 去帶
動SDL，因此我們嘗試以電子教學提升學生自學
的能力，進而提升他們的學習效能。本年度各
科在開展SDL方面尚算滿意，各科均以學生的學
習效能為目標，設計教學，科任老師對培養學
生自學習慣的意識亦較過往提升。另外，我們
已開始檢視學生所需培養的自主學習習慣，希
望在下一個三年計劃中，更好地裝備學生，奠
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3. 本 年 度 自 主 學 習 着 重 訓 練 學 生 建 立 有 效 的 學 習
習慣 (effective learning habits)。本組主席
與副主席透過共同備課節，了解不同學科的教
學重點、難點，從而與科任老師商討如何訓練
學生建立學習習慣，並就
˙ 如何多利用課前預習加強學習效能；及
˙ 如何建立學生的學習習慣
作出建議。
另外，他們亦透過跨學科的聯繫，了解中一、中二
級學生整體學習習慣的現況，從而協調不同學科，
以全校整合的方式建立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4. 本 年 度 自 主 學 習 繼 續 訓 練 學 生 課 前 預 習 的 準
備，並推動具學習框架的預習。大部分同工都
意識到課前預習的重要，並嘗試在課堂中加進
備課元素，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建立課
前預習的習慣。惟對如何令課前預習有效發
揮其作用，同工的掌握略有差異。為此，自
主學習小組會繼續在如何協助學生取得有效
學習回饋 (feedback) 以及發揮學生同儕互助
(seeking help from peers) 兩方面與同工商
討，以提升同工對學生自主學習的訓練。

自學室內設60個獨立自學座位，座位寬敞。每
個座位皆配有插掣和USB等裝置，可配合電腦或平
板電腦的使用。同時，自學室內增設多台固定電腦，
方便學生瀏覽本校圖書館的數碼館藏，以及存取新增
伺服器內各科各級的數碼材料，實踐自主學習。
另外，學生進出自學室必須拍卡登記，拍卡系
統乃本校IT組同工設計，簡單易用，能將學生出
席情況，轉為統計報告，讓學校定期檢視及改善政
策，提升同學自學的效能。

由於現時青少年大多習慣於網上搜尋資訊，因
此將學習材料電子化，並以有系統的方式儲存，大
大方便學生。他們無需再借閱及翻查大量實體參考
資料，並可透過電子材料的「全文檢索功能」，迅
速找到合適的材料，進行學習，相信能大大提升學
習效能。

5. 學 生 在 網 課 的 學 習 習 慣 仍 有 待 改 善 ， 所 以 本 組
與各學科共同備課時，多以幫助學生整頓網上
學習為討論的重點。本年各科在開展SDL方面仍
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為目標來設計教學，推

數碼自學室

動科任老師培養學生自學的習慣。

創建「數碼自學室」
為培養及加強同學的自學能力，學校成功申
請，並獲得教育局及「優質教育基金」的資助，建
立了「數碼自學室」及網上自學資源庫，以提升同
學自主學習的成效。
工程自2020-2021年度展開，將教師資源室(103
室)改裝，並於2021-2022年度創建數碼自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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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自學室，間隔整齊，環境寧靜，適合專注學習

各部組工作報告
支援「學生自主學習」發展

行政及發展委員會

(a) 優質教育基金：數碼促自學

行發會本年度工作重點包括：

本校為加強學生自主學習，於上學年成功
向政府申請優質教育基金，計劃名稱為「數碼促
自學」，獲得$687,900的撥款，計劃開展期由
2021年9月至2023年4月。本計劃之目標為促進
學生在校園內全方位數碼自學，計劃內容包括：
增加圖書館數碼館藏、統整各級各科數碼教材及
測考試卷、増設數碼自學室、增設固定及流動電
腦器材、完善全校WiFi網絡及完善圖書館電腦
系統等。整個計劃由行發會推動及管理，由不同
工作小組執行及實踐，工作小組包括圖書館、數
碼自學室工作小組、資訊科技組、英文科及教職
員專業發展委員會。現在已完成第一階段的計
劃，各小組正為第二階段而努力。

優化學校行政及管理工作
(a) 防疫工作

本學年香港受新冠疫情影響，本校嚴格按照
教育局及衛生署健康指引，致力為職員、老師、
學生及到校人仕，提供一個安全的工作及學習環
境而努力，加強校舍清潔，確保防疫物資供應充
足(包括酒精搓手液及口罩)及環境衛生，並避免
學生緊密接觸。

(b) 學校自評工作

學校的自評工作，約三至四年進行一次。透
過「學校持分者問卷」、「情意及社交表現評估
套件」（APASO）等工具向學校各持分者 (老
師、家長及學生等) 收集重要的、客觀的及可比
的意見，讓我們能檢視學校各方面的工作及學生
的成長，從而制定學校未來三年的發展計劃。
問卷

學校持分者問卷
情意及社交表現
評估

對象

田中教師
田中家長
田中學生

田中學生*

收集問卷
完成日子
數目
67
12月初
473
12月初
443
12月中
266

12月中

*由本地中—至中六同學中隨機抽出大約30%同學進行問
卷 (全校中一至中六本地學生數目690人)

同學們在數碼自學室認真學習中

b) 資訊科技組協助

兩份問卷數據收集工作已經完成，當中數據的
統整及初步數據分析已完成，並於會議向全體
同工匯報及於5月份的教師進修日中進行討論，
藉以收集同工們的意見，從而制定學校未來三
年的關注事項。

(c) 招標工作

本學年順利完成各項招標工作，包括：小食
部、午膳供應商、校服供應商、電梯維修等，各
供應商將於九月一日正式提供服務。

「數碼促自學」計劃能順利開展，實有賴
資訊科技組提供不同的技術協助及支援。其中包
括：
(i)
開設新學年的Microsoft Teams網上教
室；
(ii) 於中一電腦課堂，教導學生電子學習工具
的使用技巧；
(iii) 更換部份校內電腦；
(iv) 建立「數碼自學室」學生記錄系統；
(v)
鋪設完善的電腦網絡；
(vi) 強化各課室的WiFi訊號及設備；
(vii) 於教師發展日，教導及協助老師們建立自
學電子平台(SharePoint)

(c) 獎學金

為鼓勵同學力爭上游，爭取學業及不同方
面的成就，及肯定同學的付出，學校及校外團
體均設立不同的獎學金。本年度獲得獎學金的
同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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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尤德爵士獎學金2021（只限中六同學）
要求：於學業、操行、社會服務等方面，
均須表現出色
獲獎同學：6B 余曉瀅、6C 莫嘉穎
(ii) 福建希望工程獎學金
要求：成績優秀、不怕困難、奮發向上
獲獎同學：中二級：2A周珏希、中三級：
3D蔡曉莉、中四級：4E吳華洋、中五
級：5B劉慧玲及中六級：6B江雪怡
(iii) 田家炳中學優秀畢業生獎學金
感謝田家炳基金會的捐助，本年度「田家
炳中學優異畢業生獎學金」，共有15位應
屆畢業生獲獎。所有獲獎畢業生，於2021
年度公開考試取得佳績，並被本地大學所
取錄。
獲獎同學：凌俊欣、陸焌彥、李家樂、梁
浩文、盧譽軒、陳子怡、甘雨欣、傅嘉
寶、吳庭光、許文駿、劉語喬、朱焮彤、
黃卓楠、葉曉琳及陳巧悠。

(d) 榮譽廊

位於本校地下的榮譽廊，記錄及表揚學生
及校友於校內及校外的優秀表現，使之能成為
學弟妹的榜樣。更新工作將於8月份完成。

優化學習及生活環境

為強化學生的精神健康，使學生能愉快及有效
地學習，並增加對學校之歸屬感，學校特意為同學
建設一個優質的學習及生活環境。本年度已完成及
將推行以下項目：

(a) 天台太陽能發電系統

本計劃有多個目標：(1)推動本地環保，減
少燃煤發電的需求及溫室氣體排放；(2)配合不
同學科的課程，教導同學環保及替代能源的相關
知識；(3)運用所回購的電價，用作太陽能發電
板的維修費用，同時補貼本校的電費或用作改善
課室設備的用途等。我們已經向「採電學社」申
請，現正等待回覆及進行場地視察。安裝工程預
計會於2022年7月至2023年3月期間進行。期待
有關計劃能為學生提供一個新的學習地點。

(b) 「數碼自學室」

為美化「數碼自學室」，已於門外加設燈箱
作裝飾，室內將會增設壁報板、張貼同學的視藝
作品、並加以綠化環境等，期望同學在優美舒適
的環境中，能放鬆心情及增加學習動力。

教務委員會
本學年教務委員會關注事項繼續是針對不同學
能的學生需要，為學生創造空間，促進自主學習，
藉此提升學與教的效能。此外，教務委員會繼續關
注公開考試成績。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本年度所有在港
學生大部份時間回校上半天面授課，跨境生則上網
上實時課。同時，學校亦繼續安排不同課後學習支
援。期間因疫情反覆，中六級學生回校上半天面授
課，其餘各級學生在家上實時網課。學校於二月舉
行網上評估模擬練習，協助老師及學生準備網上評
估的進行。三月中開始特別假期，假期後全校半天
面授課。至六月初，全校恢復全日實體課，學生學
習生活逐漸回復正常。

疫情期間，學校安排個別學習困難或有家庭
需要的學生下午留校溫習。班主任，科任老師及
學校職員整體合作，跟進個別拖欠功課及有學習
困難的學生，並給予學習、技術及情緒支援。此
外，學校提供各種支援，包括硬件（電腦、數據
網絡）、軟件（教材、教學設計）以及網上支
援，協助跨境學生及因不同原因而未能在家進行
電子學習的學生，幫助他們自學。同時，學校安
排班本及科本學習支援計劃，協助學習習慣欠佳
或有學習困難的學生，例如：初中Zoom奮進班，
支援更多初中有需要學生。
總結全年學生學習情況，長期網課仍然是學生
學習的危機，學生產生網課學習疲勞，如何鼓勵學
生在家堅持積極學習，對老師及學生均是一大挑
戰。學校行政人員、老師、學生及家長均需一同繼
續探索，尋求出路。停課給予學生主動學習、經歷
自律、讓他們主動安排自己的生活，我們期望學生
有主動學習的意願與能力，或許學生一時仍未達到
預期結果，但長遠而言，學生的自學能力，必定有
進步。
為提升學生學習的信心，教務委員會安排早
會，分階段向初、高中成績優異及有進步的同學頒
發表揚狀，並於周會表揚、張貼名單於校務處壁報
板及上載獲表揚同學的名單於學校網頁，此舉既肯
定及欣賞獲表揚同學的努力，又能激發其他同學追
求卓越的心志。

本學年繼續推行「資訊科技增潤課程
(Enriched IT Class)」計劃，學校透過政府撥款
及校董會資助，添購及更新電子器材，優化電子教
室，為電子學習建設了有利的條件。基於上述優
勢，學校繼續統整初中設計與科技科及電腦科的課
程，導入「機械人」課程，教導學生編寫程式及電
腦運算思維，而在設計創造方面則着重機械人的構
建及改造，讓學生明白不同的機械運動原理，加強
學生的創意思維、解難及科技等能力。此外，各學
科在積極回應，透過電子學習平台，讓教學更靈
活，增加師生的互動，提升學習的興趣及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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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關注公開考試成績」的各項工作繼續開
展。為了能更客觀及全面掌握學生在不同階段的學
習情況，分析教學成效，學校使用了「學生數據分
析」系統，預測中五、六同學的文憑考試成績，並
予以跟進。同時，學校繼續購買了第十屆中學文憑
考試成績優異學生的試卷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統
計報告」，並要求所有公開考試科目，就上述的數
據及報告，進行研究分析，提出建議，回饋教學。
再者，校長聯同副校長(教務)與各科主席以小組形
式面談，就第十屆中學文憑考試成績表現，相同學
習領域的科目彼此分享及交流應試教學的情況及策
略。同工擔任公開考試閱卷員工作的情況與去年相
若，接近所有公開考試科目均有同工擔任閱卷員，
他們的經驗能回饋教學，有助學生應試。最後，為
使同學能儘早温習，中六已於去年11月中完成所有
課程，騰出時間，集中進行應試練習。
中六級畢業考試後，文憑考試前導讀於2月進
行。為進一步幫助中六級同學，試前導讀延伸更聚
焦協助學生溫習主科，科任老師更多時間協助學生
備試。
初中繼續推行統一測驗，讓同學作階段性溫
習，檢視學習成果，然後知所進退。老師透過學生
在統測的表現，回饋教學，提升學習效能。

在課後學習支援工作方面，本年度學校繼續獲
政府撥款，推行「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區本
計劃」，與校外機構合辦「初中課後功課輔導班」及
於考試前為初、高中成績欠佳的同學安排試前課後温
習班，學校聘請校友擔任試前溫習班導師，協助同學
回校專心溫習，準備應試。至於初中奮進班，期望協
助同學在學習上不斷求進，勉力自勵。
在課後延伸學習活動方面，各科仍積極鼓勵同
學參與不同形式的網上學習活動，如本地大學或機
構舉辦的資優課程、講座、工作坊等，期望同學能
拓濶視野，深化課堂學習，發展所長。再者，推廣
全校閱讀風氣的活動仍繼續開展，詳情可參閱「閱
讀推廣組報告」。
展望來年，學校除繼續關注提升公開考試成
績，並營造自主學習的氛圍外，將致力發展更多網
上電子學習材料，以應付未來需要，為學生創造空
間，促進自主學習，讓同學堅持學習，懂得學習，
以期同學能自立自強，追求卓越。

閱讀推廣組

演閱時段

工作措施二：善用「師長每年好介紹」及「圖
書館臉書專頁」兩個平台推廣閱讀：
師長每年好介紹

1. 校 監 、 校 長 及 全 體 老 師 ， 每 年 皆 向 學 生 介 紹 一
本書籍，透過「生命影響生命」來推動閱讀。
2. 全 體 師 長 均 拍 攝 書 籍 分 享 ， 片 段 原 訂 於 學 術 周
期間播放，因停課改為演閱時段中播放。這年
度完結，全數片段上載到「樂閱讀」網頁中。
3. 最 支 持 老 師 的 學 生 ， 以 及 最 受 學 生 歡 迎 書 籍 的
推薦老師，均獲贈書券，予以獎勵。
4. 所 有 師 長 介 紹 的 書 籍 設 置 專 架 存 放 ， 一 目 了
然，方便同學借閱。
圖書館專頁

1. 利用 Facebook 及 Instagram 兩個社交平台，
推廣閱讀，向同學推介好書。

其他
1. 印製書券作為獎品，鼓勵閱讀。
2. 試 後 期 間 ， 舉 行 「 書 展 」 、 「 我 們 最 喜 歡 的 書
本金句選舉」。
3. 定期更新「樂閱讀」網頁。

工作重點二：支援學與教

工作措施一：建立電子資源庫

1. 2021-2022，新增館藏 249 項，共 686 項；新
增雜誌 9 項，共 12 項。

工作措施二：建立自主學習角

1. 工程仍在進行中，預計暑期便可竣工，下學年開
放同學使用。

工作措施三：配合課程，支援各科組推動閱讀

工作重點一：提升學生閱讀興趣及營
造良好閱讀氛圍

工作措施一：提供空間，自主閱讀

1. 演 閱 時 段 只 有 在 全 日 課 期 間 方 可 進 行 ， 上 學 期
為 2021.10.18 起至 2021.12.17 止，下學期為
2022.6.6 起至 2022.6.30 止。逢周一，播放
不同的片段推廣閱讀，有「電子雜誌介紹」、
「電子書平台簡介」、「師長每年好介紹」、
「新常態下的閱讀」及「借閱龍虎榜」等，全
年共播放9 次。
校長會到不同班別參與「演閱時段」，與學生
一起閱讀。
2. 網課及半日課期間，推廣閱讀工作，則轉到每月
一次的班主任課中進行，全年共進行了 6 次。

1. 中 文 科 ： 已 舉 行 中 一 級 「 圖 書 館 課 」 ， 介 紹 不
同主題的書籍。
2. 英文科：已舉行中一級「圖書館課」，介紹不同
主題的書籍。
3. 中華文化推廣組：配合「薪火相傳禮」講座，舉
辦「金庸小說」小型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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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書券

師長每年好介紹

金庸小說展

HYREAD 電子書平台

自主學習角工程 ：舊貌

自主學習角工程 ：修繕牆身

我們最喜歡的書本金句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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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角工程 ：搬第一個架

自主學習角工程 ：鋪地氈

文化活動

田家炳博士中華文化獎勵
計劃
田家炳中學自一九九四年創校以來，為了秉承
田家炳博士弘揚中華文化的辦學宏願，自創校第一
年即倡辦田家炳博士中華文化獎勵計劃，讓學生在有
系統的計劃中認識中華文化，並在日常生活中躬行實
踐，以成就具傳統中華文化優良特質的完整人格，從
而提升個人的生命素質。本年推行情況如下：

因疫情關係，本學年只有部分日子為全日課時
間，以往恆常舉行的實體活動，例如文化日攤位、
學術周攤位均受影響。我組屬下的聯課活動小組
「中華文化推廣小組」幹事，特意構思了集會活
動，包括漢服試穿，供同學自由參加。另外，我組
利用班主任時間舉行的「中華狀元紅」初賽，並初
次以錄影方式於線上進行決賽，期望初中同學透過
屏幕，仍能初嚐觀賞決賽的刺激。

薪火相傳禮

本年度「中華文化獎勵計劃暨薪火相傳禮」已
於11月26日順利舉行。本年度共有411位同學考獲獎
章，當中金章24人，銀章63人，銅章164人及木章
160人。參與同學的踴躍和投入，實有賴全校同工的
落力推動，在教學或活動上加以配合，讓學生獲得更
多接觸中華文化的機會。頒章典禮當天有幸邀得前明
報社長室行政秘書楊興安博士光臨指導，以「金庸筆
下的父子情」為題演講，讓同學配合課堂所學，一窺
金庸作品的豐富意涵。

楊興安博士主持專題演講。

（左起）田校監、陳校長、學生會會長李凱盈主持薪火相
傳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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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同學都來穿漢服，一同感受氣氛。

推廣小組幹事慷慨借出珍
藏漢服，供參與同學試穿
及拍照留念。身後電視正
配合頒章典禮的舉行，展
示考章佳作。

「 建 構 及 協 作 學 習 法 」 (C C L) 及 「 自 主 學 習
法」 (SDL)，並掌握由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
員會 (COTAP) 提出「T-標準+」的框架。項目
由 偉 德 副 校 長 負 責 。 當 日 活 動 讓 同 工 對 「 T- 標
準+」的框架有基本的認識及掌握，效果滿意。
2. 第二次進修日
是次進修日有兩個培訓項目，第一個培訓項目
為「使用SharePoint作為自學平台」，由子豐
老師負責講授。目標是讓同工掌握SharePoint
平台，從而協助學生提升自主學習的效能。同
工表示子豐老師的講解非常清晰，但對利用
SharePoint作為平台，提升學生的自學效能則
未有足夠信心。委員會會探討如何協助同工進
一步以此平台發揮幫助學生自主學習的功能。
第二個培訓題目為「了解高效學習習慣」，由
偉德副校長負責。目標是讓同工掌握六個高效
能的學習習慣，並思考如何幫助學生培養這些
習慣。同工對六項有效能的學習習慣的掌握理
想，亦願意訓練學生成為有效能的學習者。

二、為落實SDL工作提供支援
首次以線上形式進行「中華狀元紅」決賽；勝出狀元為
2A龎朝朗同學；初賽得分最高的班別為3E。

展望來年，本組將整合校內的文化活動以補足
今年未完善之處，讓學校的中華文化氣氛得以再進
一步提升，讓同學活出中華民族的精神面貌。最後，
本組會繼往開來，秉持全校重視中華文化的氣氛的傳
統，令中華文化繼續成為田家炳中學一大特色。

教職員專業發展組

甲、周年工作重點
一、培訓教師掌握自主學習 (SDL) 的
概念

為讓同工對實踐自主學習的教學和訓練有更深
入的掌握，我們在第一及第二次教職員進修日為同工
提供了相關的訓練。
1. 第一次進修日
是次進修用了一節時間作培訓，讓同工重溫

與各學科的共同備課繼續進行，保持與各學科
聯繫，了解各學科的網上教學情況。個別學科（如
數學科及地理科）仍有發展新自學教材，以學生的
學習需要為本進行設計與施教，效果滿意。

三、優化教師工作檢視：正面考績

1. 教 師 考 績 於 本 年 上 學 期 開 始 觀 課 ， 由 於 今 年 新
同事較多，部分年資較深同工的觀課改為下學
期進行。大部分需策勵同工已被觀課，並已與
觀課同工討論交流。
2. 已進行學與教問卷調查，並已完成問卷數據的整
理。數據結果已交予各教學同工作反思，並已就
調查數據進行分析。就以下五項內容，本校教師
整體平均得分均高於4（評分最高為5）：
• 老師教學認真，備課充足
• 老師的教學有助提升我的思考能力
• 老師能給予適時及恰當的學習回饋 (例如在
課堂、功課及測考上)
• 老師的講解能有助我明白及掌握學科內容
• 老師能有效管理課堂秩序
反映學生對本校教師整體教學相當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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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 長 、 副 校 長 、 教 務 主 任 及 教 職 員 專 業 發 展 副
主席已於一月討論初步觀課結果，總結如下：
• 整體同工教學認真，準備充足。一般同工表
達清晰。課堂內，師生關係良好；
• 有經驗同工的教學穩定，對學生指示清晰，
課堂常規管理優良。新同工礙於經驗關係，
於教學方法、節奏、課堂管理、處理學生的
學習困難等尚有進步空間；
• 新同工對資訊科技的掌握與運用較優勝，可
鼓勵他們在電子教學上多探討，幫助學生自
學；
• 新同工對學校推行的「建構及協作學習法」
(CCL)的概念及精神尚未掌握，須加培訓；
• 一般同工在提升學生高階思維、鷹架學習、
學生學習差異的能力仍有待提升。這是我們
需要著意培訓的能力，專業發展委員會將積
極物色適當的外來講員在來年作專業培訓；
• 個別同工教學有亮點，會邀請他們未來在教
職員進修日分享，以達見賢思齊之效。

乙、其他教職員專業發展工作
1. 新老師迎新

新老師迎新於八月二十日順利進行。本年度新
同事較多，已邀請較有經驗的同工進行新老師
指導工作 (New Teacher Mentoring)，並已
於本年一月及五月與新老師進行非正式面談，
了解他們的適應情況。新同工均表示適應良
好，亦感謝各有經驗同工的幫助。

(c) 第三次進修日
		
因疫情關係，第三次教職員進修日取消，改
為同工在家工作。
(d) 第四次進修日
		
是次進修日題目為「國家安全教育」，由教
育局同工負責，目的在於讓學校同工掌握國
安教育的概念，以及如何透過課程推行國安
教育。當日教育局同工講解清晰，加深了同
工對國安教育的理解。

2. 教師進修日

(a) 第一次進修日
		
是次進修日有兩個培訓項目，第一個項目見
甲一1(a)。第二個訓練項目為「支援有精神
病患的學生——抑鬱症及企圖自殺」，由學
校教育心理學家李詠芝小姐負責。目標是讓
同工了解患抑鬱症及企圖自殺學生的特徵和
處理方法。當日李小姐以講授及角色扮演的
形式帶領同工了解這兩種學生的需要，效果
理想。
(b) 第二次進修日
		
詳情見甲一1(b)。

(e) 教職員退修營
		
本校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舉行了三年
一度的教職員退修營，用以商討未來三年的
關注事項。本年度因疫情緣故，退修營改為
日營，並於校園內進行。是日同工就學校現
時面對的困難及挑戰作了深入的討論，新舊
同工亦藉此機會互相交流，了解學校文化。
教師與職員同工亦藉分享了解彼此工作情況
和難處。是次日營討論氣氛熱烈，同工分享
坦誠，並提出許多有建設性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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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與友校交流，甚有得著。

4. 英語校園推廣組工作

3. 對外交流

本年度本校曾與以下的外間團體進行交流：
日期
時間及地點
參與者
內容
二零二一年 上午10:00本校校長
主題：
十二月八日
11:30
學校行政
羅定邦中學校長
（星期三） 羅定邦中學
本校英文科：
陳咏珊老師
陳俊豪老師
主題：
曾寶如老師
校本課程
二零二二年 下午2:30 –
劉慧雯老師
實施及提
一月三日
3:30
葉永恒老師
升文憑試
（星期一） 羅定邦中學 吳子璇老師
成績的策
羅定邦中學：
略分享
Ms Grace Cheung
Ms Winnie Chow
Ms Rebecca Ewal
本校數學科：
主題：
李春蘭老師
校本課程
二零二二年 下午3:30 –
古駿祥老師
實施及提
一月四日
4:30
升文憑試
（星期二） 田家炳中學 羅定邦中學：
Mr Yeung Po Tung 成績的策
Ms Molly Yeung 略分享
主題：
本校公社科：
二零二二年 下午3:30 –
校本課程
鄭東綽老師
一月四日
4:30
實施及提
鄺紹雯老師
（星期二） 田家炳中學
升文憑試
羅定邦中學：
成績的策
Ms Maggie Ma
略分享
本校：
二零二二年 上午9:00 – 鍾偉德副校長
主題：
一月七日
12:30
余得米老師
建構與協
（星期五） 王肇枝中學 古駿祥老師
作教學法
王肇枝中學所有
老師

(a) 今年推廣組如常安排每月一次英語日，是日
早會會以英語進行，亦安排了不同的活動予
初中同學參與：
月份
活動
九月八日
F.1 – Treasure Hunt – TKP Campus
F.2 – Riddle – HK Sightseeing
F.3 – Decoding Emoji – Countries
十月十三日 • E n gl i s h Mo r n i n g A s s e m b l y
[cancelled because of typhoon]
•Tuesday with TKP Teachers
•Radio Show – Theme: School
十一月十日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Tuesday with TKP Teachers
•Radio Show – Theme: Animals
十二月八日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Tuesday with TKP Teachers
•Operation Santa Claus
二月二十三日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F.1 Chinese New Year
•F.2 Lantern Festival Riddles
•F.3 New Year’s Traditio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三月九日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Tuesday with TKP Teachers
•Lunch Time Radio Show –
Winter Olympics Sports
四月二十七日 •English Morning Assembly
•Tuesday with TKP Teachers
•Lunch Time Radio Show –
Theme: Easter
五月二十五日 •Tuesday with TKP Teachers
•Lunch Time Radio Show –
Theme: Science
•F.1-F.3 Game Apps Challenge –
Word 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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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生活輔導組
學生生活輔導組隸屬於學生事務聯席委員會，
專責透過清晰的制度及各類輔導活動，幫助同學培
養自愛自律的行為、尊重他人及愛護團體的操守，
建立同學嚴謹認真的做人態度，讓他們能明辨是
非，有成熟的人生觀，待人接物及處事均有合宜的
態度，成為良好守法的時代公民。

雙班主任制

今年中一至中五級全部班別採用雙班主任制，
開學以前，校方按照班主任的專長及學生的需要，
編定各班的班主任名單，並協助他們建立了初步
的分工模式及工作默契。同班的兩位班主任合作無
間，又經常與級輔委老師保持良好的溝通，對同學
的個別照顧更趨仔細，同時亦與家長保持緊密的聯
繫，讓同學在成長上獲得最大的裨益。班主任同工
及同學對雙班主任制的安排甚為欣賞。
(b) 推廣組亦安排了Watching NBA in TKP讓
全校學生參與，為他們製造良好的英語學習
環境。是項活動由得米老師負責，讓學生透
過與老師共同觀賞NBA球賽學習英語。過程
順利，學生亦享受是次活動。
(c) 2021年12月8日至14日，推廣組舉辦了愛心
聖誕大行動 (Operation Santa Claus) 的慈
善活動。是次活動以各種形式進行籌款，包
括英文歌曲點唱、小食義賣、即影即有拍照
服務以及紀念品義賣。是次活動邀請了不少
老師參與歌曲表演，同學均非常投入享受，
成效良好。負責同工的努力令人欣賞。是次
活動籌得善款共 $10,415，會捐給由南華早
報及香港電台成立的「愛心聖誕大行動」。
(d) 本 學 年 因 3 月 1 4 日 至 4 月 2 0 日 為 學 校 防 疫 特
別假期，導致暑假縮短的緣故，遊學團再度
停辦。

5. 本年度實習老師名單如下：

實習老師
所屬院校
實習科目 本校導師
梁嘉恩（校友） 香港教育大學
視藝
錢麗安
羅納禧
香港中文大學
數學
孫逸鳴
曾惠渝（校友） 香港教育大學
中文
蔡程月
劉沛彤
香港教育大學
中文
劉嘉露
陳潤生（校友） 香港教育大學
地理
劉燕珍
期間實習老師適應良好，亦投入其教學工作。

6. 校務處職員工作

本年度校務處同工人事變動較多，副校長
及行政主任需作工作上的調動及培訓。整體來
說，校務處新同工適應良好，工作順利。

班主任工作

因疫情的緣故，今年網課與實體課、半日課與
全日課混合，本地與跨境學習並存，班主任的工作
更見挑戰，但累積了去年的經驗，今年的安排更切
合學生的需要。本組與班主任共同守望同學的學習
及生活表現，透過網上家長日與家長及學生面談，
即使家長未能親身到校出席家長日，但亦可知悉子
女的學習及校園生活情況，並透過家教合作，以具
體的方法，協助同學成長。在特別暑假期間，級輔
委更會聯絡有需要的同學，多加提點及支援，為下
學期的學習做好準備。即使現實環境屢遇挑戰，但
同學在《班級氣氛觀感問卷調查》中仍踴躍地表達
了對老師的欣賞之情及謝意，可見老師的付出及辛
勞得到同學的認同。

輔導工作

我們今年的輔導工作繼續以「關愛(團體)」為
主題，惟因疫情關係，周會及部分活動需暫緩或改
變模式。
在整體輔導活動「Love is all around」中，
同學觀看了《十個救火的少年(友誼萬歲)》，得班
主任的帶領，反思何謂「真正的友誼」，有助開
展正面的朋輩關係。另外，我們按同學的需要，開
設了不同的目標輔導小組，例如初中設關愛大使培
訓，透過集體遊戲、桌上遊戲及校內義工服務，提
升溝通及相處技巧；中三至中五級設學習動力小
組，本年度以化妝作媒介，提升學習動機及興趣；
中四及中五級設學習壓力輔導小組，以藝術治療作
媒介，協助同學紓緩學習壓力。各小組的活動內容
豐富，甚具意義，同學反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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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朋輩輔導計劃「照耀心田」活動漸趨多
元化，朗日(學長)與小花苗(中一學弟學妹) 一起學
習，一起成長，既有助中一同學適應中學的生活，
又讓學長肩負起照顧學弟妹的責任。不少曾受助的
同學（「小花苗」），升級後都加入「朗日」（學
長）的行列，承傳優良的傳統，實在令人欣慰。

未來展望

面對客觀環境的限制，同學的成長及學習面對
前所未有的挑戰，本組會繼續與班主任攜手合作，
共同扶助同學健康成長，追尋夢想。

生活教育課

本學年的生活教育課安排一位班主任照顧在校
學生，一位照顧跨境學生，令跨境學生們得到更多
的照顧。初中課程，集中認識生命和尊重生命，重
點內容包括了解創辦人田老先生對品格的追求；透
過同儕分享，從別人的角度了解自己的長處；從保
護雞蛋一星期了解父母的辛酸；從愛護動物學習珍
惜生命等等。而高中課程則集中探索生命，如成長
性思維的重要性，結合恆毅力，去㝷找生活意義、
規劃人生等。

生活教育組
近年在學校德育工作上充滿挑戰，疫情下停
課、半日課、實體課，學生在學習上有不同的適應
問題，再加上長期網課下缺乏正常的社交機會，同
儕支援比以往少，在學習壓力下，同學往往會自
責，找不到自己的優點和價值。因此，今年即使疫
情持續，生活教育組也盡力維持原有安排，安排不
同的周會活動、生活教育課、工作坊等，讓同學有
學習外的經歷，增加師生同儕的相處機會，期望同
學在生命教育當中，找到自己的價值。
田家炳中學近年開展生命教育，當中包括生命
的長、闊、高、深。「生命的長度」是指確立生命
的價值，從而讓學生尊重生命。「生命的闊度」是
指學習廣闊的內容，提供不同的體驗機會，讓學生
學會欣賞生命。「生命的高度」是如何看待生命的
意義，期望學生抱有生涯規劃的願景，探索生命。
「生命的深度」是多角度思考，了解不同的議題，
認識生命。

德育工作

生活教育課：成長的根源
(成功保護雞蛋同學獲頒發證書)

周會

安排網上及實體周會，讓同學在網課下也有機
會與校外專家學者探討各種議題。恢復實體課後，
加入更多同學或師生互動的環節，甚至提供學生上
台分享的機會，讓同學有更多不同的體驗。周會內
容包涵生命教育的長、闊、高、深，例如：愛護動
物的分享會，讓同學和動物接觸；又有農夫講解鄉
土文化和地方歷史的關係，並邀請同學走進農田體
驗，再回校分享；運動員跑馬拉松，以及踩單車去
南美洲的熱血追夢故事，各級亦安排不同的級社師
生活動，如織網比賽、中六公開試前的拋水球打打
氣活動等。

生活教育壁報板

面對疫情的衝擊，在網課和實體課的混合模式
下，我們除了維持學生的學習發展之外，亦不忘關
注他們身、心、靈的健康成長。當中班主任親切觀
察同學的情況，就各級的需要和生活教育組緊密連
繫，協助學生適應學校生活，以建立他們對學校的
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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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服務周會：同學分享籌備經歷

中三級級社活動：一網打盡

全方位學習：農耕體驗

聯課活動組

「沒完沒了，等了又等」

由渴望疫情消散到習以為常，學校生態彷彿遊
走於實體、網課、半天課和全日課之間。同學們不
斷在實體與網課的混合模式――「線上線下」，進行
聯課活動集會。這樣的生活不經不覺變得適應了。

早會

中六級社周會：拋出個未來

除了正規課程外，早會分享也是重要一環。老
師藉着早會與全體學生分享他們生活的點滴，例如：
與子女相處上的反思、和親人相處的一些遺憾，或做
義工服務的體會等等。通過老師的早會分享，不但令
學生進一步了解老師，更以生命影響生命，感動在場
的同學。這一點一滴都是德育的重要元素，希望啟迪
學生做人處事的應有態度，讓同學建立良好品格，潛
移默化，在生命某些時刻得到頓悟。

尚幸學生會及四社選舉能如期舉行，四社大
會、學生會會員大會及校長學生座談會也可實體進
行，讓同學重拾了不少群體意識。各學生組織亦嘗
試舉行一些活動，例如：社際球類比賽、沖曬班
相、校園留倩影等。
十一月中，我們更能全校前往海洋公園，渡過
了一天非常愉快的「全方位學習日」，當天師生都
能舒展身心，為班團增添不少感情。

學生會

今年學生會有兩個候選內閣，最後由
「Blossom」內閣以超過半數信任票承接學生會
工作。但礙於疫情的限制，一些原訂的活動未能進
行。隨著六月全日課開始，學生會於試後活動籌辦
不同比賽及活動日。

級社

結語

本年度中一級社名為熠社，級社成立典禮已於
十一月舉行。透過頒發社徽、訓勉及各班合作拼圖
將中一級同學凝聚一起，增加他們對屬級的歸屬
感，並建立同儕關係。

早會分享 (黃堯朗老師)

面對變化急速的社會，加上這幾年疫情下的網
課日子，青少年成長上面對的挑戰與以往不同。無
論是老師或是家長，與青少年溝通，要認識他們的處
境、聆聽他們的心聲，並了解他們的難處，才能真正
在探索生命的長、闊、高、深中，和他們同行，共同
面對成長階段中的可預期與不能預知的未來。

校友會及校友重聚日

本年校友重聚日回復傳統，於十一月最後的一
個星期六舉行。大家在遵守防疫的規則下，珍惜實
體的見面機會。當天有不少校友回校，氣氛溫馨。
第九屆校友會幹事選舉亦於當天進行，結果由至晴
社劉景行帶領的幹事會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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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考試後舉行了各項試後活動，包括
「數學講座加速算比賽」、「選科輔導日」、
「Intercultural Day」、「香港史考察團」、
「中史專題活動講座加工作坊」、「海外升學講
座」、「大中華升學講座」、「海岸公園海岸考
察」、「生命教育講座」、「護蛋行動」、「管
樂團練習」、「提線木偶劇」、「共創成長路活
動」、「跳繩練習」、「多媒體製作匯演」、文學
科「愛麗斯劇場」、「皮影戲」、「社際乒乓球比
賽」、「英語戲劇表演」、「校內歷奇工作坊」、
「級社歷奇活動」、「EITP課程」、「EITP活動
日」、「友導向活動『屈臣氏廠房參觀』」、「人
生閃光點」講座、「M+博物館導賞及工作坊」、
「流體畫培訓工作坊」、「同你鬆一鬆——酒精畫
創作及歷奇工作坊」、「迪士尼工作坊」、「學生
活動日」及「聯課活動匯演」等等，希望在疫情下
能讓學生有正規課堂以外的學習，並在學年考試後
舒緩壓力，進一步建立同窗之誼。
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以往周而復始，年復年
如常進行的各項實體校園活動，在疫情肆虐下的今
天才發現絕對不是唾手可得的。當計劃了的活動能
夠如期並且能實體進行，喜出望外的心情實在難以
言喻，期望全球疫情能夠盡快消散，學校生活能盡
早重回軌道，讓同學能享受美好的聯課活動及正常
的校園生活。

學校旅行日

職學輔導組

職學輔導組為學生提供全面的升學及就業輔導
服務。除了生活教育課程規劃外，本年度的其他工
作重點如下：
校友重聚日

（一）與工作相關的體驗工作

學校為了幫助更多中四至中六的同學及早為自
己升學及就業作出規劃，並掌握更多創業精神或創
意思維，本年度我們繼續與「浩觀」合作，舉辦與
工作相關的不同活動，包括工作影子計劃、企業挑
戰擂台、公司參觀等，希望同學能透過活動學習就業
知識、領袖的技巧、面試技巧、創意思維的技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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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友導向師友計劃

本年度，我們與「屈臣氏集團」合作，為同學
提供參觀、參與大型活動籌備工作、小組分享等活
動。活動由「屈臣氏集團」派出有經驗的友師，當
中大都是人力資源部、市場部同工，透過不同活動
(包括面試工作坊、頒獎典禮暨相片展、豐澤及上倉
胃子市場營銷活動等)，建立師友關係及讓同學了解
相關行業及職位。

校友分享

至睿社‧林煒熒

光陰荏苒，十年過去，只希望文筆不會生疏得
教文學的惠儀老師勃然大怒。

全力以赴

（三）中三、五、六升學輔導

我們繼續為中三、五、六同學提供小組或個人的
輔導，希望能幫助同學更深入思考選科及未來的發展
方向。中五級亦會特別安排「青協」社工為35位同學
進行輔導，讓同學得到更全面的照顧。

（四）中二義工活動

本年度因疫情緣故，義工活動只能在學校中進
行主題活動及校園小工程活動。中二的義工活動是
一個開始，我們希望藉著活動，建立同學義工服務
精神，承傳田中所珍重的素質及精神。
本年度，參與的同學如下，藉此欣賞他們的付出：
利希瞳、梁嘉研、盧俊霖、馬康翹、馬梓鵬、
2A
孫卓培、曾思夢、黃亦朗
陳駿文、陳帕言、陳子謙、朱樂晴、朱啟賢、
2B 賴文軒、劉思綺、馬慧如、蕭焯楠、唐紫涵、
鄧雋瀚、謝安喬
林鈿昇、呂雅婷、石旨正、蘇鉅傑、胡穎、
2C
殷學儀、叶展曦、袁詠詩
陳思諭、張智嘉、張子潔、侯卓君、柯籽然、
2D
李柳賢、廖嘉曦、胡樂怡
張卓恩、方顯熙、劉愷逸、宋偉斌、王德慈、
2E
姚穎怡

回想過去種種，沒什麼比考試更沉悶、又來
得純粹。那時候我數學差，連四選一的MC卷都只
是僅僅合格。後來我把過去數十年的高考卷都做一
遍，不懂就問數學好的同學、勤加補習，最後DSE
數學MC卷接近滿分。我不喜歡數學，數學也不喜
歡我，只好用努力馴服了那洪水猛獸，最後還他與
我自由。做好喜歡的事不難，而將不擅長的事情也
做好更是令人滿足。
我認識一位朋友，不愛讀書，想着要自己創一
番事業，不斷嘗試不同的商業模式。今天，他已成
為一位成功的企業家。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成功
的路或許曲曲折折，但只有行動能讓你慢慢前行。
三角幾何諸如此類，我早已拋諸腦後，但努力為我
帶來好成績，成績又帶來更廣闊的前路。

充滿選擇

年少無知，懵懵懂懂，DSE的成績為我帶來不
少選擇，而我卻沒有目標——聽說法律好、言語治
療好，最後卻選擇了修讀社會科學，單純因為喜歡
心理學，讀了數學期後，卻發現自己並沒有那麼喜
歡。畢業後要找工作，也是類似的情況——沒有特
別喜歡的工作，只好在工作的過程中慢慢了解自己
的能力和喜好。即使現在的你沒有明確目標也無須
驚慌，就先以「讓自己有更多選擇」為目標吧！

良師益友

在中學、大學乃至社會工作的路上，處處充滿
抉擇和困惑。中學時期，我最愛尋求同輩的意見。
長大後發現，閱歷、經驗比我們豐富的前輩的意見
也十分重要——特別是那些願意了解、聆聽你的良
師益友。我在田中遇上不少循循善誘、熱心教學的
老師，像朋友般親密的紹雯老師、嚴人律己的孝和
副校長、風趣幽默的唐Sir和黎Sir……每一位都在
我的成長路上給予支持和鼓勵。有人願意把自己數
十年的經驗與你分享，豈不是一件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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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筆之時，我剛好辭職準備轉往新公司，同時
準備修讀碩士課程，DSE成績、GPA在新的階段已
不再重要。人生路漫長，每分每秒都充滿著機遇，
好好把握。田中人，共勉之。

中一生活紀律訓練日營

普及領袖訓練組
學校以訓練學生自主為未來發展重點，有見及
此，普及領袖訓練組今年亦就整體訓練活動作調適
及進行新的試點工作，為將來發展作探索及準備。

基礎領袖技巧訓練

本年度生活紀律訓練日營繼續以建立學生自我
形象、提升學生自信心為訓練方向。在訓練營中，
除提升班團氣氛外，師生關係也提升了不少，每位
班主任也一同與同學們經歷各項挑戰及訓練，互相
扶持，建立更緊密的關係。當中也有感恩及反省環
節，培養學生凡事感恩的心。學生問卷反映同學們
對訓練營的觀感非常正面。

此訓練活動於開課首星期舉行，課程包括「帶
領團隊技巧」、「籌劃活動技巧」、「文書管
理」、「財政管理」及「決策技巧訓練」，各學生
組織領袖同學按工作崗位、職能需要參與相關訓
練。本年度共91位參與者可見不少同學有擔任領袖
的心志。因疫情關係，故今年訓練內容相對偏向靜
態，雖則如此，同學仍舊投入參與，效果理想。在
學生問卷數據中反映出，同學認為訓練班所學的技
巧和心態，也有助他們開展相關的領袖崗位。
當中亦有超過三十多位來自初、高中的同學及
校友主動協助擔任導師及工作人員，一展他們作為
領袖的特質，彼此互相學習及分享經驗，已成優良
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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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高中禮

為了解疫情下中四同學的成長所需，關心他們
在疫情下的身心及社交發展，本組聯同生活教育組
及輔委會，於8月舉行中四高中禮。普及領袖訓練組
先為每班的小領袖舉行訓練活動，讓他們在活動當
天發揮領袖素質，帶領活動。每班的小領袖在籌備
日當天表現積極，學習籌劃活動技巧，期望為這些
小領袖做好準備，中五時能在學校擔當重要的領袖
角色。活動當天，同學們投入活動，氣氛良好。

學校社工
中一班會職員及組長訓練

上述訓練於11月13日(星期六)舉行，訓練對象
為中一級各班組長及班會職員。他們從訓練中除了
認識各崗位的職責及應有態度外，還學會如何透過
班會力量，提升整體的學習氣氛和班團氣氛。當日
更有二十位師兄姐一同參與，活動一方面為師兄姐
提供一個發揮領袖才能的平台，另一方面讓師兄姐
提供有用的意見給師弟妹，亦有傳承之效。在學生
問卷數據中反映出，他們認為訓練有助他們平日作
為職員及組長的運作。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已連續第二十八年為本
校提供駐校社會工作服務。由2019年開始，本校
的駐校社工由一位增加至兩位，由機構屬下的路德
會賽馬會雍盛綜合服務中心的社工嚴祉恩姑娘及馬
沛銘先生擔任。嚴姑娘的駐校時間為星期一、二、
四及五的學校上課日，而馬先生的駐校時間為星期
一、三、四及五的學校上課日。學校社工亦會因應
個別情況，於非駐校時間出席學校各組別的會議、
參加學校活動或面見學生和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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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社工於本學年所提供的服務如下：

1.個案工作

本學年內，學校社工更專注於處理有個別困難
及需要之個案上。個案的需要可歸類成學習壓力、
個人情緒、成長適應及家庭關係等方面。轉介來源
分別為學生生活輔導組、班主任、家長、學校社工
發掘和學生主動求助幾種。

2.小組工作及活動

 學校社工及中心社工原定會舉辦五個目標輔導小
組，以（一）中一關愛大使培訓（重點在於學習
適應）、（二）中二關愛大使培訓（重點在於人
際關係及溝通）、（三）壓力處理、（四）提升
學習動機及（五）男女相處為主題。惟受疫情及
網課影響，本年度的輔導小組改為（一）中一跨
境生義工小組、（二）中二社交小組、（三）中
四至中五藝術治療小組、（四）中三至中五學習
動力小組，以及（五）中四至中五義工小組。各
小組因應活動性質及學生需要，以實體或網上形
式進行。
 另外，學校社工亦繼續舉辦「照耀心田」——朋
輩輔導計劃，讓中一級學生在學長的協助下盡早
適應本校的生活模式及學習方法，同時培養高年
級學生的學長風範，並強化學生對學校的歸屬
感。受疫情影響，本年度的活動以實體或網上形
式舉行。
 上學年，學校社工繼續向學生提供不同類型的義
工服務機會，服務對象包括長者、兒童、校內師
生等。

檢討與期望

1. 本學年，因疫情影響，部份活動須以網上形式進
行，受形式所限，活動的成效亦相應減低。但學
校社工仍盼望能在這「新常態」下，透過不同的
小組或活動，讓學生盡量投入及參與正常的校園
生活，建立社交圈子，保持精神健康。

2. 學 校 社 工 將 繼 續 發 掘 及 引 入 校 外 資 源 ， 除 了 可
有效協助學生處理成長路上的困難，亦可發掘
學生的潛能，加強其解決困難的能力，為他們
成長做好準備。

教職員聯誼會
鄺紹雯老師於2021年7月16日誕下女兒何雨昕。

座落於社工室旁的職員休息室在2021年11月27
日正式啓用。

 學校社工繼續協助舉辦不同類型的領袖訓練和義工
活動，包括基礎領袖技巧訓練工作坊、班長訓練、
中一班會職員暨組長訓練、領袖生訓練、中一生活
紀律訓練營等。

 學校社工繼續與生活教育組合作，設計及修訂全
校各級「性教育」生活教育課的活動內容及程
序，以及聯絡及安排不同的機構到校提供工作坊
及講座。
 學校社工為每期家長教師會刊物《橋》撰寫文
章，分享親子相處之道。

3.諮詢服務

除了恆常個案輔導工作外，學校社工亦會為非
個案學生提供短期輔導服務。其次是出席校內大小
不同的會議及活動，包括學生事務聯席會議、學生
生活輔導組會議、領袖訓練組會議、生活教育組會
議等。

陳雨瀚校長於2022年1月26日送賀年禮物給職
員和工友。

4.協調和善用社區資源

學校社工亦會因應個別個案的特性和需要，作
出適切的轉介，讓學生及其家人能透過外界資源更
有效地處理所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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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
一、回顧過去

第二十屆家長教師會曦恩閣，於2021年11月19
日（星期五）家長教師會周年大會中正式成立，現已
投入學校服務將近一個學年。這一年來疫情反覆，家
教會各方面的工作都受到挑戰，全賴各位委員、家長
及教師鼎力合作，家教會在疫情下仍能順利舉行部分
活動，留下令人回味的時光！本年度家教會亦因時制
宜，實行多項新措施，加強照顧各家庭之需要，發揮
家教會的功能。21-22學年的工作要點如下：

家校同心 綻放異彩

˙執行委員會選舉
本會執行委員會選舉於2021年10月22日完成點
票工作，曦恩閣得全校老師、家長94.6%信任票，
以743信任票當選第二十屆執委會。家教會重視每
一位家長的意見，為令選舉更具廣泛性，首次採用
電子投票的方式進行選舉，過程順利。相信日後家
教會的選舉活動亦會沿用電子投票的方式，以方便
跨境家長以及網課期間的本地家長投票，讓每位家
長的寶貴一票都受到重視，家教會才能更好地聆聽
不同家長們的心聲，照顧不同田中家庭的需要。
˙家長義工
家教會有賴各家長支持，多年發展以來，家長
義工團隊已成規模，義務協助學校擔任高中統測的監
考員及學校宣介等工作，有效地為老師減輕負擔，讓
老師有更多的時間專注教學工作，真正體現了家校合
作的精神。今年雖然處於疫情陰霾之下，然而家長們
報名參與義工活動的熱情不減，上學期義工招募迅速
額滿。可惜由於疫情反覆的關係，學校宣介及學術周
攤位活動最終取消，下學期監考義工招募亦取消。期
盼疫情盡快好轉，各家長們可以重新投入義工活動。
每年敬師日是家教會全年重點活動，本年度敬師日亦
順利舉辦，感謝家長義工及學生義工積極參與籌備，
當中包括敬師日早會分享、填寫敬師心意卡、致送敬
師禮物，藉此向全體田中教職員獻上心意。

家校聯繫 促進感情

˙家長活動及講座
本年度家教會為家長合共舉辦了三場網上親職
講座，以期在親子支援、親子關係和親子教育等多
方面支援家長。首場於去年10月初恢復全日課前舉
辦《學海無「捱」》家長講座，讓家長了解學生所
面對的學業及校園生活壓力，以及如何支援學生的
精神健康。其餘兩場一為《高效溝通有助提升親子
關係》家長講座，於三月份的家長日前舉辦，因應
網課期間家長處理子女學業問題或管教子女時與子
女產生的摩擦及劇增的壓力，讓家長認識有效促進
親子溝通的技巧及舒緩管教壓力的方法，以正面看
待子女上學期的學業表現。另一為於六月份舉辦的

《家長齊上網》家長講座，針對現時學生「機不離
手」及上網成癮的情況，協助家長於年終考試及暑
假期間幫助子女建立良好的上網習慣。
˙多樣化的家校合作活動
家教會致力籌辦各項活動，以促進家校溝通及
親子感情。今年疫情有所緩和，家教會積極復辦各
項活動，包括「親子旅行」、「親子手工藝班」、
「學術周攤位」等多項活動。各委員悉心籌備，待
機而動，惟疫情反覆，最終只能無奈「煞停」，實
屬可惜。特別是「親子旅行」，家教會因應疫情一
再延期，只盼能順利舉辦，讓家長和子女共度其樂
融融的一天，惟事與願違，最後亦未能舉辦。

˙出版刊物
本會定期出版的刊物《橋》及《家長教師會通
訊》，並經常更新家教會網頁，發放家教會的最新消
息、會議紀錄，展示家教會全年活動的精彩相片。

家校攜手 關懷學生

˙關注學生福利及升學需要
家教會每年都會籌辦「舊書買賣服務」，以教
育學生珍惜資源及培養學生的溝通技巧。今年本會
計劃新增設「舊校服贈送服務」，轉贈校服於有需
要之家庭，推動環保之餘，亦減輕有需要家庭的負
擔。家教會亦派出代表參與學校小賣部、午膳飯盒
及校服商的審標程序，並繼續密切監察他們的質素
及貨物種類，期望為學生爭取更優質的服務。本年
度適逢三年一度的午膳供應商招標，家教會舉辦甄
選午膳供應商試飯活動，邀請各委員以及中一、二
家長前來試飯，為學生挑選更優質的午膳供應商。

˙家教會獎學金計劃
家教會設立獎學金，以獎勵在學業、品行、服務
及體藝等方面表現出眾的學生，鼓勵他們繼續努力。

二、展望將來

近兩年來，在疫情的影響下，本會能舉辦的親
子活動及義工服務大大減少，亦削弱了本會與初中
家庭之間的連繫。來年本會將繼續與家長緊密合
作，積極籌備多樣化的家校合作活動，加強家長和
學生的感情及對學校的歸屬感。本會亦將繼續關顧
學生福利及升學需要，推動不同層面的親職教育，
建立照顧學生成長路上各「同路人」的連繫，以達
至家校合作效能最大化。家教會盼望各位家長能繼
續支持和參與家教會的活動，並不時給予寶貴的意
見，使家教會的工作能夠精益求精。
最後，期盼疫情盡快止息，讓學生早日重投校
園生活，家教會的各項活動亦可以順利舉辦，與家
長攜手共同關注學生成長。亦祝願田中和家教會順
利凝聚各位家長的力量，各展所長，互相合作，為
學生塑造一個和諧友愛的校園，讓他們愉快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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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際活動獲獎名單 (2021-2022)
活動名稱
Outstanding Student of New Territories
2022《北區學聲》徵文比賽
新界西北區毛筆書法比賽2021
校園創作擂台陣 第120期
第11屆大學文學獎―「少年作家獎」

主辦機構
Federation of New Territories Youth
北區中學校長會及北區區議會
道教香港青松觀
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
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及語文中心

第七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朗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一屆香港中小學中英文硬筆書法比賽
（中文組）

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

獎項
新界區優秀學生
優秀作品
高中組優異
優秀作品
少年作家獎
詩詞獨誦 （普通話）季軍
詩詞獨誦 （粵語）優良
詩詞獨誦（普通話）優良
詩詞獨誦（粵語）良好
散文獨誦（普通話）優良
散文獨誦（普通話）優良
散文獨誦（普通話）良好
散文獨誦（粵語）良好
中學組初級 卓越獎
中學組初級 優異獎
First (Solo Verse Speaking)
Third (Solo Verse Speaking)

Merit (Solo Verse Speaking)

Hong Kong Schools Speech Festival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and Speech
Association

Merit (Public Speaking Solo)

Magazines International

Merit (Solo Prose Reading)
10 Outstanding Entries Award

KEA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emi-Finalist Award

2022 Harvard Book Prize Scholarship

THE HARVARD CLUB OF
HONG KONG

Semi-Finalist

Gauss Contests

The CENTRE for EDUCATION in
MATHEMATICS and COMPUTING

Pascal, Cayley and Fermat Contests

The CENTRE for EDUCATION in
MATHEMATICS and COMPUTING

MI Young Writer Award 2022
The 16th Daily Readers "Read Out Loud"
Competition 2022

MY STAGE – Inter-School Fashion Design
Competition 2021-2022
九龍倉全港中學生繪畫比賽 2021-22
護老3C GIF動畫標誌創作比賽
香港視覺藝術教育節2021
「國際及本地學生郵寄藝術展」比賽
全港青年STEAM比賽（由AI到SI）

Distinction

中港新世代協進會主辦
good morning CLASS協辦
九龍倉藝術及香港設計中心合辦
明愛賽馬會照顧者資源及支援中心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優秀獎

入圍作品
優異獎
參展狀

設計獎亞軍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及
民政事務總署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教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
第十四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中學組 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別行政
網上問答比賽
區政府教育局（教育局）及香港明
天更好基金
《百年歷史 當代中國》中小學歷史文章閱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與《知識》
讀徵文比賽
雜誌
全港中學中國歷史研習獎勵計劃(2020-2021)
國史教育中心（香港）
2021/22學年全港初中中國歷史文化問答
比賽

Distinction

成品獎亞軍
積極參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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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同學
MOK KA WING 6C
HO HEI YUE 3E
LAM WING 6D
YAO SHI QI 6C
ZHANG HOI LAM 6C
LAM WING 6D
ZHANG HOI LAM 6C
ZHENG KWAN HANG 3A
PHONG CHIU LONG 2A
LIU SZE YEE THERESA 2B
LAI HIU TUNG 1A
WONG TSZ CHING 4A
CHENG GONGHAN 1B
ZHOU KA YEE 4A
FUNG SUM YEE 1D
LEE WING YAN 3D
CHENG GONGHAN 1B
LAM MING SUM 1C
CHONG CHUN MING 1C
MOK TSZ CHING TINA 3D
FUNG SUM YEE 1D
CHEN YAT HEI 3B
WONG CHAK HEI 3B
KAN WAI NAM CHLOE 1C
LI CHUN KIU 1E
KONG TSZ HIM 1A
LAI HIU TUNG 1A
KWONG YUI WING 1A
CHONG HAM MAN 1C
LAM MING SUM 1C
SER CHARLOTTE 1C
CHAN HAU YU 1D
LEUNG YAT HANG 1D
LAW JOVIN 1D
WAN QINZI NICOLE 1D
DONG SZE TUNG 1E
LAM YU QI 1E
LAM CHUNG YAN 2A
PHONG CHIU LONG 2A
LEE LAP YIN 2A
SUN CHEUK PUI 2A
ZHOU KOK HEI 2A
CHEUNG HOI YAN 2C
LIU KA HEI 2D
LEE HONG CHING 3A
LAM WING 3A
MAK HOI CHING 3A
CHOI HIU LEE 3D
ZHOU KA YEE 4A
CHUNG CHI PANG 4B
IEONG CHUN HO 4C
LOK KA WANG 4C
LI SZE LUI 4D
CHOI WING CHI 4D
CHEUNG CHEUK KAI 4E
WEI KERAN 4E
LEE TSZ CHUNG 4E
YANG LING KA 4E
YIP HIU CHING 5C
CHEUNG SAU CHUN 5B
CHENG CHEUK LOK 5B
LEUNG TSZ CHING 5B
WONG WAI LAM 5B
YUEN LOK YAN 5B
WONG CHEUK TUNG
BERNICE 5A
LEE WING TUNG 5C
Wu Yuxuan 2A
KAN WAI NAM CHLOE 1C
CHOW VIVIAN 5B
YIM YUK FUNG 1C
WEN YIU TING 2C
CHEUNG TSZ KIT 2D
LEE HONG CHING 3A
CHEUNG KA WING 3D
NG WAI LOK 4E
WAT TSZ KIU 4E
余宝君 6A

WONG MAN NOK 4E
POON KA SHUN 5B
TANG YAT PONG 5B
WONG PAK KIU 5B

徐欣儀 5B
陳穎如 6D
徐佩雯 5D
潘鎬正 3A
梁銘鋒 3B
潘鎬正 3A
梁銘鋒 3B

田家炳中學

優異獎

田家炳中學

嘉許狀

劉美樂 5D

三等奬

KWAN KA KI 2D
WU LOK YI 2D

梁紫玲 4B

王立松 3E
王立松 3E

活動名稱

第七屆全港中學微電影比賽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獎項
高中組銀獎
最佳演出
青少年組 金獎

Careers and Life Planning Workshop

Cocoon

銀獎，最積極參與大獎

第二十七屆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

主辦機構
香港藝術中心

銅獎

Outstanding Student Award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21/2022

Hong Kong Art School

Award for Outstanding Audiovisual Eﬀects
Award for Outstanding
Cooperation
Award for Outstanding Director
Award for Outstanding Script
Award for Outstanding Performer

Asia Paciﬁc Outstanding Youth Piano Competition

HK Music For Youth

Piano Solo Grade 6 Class - 2nd Place

Inter School Badminton Competition

The Hong Kong Schools Sports
Federation Tai Po & North District
Secondary Schools Area Committee

RANK 1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District Age Group Competition (Badminton)

The Hong Kong Schools Sports Federation
Tai Po & North District Secondary Schools
Area Committee Inter-School Athletics
Championships

The Hong Kong Schools Sports Federation
Tai Po & North District Secondary Schools
Area Committee Inter-School Swimming
Championships

Hong Kong School Music Festival

女子青少年組單打FG RANK2
女子青少年組單打FG RANK4
Girls C 400m rank 4
Girls C 100m rank 4
Boys C 100m rank 3
Boys C 200m rank 2
Boys C High Jump rank 4
Boys C Long Jump rank 4
Girls C 200m rank 1
Girls C Discus rank 4
The Hong Kong Schools Sports
Federation Tai Po & North District
Boys C 100m Hurdles rank 1
Secondary Schools Area Committee
Boy B 800m rank 4
Boys B Discus rank 3
Boys B Javelin rank 2
Boys B 100m rank 1
Boys B 400m rank 1
Girls A High Jump rank 3
Boys A 100m Hurdles rank 2
Girls A Long Jump rank 4
Girls C 100m Backstroke Rank 2
Boys C 100m Breaststroke Rank 2
Girls C 200m Freestyle Rank 2
Boys C 50m Breaststroke Rank 3
Girls C 50m Freestyle Rank 4
Girls C 50m Butterﬂy Rank 4
Boys B 100m Freestyle Rank 4
Boys B 50m Breaststroke Rank 1
Boys B 50m Freestyle Rank 2
The Hong Kong Schools Sports
Girls B 200m Freestyle Rank 2
Federation Tai Po & North District
Girls B 200m Breaststroke Rank 2
Secondary Schools Area Committee
Boys A 50m Backstroke Rank 4
Girls B 50m Butterﬂy Rank 3
Boys B 50m Butterﬂy Rank 4
Girls A 50m Freestyle Rank 3
Boys A 100m Backstroke Rank 2
Girls A 50m Breaststroke Rank 3
Girls A 50m Butterﬂy Rank 2
Girls A 100m Freestyle Rank2
Boys A 50m Backstroke Rank 2
銀獎（柳琴獨奏深造組）
銀獎（中阮獨奏深造組）
Bronze Award
(Female Voice Solo Age 16 or under)
Bronze Award
(Violin Solo Grade Five)
Bronze Award
HKSMSA
(Violin Duet Intermediate)
Silver Award
(Graded Piano Solo Grade Four)
Silver Award
(Graded Piano Solo Grade Eight)
Silver Award
(Guitar Solo Intermediat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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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同學
LUO YIMING 6C
LUO YIMING 6C
阮偉豪 6A
LO HEI YING 4A
ZHOU KA YEE 4A
LAI XINYAN 4E
LI PUI LAM 4B
KUNG TSZ YAN YUKI 4D
LI CHI YAN 4D
SO HIU TING 4A
CHEUNG SUM YU 5B
CHAN WAI LIM 5C
HUEN PAK YUET 5C
Tin Ka Ping Secondary School
Tin Ka Ping Secondary School
Wong Cheuk Tung Bernice 5A
Wong Cheuk Tung Bernice 5A
Wong Chak Hang 1B
Lam Ming Sum 1C
Lu Yating Jessica 2C
Zheng Kwan Hang 3A
CHOI WING CHI 4D
ZHANG CHI KIT 4C
YU HOK HEI 5C
WONG KING KI 6D
LEUNG YEE KI 3E
WONG KING TSANG 4B
KAN WAI NAM CHLOE 1C
KONG TSZ WING 1D
CHAN TSZ WANG 1E
CHAN CHUN MAN 2B
CHAN PA YIN 2B
LI BENNY 2C
WU WING 2C
CHEN YIN LING 2E
MEHTA NIL PARAG 2E
CHOW TSZ LONG 3A
AU YEUNG CHUN KIT 4C
SIU TSZ HO 4C
FONG HIN KIU 4E
SHUM KAI HO 4E
CHAN CHING TUNG 5A
SO TSUN KWAN 5B
YU HIU YING 6B
ZENG CHING WAI 1A
CHEUNG WING SUM 1B
SIU HO NI 1E
CHAN TSZ HIM 2B
LIU SZE YEE THERESA 2B
KWONG WING SUM RAIN 2D
CHEUNG NGAI CHUNG 3A
LAU NOK HIN 3B
LEUNG MING FENG 3B
YIP LAO YU 3B
CHEUNG HOI YIN 3D
YEUNG HO FUNG 4A
YU WING LAM 4B
LAM CHING YIN 4C
LAM TSZ YING 5A
CHENG CHEUK LOK 5B
LAM HOI TIK 5B
WONG WAI LAM 5B
CHAN YING SIN 6A
CHEN YUK 6A
章嘉穎 3D
章嘉穎 3D

Mak Chun Fung 4C
Mak Chun Fung 4C
Wong Hoi Ki 2D
Wong Tse Ching 3A
Siu Hoi Tung 3B

CHAN WAI LIM 5C
KAM HO WAN 6D

Choi Wing Chi 4D

Wan Qinzi,Nicole 1D
Li Haili 4E

Li Hailin 4E

Ko Ka Ching 1D
Lin Man Wai 3B
Leung Winston Ming Feng 3B

Fong Hin Height 2E

2021–2022 年度中六級懿社
畢業生名錄
6A （班主任：殷俊康老師）
陳諾瑤

陳瑩倩

張丞希

鍾樂純

林建豪

李琛皓

蔣潁汛
伍樂人

陳俊翰
鄧縉匡

陳

煜

鄧梓軒

張兆曦
王熙臨

張潤棠
王文傑

崔駿賢

鍾曉怡

胡軒搏

阮偉豪

6B （班主任：張震洋老師）
陳嘉儀

陳樂晴

陳宇峰

張晴怡

鄭禧霖

錢茵彤

莊旻曦

方美善

侯卓伶

蘇詠心

戴子濤

蔡程浩

徐喆芃

黃竣禧

黃俊禧

王曉文

黃浩然

黃琛瑤

江雪怡
黃子燁

林穎妍
黃恩桐

劉燁童
黃琬淇

劉芷柔
余曉瀅

梁頌昆
余薪穎

李洛瑤

伍栢耀

張景城		

彭柔瑋

石珞瑤

6C （班主任：鍾偉德老師）
陳家明

陳美俊

陳慧琪

陳穎怡

周慧兒

朱綽盈

方雪怡

黎彩妍

劉熹曈

柯漢麟

蘇慧珍

鄧珈琪

鄧梓晴

謝

黃詠瑜

姚詩琪

邱爾瀚

楊倩柔

劉明珠
楊芷柔

劉兆洋
葉忠翰

羅康妮

李嘉盈

李樂欣
寕

李月婷

張愷琳						

勞子慷

駱一鳴

莫嘉穎

6D （班主任：古駿祥老師）
陳穎如

卓志衡

張家豪

張珈嵐

鄧雅倩

徐東昇

黃景祺

余宝君					

林

穎

林穎婷

李卓琳

李洛鋒

張寶雯
李麟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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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焌詩
梁詠喬

葉

燿

李嘉瑜

甘浩雲
吳姻穎

林馨怡
鄧靜雯

木章
2A
2B
2C
2D
2E
3B
3C
3D
4C
4E
5C

銅章
3A
3B
3C
3D
4A
4B
4C
4D
4E
5A
5B
5C
5D
6B

田家炳博士中華文化獎勵計劃
2021年度獲章同學名單
蔡咏珊
陳鍶錡
張澤謙
張家琛
張桓溥
鍾梓晴
廖泳熹
盧俊霖
樂嘉寶
陸梓晴
馬康翹
馬梓鵬
曾浩迪
曾思夢
吳俞萱
邢 嶸
阮樂兒
周珏希
陳駿文
陳帕言
陳子謙
陳曉彤
趙家慧
朱樂晴
藍爾琪
劉永康
梁子濠
劉思綺
馬慧如
吳韋迎
謝安喬
王靜楠
王竣民
黃寶怡
謝 銘
楊浚晞
陳樂瑤
周鋑宥
陳睿哲
鄭晉晟
張凱欣
莊敏儀
賴凱媛
林鈿昇
李俊軒
梁宇軒
李銘海
凌梓瀅
譚梓軒
鄧芷晴
段子筠
王諾希
胡 穎
殷學儀
陳思諭
鄭梓煊
張智嘉
張子潔
張逸翹
侯卓君
劉政延
李天樂
李柳賢
李栢謙
梁諾熙
李文韜
田漢釗
曾維漳
王頁寧
黃鎧淇
黃尚弦
胡樂怡
歐陽子謙 陳宇林
陳燕鈴
鄭思睿
張卓恩
鄭茜庭
劉愷逸
劉芷彤
梁倬騫
梁迦嵐
劉瀚臨
麥安祺
王敏澄
王德慈
姚穎怡
余佩盈
張鴻康
周雨萱
江子桓 						
梁琬娸
羅靖童
麥嘉懿
歐陽余豐 鍾譯興
溫俊霖
陳亦忻
黎青霖
駱家宏
莫俊培
顏啟諾
郭天倫
羅雋謙
王曜文
陳鈺儀
李傲琳
陳天恩
陳依琪
張文鳳
黃芷晴
蔡佳雯
劉善怡
黄芷欣
歐陽俊傑
莫穎怡
陳綽妍
梁穎詩
陳稀同
賴欣妍
岑啟豪
陳穎琛
陳樂瑤
蔣瑞杰
陳曉峰
黃琬淇

周煒鋒
李思雅
吳筱妤
章嘉穎
何心言
鄔焯楠
陳晉宏
梁紫玲
葉穎兒
陳子康
蕭梓濠
陳蔚錡
李智茵
陳𤤯珊
林奧夫
鄧芷穎
卓思雅
張心茹
杭凌西
鄭朗熙

林頌欣
聶陽韜

利希瞳
彭暉楊

李立言
龎朝朗

梁嘉研
孫卓培

李若琳
田嘉宜

丁智傑
吳汝軒
曾志超
杜雅淇
呂雅婷
楊皓然
何卓燊
李柏熙
周家淳
戴程軒
毛嘉敏

何梓永
潘盈盈

何鈺熙
譚嘉希

朱啟賢
唐紫涵

賴文軒
湯君怡

范雅媛
羅子樂
叶展曦
柯籽然
廖嘉曦

馮善渝
吳彩玲
袁詠詩
關嘉祺
彭琬婷

郭天韵
石旨正

郭穎彤
蘇鉅傑

鄺泳心
石晞彤

黎悅因
蘇瑋軒

范憬滔
程家樂

方穎怡
宋偉斌

賴國俊
施 昊

林頌珈
黄潔頣

陳雅浛
林銥淳

劉悅昕

陸銘儀

黃熙琳

黃朗言

黃榆圓
何穎芝
葉紫雯
陳梓婷
李奇俐
余詠琳
陳梓盈
蘇梓楓
陳珊珊
李思蕾
陳宇軒
劉瀚林
魏可然
蔡展箕
何心怡
許愛源
張國雄

石鈺瑩
胡嘉誠
楊浩鋒
鄭茵潼
李奇伶
陳樂謙
陳煒俊
黃駿朋
蔡詠芝
李俞彤
張綽佳
李子頌
黃汶諾
林梓瑩
戴子聰
李捷勤
鍾志蕊

莊心悅
郭萬鵬
葉子琪
張惠玲
李佩霖

鄺子諾
周家儀
蔡嘉怡
陸 鵬

李耀天

李婉淇

羅雅頤

彭澤豐

鄧穎妍

鍾志鵬
吳芷瑜

鍾梓傑
侍湘洋

馮宛瑜
蘇泳怡

何敏芝
蔡卓瑋

洪健瑋
黃梓澄

張尚富
黃俊賢
馮羨雅
廖靖詩
張煦怡
李卓彤
楊檸嘉
羅倩妤
黃樂琳
廖宇威
劉宇晴

崔梓煒
伍家駿
何樂頤
陸凱晴
蔡慧瑩
黎海酈
楊汶意
廖美琪
王泰歷
錢碧瑤
廖翠瑜

黃銘豪
袁喬斐
龔芷欣
蘇子慧
方衍橋
黎海霖

林俊宇

劉家晞

李澤龍

陸泓睿

藍冰倩
吳雨娟
何凱婷
廖子東

林丹雅
楊渙浠
許瀚賢
吳華洋

李嘉芠
楊清嵐
郭嘉寶
吳韋樂

梁愷庭

陸子楓
王慧林
譚澤熙
譚可怡

袁俊明
徐欣儀
王慧琳

葉文韜
王天欣

袁樂欣
余學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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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蔚琳
郭 灃

張嘉熹

銀章

武術的從古至今——一個逐漸沒落的中華文化

4A 盧曦凝

4B 陳柔霏

4C 莊曉玥

4D 鍾果彤

中國動態藝術——雕刻

5A 文晞韻

5B 周慧敏

5B 賴曉程

5B 馬熳晴

5C 劉雅欣

5B 夏俊濠

5B 何卓怡

5B 呂文樂

5B 盤嘉信

5B 蘇浚鈞

5B 楊展峯

5B 鄧閔之

5C 勞悅恩

中國廿四節氣

中國兵器的發展歷程

北京奧運對中國的影響
唐代的人文與風氣

古代中國數學與現代數學關係及相似點
中國傳統節日——中元節
中國古代足球

中醫與西醫之相異

從魯迅的生平和文學作品探討當時社會問題
京劇

中國各地飲食文化特點

從醫學科技的發展看李時珍對中國醫學的貢獻
古代男女關係與性別平等
中國刺繡史

中國傳統歷史建築
茶文化

為何要練書法？
文化大革命

金章

4D 區凱茵
5A 文嘉燕
5A 黃焯桐

5B 張首春

5B 蔡朗豪

5B 羅

5B 鄭卓樂
5B 葉倬搴
5B 林凱迪
5B 劉慧玲
5B 梁翠婷
5B 吳羨衡
5B 伍泳恩

5D 周健恒
5D 陳煒邦

佛家思想的傳入對中國的影響
農曆新年

大理古城與中華文化的關係

5B 梁芷晴

5C 陳偉廉

5D 鄭皓曦

5C 蘇梓維

5B 黃舒裕

5C 何穎年

5D 張慶暉
5C 譚世豪

5B 葉子韻

5D 周志鏵
5D 李心悠

5D 王

6B 戴子濤

6B 徐喆芃

6B 王曉文

6B 張景城

6D 梁詠喬

6D 李嘉瑜

5D 鍾紫彤

6C 鄧梓晴

6D 張家豪

5D 梁迦琪

5D 羅穎彤

6C 方雪怡

6B 劉燁童

6A 張兆曦

中醫

坤

6B 蔡程浩

清明上河圖

香港電影黃金歲月

5B 王珀橋

6B 伍栢耀

5A 陳諾妍

節日／民間信仰

5C 陳麗宜

5B 鄒婥嵐

中醫學

古代運動

5D 陳家軒

6B 江雪怡

5D 劉美樂

靖

6B 李洛瑤

5B 簡孝龍

5B 鄧逸邦

5C 禤百悅

6B 陳嘉儀

6B 張晴怡

6B 林穎妍 6B 余薪穎 6D 林穎婷

6B 鄭禧霖

6B 侯卓伶

6B 石珞瑤

6B 陳宇峰
6C 朱綽盈
6C 劉熹曈
6C 張愷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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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鄧縉匡

6B 黃竣禧
6D 林馨怡
6D 吳姻穎

6D 卓志衡

各級期終獎項總錄(2020-2021)
1

學生年獎：

2

學業優異獎：

中一級： 1E 吳俞萱
中二級： 2A 蔡曉莉
中三級： 3E 蔡卓瑋
中一級： 1E 吳俞萱
中二級： 2C 李康晴
中三級： 3A 陳綽妍
中四級： 4B 張首春
中五級： 5B 戴子濤

		

3

操行獎：

中一級： 1A 趙家慧
		
1D 李銘海
中二級： 2A 蔡曉莉
		
2C 林文惠
中三級： 3A 陳綽妍
		
3C 吳華洋
		
3E 楊渙浠
中四級： 4A 廖美琪
中五級： 5B 余曉瀅

4

1B 殷學儀
2A 蔡曉莉
3E 黃汶諾
4B 周慧敏
5B 黃浩然

1A 陳樂瑤
2C 黃榆圓
3C 劉瀚林
4B 吳羨衡
5B 王曉文

1A 梁倬騫
1D 吳韋迎
2A 方昫悅
2C 曾惠明
3A 陳子康
3D 李奇俐

1A 胡 穎 1B 龎朝朗
1C 蘇瑋軒 1C 王敏澄
1D 胡樂怡				
2A 林 詠 2A 吳羨瑜
2B 陳日熙 2B 章嘉穎
2C 葉洛銣
2D 朱綽蕎
2D 霍穎童 2D 鄔怡姍
3A 梁紫玲 3A 李奇伶
3A 伍家駿 3B 羅雅頤
3D 廖子東 3D 滑子翹
3D 魏可然 3D 楊檸嘉

4B 周慧敏
5C 黎彩妍

4C 關嘉慧
5C 劉熹曈

4C 李凱盈
5C 莫嘉穎

4D 劉美樂
5C 張愷琳

3C 劉瀚林
3D 魏可然
4C 李穎彤		
5B 戴子濤		

3E 蘇泳怡

操行優異獎：

中一級： 1E 吳俞萱		
中二級： 2A 蔡曉莉		
中三級： 3B 張惠玲
3C 李思蕾
中四級： 4B 周慧敏		

3C 楊彤恩

5

操行進步獎：

6

家教會最佳操行進步獎：

7

陳建熊榮譽校長獎學金：

8

楊鄺明秀女士紀念基金：商科獎：

9

天虹獎學金：

中一級： 1A 聶陽韜

1D 胡樂怡

中一級： 1D 胡樂怡
		
中一級： 1E 吳俞萱
中二級： 2C 李康晴
中三級： 3A 陳綽妍
		
中三級： 3A 陳綽妍
中四級： 4B 馬熳晴
中五級： 5B 陳樂晴
		
中四級： 4B 周慧敏
中五級： 5B 黃浩然
		

3B 李卓彤
4C 張嘉琳
5B 侯卓伶

10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獎：
6B 凌俊欣

6C 葉曉琳

傑出音樂家獎：

2B 章嘉穎

11 家教會才藝年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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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楊浚晞
2B 梁曉妍
2E 馮曉恩
3B 葉紫雯
3E 梁梓軒

1D 劉政延
2C 李康晴
2E 黃熙琳
3C 陳珊珊
3E 蔡卓瑋

5D 張寶雯			

12 學科獎：
科目
英
文
數
學
生活與社會
綜合科學
中國歷史
地
理
科目
英
文
中
文
數
學
生活與社會
中國歷史
歷
史
科目
英
文
中
文
數
學
綜合科學
歷
史
地
理
科目
英
文
中
文
數
學
數學延伸單元
通識教育
中國文學
中國歷史
歷
史
地
理
科 目
英
文
中
文
數
學
數學延伸單元
通識教育
中國文學
中國歷史
歷
史
地
理

1D 周珏希
1E 吳俞萱
1A 陳樂瑤
1B 殷學儀
1B 殷學儀
1B 王竣民

2A 方昫悅
2C 楊嘉瑜
2C 李康晴
2C 李康晴
2C 黃榆圓
2B 章嘉穎

3A 陳綽妍
3A 陳綽妍
3E 黃汶諾
3A 陳綽妍
3A 陳綽妍
3A 陳綽妍

4C 李凱盈
4C 李凱盈
4B 張首春
4B 鄧逸邦
4B 吳羨衡
4D 劉美樂
4B 伍泳恩
4B 夏俊濠
4B 周慧敏

5B 黃浩然
5B 黃浩然
5B 黃竣禧
5B 黃竣禧
5B 黃浩然
5C 張愷琳
5B 戴子濤
5D 張寶雯
5B 黃琬淇

13 優異服務獎：

中三級： 3A 陳綽妍
中四級： 4B 周慧敏
中五級： 5B 江雪怡
4B 劉慧玲

4C 葉曉晴

15 學業進步獎：

中一級： 1A 蔡咏珊
		
1A 李立言
		
1A 余佩盈
		
1B 殷學儀

1A 梁倬騫

2D 鄔怡姍
2E 梁銘鋒

獲奬者
4B 鄧逸邦

4B 鄧逸邦
獲奬者

5B 黃浩然

1A 陳樂瑤
1A 梁倬騫
1B 張卓恩
1C 鄭思睿

2A 蔡曉莉
2A 蔡曉莉
2A 羅詠茵
2C 李康晴
2D 鄒子㮾

中三級
科目
經
濟
普通電腦
視覺藝術
音
樂
體
育
中國歷史

獲奬者

4C 李穎彤
4B 張首春
4B 張首春
4B 張首春
4B 王珀橋
4B 徐欣儀
4A 文晞韻
4B 簡孝龍
4B 馬熳晴

中五級
科目
經
濟
物
理
化
學
生
物
資訊及通訊科技
視覺藝術
音
樂
體
育
BAFS

5B 陳樂晴
5A 王文傑
5C 劉熹曈
5B 黃琬淇
5B 唐崇林
5C 朱綽盈
5A 盧芷柔
5D 黃景祺
5B 侯卓伶

6B 凌俊欣

1A 鄭梓煊
1A 梁子濠
1B 張智嘉
1C 黎悅因

3A 陳綽妍
3E 黃汶諾
3D 莊嘉瑩
3D 蔡詠芝
3C 吳華洋
3A 陳綽妍

中四級
科 目
經
濟
物
理
化
學
生
物
資訊及通訊科技
視覺藝術
音
樂
體
育
BAFS

3A 伍家駿 3B 葉紫雯
4B 鄧逸邦		
5B 黃恩桐
5C 莫嘉穎

5C 李月婷

1B 殷學儀
1A 陳樂瑤
1E 吳俞萱
1C 黎悅因
1D 廖嘉曦
1A 胡 穎

中二級
科目
電腦及科技
普通話
視覺藝術
音樂
體育

獲奬者

3A 梁紫玲
4B 鄧閔之
5B 劉芷柔

14 家教會最佳義工服務獎：

中一級
科目
中
文
電腦及科技
普通話
視覺藝術
音
樂
體
育

獲奬者

3C 李嘉芠

獲奬者

1E 吳俞萱

1B 陳宇林
獲奬者

2E 何靖怡
2B 莫子晴
2D 黃澤禧
2D 何欣澄

獲奬者

3A 梁紫玲
獲奬者

4B 周慧敏
4B 鄧逸邦
4C 張嘉琳

4B徐欣儀
4D張慶暉

獲奬者
5B 戴子濤

5D 何焌詩

5D李嘉瑜

3C 陸凱晴

3E 梁梓軒			

1A 關嘉祺
1A 聶陽韜
1B 劉思綺
1C 鄧芷晴

1A 郭穎彤
1A 彭琬婷
1B 龎朝朗
1C 楊浚晞

6B 雷詩婷

1A 張家琛
1A 李柏熙
1B 郭天韵
1C 李栢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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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張子潔
1A 吳汝軒
1B 賴國俊
1C 梁諾熙

1A 李俊軒		
1A 蘇鉅傑		
1B 王竣民		
1C 周家淳		

		
1D 丁智傑
		
1D 曾思夢
		
1E 廖泳熹
中二級： 2A 陳嘉儀
		
2A 蕭凱桐
		
2B 徐梓傑
		
2B 張寶琪
		
2C 曾惠明
		
2D 朱綽蕎
		
2E 羅嘉熙
中三級： 3A 陳子康
		
3A 周家儀
		
3C 陳依琪
		
3C 楊彤恩
		
3E 鍾梓傑
中四級： 4A 陳穎琛
		
4A 袁俊明
		
4B 林凱迪
		
4B 王珀橋
		
4C 李駱兒
		
4D 何嘉彤
中五級： 5A 陳諾瑤
		
5B 侯卓伶
		
5C 劉熹曈
		
5C 張愷琳
		
5D 鄧靜雯

1D 朱啟賢
1D 胡樂怡
1E 馬慧如
2A 方昫悅
2A 鄧施恩
2B 李汶錡
2C 鞏 銳
2C 黃鴻斌
2D 馮卓琳
2E 文卓琳
3A 蔡慧瑩
3B 陳健恆
3C 馮子鈺
3D 陳梓盈
3E 夏佳駿
4A 劉卓詩
4B 鄭卓樂
4B 梁芷晴
4C 陳麗宜
4C 李穎彤
4D 劉美樂
5A 蔣潁汛
5B 石珞瑤
5C 劉兆洋
5D 陳穎如
5D 余宝君

1D 柯籽然
1D 姚穎怡
1E 曾浩迪
2A 林 詠
2A 杜雋泳
2B 梁琬娸
2C 黃榆圓
2C 楊嘉瑜
2D 何欣澄
2E 鄧智聰
3A 鄺子諾
3B 張惠玲
3C 洪健瑋
3D 何凱婷
3E 李俞彤
4A 羅倩妤
4B 張首春
4B 馬熳晴
4C 張嘉琳
4C 李凱盈
4D 李學賢
5A 伍樂人
5B 黃竣禧
5C 羅康妮
5D 張珈嵐

1D 劉政延
1D 周珏希
1E 段子筠
2A 劉祖宜
2A 黃琛蔚
2B 石鈺瑩
2C 金栢軒
2C 葉洛銣
2D 劉諾軒
2E 黃熙琳
3A 李耀天
3B 林奧夫
3C 李婉淇
3D 李奇俐
3E 梁梓軒
4A 廖美琪
4B 蔡朗豪
4B 吳羨衡
4C 蔣瑞杰
4C 王慧琳
4D 李心悠
5A 王文傑
5B 余曉瀅
5C 李月婷
5D 張寶雯

1D 李銘海 1D 吳韋迎 1D 孫卓培
1E 張桓溥 1E 莊敏儀
1E 馮善渝
1E 黄潔頣
2A 劉悅昕 2A 呂頌賢 2A 陸銘儀
2A 胡易言 2B 陳湘樺
2B 章嘉穎
2B 文逸韜 2B 黃詩樂
2B 肖沛希
2C 李康晴 2C 李詠欣
2C 李展宏
2C 曾愷頤 2C 詹佳瑩
2D 陳怡欣
2D 鄔怡姍 2E 陳鈺儀
2E 陳思穎
2E 王立松
3A 黎海霖 3A 李奇伶 3A 彭澤豐
3B 劉善怡 3B 梁愷庭
3B 鄧穎妍
3C 李佩霖 3C 陸凱晴
3C 吳詠兒
3D 盧曦凝 3D 麥俊鋒 3D 滑子翹
3E 黃芷晴			
4A 陸子楓 4A 陸妍汶 4A 文晞韻
4B 周慧敏 4B 何心怡
4B 簡孝龍
4B 伍泳恩 4B 鄧閔之
4B 鄧逸邦
4C 何卓恩 4C 禤百悅
4C 許愛源
4C 王天欣 4D 陳沚楓 4D 鍾志蕊
4D 廖翠瑜
5A 胡軒搏 5A 鍾樂純 5B 陳樂晴
5B 余薪穎 5C 陳慧琪
5C 周慧兒
5C 蘇慧珍 5C 鄧梓晴
5C 黃詠瑜
5D 何焌詩 5D 葉 燿 5D 李嘉瑜

16 家教會最佳學業進步獎：

中一級： 1A 余佩盈				
中二級： 2A 劉祖宜				
中三級： 3B 陳健恆				
中四級： 4C 李駱兒				
中五級： 5D 張珈嵐				
						

17 每班學業成績第一名：

中一級： 1A 陳樂瑤
1B 殷學儀
1C 周鋑宥
1D 周珏希
中二級： 2A 蔡曉莉
2B 章嘉穎
2C 李康晴
2D 鄔怡姍
中三級： 3A 陳綽妍
3B 賴欣妍
3C 劉瀚林
3D 魏可然
中四級： 4A 廖美琪
4B 張首春
4C 李穎彤
4D 劉美樂
中五級： 5A 王文傑
5B 戴子濤
5C 劉熹曈
5D 張寶雯
						
						

18 2020-21社際學霸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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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 吳俞萱
2E 何靖怡
3E 黃汶諾

1D 唐紫涵
1E 劉芷彤

2A 歐陽余豐
2B 莊啟樂
2B 余子晴
2C 林文惠
2D 鄒子㮾
2E 林泳賢
3A 嚴智軒
3B 鄔焯楠
3C 郭 灃
3D29楊檸嘉
4A 文嘉燕
4B 賴曉程
4B 黃樂琳
4C 關嘉慧
4D 鍾紫彤
5B 張晴怡
5C 朱綽盈
5C 姚詩琪
5D 吳姻穎

中六級獎項總錄(2021-2022)
1

學生年獎：

2

學業優異獎：

3

操行獎：
6B 劉芷柔

6B 戴子濤		
6B 黃浩然

6B 戴子濤

6B 黃竣禧

6C 莫嘉穎

6C 蘇慧珍

4

操行優異獎：
6B 戴子濤
6C 黎彩妍

5

陳建熊榮譽校長獎學金：

6

學科獎：

6D 張寶雯

6B 戴子濤

科目

英

文

6B 張晴怡

數

學

6A 陳俊翰

中

文

數學延伸單元
通識教育
中國文學
歷
地

史
理

BAFS

6B 余曉瀅

科目

6C 劉熹曈

6B 黃浩然

家教會最佳學業進步獎：

6A 王文傑

濟

化

學

音

6B 侯卓伶

8

物

經

理
物

視覺藝術

6B 黃琬淇

6A 王文傑
6B 余曉瀅
6C 謝 寕

6B 黃浩然

資訊及通訊科技

6D 張寶雯

體

6A 張丞希
6C 陳美俊
6C 姚詩琪

6B 張晴怡
6C 陳慧琪
6C 楊倩柔

每班學業成績第一名：
6A 王文傑
6B 黃浩然
6C 劉熹曈
					

6D 張家豪

獲獎者

中國歷史

生

6C 羅康妮

學業進步獎：

		 6A 陳俊翰
		 6B 黃琬淇
		 6C 莫嘉穎

獲獎者

6B 黃竣禧

7

9

6D 吳姻穎

樂
育

6B 劉芷柔
6C 陳穎怡
6C 張愷琳

6A 張丞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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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戴子濤
6B 戴子濤
6B 黃琬淇

6A 王文傑
6C 朱綽盈
6B 方美善
6A 陳 煜
6B 李洛瑤
6C 朱綽盈
6D 張家豪

6B 江雪怡
6B 余曉瀅

6B 黃竣禧
6C 劉明珠
6D 葉 燿

6C 莫嘉穎

6B 黃浩然
6C 李樂欣
6D 李麟鋒

師道
我和我的哥哥

何宇鵬老師

這張是我和哥哥童年時的合照，是媽媽在沙灘
上為我們拍的。從相片中哥哥豪邁的站姿，可以看
得出他從小就較獨立，愛冒險；而他身旁的我，一
副天真爛漫，人畜無害的樣子，一看便知道我是一
個喜歡黏住哥哥，陪在他身邊的弟弟。
記得有一次，小學老師獎勵我兩粒糖果，我吃
了一粒，覺得特別美味，於是打算將另一粒給哥哥
吃。回家後，我將糖果放在餐枱上，並對哥哥說：
「那粒糖好好食，你試下。」但哥哥一句「唔食」
拒絕了我。當時我心裡很難過，甚至躲在房裡哭。
我難過的並不是哥哥拒絕我的好意，而是為他不能
吃下那糖果而感到可惜。但我仍心存盼望，期望他
稍後餓了，會吃下糖果。最終糖果的去向，我不知
道，也許哥哥吃了，也許媽媽扔了。
小時候的我和哥哥都喜歡打機，無奈家中只有
一部電腦，很多時候電腦也是被哥哥佔用，所以慢
慢地我由自己打機變成看哥哥打機，電腦前由一張
椅子變成兩張，有時我更會自動坐上「觀眾席」等
待哥哥。當然，媽媽會責罵哥哥，不務學業，浪費
時間打機，更會揶揄我，比起打機，看別人打機更
浪費時間。
升上中學，我開始有自己的想法，與哥哥之間
出現意見分歧，甚至爭吵。我和他也是固執的人，
爭吵間，各執一詞，互不相讓，會因很小的事吵上
一兩個小時。有時我心裡亦覺理虧，但礙於面子，
不服輸，仍然死撐。即使有歉意，但從不會向哥哥
說對不起。我雖然沒有將兄弟間的爭吵放在心上，
但慢慢地我習慣了與哥哥「硬碰硬」的相處方式，
也因而絕少向哥哥透露心事及表達內心的感受，不
想向哥哥表露自己軟弱、感性的一面。

直到中六時，我和哥哥的關係發生了一些改
變。當時，修讀大專課程的他，突然自行退學。
媽媽當然非常生氣，不理解哥哥的決定，哥哥亦
只以「不想讀書，想工作」來回應她。那段時間家
庭中經常有爭吵。後來，媽媽覺得哥哥因學業壓力
暫時停學，盼望他工作一段時間後會繼續學業。但
五年前，她的盼望落空，哥哥在工業大廈開設了他
的「裱畫」工作室，發展他的副業。媽媽認為他事
先沒有好好計劃，不斷勸退他，但每次都是爭吵作
結。那幾年間，哥哥變得孤僻，每次他回家也近乎
午夜，與父母見面和相處的時間很少，而他也不願
將自己的情況告訴家人，更經常缺席家庭活動。那
時的我，一方面明白媽媽的擔心，我知道她認為在
香港從事裱畫工作困難重重，她希望哥哥有一份穩
定的職業；另一方面，我也不反對哥哥的選擇，因
為這是他的自由。
但我也只是停留於「不反對」而已，我並沒有
支持他，五年間我一句鼓勵和關心的說話也沒有說
過。為什麼？我逃避的藉口是我有自己的學業和
工作要面對，但真正的原因是，我心裡覺得哥哥對
我來說是一個「負累」。雖然這個想法難以承認，
但確實叫我不敢去了解哥哥，我怕了解後會對他的
事上心。我會形容我和他之間好像有道關上的門，
我站在門外不敢進入。這幾年間，我很害怕別人問
哥哥的近況，因為每次我只能答他們「裱畫」，而
每次也迫使我直視這個我不願面對的痛處。本來我
和哥哥的關係就停滯於此，但幾個月前的特別假期
中，我和他的關係發生了一些轉變。

在特別假期中，同為教師的表妹有天突然邀請
我一同去哥哥的工作室，我從來沒有參觀過哥哥的
工作室，但有表妹同去，能緩解我獨自面對哥哥的
尷尬。這是我首次了解到他的裱畫工作。裱畫是中
國傳統的手藝，將字畫裝裱在其他物料上，以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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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和觀賞。當天，哥哥為我們簡介他日常的裱畫工
作，當中的工序、工具和技巧，更分享他空閒時會
閱讀的書籍，從中認識各家各派的字畫風格，他更
不時練字、練畫，增進自己。在閒聊中，我得知原
來他當初退學就是因為對裱畫有興趣，於是自學這
門手藝，他選擇的日間工作，是為了就近工作室，
可以在工餘時間經營這份副業。看到他在門口貼上
勉勵自己的字句，當刻我仿佛親臨其境，看到哥哥
每晚孤獨地工作的情境。這刻他滔滔不絕地分享他
的裱畫工作，仿佛告訴我，他終於可以與人分享他
的夢想。我心裡很難受，因為這些年間我忽略了身
邊的哥哥，他在追尋自己的夢想，他面對工作的壓
力、家庭的壓力、經濟的壓力。但身為弟弟的我，
不知從何時由願意將最好的東西留給哥哥，變得只
顧自己、漠視他的需要；也不知從何時由喜歡黏著
哥哥，變得不敢接近他。

這個道歉雖然不能填補我與哥哥五年的空白
期，也不能改變一個事實，就是我和哥哥的生活隨
時間只會愈走愈遠。但這道歉仿佛為我打開了我和
他之間的門，我開始嘗試走進他內心世界，敢向他
表達自己的心底話。不但改變我，也改變他。哥哥
開始變得不像從前那般疏離，重新投入家庭的活
動，與媽媽的相處更和諧。
數日後的週末，我們一家四人到石澳行山，整
個路程平順而景色宜人，行程最後位置有一堆的亂
石群，哥哥二話不說就攀上，我覺得有一定的危
險，就阻止他說：「不要走上去，上面的風景跟這
裡差不多。」哥哥回我一句：「得啦！」就繼續上
行，登上岩石，我再次勸退他：「差不多啦！爸媽
在下面等我們。」但哥哥沒有停止，繼續攀爬。我
心裡有感動，想陪伴他，雖然步步驚心，但我一直
與他同行。岩石下是一個名叫「蟹洞」的岩洞，最
後我和他在那裡拍了一張合照，巧合地這張合照與
兒時的合照，極其相似，我們仿佛回到兒時，他仍
是愛四處冒險的哥哥，我仍是在身旁陪伴著他的弟
弟，媽媽仍是見證我們兩兄弟成長的攝影師。

接連數天，心裡的愧疚不斷地纏繞我，我很想
將心裡的歉意和感受向他坦白，但對我來說，向家
人道歉十分困難。我可以容易向其他人致歉，但對
家人，總是很說出那句「對不起」，特別是向親密
的人，承認自己的冷漠和疏離。

有一天晚上，我在家中踱步十分鐘之久，正掙
扎要不要向哥哥道歉，本想讓過去的事過去，不再
提起，但突然間，我想到《聖經》的一句話，「愛
裡沒有懼怕……」，這句話提醒我，我既愛哥哥，
就無需懼怕向他坦白。於是，我走到哥哥面前，對
他說：「對不起！我這些年都沒有關心過你的裱畫
工作。」面對我這突如其來的道歉，當下哥哥反應
不來。數秒後，才回應：「得啦！不要這樣想。」
我將這句話視作他對我的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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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園心聲
真正的領袖

4C 伍家駿

機緣巧合之下，我參加了今年的「傑出中學生領袖

對領袖的全新認知

4D 陳綽妍

半年前，經老師推薦，我參加了21–22年度傑出中

選舉」，經過了兩輪面試後，我終於成為了三十名中學生

學生領袖選舉（簡稱OSL)。經歷兩輪面試後，出乎意料

薦。而我最大的得著，就是學會了什麼是真正的領袖。

格。從中我獲得一番新的體會，同時讓我在未來的領袖道

領袖 之 一 。 得 到 今 天 的 成 就 ， 當 然 要 感 謝 老 師 當初的推
疫情反覆，不論是工作坊還是籌辦「社會實踐」活動

的會議，絕大多數都是在網上舉行，但這卻沒有令我所學

地，我竟然順利入選最後三十強，獲得參與領袖培訓的資
路上走得更遠。

在培訓的過程中，我們三十位OSL的主要任務就是要

有所減少，相反，這正正令我學到了作為領袖最重要的特

完成以弱勢社群為對象的「社會實踐計劃」。在OSL內，

間，我深深地明白到這個道理。以開會為例，在一個會議

人同時就著一個社會實踐計劃提出意見，可以想像到會議

質——「領袖不能只懂做領導的工作」。在過去的幾個月
中，每個人的角色都不同，有主席、文書，還有一起參與
及提供意見的人。假如我們恃著自己是領袖，只肯負責主
持會議，那麼，整個活動又會變成怎樣呢？

當三十個相當有能力的領袖走在一起，只做領導不會

實踐，那他們提出的方案，又有誰去執行呢？因此，有的
時候，領袖也不只是領袖，也要是一個「幹員」。就好像
我們平常開會一樣，我們會有一位主席主持會議、一位文

有三十位領袖，三十種不同的領導風格。在會議中，三十
的情況會有多混亂。同時，正正因為大家都是很有主見的
領袖，有時候甚至會就著計劃書內一些很「微小」的字眼
作出「詳盡」的討論。一向做事講求效率的我起初也不太
明白，大家何故如此執著，但漸漸我開始領悟到，作為一
位領袖，除了辦事要講求效率外，接納團隊內每一個人的
意見並作出一個持平的決定是重要的。

能夠一次過認識29位領袖，確實是一個難能可貴的

書做記錄，其他人就是「幹員」。我是文書，雖然有時候

機會，與他們相處、合作，我長知識了。當中有 人很健

錄大家的想法。這個崗位令我改變了許多，由從來也沒想

謂各有長處，但我們有一個共通點：大家都有一顆為團隊

因為打字速度不夠快而跟不上大家的節奏，但我會盡力記
過做文書，變成漸漸愛上這份工作，原因只有一個——身
為領袖，隨時要「變身」承接任何需要我的崗位，把會議
記錄做到最好，讓「社會實踐」活動做到最好。領袖，不
僅是在重要時刻站出來領導大家，更要了解每一個崗位的
重要性，願意彼此成就，共同努力，向目標進發。

參加了「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令我學會了領袖可

以是站出來帶領的人，也可以是在背後默默耕耘，成就大
業的人，只要不計較，能為大局著想，都是一位好領袖。
我終於明白：「領袖不能只懂做領導的工作」這個道理。

談，有人很有親和力，有人能言善辯，有人充滿創意，可
付出的心。還記得在撰寫活動計劃書的階段，大家為了構
思出完善的方案，不惜犧牲休息時間，不眠不休地開會，
甚至撰寫計劃書至翌日清晨。在隊友身上，我看到的是領
袖的特質，同時，他們為團隊付出的努力再次喚醒我擔任
領袖的初心，不是為一個耀眼的名銜，而是一份為團隊而
努力的心意。

除了領袖素質上的提升外，我還獲得了一段真摯的友

誼。我和組員由起初的陌生人，變成可以共事又可以一起
玩樂談心的好朋友。我們會互相分享學校的趣事、擔任領
袖期間遇上過的辛酸事……就好像尋覓到同道中人一般。

經歷OSL後，我對領袖有全新的認知：「領袖不僅僅

是一個崗位，而是一個行動、是一種心態。」不 論你在
團隊內的定位是什麼，只要你有一顆當領袖的心，你就是
一位領袖。感謝半年前的自己願意接受這個挑戰，亦感謝
一路上伴我成長的每一位師長、好友及組員。盼望未來的
自己能夠繼續懷著衝勁，好好當一位領袖，與團隊一起學
習、互相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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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領袖生感言

5B周慧敏

在成為總領袖生的這一年中，我感受到在領袖生團

隊這 個 大 家 庭 中 的 互 相 扶 持 ， 種 種 經 歷 ， 更 使 我獲益良
多。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活動是在開學初舉辦的領袖生訓練

日。 由 於 疫 情 緣 故 ， 這 個 傳 統 活 動 已 經 停 辦 了 兩年。因
此，在領袖生訓練日重辦之際，不管是對於我，還是領袖
生領導層來說，都是一個極大的挑戰。為了讓新一任的領
袖生好好地認識領袖生團隊，負責老師、社工與我們不辭
勞苦地籌備每一個活動，細心安排當中的細節。在籌備的
過程中，大家一起設計遊戲、一起熬夜更改活動細節、一
起模擬整個活動……即使討論時常常會發現不足，需要再

三修訂，但大家都毫無怨言，一心只想在當天能展現出最
好的效果，令新加入的組員能有所收穫。在一連串的準備
後，終於迎來了活動的當天。本想著一切能順利進行，但

結果 不 似 預 期 。 在 活 動 剛 開 始 ， 便 發 現 分 組 的 名單有錯
誤，於是我們只能臨時按組員的班別及特性再作分組。一

波未 平 一 波 又 起 ， 所 有 組 別 同 時 間 在 不 同 的 場 地進行活
動，有組別在籃球場的任務未能按時完成，但另一組別已
經完成上一輪的任務並到達籃球場，出現要輪候場地的情
況。結果，整個活動的時間便延長了。最後，我們決定分
工到不同的地點控制每一組的任務時間，務求善用資源，

令活 動 能 順 利 完 成 ， 為 這 一 次 的 活 動 畫 上 一 個 完美的句
號。

完成這一次的活動後，不單令大家對領袖生這個團隊

更熟悉，彼此亦變得更有默契，我亦明白到團隊溝通與隊
員之間的配合的重要性。若在活動中我們沒有預早分配好
每一個人的崗位和角色，若我們不能在突發事故發生時迅
速分工應變……那麼，整個活動一定不能順利進行。更重

春暖花開

5C李凱盈

「那便決定好了，我們內閣的名字就叫Blossom。」

7月，Blossom終於誕生了，我們十三個人的旅程，也從

這裡開始了。Blossom象徵花的盛開，璀璨且美好，亦寄
託了我們對田中最真誠的祝福，盼望着一掃疫情帶來的陰
霾，營造春暖花開的繁榮景象。春是暖了，但偶爾總會有
幾場春雨，淋得人們措不及防。

還記得在接任學生會會長的早會上，我向同 學說：

要的是，若在活動的過程中團隊之間沒有溝通，那麼在準

「眼下我們已恢復全日課，深信往後學生會的工作亦會重

和有趣的活動。可見，溝通和分工合作在團隊運作中缺一

責。誰料疫情反覆，第五波疫情爆發，要重回網課生活，

備遊戲時便不能集合大家的創意，設計出這麼多有挑戰性
不可。

最後，我想借此機會感謝每一位在領袖生團隊中一同

奮鬥的同學，因為有你們的參與和付出，領袖生團隊才得
以變得越來越好，讓我們的傳統能薪火相傳，延續下去。

回正軌。」那時的我滿懷希望，盼着學生會能順利履行職
又有特別假期，把我們的工作計劃通通打亂了。 這三年
來，疫情一直反覆，所以在準備參選時，我早已想好了線
上活動和實體活動，這樣就算是在上網課期間也能為同學
們增添一點樂趣。但這突如其來的假期，是眾人意料之外

的。學校會如何安排？活動還能舉行嗎？我們又 該怎麼
辦？種種疑慮浮上心頭。我似乎是迷了路一般，不知眼前
的路該如何走，又不知會走到哪裡去。

雖然被煙霧籠罩着，但我明白我肩負的責任 有多重

大，豈能止步不前？但眼下困境是如此真實，讓人無法忽
視。我知道光著急只是徒勞，那還不如先停一停，仔細想
想自己要如何走，想想我要如何帶領著十二人繼續前行，
或許這才是更負責任的表現。我知道自己也許未必是個好
的領袖，我沒有運籌帷幄的自信，可是，我既然決定成為
主席，便必須要對學生會、對同學負責。但一時之間讓我
改掉所有缺點似乎不太可行，我只能盡力縮小我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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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我的優點。既然我的點子不多，那我便聯同十二名閣

第二件事情發生在山頂凌霄閣。在中秋節假期時，

員一同商討應對方法；既然我擅長和文字打交道，那我便

我在凌霄閣協助舉辦攤位活動，我當時負責中、英文燈謎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這正正是學生會最初立意

文和普通話，另一位只懂得英文。首次接待外國 旅客的

多處理文件工作。

要集 合 初 、 高 中 同 學 一 起 組 閣 的 原 因 。 我 們 各 有所長，
十三人取長補短，各司其職，即便是面對一片迷霧，我們
也能抓準那一點光，找到出路。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春雨雖然淋得人措手

不及 ， 但 卻 正 因 有 這 場 雨 ， 萬 物 才 能 得 以 生 長 ，奼紫嫣
紅才能開得絢麗，我們才得以成長。或許大家會有迷惘的

的攤位，期間有兩位外國旅客參與遊戲，其中一位懂得英
我，第一次需要同時使用廣東話、英文及普通話三種語言
與旅客溝通，又要解釋燈謎的意思，雖然語言切換時不太
流暢，但尚算能順利溝通，亦令我獲益良多。這次的經歷
令我想起，有同學因為需要用英文面試而放棄參加青年大
使計劃，因此失去了難得的學習機會，實屬可惜。

在青年大使任期內，多姿多彩的活動使我獲益良

時候，但是難題總會有破解的方法。闖過難關之後，迎接

多，例如對本地旅遊推廣有更深的認識，同時增強了與人

Blossom對同學們的祝福，對田中的祝福。

學習機會，作為青年大使的一員，我期盼同學勇於嘗試，

大家 的 ， 將 會 是 春 暖 花 開 的 景 象 ， 這 也 正 正 對 應了我們

的溝通和合作能力。不少校外活動為同學提供各式各樣的
敢於踏出舒適圈，不要受語言限制，應踴躍參與更多的校
外活動，擴闊社交圈子，接觸田中以外更廣闊的世界。

香港青年大使的旅遊推廣體驗

5C 葉曉晴

香港青年大使致力推廣本地旅遊業，除了在香港著

名景點如天際100、山頂凌霄閣等地駐守，亦會於大型盛
事，如 新 春 花 車 巡 遊 、 世 界 盃 場 地 單 車 賽 等 活 動提供服
務。然而，疫情肆虐，香港旅遊業大受打擊，不少大型盛
事、國際比賽亦因此取消。作為香港青年大使，推廣旅遊
的機會亦同樣減少。所幸的是，在疫情好轉的時候仍有不
少活動能順利舉行，在服務期間發生了兩宗小事，很值得
與大家分享。

我曾在前粉嶺裁判法院的攤位駐守，與旅客一起製

作藍曬紀念品，當時有一位小朋友與爺爺跟隨旅行團到法

院參觀 ， 他 在 離 開 前 被 攤 位 的 示 範 作 品 吸 引 住 ，駐足觀
賞。我邀請小朋友一起製作紀念品，但爺爺表示他們很快

便離開，而藍曬作品需陽光照射最少10分鐘才能顯色，
故沒有足夠時間。小朋友聽罷，臉上失去笑容。我靈機一
動，邀請小朋友在僅有的時間內跟著示範作品在畫紙上畫
上圖案，再把早前已準備的完成作品送給小朋友，最後，
他開心地帶著作品離去。這次經歷讓我非常難忘，除了體

會到作 為 香 港 青 年 大 使 在 服 務 時 應 預 早 準 備 及 隨機應變
外，亦明白到要積極幫助遊客，發揮好客之道，盡心盡力
為到訪的旅客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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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剪影

紅社社員大會

綠社社員大會

藍社社員大會

黃社社員大會

學生會會員大會

同學在學生會會員大會中發表意見

校長及四位副校長於學生會會員大會後與同學交流

家教會會員大會暨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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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曾楟茵獲第46屆全港青年中文
書法比賽（20-21）中學毛筆組冠軍

哈佛大學校友會書券獎得獎者

第三屆年度歷史人物選舉專題研習報告比賽（20-21）
高中組季軍

第三屆年度歷史人物選舉專題研習報告比賽（20-21）
初中組亞軍

上學期學習優異頒奬禮

下學期學習優異頒獎禮

英語朗誦節得獎者

中三級「護蛋行動」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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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社周會——升學及就業計劃

級社周會——校園生活的建立

級社周會——校園生活的建立

中一級立社禮

初中周會——體育精神

級社周會——歷史探視

張潔潔老師在輔委會周會分享

輔委會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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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社周會——與校監有約

高中周會——好望角之旅

高中周會——生物科技大趨勢

級社周會——網上罪行

級社周會——光影的故事

高中周會——義工服務分享

級社周會——愛護動物

級社周會——愛護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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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禮

王孝和副校長以女兒勇於嘗試的特點勉勵同學

廖麗明老師分享減壓方法

盧永標老師主持早會

郭子豐老師分享學習心得

敬師日早會

陳麗紅老師中秋節早會

同學全神貫注聆聽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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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領袖技巧訓練

中三級「同心同行」活動

中三級「同心同行」活動

中一生活紀律訓練日營

學生會會長交接禮

學生領袖委任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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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藝科師兄姐回校分享

懿社視藝科畢業作品展

高中周會——飛出我未來

英語大使宣傳

中四級社宣傳「生果日」活動

6C班畢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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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屆（懿社）畢業禮

懿社畢業典禮主禮嘉賓
香港都會大學校長林群聲教授

校監、校長致送紀念品給林教授

各班學業成績第一名

家長校董暨家教會主席任玉娟女士
頒發學科獎

6B戴子濤獲學生年獎

林教授頒發證書給應屆畢業同學

畢業生代表6B黃浩然及6C張愷琳致謝辭

手鐘隊於畢業禮上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