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主席
仇張景芳女士（3D 仇俊椉家長）

家長教師會副主席
黃修綺媚女士（4C 黃喻恩家長）

   大家好，轉眼間我已加入家教會第三年了，今年我很榮幸
得到家長的支持，成為家長校董和家教會主席，感恩大家的信
賴和各位家教會委員的支持，我會繼續努力與各位家教會委員
合作，共同推動家校合作。
   在過去的日子裡，我除
了參與校董會和家教會的常
規會議外，還有機會參加不
同的家教會活動及義工活動
等，真的很有意義。在參與
會務的同時可以加強與學校
的溝通和表達家長的意見，
改善學生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在更完善的校園裏，愉快地學習
和成長，感恩學校的支持和包容。
   今年我已是第二年為家教會義務製作曲奇，在敬師日贈送
給全校教師，表達對老師的感謝。而當中最難忘的是為家長烹
飪小組擔任義務導師，製作了一些簡單的中式美食。學校與
家長之間保持密切的關係及良好的溝通，互相信任，透過活
動，更能加深彼此的情誼，來年我會繼續擔任家長烹飪班的導
師，繼續教授各個有興趣的家長，製造更多不同的美食！

   新 一 屆 家 教 會 委 員 已 經 順 利 選 出 。 說 是 「 新 一
屆」真的不錯，因為當中除了兩位成員，其他的家長
也是第一次擔任委員。正式開始工作已有個多月，
眼見所有委員都很熱心，
在開會的時候也帶來了很
多新思維。其實除了委員
之外，各位家長義工也是
非常熱心，例如開放日需
要大量的家長義工為來賓
介紹學校，在招募義工的
過程中，見到大家一呼百
應，真是很感動。由此可
見家長對學校的愛戴。
   在 眾 多 的 活 動 中 ， 最
受歡迎的莫過於由仇太主理的烹飪班，導師無私地教
授烹飪秘訣，上課時家長們有說有笑，互相分工，彼
此欣賞，就好像一班好朋友的聚會，氣氛相當融洽。
   最後盼望家教會可以舉辦更多活動，我們協助推
行學校活動之餘，也讓更多家長樂在其中。

家長教師會秘書
朱黃仲女士（1D 朱啟豪家長）

家長教師會財政
余淦楓先生（1B 余念紅家長）

尊敬的家長及老師們 ：
   大家好 ﹗有機會成為家長教師會委員是我的榮幸， 更難得是可從校長、
各老師及家長們聽取各種寶貴的實際經驗，猶如甘露，暗路明燈。
   現今做個好父母或教育工作者真是一項絕不簡單的任務，因為今天我們的
社會充滿功利，缺乏愛心與道德。我們每日打開網絡、電視，甚或報章雜誌，
大多是貪、嗔、痴、殺、盜、淫的傳播。我們相信良好的教育方法及環境能導
正人心，對和諧社會大有裨益。本校正正提供了一個優良的環境， 積極地聽
取家長的聲音，也為我們的孩子在不同的學習領域中培養興趣，尊師重道，孩
子們得以發展所長，從過往的畢業生中，可見到熠熠生輝的青年。
   在家教會的活動中，見到我們這一班義工家長團隊，他們的熱誠、關愛及
合作無間的精神令人佩服，尤其是已畢業的學生家長，令我們覺得這大家庭在
貫徹「己立立人」的精神， 落實真幹，真正為孩子樹立好榜樣，造就孩子，
讓他們成為最終的受益者。
   能否與孩子共同走過寶貴的中學階段，是
在乎我們的選擇。讓我們多加關心孩子、參與
家教會活動及提供寶貴的意見。在此祝賀大家
和樂圓融！
《和樂圓融》
根為父母為人師，
本為聖賢大道事，
根本培德很果殊，
幸福美滿快樂至。

各位家長：
   大 家 好 ， 我 是 1 B 班 余 念 紅 的 父
親，我希望可以在此分享一下當選家
教會常委後一點感想和家庭生活的點
滴。我會在以後的任期內，多些和各
位家長溝通，可以收集更多家長的意
見，向學校反映大家的關注。我的女
兒升中後也已經3個多月了，很快便適
應了中學的節奏，她參加了很多校外
和校內的活動，希望她可以在未來的
幾年更加努力學習。

地址：新界屯門山景邨
傳真：2464 3243

電話：2464 3731
網頁：http://www.ypttkp.edu.hk

電郵：office@yottkp.edu.hk
家長教師會電郵：PTA@email.ypttkp.edu.hk

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會
暨第十三屆常務委員會選舉
   2015年11月1日舉行第十三屆常務委員會選舉，家長積極參與，順利選出各委員。
   當日會員大會邀請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育領導研究中心計劃主任陳德恆先生主持專題演講，主題為
「2026的生涯規劃，孩子不會再走我們的路」。
   常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互選各職位，並議決邀請一位熱心家長出任增選委員。

第十三屆 (15/17) 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成員

第十三屆常務委員會成員

主   席：仇張景芳女士（3D 仇俊椉） 總   務：陳謝玉金女士（1A 陳穎恩）
副 主 席：黃修綺媚女士（4C 黃喻恩） 康   樂：陳何雯慧女士（2A 陳澧峰）、梁陳淑芬女士（1D 梁銘昊）
秘   書：朱黃

仲女士（1D 朱啟豪)

財   政：余淦楓先生

（1B 余念紅)

當然委員：張朱似萍女士（去屆主席，6D張敏賢）
增選委員：李余凱婷女士（1B 李諾泓）

吳潔容校長頒發「感謝狀」給第十二屆各常務委員成員，
感謝他們長期的服務。

會員大會後家長茶點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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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育領導研究
中心計劃主任陳德恆先生。

家長會晤班主任，了解學生在學校的學習情況。

家長教師會工作計劃
（2015-2016）

1
2
3
4
5
6

項目

推行時間

校本管理
- 校董會工作

全年

- 標書批核委員會及食物部管理委員會
家長學苑
- 編織班

10-11/2015

- 烹飪班

04-05/2016

- 手工皂製作班

03/05/2016

- 社工親子課程

待定

家長義工活動
- 義工迎新

25/09/2015

- 種蘿蔔及自製蘿蔔糕

11/2015 - 01/2016

- 義賣水仙：為家長割水仙

01/2016

- 新春團拜

24/02/2016

- 國內東莞扶貧，與YMCA（青衣）合作

復活節2016

- 帶隊參加校外活動/比賽

全年

- 圖書館工作

全年

親子聯誼活動

待定

家校合作/溝通
- 初中家長日

1/11/2015

- 初中課程晚會

13/11/2015

- 中六多元升學出路日

29/11/2015

- 全校家長日

21/02/2016

- 中三升中四選科晚會

05/2016

- 家長小聚

不定期

家長通訊   每年一至二期
第一期

02/2016

第二期

0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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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活動
11/9/2015 敬師日
   近年敬師日，主席仇張景芳女士會親手製造愛心曲奇餅贈予本校
老師。當日早會，主席和前主席羅太及張太在台上感謝本校老師對學
校付出的努力及對學生的關心，並由校長吳潔容代收贈予老師的愛心
曲奇。

17-18/9/2015 冰皮月餅
中秋應節活動「冰皮月餅製作班」，除了讓家長聚首一堂，親手
製作各款味道的冰皮月餅外，亦作小導師，教導校內「大哥哥大
姐姐」製造冰皮月餅，讓學生獲益良多。

25/9/2015 義工迎新
新舊家長義工迎新日，家長一起預備精美食品，由活動主任唐偉強先
生及社工鍾慧雯姑娘帶領家長藉遊戲「隱形迷宮」，建立家長互相合
作默契及溝通技巧，家長樂也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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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2/12/2015 家長興趣班
上學期由主席仇張景芳女士教授糕點班（馬拉糕、芝麻卷、擂沙湯圓、客家茶
果），已順利完成。四節的糕點班中，參與的家長除了可品嚐自己親手做的美味
糕點外，也結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期望下學期的烹飪班會見到你的參與 !

New NET
   My name is Emma Keliher and I am the new NET. I am
thrilled to be joining YOTTKPSS and am really drawn to the
school’s values and focus on whole person education.
   I am from Brisbane, Australia and I have been in Hong
Kong for two years. In addition to teaching English in Hong
Kong, I have also taught in my home country of Australia and
Japan. During my final year of university I also lived in Japan
as an exchange student, which was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I am glad that students at YOTTKPSS are also given
the valuable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different cultures and

improve language skills through study and cultural tours. This
year at YOTTKPSS, I am teaching 3A English and Form 1 and
Form 2 speaking classes. I am also conducting a variety of fun
and challenging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including Debate
Club, English Cafe and oral practice activities. I am really
happy to have the chance to contribute to the school community
and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Our new NET Ms Keliher is from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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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t of English activities were held from August to December
in YOTTKPSS. Let’s have a brief review:
August

Cosmopolitan Youth Camp 暑期英語夏令日營《寰球青俊計劃》
is a 5-day English camp for participants to learn and use English in an interactive way.
The tutors are oversea university students accompanied by local university students.
Lessons are arranged in the morning and tutorials in the afternoon. Students learn
English speaking skills and build up their confidence through a series of activities
such as drama, sports and handicrafts in small classes.

English Debate

Artistic design

September - November

Fashion Show: Clothes designed
and tailored-made by students.

Inter-generational ESL programme

November

Inter-school Speaking Practice

by Yuki Suen 6E

The inter-school speaking practice was held on the 6th November at
the Yan Oi Tong Tin Ka Ping Secondary School. With participants
from different schools in each group, we had 4 rounds of discussions
in total. Each student would at least be assessed by a teacher once.
Experienced teachers from different schools gave us valuable feedback
to help us improve. We treasure the valuable chance to practise with
other school students before the public exam. We gain confidence in
speaking English,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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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tudents are discussing with students from SMKMCF
Ma Ko Pan Memorial College and STFA Leung Kau Kui
College.

Inter-school Debate

English Café (every Tuesday lunchtime)

4A Terence Lee was awarded the Best Debater.

Smiling faces of Secondary One students
and Ms Keliher.

Lunchtime English Speaking activity

English Ambassadors, Exchange
Student Martina and Ms Keliher.

中一領袖紀律訓練

孔敏芳副校長

   中一領袖紀律訓練日營於八月十六及十七日舉行。本校發
出訓練營問卷調查，84位家長交回問卷。八成家長認為兩天
的訓練營能讓其子女學到有禮貌、紀律、堅持、團隊精神、反
省、改進、慬得感恩及欣賞等，而這訓練營亦值得再為將來的
中一學生舉辦。
   八月十七日下午舉辦了家長講座，由訓練機構盧錦昌總監
主持，主題為「如何管教子女」，分享內容包括：如何管教、
何時管教及如何教導子女表達感謝的心。九成家長表示此講座
值得再辦，部份家長表達此講座能讓他們明白學校的要求和理
念，了解更多與孩子相處的方法。此外，亦有家長提出跟進工
作的重要性，建議加長講座時間及訓練營的時間。
   以上兩項活動的成功實在有賴教練、老師、大哥哥大姐姐
及家長的支持，在此衷心致謝！

中五級「探索自我、規劃生涯目標訓練營」
   中五級「探索自我、規劃生涯目標訓練營」於十月廿二至廿四
日舉行。同學都在不同環節中有深刻的體會，例如：在進行high
touch活動時，同學學會做領袖，擔任領導工作，亦能訓練團隊合
作精神，因應不同時間作出配合，合作表現和反應能力等。
   在攀爬高牆的活動中，同學感受到全級的團結精神，每人都盡
力完成任務，同學和班主任深情對話更是難得的機會。三日兩夜的
訓練加強了不少同學的主動性、堅毅及鬥志，由此可見訓練營能建
立同學之間的正面素質及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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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及潮州文化考察團

3A 張琛彥
   三甲班是多元智能班，每年中三級的境外考察活動，
我班的行程都非常豐富，體驗深刻。今年的客家及潮州文
化考察團於 11 月 4 日開始，為期四日三夜，主要圍繞建築、
歷史文化及地理經濟這三大方面作探討分析。
   在行程方面，我們先乘兩小時高鐵，到達汕頭地區，
參觀於清代建造，約百多年歷史的海防基地   石炮臺公
園。舊炮臺雖已改建為公園供遊客觀賞，但部分仍保留原
貌，例如用作通報消息的哨亭和百多年前建成的石牆等，
極具歷史的保育價值。
   行程重點之一為國內農村的中小學探訪。我們有幸安
排到大埔縣的田家炳小學、玉湖小學以及田家炳第二中學
交流。在小學的交流中，我們與該校的留守兒童（即其父
母或家人外出到城市工作，留守農村的孩童）玩小遊戲，
充當小老師授課。農村的校舍不但簡陋殘舊，而且學生的
水平和能力猶有不足，資源和程度遠比不上城市的學校。
   此外，我們到家炳二中觀課和與該校學生交流，雖然
農村的英語水平和學習進度普遍都較偏低，但學習動力和
好學精神卻不比任何大城市的學生遜色。再者，從家訪的
過程中可見不論中小學生的家長或學生本身都渴望過城市
的生活，這令我們反思要抱著珍惜現在、感恩圖報和知足
常樂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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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頭最後一個重點行程是泰安樓及花萼樓的實地考察。
泰安樓屬磚石木結構建築，以碎石及木砌成，呈四方形，
至今約有二百五十年歷史，是國內少有的石方土樓。
   而花萼樓則以粘土、砂和石灰等物料混合而建造完成，
是目前廣東土圍樓中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現時
仍有十多戶人家居住。兩座土樓皆是通風採光、佈局完備、
結構獨特，充分展現昔日客家人羣居的生活習慣，以及對
建築的巧妙設計和靈活運用。
   至於潮州的考察重點行程為湘子橋和潮州古城。湘子
橋初建於宋代，以其「十八梭船，二十四洲」的獨特風格
聞名，是世界第一座啟閉式橋樑，也是中國四大古橋之一。
   潮州古城位於廣東省潮州市內，是省內第一批獲得「國
家歷史文化名城」稱號的兩座城市之一。城內開設售賣各
式各樣傳統手工藝品及食品的店鋪，也有廟宇佛堂等，集
合了潮州大大小小的特色，讓我們從民生的角度瞭解潮州
引人入勝的文化氣息。
   行程接近尾聲，即將離開潮汕地區時，同學們都樂不
思蜀、依依不捨。因為這次的境外考察團除了讓我們瞭解
不少潮汕兩地的文化特色外，更為我們締造了一段難忘的
集體回憶。相信我們都不會忘記這四日三夜相處的每分每
刻，並感謝學校為我們提供這個體驗的機會。

台北升學及文化交流團
   2015年6月第二學期考試後，本校
高中視藝科、資訊及通訊科技科和爵士
舞班同學一同到訪台灣，參與為期五天
的「台北升學及文化交流團」。
   是次交流團讓同學更深入認識當地
藝術及文化生活，到訪了不同的藝術園
地及資訊科技的展廳。此外，交流團亦
特別加入生涯規劃元素，帶領同學到訪
當地大學參觀及交流，讓學生從中探索
台灣升學的途徑。

到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及實踐大學了解到
台升學概況

舞蹈組同學

學生參與實驗中，認識靜電的能量

Hip Hop 課後，與導師李婕安合照

有關資訊科技的介紹

行程
第一日
25/6/2015
第二日
26/6/2015
同學有機會參訪實踐大學，融入當地
大學生中

第三日
27/6/2015
第四日
28//6/2015
第五日
29/6/2015

參訪國立臺灣北藝術大學
往Dance Soul 舞蹈學校上課
參訪實踐大學
參觀臺灣科學教育館及華山1914文化創意園區
往Dance Soul 舞蹈學校上課
參觀誠品信義書局
參觀朱銘美術館及遊覽野柳地質公園
往Dance Soul 舞蹈學校上課
參觀誠品信義書局
遊覽九份、十份車站及瀑布等名勝景點、體驗放天燈
往Dance Soul 舞蹈學校上課
遊覽士林夜市
參觀三創數位生活園區

同學留心地聆聽當地大學學生分享

回港後視藝科同學延伸構思個人的作品
5B 雷子晴 作品草圖

大學同學作品展覽
師生在陶藝館參加工作坊，
創作獨一無二的作品

朱銘美術館

回港後視藝科同學延伸構思個人的作品
5C 劉青原 作品草圖

來到著名的朱銘美術館 ，大家也相當興奮！到此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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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考察之旅
眼睛看世界，
在學習路上的啟發和體會
6E 羅洛瑤
   我有幸成為今屆華東考察團的一員，十天旅程我們遊
遍了南京、黃山、杭州和上海，使我在歷史知識和人文地
理方面獲益良多。上至寒意滲人的黃山之巔，下至驕陽似
火的西湖堤岸，這趟考察的旅程帶給我豐富多彩的體驗，
讓我更珍惜學習的機會，啟發了我的學習態度。
   猶記得自己在等待匯報考察計劃時惴惴不安，出發前
和同學們研究景點行程時的興奮期待，到搜集景點資料
時的急切匆忙，最後在分享中證明自己努力的滿足。十天
旅程中我們要搜集資料、完成研究，然而我卻不捨沿途的
優美風光，整趟旅程與時間競賽充滿挑戰性，令我回味無
窮，為了令自己在難得的旅程中不留遺憾，我與同組的朋
友們馬不停蹄的探索各個景點，拍照、訪問、積極發掘地
點的真實面貌，這些都是無法從網上幾篇剪報就得知的，
令我大開眼界。例如我組負責的西湖景區商業化的研究，

在實地考察後才知道情況比網上說的有相異之處，又親身
觀察遊人的百態和店舖的種類、服務，將詳盡可信的材料
整合過來，比只使用二手資料豐富得多，可見學習是不能
靠道聽途說的，否則效用便只如隔靴搔癢，了解不深。
   若問及旅程對我在學習路上的啟發和體會，那必然是
有關萬卷書與萬里路的課題。生在瞬息萬變的年代，世界
轉變得極快，所有資訊不時更新，唯恐真相被網絡所美化
和渲染，只好親身求證。正如此行的研習，親眼見的永遠
真實，比二手的資料更確切，恰似求學的精神，了解皮毛
尚且不足，親身觀察、驗證才是可行之道。若肯下苦功和
時間，深入鑽研學問，定會有穩健可靠的根基。至此，希
望同學們也能體會到這個道理，在應對公開試時也別被技
巧主導的氛圍影響，堅持認真地學習吧！

行程
日程
第一天
2015年3月27日(五)
第二天
3月28日(六)

傍晚：香港乘航機發往江蘇省南京市
宿於南京市，南京中央飯店

第九天
2015年4月4日(六)

上午：造訪南京大學
下午：造訪南京大學
    參觀南京科舉博物館
晚上：遊夫子廟、秦淮河
宿於南京市，南京中央飯店
上午：參觀南京大屠殺博物館
下午：往屯溪市歙 县 綿潭鄉；
    考察古城建築
晚上：第一次分享匯報
宿於歙縣，鮑家花園酒店
上午：遊歙縣鮑家花園、呈坎
下午：往黃山市，登黃山
宿於黃山
上午：登黃山
下午：往浙江省金華市
晚上：或行當地步行街，或於酒店內進行第二次分享匯報
宿於金華市，金華君度精品酒店
上午：參觀金華火腿廠，考察我國著名食物金華火腿的製造過程
下午：往義烏市，參觀義烏國際商貿城
    往紹興，
黃昏：參觀咸亨酒店
宿於紹興市，紹興新亞都大酒店
上下午：分團   A：魯迅故居景區
         B：西湖大步走
          (遊歷西湖及附近步行街)
晚上：於酒店內進行第三次分享匯報
宿於杭州市
上午：往上海
下午：造訪上海復旦大學
黃昏：上海外灘
宿於上海市，柏陽君亭酒店
全日：上海大步走
宿於上海市，柏陽君亭酒店

第十天
2015年4月5日(日)

早上：老城隍廟
下午：乘飛機回港

第三天
3月29日(日)

第四天
3月30日(一)
第五天
3月31日(二)
第六天
4月1日(三)

第七天
4月2日(四)

第八天
2015年4月3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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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學習目的
1. 到訪十朝古都南京的歷史、經濟、文化
的景點、博物館等，學生親身體驗，更
可於遊歷當中與當地居民交談訪問，進
行專題研習。
2. 南京大學為國內重點大學之一，也是在
香港免試招生的國內學府之一，兩地學
生進行交流，體驗內地學習生活，了解
兩地生活文化，從而為學生的生涯規劃
進行輔導。
1.
2.
3.
4.
5.

認識我國重要的歷史。
藉飽覽湖光山色，反思人與自然的關係，從而探討香港的保育發展政策。
遊覽古城，讓學生實地認識中國徽派建築文化。
深化中文科單元「小說與文化」傳統女性角色文化的學習內容。
了解其對當地人民的民生及經濟影響。

1. 藉飽覽黃山山色，反思人
與自然的關係，從而探討
香港的保育發展政策。
1.
2.
3.
4.

認識中國傳統飲食文化。
了解其對當地人民的民生及經濟影響。
了解義烏市小商品批發市場對當地經濟發展對國家及西方的影響。
認識我國新文學運動的重要人物，街頭訪問及感受人文環境的氛圍。

1.
2.
3.
4.
5.
1.

認識我國新文學運動的重要人物，街頭訪問及感受人文環境的氛圍。
學生出發前分組搜集資料，自擬路線探索西湖，自主學習。
藉飽覽湖光山色，反思人與自然的關係，從而探討香港的保育發展政策。
認識中國傳統飲食文化。
了解其對當地人民的民生及經濟影響。
上海復旦大學為國內重點大學之一，也是在香港免試招生的國內學府之一，
兩地學生進行交流，體驗內地學習生活，了解兩地生活文化，從而為學生的
生涯規劃進行輔導。
2. 上海曾淪為西方列強租界，現存有哥特式、羅馬式、巴羅克式、中西合壁式
等52幢風格各異的大樓。親身到訪，能認識這些古典主義與現代主義並存的
建築。
1. 考察特色街區的社會經濟情況。
2. 回航機上填寫考察學習問卷。

德育組活動
中六級成人禮
   成人禮是本校為中六同學而設的典禮，他們為自己立下期許，
定立新階段的方向，為快將踏入社會工作或繼續升學作出準備。
   成人禮亦象徵中六級同學在成長歷程中的的蛻變，由魯莽衝動
的年青人，蛻變成學會獨立，做事三思後行，不再衝動行事的成年
人。成年之後，除了要努力忠於自己的原則或座右銘之外，更要了
解自己肩負的責任，希望能實踐所學，回饋社會。

班會主席宣讀成人禮誓詞

中六級同學與校長、班主任及科任老師合照

6A

6B

6C

6D

6E

升學輔導活動
生涯規劃我自主
   2015-2016上學期，升學及就業輔導組為中三及高中同
學舉行不同類型的升學考察及講座活動。 至於境外考察活動
包括：參觀珠海浸會大學聯合國
際學院及澳門旅遊學院。此外，
本校亦為學生及家長舉辦不同類
型的升學課程展覽，包括：中六
家長日升學講座、自資院校課程
簡介。我們期待通過上述學習體
驗經歷，能開拓學生的多元出路
及升學選擇的機遇。

中三級參觀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中三級參觀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小六學生體驗生涯規劃桌上遊戲

中六級參觀澳門旅遊學院

中六級自資院校升學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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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機構
活動名稱
參加者或組別
或團體
香港學界 校際游泳比賽
男子乙組 1A 梁浩義 1B 袁嘉俊
體育聯會
1C 陳彥臻 周愷睿
2B 李子健 黎柏謙
3A 徐啟雋 冼雋剛 吳浩賢
4B 羅裕霖 4C 李卓華
4B 羅裕霖
50米背泳，100米背泳
3A 冼雋剛
200米個人四式
50米蝶泳
1C 陳彥臻 3A 冼雋剛 200米四式接力
4B 羅裕霖 4C 李卓華
男子甲組 3C 黃雋言 4A 鍾博任
4B 郭明揚 顧皓烜 5A 馮 曦
6C 佘譞盛 6D 謝梓淇 6E 梁健朗
4B 顧皓烜
200米蛙泳
女子甲組 3B 張婉筠 4B 馬諾賢 5A 郭婉俐
5C 林燕兒 6A 嚴蒨穎
校際羽毛球比賽 男子甲組 5B 司徒浩華
6A 吳嘉曦
6C 覃挺逸
6D 張晉瑋 謝梓淇
女子甲組 5A 羅敏恩 寗穎詩
5B 盧愷晴 5C 林燕兒
5C 關詠霖 6B 張采藍
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丙組 1A 曾穎妍 馮思咏
1B 陳芍瑤 胡卓琳
1B 黃凱妍 2C 禢穎琳
2D 劉凱漩 王樂瑤
2D 麥綽寧 符念慈
2D 劉凱漩
100米,200米
1B 陳芍瑤
跳高
2D 麥綽寧
跳遠
1B陳芍瑤 2C 榻穎琳
4x100米接力
2D 劉凱漩 麥綽寧
績

軍

亞

軍

軍

季

軍
軍
軍
軍

冠
冠
季
亞

團體季軍

軍

季

團體優異

季

團體優異

軍
軍
軍

冠
冠
亞

團體季軍

成

5C 曾嘉儀
5A 吳智豪
藝術發展局 校園藝術大使計劃

1B 陳芍瑤
2B 黃隽燊
5A 劉希雯

仁愛堂跆拳道比賽

5C 沈弘彥

4D 麥凱俊

5C 沈弘彥

男子甲組 4A 張俊軒
5A 江顥森
5B 黎晨陽
5C 潘欣賜
6A 劉浩然
6C 黃凱傑
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甲組 4A 李學賢
5D 張綽軒
2015青少年草地滚球
3A 沈弘熙
分齡賽

校際足球比賽

校際排球比賽

男子丙組 1A 陳朗森
1C 曾耀祖
2B 余誠智
1C 曾耀祖
2A 林潤哲
女子甲組 5A 劉希雯
5C 黃褀英
5D 高沛瑩
6D 周芷廉

活動名稱

屈臣氏集團 2015傑出運動員獎

仁愛堂

香港
草地滾球
總會

舉辦機構
或團體
香港學界
體育聯會

仁愛堂田家炳中學15/16 學生活動成績簡報

12
成

績

陶旭亮

蔡成鍇

曾偉聰

優

優

異

異

雙人賽
亞軍

冠軍
亞軍
傑出
運動員

(舞蹈)
藝術大使
(時裝設計)

(女子少年組)
(男子少年組)

(U 25) 個人殿軍

(15-17歲) 個人季軍

(15-17歲)

(12-14歲) 個人冠軍

李家豪 司徒浩華
5D 謝政澤 伍兆聰
6A 藍嘉浩 6B 幸志軒
6E 譚熙平 3B 鍾明希
5B 司徒浩華
莊湜渝

陳暉珩

劉楚熙 1B 彭嘉傑 江卓諭
團體優異
楊翱維 2A 林潤哲 鍾興洲
戴俊傑 2C 黃光安 劉浩臻
跳高 冠 軍
鉛球 冠 軍
葉佩淇
布曉晴
張政怡
優 異

參加者或組別

截至：2015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