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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韶光荏苒，田家炳中學建校不覺已二十年。回望過去，總會覺得時
間比平常溜得快了。但無論或快或慢，歷史的空間總是承載著滿滿的人
與事，在跌宕迥旋中，留下多少深情與寄望，而學校與及參與其中的人
也都被陶煉得更加成熟、茁壯。

　　為了迎接二十周年的來臨，學校早於校慶前一年，便已著手計劃各
項慶祝活動，並動員師生及學校的持份者，做好各項前期的準備工作，
務求讓每一位持分者也感受到校慶帶來的喜悅。

　　慶祝活動的濃彩首筆是校慶的啟動禮。典禮在去年10月25日舉行，當天課後，全校師生齊集早會操場，在悠揚的
校慶主題曲──〈翻開校園日誌時〉的伴隨下，趁著藍天白雲，師生以砌字操的方式，在操場地上，砌出「２０」字
樣，其中在「０」的中央，老師們砌了一個心形圖案，寓意全校同心，攜手並肩，一起為建立田中而努力。學校更將
當日景象製作了一禎精美的相片書簽，送給每一位參與者留念，成為二十周年校慶一個突出的標誌。

　　為配合校慶年，學校亦進行不同的裝修工程，期望以新氣象伴隨學校邁進新的階程。首先學校正門大堂的裝修工
程，除了美觀的設計外，我們希望增加放置獎盃、獎座的空間，加強照明，並加設大型電視屏幕，讓學校資訊的流通
更加順暢。此外，學校會重新整理地下走廊，將卓有成就的學生名字鑴刻在牆上，除了表示學校對他們的嘉賞外，更
讓學弟妹可以見賢思齊，步武學長的卓越表現，讓田中的優良傳統得以賡續。

從「念」到念
田家炳中學二十周年校慶活動

　　另外，學校會在有蓋操場加裝空調，把它改造成一個全天候的多用途空
間，除可作特別集會之用外，平常日子可讓同學在這裏溫習，讓這片自由的
空間成為同學互相砥礪的園地，期望能進一步加強田中的學習氛圍。同時，
學校又將田園前面一幅目前用作栽植花苗的空地，構築二十周年紀念花園。
園內將會鑲置學生的壁報作品，周圍會滿佈花樹及雅緻檯椅，希望在花團錦
簇之中，同學又多一片進德修業之地。

　　二零一四年的四月舉行的綜藝晚會，與及在五月份舉行的開放日是校慶
的重寄所在。前者租用了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作為演出場地，讓擁有
不同藝能天分的同學，可以盡施解數，展現才華；後者是校慶高潮所在，學
校各部組及學科，將會展示學校過去二十年的教育成果與及未來的發展方
向，與各持份者及社會人士分享。

　　古人以「念」為「廿」，當學校踏入二十周年時，也就是進入一念之
期，盼望學校的全體持份者，無論將來或聚或散，都能從「念」到念，以念茲
在茲的深情，關心田家炳中學的發展，繼續支持她成為一方遍播芳馨的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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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Campus  Promotion  Unit
Interviewing tourists in Tsim Sha Tsui 
 To improve students’ English speaking skills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authentic situations and to 
provide students a chance to explore and boost their knowledge outside school, all Form Two students 
were taken to Tsim Sha Tsui to conduct an interview with foreign visitors about tourism in Hong Kong after 
searching information and setting the questionnaires.

Ms. Lau Wai Man

Students thought most tourists 
were friendly.

Students worked together and built up confidence in speaking with foreigners.

Students realized different tourists 
spoke different English accents.

English Day – Dance with Siggi
 Our exchange student, Siggi, taught our students 
an interesting German song. Students formed a 
circle, joined hands, sang the German song and 
danced together. They flew like a plane, roared like a 
tiger and swam like a dolphin. All of them were 
immersed in a lively atmosphere!

Siggi taught us the lyrics of a German song 
‘Das Fliegerlied’

He also taught us how to dance. Students enjoyed the German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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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分享行動」是一個「平等」的實踐，由一群青少年主動幫
助一些香港的弱勢社群，關心他們，支援他們，讓這些弱勢社群能
與其他香港人一樣，有平等的生活權利和向上流動的機會。

　　不少香港人或許對弱勢社群存在偏見與歧視，認為他們是社會
的負累，是一群阻礙香港社會發展的人。但他們又有否想過被人歧
視和被社會遺棄的滋味和感受？每一個香港人都擁有自己應有的權
利，也有他們自身存在的價值，「偏見」、「歧視」只會分裂社會
各個階層的關係，到最後只會破壞社會應有的秩序和消弭人際的關
懷。

   There are about ten stories in the book, they all present with the same 
theme —— courage. Courage is a crucial and vital element in our life. Only 
when we have courage can we overcome obstacles and step up to try new 
things.

      Among the meaningful stories in this book, I found the story of a girl 
whose life was changed entirely the most impressive. Originally, the girl was an 
excellent long-run athlete. However, life is not always perfect, her life was 
completely changed after a fire accident. It is astounding that about 70% of 
her skin was burnt and seriously injured. Scars appeared throughout her body, 
including face, hands, arms and legs. Indeed, all girls want themselves to 
become as beautiful as a princess. How can a girl be able to endure such a 
situation? But the girl in the story can! After the accident, not only did she accept the truth, but also 
plucked up her courage to participate in competitions again. She didn’t care about the opinions of 
other people, she only wanted to lead the same life as before.

 After reading this story, I could totally feel her enthusiasm about her lif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she was really passionate for being an athlete. This encouraging book gives me strong feelings and 
reflection through sending optimistic and positive messages. Life is tough, right? But the truth is that 
we can change our life by changing our attitude. Despite the worse situation and numerous barriers, 
we can lead a better life by overcoming the adversity with courage.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courage of the 
characters in this book. With their courage, they managed to live a life they want and escape from the 
shadow of bad experiences. Courage is probably an indispensable element in our life. So, let’s pluck 
up your courage to try new things, explore more and broaden your horizons, then you can achieve 
your ambition and climb the ladder of success!

The Stories of Courage 6E Wan Nga Yu (35)

5E 文琬婷平等．分享．行動

	 其實我十分認同這些青年所做的一切，他們懂得在這只有金錢與利益掛帥的社會中，主動
去關心、幫助有需要的人士，甚至可以犧牲自己的時間、精神和金錢，身體力行。他們走入人
群當中，了解弱勢社群的需要，聆聽他們的心聲，以具體的行動，與他們携手結伴跨過艱艱的
日子，比起那些只會藉捐錢去提高個人聲譽的商人更偉大，更值得人表揚和學習。

					 希望這個平等的信息能傳播開去，感染別人，人人都為社會盡一分力。

好書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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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周年校慶啟動禮 …… 2013年10月  

周年旅行 …… 2013年10月  

校園生活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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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剪影

陸運會 …… 2013年10月、11月  

中華文化薪火相傳禮 …… 2013年10月  



校園生活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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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善勤社成立典禮 …… 2013年11月  

中二、中三家長晚會 …… 2013年11月  

陸運會 …… 2013年10月、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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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剪影

北區中學聯展 …… 2013年11月  

小學參觀日 …… 2013年12月  



校園生活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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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班際歌唱比賽 …… 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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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剪影

二十周年校慶校友重聚晚宴 …… 2014年1月  



10

駐校社工  
姜凱恩姑娘

網絡成癮
      近年，青少年上網情況非常普遍，亦令各位家長非常擔心自己的子女是否
         沉迷網絡成癮，影響學習甚至身心健康的發展。

      究竟何謂「網絡成癮」？專家指出網絡成癮者會出現下列的幾大癥狀： 
      1. 患者對網絡有一種依賴心理。
     2. 患者會在上網和下網之間有很大的情緒變化。上網時會顯得很雀躍、興奮，
         一旦要下網，就會變得煩躁、沮喪。
   3. 上網時間越來越長，無法控制自己。
             4. 社會功能（例如：學習、工作和交往能力）因長期上網而受損。
            5. 上述癥狀持續三個月或以上。  
             （注意：上述癥狀只供參考，子女是否沉迷網絡成癮，必須由專業人士
                           作出詳細的評估）

        青少年沉溺上網，往往是因為感到網上遊戲神秘又刺激，並可將自己代入遊戲
        角色當中，增添英雄感，藉以逃離現實世界。雖然網上遊戲或許有助青少年宣洩
       情緒，但家長又如何有效地協助子女建立健康的上網習慣？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
      會科學系副教授黃成榮博士提出了以下的建議：

     1. 感同身受，了解子女們上網心態：家長宜先了解子女沉迷上網的原因，才能進一
         步與子女談上網的問題及作出協商。若果家長只是一面倒地談論上網的害處，而
         不明白子女為何沉迷上網，這是很難與子女開啟溝通之門的。

  2. 協助子女維持均衡生活：家長除了要多加關注子女上網的時數，更要瞭解他們如
      何運用時間，協助他們進行有節制的上網活動。家長宜鼓勵子女在尋找自我價值及
      興趣的同時，學習自我管理及規劃自己的生活。

  3. 利用身教、獎勵、約法三章：若家長有時間，可陪同子女玩上網遊戲，然後利用身
      教及獎勵引導他們改善上網習慣。家長可跟他們協議，與子女討論如何逐步控制上
      網的衝動，改善長時間上網的習慣。對於上癮的孩子要盡量避免體罰，以免出現反
      效果。 

   4. 開拓新興趣，以其他活動取代經常上網：家長可鼓勵子女參加不同類型的團體
        活動，擴闊社交圈子，畢竟子女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學習怎樣建立良好人際
         關係。優質小說的吸引程度實在不下於網上遊戲，若能令孩子培養這方面
           的興趣，除能擺脫網癮外，更能提升孩子的語文能力及想像空間。

參考資料：生命倫理研討會文集（第2009期, 頁63）

姜姑娘互動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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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來稿

	 	 「824，努力呀！帶跑的，你也要加油呀！」廣州馬拉松的賽道旁不斷傳來
觀眾的打氣聲，響亮非常，聲聲入耳......

	 	 「你們是香港來的，要加油呀！我來幫你們開路！請讓開一點，給視障運
動員上前來......」台北馬拉松健兒的熱情，並不下於廣州市市民。在他們的支
持下，我倆都加緊腳步，催步向前跑......

	 	 	 不少朋友都問：「為何興起當領跑員的念頭？」那是去年完成渣打馬拉
松後，經過一個失明人運動組織的攤位時，忽然想到：自己完成馬拉松的

目標，如能幫助他人	──	失明人士	──	也能圓馬拉松的夢，不是一件更有意義的事嗎？
	 回想最初充當視障運動員的領跑員至今，已差不多七個月了。在這段日子裡，從練跑、陪跑到正式參
加不同的比賽，都讓我深深體會到什麼是愛。身為領跑員，我們期望的，是通過運動訓練，改善視障人士
的身體素質，令他們增加自信，更能適應生活，融入社會。
	 身邊的人常問，怎樣才可以當領跑員？是否要跑得很快？不，領跑員不一定快；相反，更多時候是放
緩自己的步伐，遷就和配合運動員。因此，最重要的是耐心。在運動員中，固然有年輕力壯的跑手，但也
有不少是年老的，或是長期病患的。他們並不適宜做太激烈的運動。領跑員要做的，是盡量配合運動員，
而不是拼命地催谷。在練習跑步時，領跑員和運動員之間，就是憑一條手帶和口頭指示，調控運動員的速
度和方向，建立默契。默契並非一朝一夕便能建立的，要互相包容，互相忍耐，才能做到步伐一致。在人
馬雜沓的賽道上，運動員將賽事甚至自身的安全都交托在領跑員身上，領跑員和運動員之間需要彼此的信
任、支持。愛是恆久忍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領跑員帶哪一位運動員，不是自己決定的，而是由教練配對的，但有一個條件，就是領跑員比運動
員在體能和速度上強上兩成以上。因此，每個領跑員既要加緊練習，但也要放棄自己的個人參賽成績。有
時候，在配對上，可能獲編配比自己慢上許多的運動員。然而，領跑員都不會介意，不會嫌棄運動員跑得
慢，也不會抱怨懷才不遇。領跑員的職責，便是盡力幫助運動員發揮自己，完成賽事；在衝線的一刻，還
要刻意稍微落後於運動員，先讓運動員衝線。愛是不嫉妒，不自誇，不張狂，不求自己的益處。
	 當了領跑員後，經常聽到身邊朋友的鼓勵：「這是很有意義的工作，繼續努力啊！」不錯，當領跑員
的義務工作很有意義。職業無分貴賤，義工服務也無分高下，只要是憑著一份無私的愛心來服務他人，都
是值得敬重的。那管是領跑員也好，家教會眾委員、幫忙監考、協助及籌辦活動的家長義工等也好，都付
出自己的時間和心力，讓他人受益，同樣值得敬重讚許。
	 愛以付出開始，以共享的喜悅作成果。

圖片來源：《南方都市報》2013年11月24日廣州國際馬拉松報道
http://epaper.oeeee.com/H/html/2013-11/24/content_1977344.htm

	 2014年，是田中建校二十周年！
	 二十年，似長亦短，多少田中人一路風雨兼程，多少個的冬去春來，田中依然活力無限。
					 二十年，重回味，點點田中情縈繞心間。
					 一朝匯聚，薪火相傳，田園桃李育芬芳。
					 百年建樹，田中人會銘記校訓。
					 ……
					 好多好多，我們都好像應該體現在二十周年的校慶慶典之中。
					 沒錯，在校董會上，校董們很關心校慶活動的安排。但是，他們想得更多的，不是花了
	 多少費用，不是如何在校慶中粉飾，而是如何儘量不過多地影響老師學生的教與學。
					 這就是田中校董會的一個側影！
					 您，又曾想過想要一個什麼樣的校慶嗎？

義工服務分享 ── 領跑員
從付出開始，以共享喜悅作成果 K	Y

喜迎田中二十周年校慶 鍾云霞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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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消息

2013年10月	 藍莓芝士蛋糕製作班
2013年12月	 親子旅行之東平洲、塔門親子學習之旅
2014年1月	 親子美食班之年糕製作及利是封吊飾製作

親子活動

家長講座及活動
2013年10月	 「建立迎風少年人」家長講座
2013年12月	 北區聯會親子繽紛嘉年華

2013年10月、11月	 陸運會
2013年10月	 二十周年校慶啟動禮
2013年11月	 北區中學聯展攤位
2013年11月	 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
2013年12月	 小學參觀日
2014年1月	 二十周年校慶校友重聚晚宴

家長積極參與田中活動

親子活動

2013年10月

藍莓芝士蛋糕製作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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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    親子旅行之東平洲、塔門親子學習之旅

2014年1月    親子美食班之年糕製作及利是封吊飾製作

家長講座及活動

2013年10月   「建立迎風少年人」家長講座

家長教師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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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消息
2013年12月          北區聯會親子繽紛嘉年華

家長積極參與田中活動

2013年10月、11月       陸運會

2013年10月       二十周年校慶啟動禮

2013年11月     北區中學聯展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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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消息

	 							家長委員　　教師委員
會　　　長	：　　	－　　　　	阮邦耀校長
主　　　席	：	房銀慧女士　　　　－
副　主　席	：	陳				莉女士	 鍾燕萍老師
司　　　庫	：	鍾云霞女士	 陳惠珍老師
秘　　　書	：	羅國潤先生	 楊青蕊老師
聯絡及總務	：	張				琴女士	 王俊華老師
	 	 梁銀珠女士
康　　　樂	：	曾素香女士	 陳韋丞老師
	 	 李淑儀女士
編　　　輯	：	英淑敏女士　　鄭婉君老師
	 	 吳惠珊女士
委　　　員	：	楊德嫣女士
	 	 廖紫英女士
	 	 伍艷霞女士

2013 - 2015 年度  
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會「心田閣」成員

2013年11月       第十六屆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

2013年12月       小學參觀日

2014年1月      二十年周年校慶校友重聚晚宴



家長教師會消息

未來動向
家教會黃昏燒烤 	 2014年3月7日	 （星期五）
家長教育講座	——「Teen性迷網」家長講座	 2014年3月15日	 （星期六）
擔任家長監考員	（周六測驗）	 2014年3月至4月

《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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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期將於2014年7月出版。
現誠邀各執委會成員及家長投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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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31778，與鍾燕萍老師聯絡。

財政報告 （截至2013年12月31日）
1.		 家長教師會銀行戶口結餘：$76,484.60
	 （包括上屆家長教師會銀行戶口結餘	$60,872.40）	 	 						 	 	 	
	 •本年度總收入（2013至2014年度會員費收入）：$17,940.00）	 	 	 	
	 •本年度總支出	 ：$2,327.80
	 •本年度結餘	 ：$15,612.20
2.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資助結餘：$24,207.70（截至2013年12月31日）

2014年1月      二十年周年校慶校友重聚晚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