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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舊生會幹事們對我的關顧和信任，讓我加入幹事會的三年裡，有機會嘗試不同的崗位、不同
的工作，每次都是難能可貴的經驗。這次幹事們不但讓我主導《會訊》的編輯工作，還給予我非常
大的自由度，讓我轉用另一排版軟件，並嘗試新的風格。大概今期《會訊》的排版仍算不上精美，
內容亦未夠豐富，但我們帶著革新、求進步的心意，務求一次比一次做得好。

這半年我身在美國交流，未能參觀三十週年校慶開放日，也不能出席晚會，實在可惜。容我藉著
今期《會訊》，表達對母校和舊生會的一點心意。祝鄧顯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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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y 

鄧顯中學成長得很快，轉眼間已經是三十周年了。

我很喜歡母校的禮堂。因為每次回來，我都看見許多美好的片段－－

這兒，是我學會努力的地方。每年結業禮在禮堂舉行，只有獲獎同學才可上台領獎。中一時我坐
在台下只有羨慕的份兒，於是決心努力讀書，終於由中二起我每年都有機會上台領獎；

這兒，是我學會感恩的地方。我初入讀鄧顯時，禮堂還沒有空調。後來得到各界熱心支持，我
們才有機會在更舒適的環境下學習。那時我很感激這些熱心人，同時答應自己，將來一定要盡我所
能，回饋母校；

這兒，是鄧顯人相聚的地方。每次舊生會舉行活動，過百名舊生都在禮堂相聚，要麼在週年晚宴
與校長和老師分享近況，要麼在「師友計劃」中為鄧顯學生擔任學長，指導他們選科和成長；

這兒，是鄧顯跳繩隊練習的地方。別小覷這個禮堂，跳繩隊就是從這兒衝出香港，衝出亞洲，勇
奪世界冠軍……

看著自己和母校茁壯成長，我感到十分幸運。因為沒有鄧顯，就沒有今天的我；沒有校長、老
師、家長、校友等眾人的努力和支持，就沒有今天的鄧顯。容我在此向各位曾經為鄧顯付出的人，
表示最衷心的感謝。您們的努力和支持，成就了今天的鄧顯，成就了我這位鄧顯人，也成就了超過
4000名鄧顯畢業生。

我很高興在過去幾年認識了十數位志同道合的鄧顯人，一同擔任舊生會幹事。各幹事的熱誠和
投入，為舊生會創造了多項成績：自2006年起舉辦的「師友計劃」，迄今共有逾250名校友擔任
學長，超過800名學弟妹受惠；自2009年成立的「鄧顯舊生會獎助學金」，捐款總額已超過港幣
100,000元，其中部份捐款更用作贊助鄧顯跳繩隊到國外參加世界比賽；此外，我們亦創辦了舊生會
歌唱比賽、邀請校友於網頁和會訊分享近況、更新會員資料庫中過千項資料等。

我會繼續做好舊生會的工作，為母校盡一分力。我相信很多校友都像我一樣，心繫鄧顯，只要有
需要的地方，我們鄧顯畢業生一定會竭盡所能，報答母校的悉心栽培。

三十而立，我衷心祝願母校繼續承傳創新，為社會培育更多人才。我亦在此祝願各位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我很喜歡母校的禮堂。

　　　因為每次回來，　
　 　我都看見許多美好的片段。」

Leung 

主席的話

梁兆燾
02 立社六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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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時光飛逝，學校轉瞬間已成立了三十年，在這差不多三分一世紀的日子，學校由一所寂寂無聞的
鄉村學校，發展成全港知名的中學，在剛剛過去的一年，在老師及學生努力和堅持，本校學生參加
首屆中學文憑試，成績斐然，入讀本港大學率高居全港第一，可說是對本校上下仝人打了一支強心
針。

在1982年時，上水只有一些村莊、荒蕪田地、農場和牛皮廠，今天已變成了一個繁榮市鎮，而
當年的黃毛小子和丫頭，今天已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業，不少舊生愛護母校，為子女報讀本校，舊
生變成家長，對學校更有親切感。學校辦學三十年，面對不少困難，教育語言問題、收生、教改和
財政等問題都令校長和老師們身心疲累，最近，由湯校監捐助的獎學金又因完成歷史任務下而取
消。我校堅持不轉為直資學校，希望能繼續在北區這個社經地位不高的區份，透過教育協助本區學
生改變命運，我們見證了不少舊生學有所成，事業發展理想，我們希望他們日後能回饋社會、回饋
母校，捐助獎學金鼓勵學生，或將各人的經驗與眾師弟妹分享，擴闊學生眼界。

鄧顯舊生會自一九九四年成立至今，已經是十八年了，不少舊生都成為了會員，他們都心繫鄧
顯，都希望能有機會回饋母校。近年來學校舉辦師友計劃，舊生會協助聯繫不同界別的舊生，為高
中同學配對師友，讓各同學能在選擇將來的職業路向前，能加深對理想行業的了解和認識，定下實
踐的計劃，認識業界人士對個人發展目標的看法，師友計劃為同學提供與業界人士互動的平台，讓
他們更瞭解自己的理想行業，在這人生的重要時刻作出正確決定。

今年學校會舉辦三十周年慶祝活動，開放日會在二零一三年四月廿六日至廿八日舉行，聚餐於四
月廿六日晚上在上水彩園邨麗都讌客酒家舉行，希望各位校友能踴躍參加。周年活動主題是「三十
而立 承傳創新」，學校繼續承傳過去三十年的傳統，老師努力提升學生學業水平，並協助他們個人
成長和建立正確價值觀，我們更希望能協助學生獨立思考，放眼世界，不再受地域限制發展，讓學
生發揮所長。

舊生會的成立是希望能建立一個友誼網絡，讓各屆校友及老師聚首交流，維繫舊生與同學及老師
之間的情誼，與母校有緊密聯繫之餘，亦可回饋母校。我相信大家會同意，中學同學之間的情誼，
比大學同學或在職同事的，純真和深厚得多，我希望各位舊生日後能繼續保持聯繫，多參與舊生會
活動，多了解母校的發展和近況，為你們的師弟師妹打氣鼓勵。

最後，祝各位校友學業進步，工作愉快，前途無限，舊生會會務順利。

　　「我相信大家會同意，

　	 	 　　　中學同學之間的情誼，

　	 	 　　　比大學同學或在職同事的，

　	 	 	 	 　	 	 　純真和深厚得多。」

劉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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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暑假，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重遇梁兆燾校友，得悉母校舊生會的近況，以及正招選校友校
董。本著為母校略盡棉力之心，硬著頭皮參選了。結果承蒙各位校友的支持，順利當選，並開始了
這一年的新嘗試。

我很高興能參與母校的校董會議，了解學校的政策和發展；又能列席舊生會幹事會的會議，得知
舊生會事務和舉辦的活動；亦有幸能代表舊生出席母校各項活動和典禮。適逢今年是母校成立三十
週年的大日子，各項慶祝活動紛紛開始。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三十週年校慶綜藝晚會，當晚我
欣賞到校監、家長、老師、舊生和各位師弟妹的精彩演出，深深感受到母校的成長，以及各持分者
的群策群力。我相信母校的發展必定會越來越好。

謹此希望各校友能繼續支持和回饋母校，本人亦會竭盡所能，充當校友們和母校的溝通橋樑。

校友校董的話 活動花絮

盧婉怡
01 明社七弟

為了延續母校薪火相傳的精神，本會每年均
舉辦師友計劃，並於母校禮堂舉行開幕典禮。

有賴各位校友熱心支持，師友計劃迄今共
有逾250名校友擔任學長，超過800名學弟妹受
惠。學長當中除了已經投身社會工作或大學畢業
的校友外，就讀大學本科的校友也踴躍參與，以
「半學長」和「半學員」的身份，向各在職學長
請教學習，同時指導中學的師弟妹選科。

開幕典禮於早上十時開始，先由劉志遠校長
致歡迎辭，然後由本會主席梁兆燾校友致辭，而
學生代表隨後亦向各位學長致謝辭。為了答謝校
友踴躍支持師友計劃，本會更邀請劉校長頒發委
任狀予各位學長，同時逐一簡介學長的背景和近
況。

隨後的小組交流環節，討論氣氛融洽、熱
烈。各學員積極詢問學長有關選科和就業問題，
而各學長亦就有關疑難向師弟妹分享經驗和心
得，足顯母校薪火相傳的精神。

師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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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歷屆師友計劃的學長名單如下：

Herbert Leung

孔穎瑜 (02)

尤琼娟

文佩笙

文銳平

文學謙 (12立社六孝)

方恩庭 (06德社七弟)

方恩浩 (98道社七弟)

方偉鵬 (03明社六孝)

王威廉 (02立社六弟)

王敏寶 (05立社七弟)

王詠廉 (05明社七忠)

王鈞嬈 (12明社六弟)

王潔儀 (12道社六弟)

王錦俊 (11)

丘浚彬 (12道社六弟)

伍善怡

朱　敏 (12德社六孝)

朱凱濙 (08道社七孝)

朱　皓 (09立社五孝)

何少杰 (03立社七孝)

何文鋒 (02)

何倩瑤 (11)

何健彰 (11立社六孝)

何詠欣

何焯文 (08道社七孝)

何樂文 (12道社七孝)

何頴雯 (08明社七忠)

余泳詩

余倩瑩 (11立社七忠)

余碩標 (07立社六孝)

余穎思

吳永亮 (12道社七忠)

吳非凡

吳婉英 (10明社七孝)

吳煒豪 (10立社七忠)

吳靜儀 (09立社六孝)

李予晴 (09德社六孝)

李仁傑 (07道社六孝)

李巧靈 (00德社七弟)

李建欣 (07立社五弟)

李健恒

李健熙 (07德社六孝)

李景禧

李萌龍 (06德社七孝)

李雅慧 (05道社七孝)

李達成 (11道社七忠)

李鼎倫

李嘉信 (11明社七忠)

李學英

李瀠昫 (10德社七弟)

阮慧媚 (11道社七弟)

周保翰 (11立社七忠)

周品俊 (10道社六孝)

周建輝

周凎輝 (06德社七弟)

周銘耀 (97明社五孝)

周黛晴 (11道社七孝)

屈睿浚

林文傑

林世雲 (00)

林希昕 (10道社七孝)

林廷堅 (03立社六孝)

林俊宇 (11德社七忠)

林庭輝 (07明社七孝)

林珮薇 (10立社六孝)

林婉冰 (10德社七弟)

林敦健 (12道社六孝)

林綺璇 (10道社六弟)

林慧敏 (95德社七孝)

林樂雯 (10德社六忠)

邱卉欣 (12立社六孝)

邱健聰

姚日昌 (05立社七孝)

姚巧明 (11明社七孝)

姚永晧 (08立社七忠)

柯智輝 (11立社七孝)

洪子安 (07明社七忠)

洪靜雲 (02七弟)

胡晨飛

韋寶昕 (12明社六禮)

凌培馨 (09道社七弟)

凌夢襄 (10明社七弟)

徐成文 (07明社七孝)

徐善縈 (10德社七忠)

秦　靖 (09立社六孝)

秦志文

袁妙玲

袁綺琪 (10明社七孝)

馬志堅

馬家騏

馬悅怡 (12立社六信)

高宗澤 (10德社七孝)

區志豪 (98德社七孝)

張中英 (00道社七弟)

張文嫻 (10道社七弟)

張君陽 (08明社七孝)

張明孝

張彥婷 (09德社六忠)

張素兒 (12立社六禮)

張健安

張舒敏 (10立社七忠)

張銘恩 (06德社七弟)

張曉文 (12道社六忠)

張曉彤 (11立社七孝)

張麗怡 (11明社七孝)

梁天卓 (01德社七弟)

梁兆燾 (02立社六孝)

梁似薇 (11德社六孝)

梁俊琪 (12道社六弟)

梁振邦

梁婉儀 (08道社七孝)

梁啟鋒 (04明社七弟)

梁詠揚 (09明社六孝)

梁詠詩

梁耀輝 (96明社五孝)

莫凱瑩 (12立社六弟)

莫詩婷 (01道社五弟)

郭子茵 (04道社七孝)

郭振宗

郭富傑 (12德社六禮)

陳文禧

陳日駿 (09立社七忠)

陳月華 (99立社七孝)

陳巧貞 (04道社七孝)

陳佩穎 (09德社七弟)

陳東毅 (07明社七孝)

陳俊文 (04七孝)

陳美婷 (09立社七孝)

陳家誠 (05德社五弟)

陳校然 (10明社七孝)

陳海鳴 (88五德)

陳偉豪 (11立社七弟)

陳健禧 (11明社七忠)

陳博熙 (12立社六禮)

陳景道

陳詠詩 (11立社七忠)

陳逸俊 (95德社四信)

陳嘉儀 (12立社六弟)

陳嘉臻 (08道社七孝)

陳幗儀 (10德社七弟)

陳曉昕 (10德社七孝)

陳曉融

陳穎紅 (02道社五弟)

陳錫源 (11明社六孝)

陳靜雯 (02七孝)

陳禮義 (00)

陳鎮威 (10立社七弟)

陳鎮熙 (94德社七孝)

陳寶如 (09道社七忠)

陳寶美 (12立社七孝)

陸偉俊 (03立社七孝)

麥志樑 (06德社七忠)

麥振聰 (10立社七孝)

麥毅萍 (06德社七弟)

麥靈佳

彭俊諾 (12立社六弟)

彭嘉妍

曾少堅

曾治洪 (10道社七弟)

曾敏兒 (11德社七弟)

曾淑莹 (12立社六孝)

曾瑞盈

曾嘉俊 (10道社六孝)

程兆裕 (11道社七忠)

馮展虹

馮展圖 (11道社七忠)

黃　慧 (11立社七忠)

黃天鴻 (06德社七孝)

黃佩欣

黃奕康 (11)

黃偉明 (08明社七孝)

黃婉姍 (09明社七弟)

黃啟生 (11道社七孝)

黃莉雅 (12道社六禮)

黃詩媚 (11明社七忠)

黃嘉駿 (09德社七忠)

黃德偉 (03道社七弟)

黃德敏

黃慧清 (08道社六孝)

黃鎮中 (01明社五孝)

黃懿靖 (12立社六弟)

黃珉基 (10德社七孝)

楊志恒

楊倩恩 (12德社六信)

楊詩婷 (11明社七忠)

溫錦程 (10德社七弟)

葉芷敏 (04立社六弟)

葉淑芬

葉凱寧 (11德社七孝)

董慧欣

詹志勇 (05明社六孝)

賈仲賢

廖卓基 (03道社七孝)

熊仲全

劉　逸

劉子良 (03道社四孝)

劉世昌 (04道社七孝)

劉永發 (06道社七弟)

劉秀玲 (09德社七忠)

劉佩斯 (08明社七弟)

劉卓兒 (10德社七孝)

劉美琪 (06德社七孝)

劉偉強 (10德社六忠)

劉萃雯

劉雅欣

劉瑋濤 (09立社七孝)

劉樹禮 (12立社六弟)

劉錫鴻 (06明社六孝)

劉繕儀 (12明社六忠)

劉藝卿 (11立社七孝)

劉麗明

歐志成

歐陽佩儷 (11明社七忠)

潘慧芝 (98德社七孝)

潘慧儀 (11明社七弟)

潘寶琦 (12立社六弟)

蔡偉豪 (09)

蔡富榮 (06德社七忠)

蔡惠彤 (09德社七弟)

蔡詠琪 (03德社七孝)

蔡雅欣 (06明社七弟)

蔡福星 (88德社七孝)

鄭名杰

鄭宇明 (06道社七弟)

鄭曉兒 (09立社七弟)

鄭穎怡 (11道社七弟)

鄭曙輝 (97七弟)

鄧子翱 (11道社六弟)

鄧仲華 (97明社五信)

鄧志威

鄧志傑 (10明社七孝)

鄧志聰 (10立社七忠)

鄧佩欣 (00)

鄧凱怡 (03立社七孝)

鄧葵芝

黎卓賢 (03道社七孝)

黎宛璋 (12立社六弟)

黎浩宜 (07立社五孝)

黎偉健

盧芷安 (12立社六信)

盧婉怡 (01明社七弟)

盧惠明

蕭健威 (05道社七弟)

蕭淑瑜 (04立社六弟)

霍秀華

謝偉略

謝惠玲 (09明社六忠)

謝穎琳 (08德社七弟)

鍾雨橋

鍾俊傑 (01明社五弟)

鍾嘉詠 (07德社五禮)

簡麗媚

羅仁杰 (09立社七孝)

羅欣欣 (12明社六忠)

譚曉茵

譚鴻綵 (02明社七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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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本 會 於 2 0 0 9 年 成 立 「 鄧 顯 舊 生 會 獎 助 學
金」，有賴校友們的熱心支持，捐款總額迄今已
超過港幣100,000元，部份捐款已用作資助母校
花式跳繩隊於2010年和2011年分別前往英國和
南韓參加比賽。

花式跳繩隊不負眾望，先後奪得第八屆世界
跳繩錦標賽表演杯項目冠軍，以及第六屆亞洲跳
繩錦標賽亞洲盃冠軍，為香港爭光。

捐款校友芳名如下：

盧婉怡校友 (01明社七弟): 55,000元
梁兆燾校友 (02立社六孝): 23,000元
Man Wai Kun (96七弟): 6,000元
蕭淑瑜校友 (04立社六弟): 5,000元
王威廉校友 (02立社六弟): 3,000元
張中英校友 (00道社七弟): 1,000元
黃德偉校友 (03道社七弟): 1,000元
蔡詠琪校友 (03德社七孝): 1,000元
詹志勇校友 (05明社六孝): 500元
李仁傑校友 (07道社六孝): 100元
余碩標校友 (07立社六孝): 100元
何頴雯校友 (08明社七忠): 100元
姚永晧校友 (08立社七忠): 100元
梁境融校友 (09明社七忠): 100元
其他校友: 11,604.8元

為方便母校的學生及團體申請「鄧顯舊生會
獎助學金」參與課外活動，本會已於網頁上載申
請指引和表格。

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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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濃情‧三十》
校慶綜藝晚會

為慶祝創校三十周年，學校於2012年7月5日
晚假沙田大會堂演奏廳舉辦了《濃情‧三十》綜
藝晚會，一眾老師、家長、學生及舊生聚首一
堂，場面熱鬧，座無虛席。

晚會以梁秀慧老師美妙的歌聲正式展開，隨
後的一連串中西樂團、器樂合奏、歌唱、舞蹈及
花式跳繩表演同樣令人目不暇給。

全晚的高潮，非湯修齊署理校監的演唱莫
屬，湯署理校監攜同一眾伴舞的學弟妹，高歌一
曲「爆了」，寓意祝願同學成績「勁爆」，十分
有心思。湯署理校監更邊唱邊走下台繞場一周，
與台下老師、同學握手，使場內氣氛更「爆」！

另外，石老師自彈自唱的一曲「陀飛輪」，
向所有為教育奉獻光陰的老師致敬，亦使全場感
動。

學校這次精心安排有趣的話劇表演穿插於每
項表演的換場時間，除帶出「三十而立   承傳創
新」的三十周年校慶主題外，亦使全晚絕無冷
場，可謂別出心裁。

最後，晚會以梁秀慧老師帶領合唱團與嘉賓
及老師一起合唱三十周年校慶主題曲及一片感動
的掌聲圓滿結束。

感謝潘家曦同學提供綜藝晚會的精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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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新聞

數年前，母校天台的地面只是一塊又一塊延伸著的混凝土磚塊，直至後來，環保及自然保育基
金和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撥款四十多萬元資助學校的綠化天台計劃，母校的天台才可幻化成美麗的
天台花園。2011年11月母校亦參與了綠化天台計劃，獲得$5000資助，同年12月開始裝飾花圃，現
已完工。花圃有三個圖案，均由校園綠化小組的主席侯藹詩同學和副主席吳詩婷同學設計，設計獨
特、具心思。花圃四周都用磚頭圍起，中間鋪滿碎石，種有不少植物，如鳳仙花、指天椒、蘆薈、
菠蘿、玫瑰花，還有薰衣草等香草。校園綠化小組的負責老師——梁偉強老師指出，他們會盡量種
多點不同類別的植物供同學欣賞，也希望同學喜歡。另外，學校天台更設有「旱生區」，專門種植
仙人掌、金虎等旱生植物，當中有些經已種了6至7年。

除了五樓的綠化天台，母校更申請得康文署的綠化校園資助計劃，在一樓的後樓梯附近興建了
平台花園。打開白色的鐵門，映入眼簾的是林林總總的攀藤植物，在右方的就是使君子。每一朵使
君子的花均有五片花瓣，使君子的花初開時為白色，其後會轉為紅色。使君子的果實能入藥，有驅
蟲、健脾的功用。平台左面的是紫藤，紫藤的每一段枝節有20至30朵花左右，排列在一起，十分整
齊。在平台花園內，最特別的攀藤植物非蒜香藤莫屬了，蒜香藤的花、葉在搓揉之後，會有濃濃的
大蒜香味，因而得名為蒜香藤。

平台花園亦種有不少花朵。風雨蘭四季皆開花，但主要花期集中於夏秋季。其他草木會因風雨
而顯得殘破不堪，但風雨蘭就能抵擋風雨的摧殘，而且它常在雨後開花，所以被命名為風雨蘭。除
此之外，平台花園還種植了冬紅，這種植物的花呈洋傘狀，非常奇特可愛，在秋冬季盛開時滿樹通
紅，所以被稱為「冬紅」。冬紅是少數在冬天仍會開花結果的植物，它為一些雀鳥，如相思鳥提供
了食物，牠們會來啄食冬紅花的花蜜。

母校還利用康文署的撥款建立了滴水灌溉系統來取代一般的灑水系統，黑色的水管連接到盆栽
中，小量的水通過管道直接、準確地灌溉盆栽，從而防止浪費食水，減低用水量。學校計劃稍後在
平台花園增添桌椅，再開放平台花園給各位同學參觀。未來校園綠化小組更會更新校園裡的植物標
籤，讓同學清楚地了解各種植物的名稱和生長特性。

母校一直以來只有足球學會，如今終於有足球隊了！去年，幾位熱愛踢足球的中三及中四學生，
組成了一隊男乙足球隊，出戰學界。鄧顯內懂得踢足球的學生不多，加上同學課業繁重，課餘時間
無幾，練習時間緊拙，而且學生家長未必支持，所以很多足球隊員都經過一番掙扎，付出很多心血
和時間。

足球隊負責老師超Sir說，成立足球隊是希望學生能透過比賽和活動增加見識，如訂製球衣，能訓
練學生的溝通、團結及組織能力，透過平日的練習亦能培養學生刻苦的精神。最令超Sｉｒ感動的時
刻，是我校足球隊能進入學界北區比賽8強。對手是上一屆的丙組冠軍，他本以為必輸無疑，但賽果
令他始料不及，鄧顯足球隊竟以三比零的佳績，大獲全勝。球員發揮超水準，超Sｉｒ歸功於球員的
努力：「他們由暑假便開始練習！」

足球隊隊長張澤康表示，雖然隊員偶爾為賽事位置爭執，但大部分時間隊員相處非常融洽。雖然
功課壓力大，練習場地偏遠，但無減隊友參與訓練的熱情。中鋒張家俊坦言：「在最後一年的中學
生涯才參加足球比賽，沒有什麼令人可惜的，只因踢足球本來就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

內容摘取自《校園節拍》

鄧顯
首支足球隊

綠色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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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宣傳

鄧顯舊生會自2006年起每年舉辦師友計劃，
鼓勵已畢業的校友回饋母校。蒙各屆校友熱心支
持，迄今共有逾250名校友擔任學長，超過800
名學弟妹受惠。

本計劃除了作為學長與學員間見面交流的平
台外，亦是校友們與昔日同窗聚首的好機會。

學長費用全免，如有興趣，歡迎到本會網頁
查閱有關詳情(http://www.alumni.tanghin.edu.

hk/aa_mentorship)。

師友計劃

為鼓勵校友回饋母校，加強校友對母校的歸
屬感，本會於2009年成立「鄧顯舊生會獎助學
金」，由校友捐款獎勵值得嘉許的鄧顯學生，或
協助有經濟需要的鄧顯學生，所有捐款將用於鼓
勵及推動鄧顯學生的課外活動發展。

如　閣下有興趣支持「鄧顯舊生會獎助學
金」，請即登入http://www.alumni.tanghin.
edu.hk/aa_scholarship查閱捐款詳情。捐款港
幣100元或以上者，芳名將刊登於本會網頁及出
版刊物內，並可保留收據以申請稅務局免稅。

獎助學金

校慶開放日
為了讓大眾了解母校的最新發展，一同分享

三十周年校慶的喜悅，母校將於2013年4月26日
至4月28日舉行開放日。屆時除了有各學科及校
內團體的資料展覽外，亦有各表演隊伍的精彩演
出。

歡迎各位於開放日期間，與家人、朋友和其
他舊生一同回校參觀，跟校長、老師及舊同學相
聚，一同重溫昔日美好的校園生活。

校友近況
為促進不同屆別校友間之認識，維繫校友與

校友之間的情誼，本會定期出版「校友近況」，
每期均邀請10位來自不同屆別的校友介紹近況。
(詳情請見：http://www.alumni.tanghin.edu.
hk/aa_alumni)

若身為鄧顯人的你有興趣投稿，歡迎把姓名
（中文及英文）、畢業年份、班別及社，連同約
100-200字近況，電郵至alumni@tanghin.edu.
hk。

你有興趣成為舊生會幹事嗎？誠邀熱愛鄧顯的你加入幹事會，為舊生和母校出一分力！新一屆幹
事會任期即將展開，如有興趣，請以電郵通知本會（alumni@tanghin.edu.hk）。我們期待你的加
入！

2012-13年度幹事會名單：

主席　　　　　　　　　　　　　　　　 　梁兆燾校友　（02立社六孝）
內務副主席 兼 項目總監（校慶）   　余碩標校友　（07立社六孝）
外務副主席 兼 項目總監（師友計劃）  　姚永晧校友　（08立社七忠）
行政秘書     　張曉彤校友　（11立社七孝）
　　　　　　　　　　　　　　　　　　　郭富傑校友　（12德社六禮）
財務總監     　潘慧儀校友　（11明社七弟）
資訊科技總監    　李仁傑校友　（07道社六孝）
項目總監（學生活動）    　周黛晴校友　（11道社七孝）
項目總監（校友聯絡）    　朱凱濙校友　（08道社七孝）
項目總監（校友聚會）    　蕭淑瑜校友　（04立社六弟）
項目總監（週年晚宴）    　歐陽佩儷校友（11明社七忠）
項目總監（會訊）     　吳婉英校友　（10明社七孝）
項目總監（選舉）     　陳健禧校友　（11明社七忠）
項目總監（校慶）     　張素兒校友　（12立社六禮）
校友校董     　盧婉怡校友　（01明社七弟）
教師顧問     　林漢彪老師
　　　　　　　　　　　　　　　　　　　陳慧聰老師
　　　　　　　　　　　　　　　　　　　袁雲聰老師
　　　　　　　　　　　　　　　　　　　江淑誼老師

幹事

招
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