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愛上了回母校開會。 
 
甫進校門，與工友親切的打招呼：「哈囉，吃過午飯吧？」工友微笑 
地點頭：「嗯！不用簽名了，請進吧，在第二十四室，我已準備好空 
調。」 
 
進了大堂，先到教員洗手間。以前唸書時也沒敢進去一次，總覺得能 
進去的都有點優越感。洗了把臉，照照鏡子才滿意的離開洗手間，繼 
續朝走廊方向走。探頭往校務處一看，校長室門開了，馬上整理一下 
頭髮和襯衣，才走進校長室，向校長揮手問好：「劉校長！」校長臉上 
總是掛著笑容：「哦，回來開會嗎？近來工作怎樣，爸媽和弟弟都好嗎？」 
邊說邊招呼我坐下談談近況，感覺好像回到了家。 
 
離開校長室，便到簇新的教員室找林漢彪老師。林老師總是在忙碌著： 
「噢，你們先開始會議吧，我完成手上工作馬上過來。」會議室內，幹事 
們認真地商討會務，「先鄧顯之憂之憂，後鄧顯之樂而樂」。大家都希望能為舊生和師弟妹
服務，為母校盡一分力。會議總是充滿著歡樂，要麼江淑誼老師拿來一大包薯片，大家邊
吃邊開會；要麼余碩標從法國交流回來，帶來一盒法國巧克力，大家在會後暢談法國風土
人情…… 
 
離開會議室，碰巧在走廊看見某某老師，大家又是歡喜的聚舊，一談就是半個小時。踏出
母校，幹事們大都是北區人，一起結伴回家，彷彿以前下課後與同學們回家一樣。 
 

這就是我愉快的一個週未。你也有興趣成為我們一份子嗎？ 

 

舊生會主席梁兆燾 
（02立社六孝） 

 

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 

 

以下為 2009-2010年度鄧顯舊生會工作報告： 
 
• 師友計劃師友計劃師友計劃師友計劃：2009年 10月 11日，師友計劃開幕。今年共 66名舊生擔任學長，指導 81名中六、
中七學弟妹。舊生會自 2006年起每年舉辦師友計劃，歷屆共邀請了 115名舊生擔任學長，超
過 300名學弟妹受惠。 

• 聖誕聚餐聖誕聚餐聖誕聚餐聖誕聚餐：12月 27日，舉行舊生會聖誕聚餐。 
• 週年晚宴週年晚宴週年晚宴週年晚宴：2010年 2月 7日，舉行週年晚宴暨第二屆舊生歌唱比賽，吸引逾百名舊生參加。 
• 會訊會訊會訊會訊：8月 31日，出版本年度舊生會會訊。 
• 獎助學金獎助學金獎助學金獎助學金：本年度「鄧顯舊生會獎助學金」共收到港幣 3,391元捐款，其中 1,500元用以贊助
本校花式跳繩隊於 2010年 7月代表香港到英國參加世界錦標賽，最後跳繩隊不負所望，榮獲
世界冠軍殊榮。舊生會獎助學金於 2009年成立，迄今共收到 7,291元捐款。 

• 資料庫更新資料庫更新資料庫更新資料庫更新：母校自 1982 年創立至今已有 28 年。為確保舊生資料庫更新，本年度幹事會透
過電話主動聯絡各屆舊生，共更新了 1,070項分別屬於 256名舊生的資料。 

• 幹事會會議幹事會會議幹事會會議幹事會會議：本屆（2008-2010年度）幹事會共召開 21次會議，全體幹事平均出席率為 71%。
所有會議議程及紀錄均上載至網頁，增加舊生會運作透明度。 



 

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校長的話    
 
二十八年前鄧顯中學是一間座落於北區鄉郊寂寂無聞的
學校，當時，大部份的學生是非自願地派進本校。然而，
十數年間，經鄧顯上下齊心努力，學校不斷進步，我們漸
漸受到學生、家長和社區人士愛戴，而近年，本區街坊以
至區外人士，更以入讀鄧顯為榮。 
 
在過去二十八年，學校一直提倡道德教育及高素質教學，
校方對學生的品格及學業的要求相當嚴謹，在過去一個學
年，本校學生除在學業上和德行上繼續保持優異表現外，
同學在運動、藝術和環保方面均日益重視，更表現出色，
現列舉去年部份成績以資佐證。 
 
學業方面：在中學會考中已連續十四年全體學生考獲五科合格或以上之成績，平
均每名學生考獲超過一優四良佳績；在高級程度會考方面，學校已連續十三年所
有學生考獲符合升讀本港大學要求，平均每名考生考獲一優二良之佳績。 
 
 
 
 
 
 
 
 
 
 
 
 
運動方面：本校花式跳繩隊在全港公開賽中勇奪全港冠軍，代表香港出席在英國
舉行之世界賽，結果取得世界冠軍殊榮；男子籃球隊在全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
北區分會中榮獲總冠軍。 
 
 
 
 
 
 
 
 
 
 
 
 
 
 
 

劉志遠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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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方面：在「2009/10學校動感聲藝展」中，本校榮獲最佳創意金獎及最佳整
體演出金獎，並獲香港音樂教育家協會邀請出席「2010 香港音樂教育研討會」
作示範表演；本校舞蹈組在第四十六屆學校舞蹈節中再度榮獲優等獎。 
 
環保方面：本校在天台建設綠化園地及太陽能氣象站，並在天台舉行有機種植，
讓學生體驗再生能源及環境保護。 
 
 
 
 
 
 
 
 
 
 
 
 
 
 
 
 
 
 
 
 
 
 
本校學生在德、智、體、羣和美的成就有目共睹，這實在是各員工務實工作，各
學生努力學習及各家長和校友在背後默默支持的成果。 
 
新學制已推行了一年，我們對新制度進行了全面的評估和檢討，並在來年改善。
在選修科目組合方面，文、理和商的學科須有不同的思維模式，所以在新學年中，
各班之組合將有所修訂，以減低學生在選科上錯配的情況。在照顧學生的學習差
異上，來年學校將會加強設計學生自學練習及拔尖補柢工作，以期提升全體學生
能達至升讀大學之水平。此外，來年大部份學科均設有校本評核，學生的學習壓
力大增，學校將作妥善安排，減低學生在同一時段應付多個校本評核的情況，並
協調各科補課及測考的安排。在其他學習經歷上，學校將加強學生在生涯規劃上
的經驗，我們亦期望家長及舊生能將個人的工作經驗，與學生分享，讓學生能早
日訂定個人目標。 
 
鄧顯舊生會自一九九四年成立至今，已經十六年了，不少舊生都事業有成，他們
都心繫鄧顯，希望能有機會以他們的知識、經驗、或以贊助方式回饋學校，我在
此感到非常欣慰，但我仍覺得，我們舊生網絡仍以近十多年的舊生為主，如能將
早期的舊生也連繫在一起，舊生會的意義將會更大。二零一二年是本校成立三十
周年的校慶年，我們期待在校慶時相聚，不論新舊的鄧顯人，齊為鄧顯的成就而
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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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近況校友近況校友近況校友近況    

    為促進不同屆別舊生間之認識，維繫舊生與舊生之間的情誼，本會自 2009年起定期出
版「校友近況」，每期均邀請來自不同屆別的舊生介紹近況。我們在此節錄五位舊生的
近況。 

 

張校友在 2008年於香港大學醫學工程系畢業，現於星加坡航空公司接受飛行員

訓練。 

 

張校友覺得航空訓練比大學讀書時的科目有趣得多，因為真的可以活學活用，又

是自己的興趣與理想，學習起來更事半功倍。當然訓練的過程既漫長又艱辛，不

斷的考試更倍添壓力，但飛行的感覺實在美妙，尤其個人航空飛行（SOLO 

NAVIGATION），感覺就像自己和飛機在天空互相照顧一樣。 

 

經過這幾年努力，張校友深知從認知自己的理想，到計劃並落實直至達到目標絕

非易事。個人的思考要周詳，準備充足不可馬虎，並捉緊每個機遇。希望憑自己

的經驗可幫助有興趣於航空業發展的同學。 

張浩銘（04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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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校友於畢業後升讀香港中文大學化學系，熱衷於 

化學科的她表示，揀選化學系是為了可以修讀自己 

喜歡的科目，為着知識上的追求。三年的大學生涯 

中，除了享受大學的生活外，她亦努力追尋知識， 

獲得一級榮譽畢業。可惜一級榮譽畢業並未將李校 

友送入研究院。 

 

李校友於畢業後進入社會工作，於公共圖書館任職 

圖書館助理館長，任職期間獲得上司及同事的信任， 

因此工作得順利。李校友亦於圖書館工作中尋找到興趣，認為圖書館中關於資訊和整理的工作

非常合適她。 

 

李校友於大學的經歷，令她明白將來的事是很難預料的，就算目標在望，也可能會難以達到。

當遇上窄巷時，唯有想想新出路。珍惜自己所擁有的，好好把握將來。 

李雅慧 (05道社七孝) 

                   

          許校友現正就讀於香港中文大學專業會計系三年級， 

                  屬逸夫書院。 

 

                   許校友雖已畢業於鄧顯，但一年前她擔任了助教，為 

                  中四中五會計科自修生補課。所以，很多時候星期日 

                  早上許校友都會回到鄧顯，令她覺得自己好像未曾離 

                  開中學呢！ 

 

許校友更表示師弟師妹都很勤力用功，如果其他校友有

任何關於會計的問題，亦可與她一起討論。 

許真珍 (08明社七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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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校友現就讀香港大學法律系二年級。 

 

上年剛升上大學，她覺得大學的文化跟中學的很不同。 

中學時，老師都很細心，同學們稍有不明白，眉頭皺一 

皺，老師就會前來問同學們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大學 

的學習模式則迥然不同，要靠自己主動學習，向教授提 

出疑問及表達自己的看法。要是默不作聲，教授就會當 

你明白了，或是對學習不感興趣，絕不會特別照顧你。 

另外，她又覺得大學同學跟中學的同學很不同，他們都 

很有自信，很勇於也很善於表達自己。她亦發現學會兩 

文三語的重要性，因為大學裡有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學 

生，說不好英文或普通話會是一件很丟臉的事。 

 

過去一年她努力適應大學的新生活，期望能夠藉此改變 

自己，把自己的弱點化成優點。 

王勉廉 (09德社七弟) 

 

劉校友現就讀香港科技大學會計系二

年級。 

            

高考後的暑假，她參加了香港青年協會

舉辦的《香港 200領袖計劃》。很幸運

地，她能成為其中一員，能與其他學校

領袖與社會上知名人士會面，例如政務

司司長唐英年、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

宗以及全國人大港區代表譚惠珠女士

等等。剛剛過去的暑假，她亦隨《香港

200》前往北京培訓。此機會不但能讓

她從學校領袖，甚至社會領袖身上學

習，更能對社會和國家有深一層的了

解。 

 

此外，劉校友亦把握暑假和朋友去旅遊，擴闊視野之餘，亦能讓人舒緩壓力，迎接另一

年大學生活。 

劉秀玲 (09德社七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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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至 2010年度師友計劃開幕典禮於 2009年

10月 11日（星期日）早上十時假母校禮堂舉行。

經本會努力宣傳後，多名舊生願意成為學長，

為中六、七的師弟師妹解答將來就業的問題，

而本會亦特意邀請剛進入大學的舊生為快將畢

業的學弟妹講解選科細節和安排。 

 

當日，劉志遠校長、林漢彪老師、陳慧聰老師

和江淑誼老師亦有到場支持。開幕禮在早上十

時開始，先由劉志遠校長和梁兆燾主席致辭，

然後由學生代表向參與計劃的學長致謝辭。本

會亦準備了感謝狀及紀念品，並請劉校長致送

予所有學長，以答謝各舊生踴躍支持師友計

劃。隨後學長與各師弟師妹進行小組交流，討

論氣氛熱烈。最後，師弟師妹們帶領各學長遊

覽翻新後的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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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聚聖誕聚聖誕聚聖誕聚餐餐餐餐 

本會於 2009年 12月 27日舉行了聖誕聚餐，

讓不同屆別的舊生聚首一堂，歡度佳節。 

 

聚餐於旺角一家咖啡室舉行。當晚江淑誼老

師亦應邀出席，足見老師悉心教學之餘，也

十分關注學生畢業後的聯繫。 

 

週年晚宴暨第二屆舊生歌唱比賽週年晚宴暨第二屆舊生歌唱比賽週年晚宴暨第二屆舊生歌唱比賽週年晚宴暨第二屆舊生歌唱比賽 

一年一度的週年晚宴暨舊生歌唱比賽於 2010年 1月 30日，在母校禮堂內隆重舉行。

當晚潘萱蔚校董、蔡麗霞老師、黃信德老師、林漢彪老師、陳慧聰老師、江淑誼老

師和已離校多年的林雄翌老師，均在百忙中抽空與近百位舊生相聚。 

 

P.9 



 

 

 

晚宴於晚上七時開始，潘萱蔚校董和梁兆燾主席先後致

辭。然後進入表演環節，由本校花式跳繩隊擔任表演嘉

賓。他們在剛過去的「全港跳繩精英賽 2010表演盃」

公開組比賽，首次挑戰便勇奪全港總冠軍；隨後他們更

於本年 7月代表香港遠赴英國拉夫堡參加「世界跳繩錦

標賽暨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2010」，最後成功力壓群雄，

榮獲世界冠軍殊榮！活動當晚，花式跳繩隊出神入化的

技藝配合動感的節拍，使現場熱血沸騰，台下舊生均為

各跳繩精英高聲歡呼。 

 

表演過後，一眾師生便共進晚餐，而「第二屆舊生歌唱

比賽」亦隨即展開。是次比賽共有三個參賽單位，分別

是 Nova（成員包括關志斌校友、蕭健威校友、李聰敏

校友、伍凱倫校友、李藹兒校友、曾嘉盈校友、葉靜儀

校友、司徒穎怡校友、劉子良校友和鄧昭輝校友）、何

頴雯校友和陳佩穎校友。經過一番龍爭虎鬥，最後由陳

佩穎校友奪得冠軍。 

 

至晚上九時，經過一輪抽獎後，便拍攝大合照，當晚活

動亦完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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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校友校友校友校董報告校董報告校董報告校董報告 

 

2008年 10月 7日，舊生會舉行第一次校友校董選舉，舊生會主席梁兆燾校友（02
立社六孝）成為首任校友校董。2009年 10月 11日，梁主席競逐連任校友校董。
是次選舉共有 118人作出有效投票，118人投信任票，無人投不信任票，梁主席
成功連任校友校董。以下為梁主席擔任校友校董之工作報告。 
 
法團校董會職責： 
• 校友校董 
• 校政管理小組校董成員 
• 財務管理小組校董成員 
 
以校友校董身份出席之會議： 
•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會議（2008年 11月 25日） 
• 香港道教聯合會第二十二屆理事會學務部會議（2009年 2月 17日） 
• 香港道教聯合會第二十二屆理事會青年部會議（2009年 2月 17日） 
•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會議（2009年 4月 1日） 
•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會議（2009年 12月 10日） 
•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會議（2010年 2月 2日） 
•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會議（2010年 5月 27日） 
 
以校友校董身份出席之活動： 
• 湯偉奇伉儷獎助學金頒獎典禮（2008年 11月 25日） 
• 香港道教聯合會學校．商務印書館交流晚宴（2009年 4月 30日） 
• 香港道教聯合會中小幼道德經（陳國超盃）朗誦比賽晚宴聚餐（2009年 5月

12日） 
• 湯偉奇校監款宴（2009年 10月 16日） 
• 全港道教學校道教經典書法比賽頒獎典禮（2009年 11月 7日） 
• 湯偉奇伉儷獎助學金頒獎典禮（2010年 2月 2日） 
• 香港道教聯合會學校．商務印書館交流晚宴（2010年 4月 13日） 
• 香港道教聯合會會屬中小學暨幼稚園聯合畢業典禮（2010年 6月 4日） 
• 鄧顯紀念中學遠赴英國參加世界花式跳繩比賽榮獲世界冠軍慶功宴（2010年

8月 12日） 
 
已完成之校董培訓： 
• 香港教育學院持續專業教育學院《校董基礎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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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顯校舍大變身！學校本年改建校園設施，各位想知道

校園內有哪些改建項目嗎？在此為大家逐一介紹： 

 

首先就看看天台的轉變吧！ 

 

大家有沒有發現學校天台有什麼不同呢？對了，就是學

校的天台已鋪了草皮！草皮就位於綜合科學實驗室

(Integrated Science Laboratory) 及 化 學 實 驗 室

(Chemistry Laboratory) 外面，各位經過實驗室時不妨

欣賞一下綠草如茵的天台！這小小的花園不只供我們

欣賞，還能吸收熱力，降低整座學校的溫度，讓學生能

在更涼快的環境下專心上課，可謂一物二用。現在就讓

我們一起欣賞一下這片小花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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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介紹的是花園旁邊的家政室和太陽能板。 

 

由以上的各項改建可見鄧顯已逐漸變成一所「綠色」校舍了！我們也要本著鄧顯的

「綠色精神」在校園內外實踐環保啊！ 

新的家政室雖小，但「五臟六腑」俱全，設備十分完

善，善於烹飪的同學可在此大顯身手了！ 

 

在花園之上，還有十三塊太陽能光伏板，這幾塊版所

產生的電力能足夠推動一部電視，雖然作用不太大，

卻是我們邁向環保的第一步，所謂「千里之行，始於

足下」，意義比其作用更大呢！  

 

這就是太陽能板的外貌。 

太陽能板旁還有一個太陽能小型氣象站，它能

探測風速風向，溫度濕度等資料，更能將所得

資料傳送回天文台，這就是氣象站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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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天台外，教員室、校務處、醫療室、副校長室等也進行了一連串的裝修工程。 

    現在就帶大家去看看新的教員室吧！平時是不能進去的呢。 

 

 

每位老師都有獨立的工作空間，而且擁有個人儲物箱，非常方便，大大改善老師的工作環境，

老師們對新的教員室更是讚不絕口呢！ 

      

 

走廊設有通訊電話，同學們可用它聯絡老師，以後便不用再麻煩風紀「通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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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大家有否發覺地下突然多了一間設計時尚並設備齊全的特別室呢？這個茶水間（Pantry）

是老師專用的！看著這間美輪美奐的茶水間，大家是否對老師享有的福利羨慕不已呢？要知道，

老師平日的工作非常辛勞，偶然享受一下也不為過吧！ 

 

 

但根據可靠的情報，那部４７吋高清大電視的使用率接近零，而且電視更是雪花紛飛。所以老師

並沒有如我們想像般能悠閒地享受福利，反之，他們忙得連坐在茶水間喘息的時間也沒有。所以，

我們要好好感謝老師悉心的教導！ 

 

那麼，茶水間的最大功用是甚麼呢？這就是提供一個地方讓老師一起吃午飯。在沒有茶水間前，

留校用膳的老師只可在自己的座位上用餐。但自從茶水間建成後，老師就可趁午飯時交流教學心

得，談個不亦樂乎！更可增進教師間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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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應該在這個電話亭旁邊的課室進行過口試訓練吧！這個課室原本是 MS ROULA 與同學進

行口試練習的地方，但今年暑假期間，學校進行大翻新，改建這個室作另外的用途。其實沒多少

人能夠進入這個室，因為只有老師拍卡方可進入。你能猜到它有什麼用途嗎？我們將會帶各位一

窺這個神秘的密室…… 

 

 

 

 

這就是 G17的正門，門左邊黑色的物體就是拍卡機。 

 

準備好了嗎？我們出發了！ 

看！裡面有樓梯！改建前這兒只有一層的啊！ 

揭盅了！ 

 

其實它是個儲物室，用作擺放同學的作

文簿、單行紙等等雜物。採訪當天記者

們巧遇剛剛在處理雜物的校工。校工一

致認為該室環境極佳 – 地方大及有令人

愜意的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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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顯舊生會師友計劃鄧顯舊生會師友計劃鄧顯舊生會師友計劃鄧顯舊生會師友計劃 

20010-11年度師友計劃將於 2010年 10月正式展開，誠邀各位舊生擔任學長，培育更多出類
拔萃的鄧顯人！報名表格下載：www.alumni.tanghin.edu.hk/aa_mentorship 
 
舊生會自 2006年起每年舉辦師友計劃，鼓勵已畢業的舊生回饋母校。蒙各屆舊生熱心支持，
過去四年共有 115位舊生擔任學長，超過 300 位學弟妹受惠。舊生會謹向所有支持師友計劃
的舊生致謝，期盼各位繼續支持 2010-2011年度師友計劃！ 

 

校友近況校友近況校友近況校友近況 

鄧顯人，鄧顯心。誠邀身為鄧顯舊生的你投稿「校友近況」！歡迎把姓名（中文及英文）、畢
業年份、班別及社，連同約 100-200字近況和近照，電郵至 alumni@tanghin.edu.hk。 
 
想知道更多關於舊生的近況？請即登入本會網址： 
www.alumni.tanghin.edu.hk/aa_alumni 
 

鄧顯舊生會獎助學金鄧顯舊生會獎助學金鄧顯舊生會獎助學金鄧顯舊生會獎助學金 

為鼓勵舊生回饋母校，加強對母校的歸屬感，本會於 2009年成立「鄧顯舊生會獎助學金」，
由舊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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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迄今共收到港幣 7,291元捐款，其中 1,500元用以贊助本校花式跳繩隊於 2010年 7月代
表香港到英國參加世界錦標賽，最後跳繩隊不負所望，榮獲世界冠軍。捐款舊生芳名如下： 
 

舊生舊生舊生舊生 畢業年份畢業年份畢業年份畢業年份、、、、社及班別社及班別社及班別社及班別 捐款金額捐款金額捐款金額捐款金額 

Man Wai Kun 96七弟 港幣二千元 

梁兆燾校友 02立社六孝 港幣一千元 

黃德偉校友 03道社七弟 港幣一千元 

蔡詠琪校友 03德社七孝 港幣五百元 

詹志勇校友 05明社六孝 港幣五百元 

余碩標校友 07立社六孝 港幣一百元 

李仁傑校友 07道社六孝 港幣一百元 

何頴雯校友 08明社七忠 港幣一百元 

姚永晧校友 08立社七忠 港幣一百元 

 
誠邀身為鄧顯舊生的你慷慨解囊，支持「鄧顯舊生會獎助學金」！ 
 
請把捐款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抬頭請寫「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法團校董會」，支票背
面請註明「鄧顯舊生會獎助學金」)，郵寄至本會（地址：新界上水彩園邨香港道教聯合會鄧
顯紀念中學）。請於信封面註明「鄧顯舊生會獎助學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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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保留收據申請稅務局免稅。 
 
捐款表格下載：www.alumni.tanghin.edu.hk/aa_scholarship 

活動宣傳活動宣傳活動宣傳活動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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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學長年份擔任學長年份擔任學長年份擔任學長年份    學長學長學長學長    2006200620062006    2007200720072007    2008200820082008    2009200920092009    區志豪校友     歐志成校友     陳海鳴校友     陳靜雯校友     陳鎮熙校友     陳俊文校友     陳曉融校友     陳景道校友     陳禮義校友     陳寶如校友     陳文禧校友     陳月華校友     鄭曙輝校友     鄭名杰校友     張中英校友     張健安校友     張明孝校友     張銘恩校友     蔡富榮校友     周淦輝校友     周建輝校友     周銘耀校友     秦志文校友     秦 靖校友     鍾雨橋校友     霍秀華校友     方恩浩校友     馮展虹校友     何文鋒校友     何少杰校友     何穎雯校友     何詠欣校友     洪靜雲校友     熊仲全校友     孔穎瑜校友     葉淑芬校友     

 

擔任學長年份擔任學長年份擔任學長年份擔任學長年份 學長學長學長學長    2006200620062006    2007200720072007    2008200820082008    2009200920092009    賈仲賢校友     簡麗媚校友     郭振宗校友     郭子茵校友     黎卓賢校友     黎浩宜校友     黎偉健校友     林文傑校友     林世雲校友     林廷堅校友     林慧敏校友     劉麗明校友     劉美琪校友     劉雅欣校友     劉世昌校友     劉錫鴻校友     劉萃雯校友     劉子良校友     劉 逸校友     李健恒校友     李景禧校友     梁振邦校友     
Herbert Leung     梁啟鋒校友     梁兆燾校友     梁天卓校友     梁詠詩校友     梁詠揚校友     梁婉儀校友     李雅慧校友     李巧靈校友     李學英校友     李鼎倫校友     凌培馨校友     廖卓基校友     盧惠明校友     

 

擔任學長年份擔任學長年份擔任學長年份擔任學長年份 學長學長學長學長    2006200620062006    2007200720072007    2008200820082008    2009200920092009    陸偉俊校友     馬志堅校友     馬家騏校友     麥靈佳校友     文佩笙校友     文銳平校友     莫詩婷校友     吳非凡校友     伍善怡校友     彭嘉妍校友     蕭健威校友     譚曉茵校友     譚鴻綵校友     鄧志威校友     鄧仲華校友     鄧凱怡校友     鄧葵芝校友     鄧佩欣校友     曾少堅校友     曾瑞盈校友     謝偉略校友     謝穎琳校友     蔡詠琪校友     董慧欣校友     屈睿浚校友     黃佩欣校友     黃德敏校友     黃德偉校友     王威廉校友     胡晨飛校友     邱健聰校友     尤琼娟校友     楊志恒校友     余穎思校友     余泳詩校友     袁妙玲校友     

 

歷屆師友計劃學長名單歷屆師友計劃學長名單歷屆師友計劃學長名單歷屆師友計劃學長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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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生會幹事招募舊生會幹事招募舊生會幹事招募舊生會幹事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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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011年度幹事會任期為 2010年 9月 1日至 2011年 8月 31日，如有興趣，請以電郵通
知本會（alumni@tanghin.edu.hk）。我們期待你的加入！ 
 

 

 

主席 梁兆燾（02立社六孝） 現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務主任 

內務副主席 鄧凱怡（03立社七孝） 現於牙醫診所任職牙醫 

外務副主席 蔡詠琪（03德社七孝） 現為埃森哲有限公司顧問 

行政秘書 何頴雯（08明社七忠） 現於香港中文大學就讀藥劑系 

財務總監 劉佩斯（08明社七弟） 現於香港科技大學就讀工商管理學系 

資訊科技總監 李仁傑（07道社六孝） 現於香港中文大學就讀計算機工程學系 

項目總監（校友近況） 吳婉英（10明社七孝） 現於香港中大大學就讀新聞與傳播學系 

項目總監（選舉） 鄭曉兒（09立社七弟） 現於香港大學就讀 

項目總監（師友計劃） 姚永晧（08立社七忠） 現於香港中文大學就讀計量金融學系 

項目總監（週年晚宴） 陳日駿（09立社七忠） 現於香港大學就讀工程學系 

項目總監（舊生聚會） 黃德偉（03道社七弟） 現任教於一所津貼學校 

項目總監（會訊） 劉秀玲（09德社七忠） 現於香港科技大學就讀會計系 

項目總監（校慶） 余碩標（07立社六孝） 現於香港中文大學就讀計量金融學系 

 

想瞭解更多，請即登入舊生會網址： 
� www.alumni.tanghin.edu.hk/aa_committee（幹事會成員） 
� www.alumni.tanghin.edu.hk/aa_meetings（幹事會會議） 
� www.alumni.tanghin.edu.hk/aa_constitution（舊生會會章） 

 

P.19 



 

 

如要重溫歷屆舊生會會訊，請即登入本會網址： 
www.alumni.tanghin.edu.hk/aa_newsletter 
 
如果你符合加入舊生會條件，即可成為舊生會會員。請即登入本會網址： 
www.alumni.tanghin.edu.hk/aa_join 
 
有關舊生會最新消息，請即登入本會網址： 
www.alumni.tanghin.edu.hk/aa_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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