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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玄三中室內賽艇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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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學校舉辦的「『划』出彩虹，社區共融」室內賽艇比賽，
吸引大批青年參加，也是他們展現潛能的最佳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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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推動社區跨文化共融精神，加強與區內不同志願團體及學校
間的聯繫，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自2014年起，連續3年
與觀塘警區攜手合作，合辦「划出彩虹，社區共融！」室內賽艇錦標

搵樓18

賽，期望匯聚不同族裔的傑出青年運動員，參加有益身心的賽艇運

馬經

動，讓他們彼此學習、互相合作、自律守紀，從而培養優良的團隊合

波經

作及體育精神。
本年度的比賽在11月19日於圓玄三中禮堂順利舉行。是次比賽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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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一同參與的「社區種族共融盃」及公開予不同志願團體、社工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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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機構等參加的「觀塘區少年警訊會長盃」等，體現社區共融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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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間參賽學校、15個政府機構及紀律部隊，派出超過320位健兒參與
多個個人及隊際接力項目，別具特色的項目包括鼓勵社區不同族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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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賽事焦點落在「觀塘區少年警訊會長盃」上，由香港警務處划艇
隊、香港消防處划艇隊、入境事務處職員同樂會划艇隊、警察機動部

企業關係

隊與觀塘區少年警訊同場競技，各隊實力超凡，旗鼓相當，最終由香

免責聲明

港消防處划艇隊以1.6秒之差勝出。主辦單位正是希望透過這些精彩
刺激的室內賽艇比賽，感染及鼓勵青少年多參與健康有益的體育運
動，培養正確的價值觀。
此外，觀塘警區與圓玄三中亦透過多個合作計劃，推廣平等友愛的跨
文化共融精神，包括舉辦少數族裔中文班、成立以非華語學生為主的
少年警訊領袖團，及與「凝動香港體育基金」合辦的少數族裔女生游
泳班等。主辦單位期望透過多元化的學習活動，讓社區各階層進一步
認識及接納少數族裔人士，促使他們盡早融入主流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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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日報》今日要聞
在接力項目上，同學們穿上
各自隊服，全力以赴，為校
爭光！

消防員與少數族裔青年在
「社區種族共融盃」中合作
比賽！

「友誼第一」，來自不同紀
律部隊的健兒賽後與嘉賓拍
一幅大合照。

東方日報A1：涉事裁判官
無回應 響號趕記者
雷霆17：黑底男藏毒被
捕 檢$60萬冰毒

賽事獲得少數族裔團體領袖
及其他不同機構的代表親身
到場支持。

香港消防處划艇隊最後贏得
「觀塘區少年警訊會長盃」
冠軍。

論選舉制度 議員斥《蘋
果》教配票涉違例

是次活動更榮獲觀塘區少年
警訊會長會贊助，讓同學有
一展才能的機會。

高永文疑褪軚 晤巴西駐
港領事研縮窄禁肉令

一眾青年賽艇好手都為奪得
佳績而感到高興！

期待

香港警務處划艇隊在一眾青
年運動員面前展現身手，感
染及鼓勵他們多參與健康有
益的體育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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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新聞 :
03月15日(三) 07:15
再辦小廚神大賽 清新素食新煮意
元朗天主教中學的校訓為「地鹽世光」，為配合校訓，該
校特以S.A.L.T作為特色：S是Sc...
03月14日(二) 07:15
校園共融中文戲劇 讓學生展翅高飛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於上學年7月開始籌劃校園共
融中文戲劇計劃，透過面試挑選了28名...
03月09日(四) 07:15
師生合力 衝破讀寫障礙框架創佳績
文商科學生陳曉威與他志同道合的同學梁駿傑、麥崎憲、
孫江宇及鄧志仁，早前組隊參加香港青年協...
02月23日(四) 07:15
學界D1田徑 學生反對拆灣仔場
港九區學界D1田徑周三在灣仔運動場熱鬧舉行，男、女
子飛人黃卓熙和陳佩琦分別刷新A Gra...
02月07日(二) 07:15
桂華山齊心事成 校慶開放日展示40年碩果
為慶祝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40周年，該校特於1月14
日舉辦開放日，供師生、校友、友校學...
【鬥快訂!】勁搶日韓台套票連稅$1,054起
亞洲套票大平賣，有齊日韓台泰最熱門旅遊地點，３日２
夜機票＋酒店連稅都係$1,054起！3月31前預訂，約定朋
友準時入手啦

From Expedia

02月05日(日) 07:15
海陸空道館在李炳 學生用STEM打擂台
去年，教育局全力於小學推動STEM教育。何謂STEM?
S:Science科學；T：Te...
02月02日(四) 07:15
圓玄三中辦歌唱比賽 實踐和而不同唱出共融
為宣揚友愛共融、和而不同的精神，並發揮青少年的才藝，香港道教聯合會
圓玄學院第三中學，連續...

16 位朋友對此讚好

分享

01月05日(四) 07:15
來自非洲的福音 Watoto樂韻響遍桂華山
當香港的父母為了鋪路讓子女入名校而「孟母三遷」時，
可有想過我們已經是幸福的一群？在地球的...
12月22日(四) 07:15
郭怡雅神父紀念學校 馬兒入校園非凡新體驗
陶行知曾指出「生活就是教育」。學生日常所接觸的人、
事、物都是學習的一部分，是密不可分的。...
12月14日(三) 07:15
打破傳統求創新 體驗程式編寫樂
傳統電腦體積巨大，佔用了學生大部分桌面空間，受擺設
所限，學生只可靜坐上課，難以配合現時以...
11月23日(三) 07:15
粉嶺香港哥爾夫球會連續37年辦校際越野比賽
連續36年在粉嶺香港哥爾夫球會舉行的中學校際越野比
賽，今年繼續在粉嶺球場拉開戰幔。這個被...
11月19日(六) 07:15
氣候變化難題 你我攜手解決
教育局為了提升全港中小學生對氣候變化的認識和研習的
興趣，並把創意思維與科技結合，以在實際...
11月18日(五) 07:45
九龍區學界籃球決賽今晚灣仔修頓室內場引爆
九龍區學界D1籃球A Grade決賽今晚在灣仔修頓室內場引
爆！決賽戲碼再次上演宿敵對決，...
11月18日(五) 07:15
圓玄三中培育賽艇精英 實現奪標夢想
圓玄三中自2010年起成立賽艇隊，經過全校上下多年來
的努力，最終在今年的香港校際賽艇錦標...
11月17日(四) 07:15
潔心林炳炎中學45周年自主學習節
潔心林炳炎中學近年積極推行「自主學習」，引導學生培
養自學能力及態度，並創設積極學習、朋輩...
東瀛遊帶您玩轉悉尼
立即跟EGL Tours乘搭澳洲航空飛往悉尼，悉尼大橋活現
眼前。
From EGL 東瀛遊

11月12日(六) 07:15
學界D1籃球英華闖決賽 同男拔拗手瓜
九龍區D1學界籃球 A Grade四強戰，奪標大熱的男拔萃
與英華，分別擊敗寶覺中學及可立...
11月04日(五) 07:15
活在足下啟動 南華3星訪筲箕灣慈幼學校
由香港足球總會及東網on.cc聯合主辦的「中銀人壽香港
超級聯賽Embrace the M...
10月27日(四) 07:15
楊潤雄訪翁祐中學 頒獎予澳洲動畫節獲獎生
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10月25日到訪元朗區天水圍的順德
聯誼總會翁祐中學，了解該校在3D電腦...
更多>
今早仍然涼浸浸 出門口記住着多件衫
港11校赴珠海招生

逾百家長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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