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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出版資料
出版：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網址：www.twghlkss.edu.hk
電郵：lksss@tungwah.org.hk

編輯委員會
顧問：梁學圃校長
編輯顧問：余張佩珊老師、徐王潔霞老師、
歐陽偉賢老師、朱海倫老師
總編輯：杜潤芳（5D）
副編輯：劉曉楠（4A）
郭采琳（4D）

專題分享組：* 孫葦芝（5D）杜潤芳（5D）
張滿彤（4D）吳穎珊（3A）
林靜怡（3D）歐嘉惠（3D）
陳慧怡（2A）白文勵（2A）

人物介紹組：* 麥馨紫藝（4A）劉曉楠（4A）
周楚越（5D）卓伊熙（4B）
謝賀而（4B）吳梓菁（4D）
王曼沁（4D）梁宛琪（3B）
洪廷欣（3C）蘇曉晴（2A）
馬浩翔（2B）
活動剪影組：* 吳嘉雪（4A）郭采琳（4D）
董佩婷（4A）沈可嵐（4D）
鄧慧思（3D）許梓淇（3D）
陳慧桐（2A）嚴嘉妮（2A）
盧穎琳（2A）

環保科學組：* 李梓程（5D）* 巫凱燕（5D）
莊曉琳（4D） 馬浩森（2D）
樊 蓉（2C） 張 甜（2C）

生活點滴組：* 彭卓妍（4A） * 黃可儀（4C）
* 沈 盈（4C）

作為校刊主編，很欣慰能夠看到

才華橫溢的編者聚首一堂，為校刊的
發布和編寫付出許多的時間和心思，
在此向你們表達衷心的謝意。

今年校刊主題「最好的自己」內

容具啟發性，同學在閱讀的時候會看到許多校園之中熟
悉的身影，有些更在我們身邊。是次校刊主題希望讀者
明白，最好的自己並不是遙不可及，因為每一個人都能
夠決定自己的性格、愛好、興趣，只有做好自己，才能
發掘最好的自己。

「花開堪折直須折」我十分慶幸每一位校刊成員都

全情投入，給予許多寶貴的意見，讓我們的編委能及時
折下開滿花卉的枝頭。望各位敞開校刊之時，能抱有一
個積極樂觀的心態，去細細欣賞和感受我們為大家帶來
的驚喜！

今期校刊匯聚老師和同學全年的

心血，在「活動剪影」中，如中國文
化週、薈藝嘉誠等，印證嘉誠人一步
步的成長軌跡，在做最好的自己路上
留下深深的足印。

在此感謝各顧問老師、編委的用心設計及書寫，將

種種經歷化成生動有趣的文字。現在，就讓我們打開這
本校刊，仔細感受每段文字和故事，期望能引起你們的
共鳴，並在此勉勵每一位都能做到最好的自己。

副編 4A 劉曉楠

校園花絮組：* 劉展銘（5D）
* 組長

視覺藝術：
封面設計：

主編 5D 杜潤芳

不知不覺又過了一年，又將有

新一屆校刊成員誕生。作為校刊編

劉展銘（5D）

輯中的一員，見證了各成員從開
會，採訪、參與活動捕捉校園生活

鄭權宏（4D）

中的一幕幕情景，從搜集資料，再

到撰寫稿子、修改初稿等一系列工作，明白到「校刊」
得來不易。

我相信每一位校刊成員都曾花盡心思，努力做到最

好。因此，我也期望同學們能夠認真去閱讀校刊的每一
部分，更希望大家可以在一瞬即逝的中學生活中做到最
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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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編 4D 郭采琳

做最好的你
前言：

活潑、恬靜、開朗、隨和，你會怎樣形容自己？而你眼中的自己，又是否令你滿意

呢？若答案是未知的，請細心閱讀下文的專題介紹。當中載有學生和老師的生活經歷和反
思，更寫有同學的夢想與目標。或許，這是一個有趣的閱讀經驗，讓你更了解自己和身邊
的人，懂得發掘自己的強項，邁向最好的自己！現在，請將你的目光，移向下方，開始你
的想像、思考和閱讀吧！

撰文：3A 李倩彤

「KOL」，全稱「key opinion leader」中文為「關鍵意見領袖」簡單而言，即是YouTube、

Instagram等社交網絡平台上的紅人，相信大家對KOL並不陌生吧！如果我們的同學成為了KOL，他們會
展現哪方面的才能呢！

專題分享

假設你是一名 kol

3A 李倩彤
問：你會哪幾種樂器？最喜歡哪一種？

答：鋼琴，吉他，小提琴，木笛（高音、中音）

我最喜歡木笛，也許很多人認爲這樣樂器很難聽或是不吉利，但是它
真正的魅力在於清脆的聲音和技巧的運用，當人們使用木笛合奏的時
候，那種配合出來的音樂其實是很悅耳的。

35週年音樂會木笛小組與師兄師姐們的合照。右一爲李倩彤。

問：爲什麼喜歡音樂？

答：喜歡一樣事情，你當然會想做好它。以前總覺得自己一無是處，直到遇到我第一個接觸的樂器⸺
鋼琴之後，才發現音樂原來是一個那麼富有情感、能打動人心的一種藝術。當我不開心的時候聽聽
音樂或玩玩樂器，心情便會舒暢許多。音樂伴隨着我的童年，因此特別喜歡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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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張潔妮
問：在運動場上有甚麼動力，讓你一直堅持下去？

答：我每次都想證明自己的實力，我相信堅持就是一種磨練。比賽的時候知道自己代表學校，想爲學校
爭光，因此對我来說，每一分都很重要，所以我每一場比賽都會盡力而爲，全力以赴。

圖中右一爲張潔妮

參加校際越野比賽勇奪殊榮（後排左三）

問：你最想嘗試甚麼新運動呢？

答：最想嘗試的就是滑浪，因爲運動的性質和平時的不一樣（在海上），需要鍛煉平衡力和其他肌肉，
這項運動十分富有挑戰性。而且我很喜歡海邊，更想體驗一下滑浪的感覺。

3C 簡希蓓
問：有甚麼東西能帶給你靈感？

答：日常生活中的所見所聞都可以帶給我靈感，可能一件平平無奇的事
情，甚至是我的心情轉變，都可以令我有很多天馬行空的想法。

問：爲甚麼你會喜歡畫畫？

簡希蓓的作品

答：我覺得能在一張白畫紙上增添豐富的色彩，表達由我想象出來的世

界，令我很有成就感。另外，我認爲畫畫是一種可以有效表達想法的
媒介，更可以令我放鬆心情，使我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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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陳健俊
問：你為甚麼喜歡電競？

答：電競可以令我放鬆，我相信有很多同學都喜歡電競，不僅因

為好玩，更可以減壓。就如打籃球一樣，我們可以暫時忘記
煩惱，只為自己想要得到勝利而奮鬥，獲取快樂。

問： 最近你最喜歡哪一個電競遊戲？

答：《絕地求生∕PUBG》，俗稱食雞。

吃雞的精髓在於綜合了策略和搶法，同時伴隨著極大的隨機性，甚至於很多時
候天命圈與否決定了你是否能吃到雞。正所謂，個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還是
要考慮天命圈的行程與安排。在你死我活的鬥爭中，玩家們絞盡腦汁，遊戲的
自由度高，給玩家發揮的空間極大，這亦是遊戲的好玩之處。

專題分享

我想交換去做「你」......

陳同學也喜歡吹奏小號

撰文：3D 歐嘉惠

2A 嚴嘉妮

我想成為馬雲，成為中國首富，坐擁各大企業，從此登上人
生巔峰。當然，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能幫助中國內陸地區的貧
困兒童。
早前，我在通識課上看到了一段關於留守兒童的視頻，他們
的生活十分地艱苦，所以我想用馬雲百分之二十的財產來做公益
事業，讓他們知道中國是有人關心他們，並能健康快樂地成長。
阿里巴巴集團創始人馬雲
馬雲

偉大的企業家、慈善家。為阿里巴巴集團創始人，獲日本

第十屆企業家大獎、中國經濟十年商業領袖， 中國經濟年度人物，曾出

任大自然保護協會中國理事會主席，為中國全球保護基金籌集1500萬美
金、夫婦二人每年為生命科學突破獎基金捐獻300萬美金、獲第12屆「中
國首善」稱號， 捐贈額達12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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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陳映彤
我想成為王昭君。王昭君被世人稱為中國古代的四大美
女之一，除此身分外，她還是西漢的一位功臣。王昭君是一
介女子，但她為了國家，不惜遠嫁匈奴，放棄自己原本平安
穩定的生活，換取匈奴和西漢半個世紀的和平。為鞏固西漢
皇權作出了貢獻，將中原的文化傳授給匈奴人，促進了文化
發展，為後世作出許多貢獻。

王昭君
王昭君生於西漢，與貂蟬、西施、楊玉環並稱中國古代四大美

女，是中國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落雁，晉朝時為避司馬昭諱，又稱
為「明妃」。王昭君維護漢匈關係穩定半個世紀，昭君出塞的故事
流傳千古。

4A 麥馨紫藝
我想成為一名和Peter Penn一樣優
秀的攝影師。老實說，一開始的我並不喜
歡攝影，畢竟我覺得自己對美感沒什麼追
求，對於攝影也只是略知一二。後來，在
慢慢摸索的過程中，我漸漸對攝影產生興
趣，更堅定自己夢想⸺到不同的地方拍
下大自然美麗的景色，歌頌上帝的鬼斧神
工。「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比起
尋找書中的寶庫，我更想欣賞萬里路的景
色，親身經歷，用心感受。

攝影師Peter Penn
為香港專業攝影師公會及英國皇家攝影學會會員，從事

商業攝影已逾二十年，經驗豐富。

他近年更投入了攝影教育行列，現任教於UniArt軟硬體

數碼攝影專業文憑課程及藝康Nikon School攝影學校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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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誠人 ‧ 嘉誠夢
撰文：2A 白文勵

相信在每一位的嘉誠人的心底裏，都藏有一個「美夢」。大家有否曾經想過自己會成為怎麼樣的

人？為了夢想會不會奮不顧身？不如我們一起看看嘉誠人的夢與目標，而你，又會有何選擇和反思呢？

你最想成為以下哪一位人物？
IT達人馬雲

16%

足球明星C朗

23%

4%

8%
5%
44%

5D 曾紹匡

特首林鄭月娥

香港首富李嘉誠
國際巨星劉德華

南北極導遊張偉賢

飽而感到煩憂。若我能成為香港首富李嘉誠，坐擁龐大資產，定將部分捐給有需
要人士，讓他們不要再為生活而披星戴月，整天勞碌，有機會在香港繁華經濟發
展下分一杯羹。

同學們十分有愛心，希望能夠以自身的努力去回饋社會，幫助有需要的人士。

專題分享

在香港如此繁華的城市中， 仍有部分人生活在貧窮線之下，每天為三餐溫

最能令你繼續追尋目標的一句話？
37%

26%
4%
8%

9%

16%

搏盡無悔

愛拼才會贏
年輕輸得起

一分天才，九十九分努力

人無夢想，就同一條鹹魚沒有分別
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

2A 易詠茹
「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當別人取笑自己時，我卻笑別人看

不懂。而「別人笑我太瘋癲」即使在現實生活中別人對追求夢想的我有着種種批
評，但這只會不斷鼓勵我，鞭策我努力追夢，化為動力，使我的內心更堅強，絕
不會動搖心志。

同學們不理旁人的目光，努力向自己的夢想進發，做到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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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鼓動你心的一句話？
15%

3%

16%

你真乖！

你好犀利呀！

有你我放心晒！

9%

你真係好醒目呀！

8%
49%

你真係好靚女∕靚仔呀！
大家應該要向你學習！

5D 朱珈潁
一直以來，每個人都希望身邊的親朋知己，無論環境順逆，在高山或

低谷都會一直支持、鼓勵自己。「有你我就放心晒！」正代表著自己在別
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也間接道出別人對你的認同，能說出這句話的人必
定是你的忠實擁躉！

在高山或低谷要記得身邊美好的人與事，大家不妨也用這句話去鼓勵身邊的人吧！

你認為自己有哪一項缺點最應該改善？
14%

5%
26%

不夠毅力
不夠創意
不夠聰明

13%
14%

不夠細心

28%

太過悲觀

外表不吸引

2A 郭凱靖
雖然自己不是一個特別懶散的人，但是每個人都有惰性，常

常因為缺乏毅力而放棄。體育是我的弱項，我曾經立志每天都要
做運動，可惜才堅持了半個月，就因各種原因放棄了。最近的長
跑課，令我意識到自己的體能變弱了，若是再不拾起從前的好習
慣，可能就白白浪費半個月的堅持了。因此，我決定要好好分配
時間，絕不給自己偷懶的機會，只要有足夠的毅力，任何事都會
因自己的堅持而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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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無論在任何方面都要有鍥而不捨的精神，才會有成果！遇到挫折千萬不要輕易放棄！

做最好的自己 ......
各位嘉誠人，現在讓我們一起看看漫畫中的同學如何做最好的自己！

繪圖：5A 鄧卓妍

專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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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言師語」

杜慧儀老師：多一份觀察

多一份認識

杜慧儀老師善於與人相處，給予對方關心和支持。

杜老師在學生時期的觀察力已十分敏銳，會留意到有些
同學有不願意聽課、遲到和欠交功課等問題，她都會提
供適當的協助，鼓勵同學積極解決疑難。杜老師更是一
位基督徒，因為信仰的關係，她堅信在這個世界上，每
個人都是獨特的，沒有人會有一樣的個性。現在，她期
望學生能夠認識自己的長處及

潛質，在不同的崗位中能獨當一
面，做到最好的自己！

金石良言：

在追求知識的同時，要謹記每一刻都要
保持誠信，懷有一顆恩慈的心。

杜倩勤老師：小方針

大目標

杜倩勤老師在中學時期曾經參加保齡球班和射擊訓練。雖

然初期感到十分困難，但杜老師沒有給自己太大壓力，不會勉
強自己追求完美。她選擇積極面對，從學習中找出趣味，活在
當下，享受過程。杜老師希望同學能夠先給自己一個小方針，
例如同學可以先設定下次考試要進

步5分，而不用定立太高遠太宏大
的目標。因為我們只要按部就班，
在達成目標後再給予自己小小的獎
勵，便能逐步發揮所長，做到最好
的自己。

金石良言：

中學時期的杜老師（右）

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才能成為自己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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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康老師：邁步踏前

衝向終線

黃永康老師的強項在於有較高的思維能力，一直以

來，黃老師在思維邏輯上下了不少功夫，以致熟能生

巧，思考靈活敏銳。求學時期，黃老師曾參加許多與辯
論有關的課外活動及比賽，希望能增廣見識。他有一個
獨到的理念：希望在比賽中遇到強勁的對手。對黃老師
而言，參加比賽不能只注重於勝負和榮耀，最重要的是
有所得著和啟發。
作為老師，他希望
同學能夠盡量嘗試
不同的項目和範

疇，徹底認識自己

金石良言：

沒有最好的自己，只有更好的自己！

屈鄭文妮副校長：欣賞為首

專題分享

的能力和潛質。

改拙為優

原來喜歡旅行的屈鄭文妮副校長在中學時期曾經擔任

級長。她認為這個職位最困難的地方就是要同時滿足校方
和同學的要求，並且要處理好人際關係。屈副校長虛心接
受同學的意見，經常檢討和反
思自己的言行。她認為學生首
先要瞭解自己的優點和缺點，
更要懂得欣賞別人，捨短取
長，成為更好的自己。

金石良言：

瞭解優點，改善缺點。
11

嘉誠人「好人好事」
「每個嘉誠人都能成為最好的自己！」
5C 李守康
在一個平凡的下午，老師

看到令人欣慰的一幕：5C李

守康同學在垃圾桶旁主動旁助
一位年老的街坊，整理沾滿灰
塵埃的帆布，盡顯關愛，盡見
真誠，而李同學的背影也漸漸
變得「高大」，令人動容。

4A 吳嘉雪

劉曉楠

4A吳嘉雪和劉曉楠同時

參與認識貧窮計劃，向劏房居
民提出改善生活的方案，並動
手製作小型廚房。同學們表現
出色，期間接受香港電台的訪
問，在「教學有心人」節目中
大談對此計劃的看法。

5D 孫葦芝
本學期學校實行了「嘉誠人」計劃，希望學生能從最簡單的一步做起，漸漸發掘到最好的自

己。是次計劃在上學期以準時上學和交齊功課為準則，達標的同學可獲得一枚襟章作為獎勵。

孫葦芝同學是「嘉誠人」的代言人，她認為同學之間的互相提醒和鼓勵非常重要，她亦希望每
個學生都能夠擁有一枚印有「嘉誠人」的襟章，從此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和態度，成為「最好的
你」。（左：孫葦芝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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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只要有心，義工服務不是難事！」
社委副主席

5D 劉展銘

山竹過後，無論是街道上，或是校園內，都有颱風掠過後的痕跡。劉展銘同學在外出時，發現街道

附近有義工組織自發地進行街道清潔的活動，令他萌生起進行義工服務的念頭。有幸得到徐嘉慧老師老
師及馬麗華姑娘的支持，在九月二十四日，劉同學便和社會服務委員會的成員於祥華邨進行了社區清潔
活動。

專題分享

（左五：劉展銘同學）

清潔活動進行了兩

小時，過程十分順利，
有許多路人經過時，都
會對同學的義行表示讚
賞，有些甚至親身加清
潔行列，給予支持，希
望能用民間力量，回復
市容。

作為活動的發起人，劉同學慶

幸有一班朋友的支持。劉同學認為
這次的活動只是一件小事，自己只
是一個小卒，但對於義工活動的熱
誠不會因為自己的角色而改變，自
己只會更加透入去參與。

劉展銘同學堅定地說：「最好

的自己是勇於去做自己做到的事，
順應自己的心意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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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義工精神，施受不分！」
社委副主席

5D 周楚越

社會服務委員會是學校內最大的學生義工
服務組織，其宗旨在於希望增加學生參與義工
活動的機會，令學生能透過服務社區提升和人
溝通的能力。社會服務委員會的活動十分多元
化，亦成為吸引學生參與的因素之一。

送暖到山區籌款活動
周楚越同學在中三開始參與義工活動，她發

現自己在服務過程中較有耐性，會嘗試去理解服
務對象背後的故事，從而學懂體諒與包容。

馬麗華姑姑娘的一番說話令她印象最為深

刻：「義工服務不應該分辨付出及得著，反而應
該作為一個整體的反思。」
周同學在做義工

的經歷中找到自我，

送米助人服務

並認為：「在有限的
時間裏，有意願去了
解自己的人，便已是
最好的自己。」

平等分享行動（落區服務）

精英運動員送暖活動
打鼓嶺長者油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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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EXCHANGE STUDENT: ALICE 張樂宜

The activities that I have joined in this school
include the English Society and the Art Club.
The most unforgettable activity is certainly
painting the school wall. I like this school a

lot. The teachers are nice and helpful; they
always make me feel at ease. I’m very lucky
to stay in Class 4A because my classmates
are all friendly. They always help me and
make me feel part of a group. I am very
close to all of them and I have made a lot
of friends. I think Li Ka Shing College is a
perfect school since lots of students get good
results in sports and studying. Also, I think
the students here are polite, therefore all of
us can get on well. This is what I appreciate
most about my experience here.
I have learned a lot in Li Ka Shing College
and I feel honored. Although I don’t know
any Cantonese and English isn’t my mother
language, everyone has taught me kindly.
I want to thank all my teachers for always
being available to teach me. My English
has improved a lot and I’m really excited
to be able to learn the subjects that I had
never studied before, such as Economics,
Putonghua and Home Economics. Thank
you to everyone I met here. I will never forget
you guys.

人物介紹

It has already been six months since I came
to Hong Kong. I feel exhilarate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here. Hong Kong is my first
choice since I want to experience a culture
that’s different from a European one. Also, I
like Chinese food so much and Hong Kong is
a food paradise. One of my biggest dreams
since I was young was to live in a big city.
I’m very grateful that Li Ka Shing College
has helped me to realize my dream even
just for one yea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ong Kong and Italian education is huge.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schools in Italy:
high schools, schools focusing on theoretical
learning and technical institutes which are
schools that focus on technical skills. There
are also professional institutes which are
schools focusing on professional skills.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high schools with
only five academic years. I attend the artistic
high school which has branches in fine arts,
design, photography and scul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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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俱到—「真心」、「愛心」、「用心」、「熱心」
熱心教學 孜孜不倦—邱春燕副校長
撰文：4A 劉曉楠

麥馨紫藝

每天早上，我們都看到邱副校長在學校大門口與同學聊天和問候的身影，而同學們對邱副校長的了

解又有多少呢？

都市閑情

身心放鬆

共聚天倫

小小確幸

邱副校長平時在假日愛去行山，與家人享受家庭時

光，周末還會去教會。在繁忙的教學生活中仍充滿著小確
幸。邱副校長家有兩個活寶，分別在讀小四和中二。在繁
忙的工作後，體貼的邱副校長總會陪著兩個兒子閑話家
常，談談學校内的生活趣事，享受快樂的親子時光。

幸福溫馨的一家

邱副校長期望同學提高創
意及適應能力，自主創造
屬於自己的精彩人生，並
鼓勵各位同學多與別人溝
通，擴闊眼界。
於智利復活島留影

展現才能

記憶猶新

創出天地

活出自我

最令邱副校長感到難忘的是與學生一起為三十五週年

校慶作出準備，師生共同努力，共創佳績，看見同學在不
同範疇展現個人魅力，獨當一面，獲得來賓高度讚賞而感
到高興自豪。

旅行日時和中一同學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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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向教育周中與Watoto成員及同學一起為非洲兒童籌款

培訓精英

作育菁莪—譚星亮老師
撰文：2B 馬浩翔 4B 卓伊熙

扶掖後進

登上大北

譚星亮老師表示，以前

的乒乓球隊由鄧佐治老師帶
領，而自己有一次「手癢」
與校隊打乒乓球，一打便備
受賞識，讓他來領軍，至今

不知不覺已二十八個年頭
了。在二零零五年，女丙和
聖公會陳融中學爭冠落敗，
便希望出奇制勝，開始嘗試
打「長膠」（註：長膠是國
際乒聯准許用的膠皮），譚
位球員一起練習，最後她們
在比賽中獲得「三連冠」的
佳績，成功稱霸大北！而學

2000大北乒乓學界比賽（前排右一）

打「長膠」亦成了李嘉誠中學乒乓球校隊的傳統，之後亦訓練
出多個「長膠高手」。在譚老師的指導下，可謂人才輩出。

退而不休

全職球手

談及未來退休生活，譚老師打算全職打乒乓球，從採訪中

得知他在東華聯校乒乓球比賽中獲得過冠、亞軍，亦於沙田分
齡區賽獲得前四名的戰績呢！

DJ森美曾到校分享信主經歷，並由譚老師以低音結他伴奏（右）

嘉誠學子

總有出路

譚老師指出同學們的資質不錯，只

人物介紹

老師和當年女丙升女乙的三

要在日常中多運用英文，努力學習，便
成大器。他小時候曾經想成為警察，但
發現為人師表才最適合自己。故此譚老
師希望同學在尋夢的時候，要多作嘗試
和調整，才能找到一條適合自己的路。

小時候的譚星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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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載

敬業樂業—蘇梁慰慈老師
撰文：2B 馬浩翔

小時候的蘇太，端莊娟秀

嘉誠有妳

投身教學事業三十五年

4B 卓伊熙

學生送的花束特別有意義

陪伴成長

蘇梁慰慈老師作為一個陪伴了我校三十六年的元老級人物，伴隨了我們一代又一代嘉誠人的成長，

見證了今日我校的繁榮景象。她為我校貢獻了大半生，培育嘉城的莘莘學子。在與她的訪談中，她認為
在繁忙的教書生涯中，學生的可愛活潑、青春活力給她帶來無限的樂趣。她亦多次提到很高興看到學生
的成長蛻變，這是她最大的教學動力。

休閒快活

退休無憂

被問及退休後的打算，蘇太表示會利用時間去發展自己的興趣，如打太極、游泳，或與家人一起郊

遊行山，享受天倫之樂，過輕鬆寫意的日子。

同學們野外考察，其樂融融

在三十五周年校慶中與同事及退休老師（左一為譚星亮老師，
左三為王得濱老師，右二為蔡振興老師）合照。

珍惜時光 美好回憶

蘇太認為現今大部份的學生精明能幹，文武雙全，發展全面。她衷心忠告我們要珍惜學校資源，發

揮所長，在學業和課外活動中取得平衡，好好享受及珍惜中學生活，無悔無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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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閱讀

樂此不疲—黃家琪老師
撰文：3B 梁宛琪 4D 王曼沁 4D 吳梓菁

舉辦活動

推廣閱讀

作為新上任的圖書館主任，黃家琪老師在新學年裡致力推動學生對閱讀的興趣，例如：舉辦有關

金庸小說的展覽活動，讓學生接觸和欣賞文學作品；並且舉行書展及漂書活動，讓老師和同學能「悅
讀」，分享彼此的看書心得。

閱讀使人快樂

分享讓快樂翻倍

黃老師小時候常常透過書籍找到樂趣，相比現代玩手機、看網上短片等娛樂方法，閱讀書本方法雖

較單一，但卻能讓我們得到最純粹的快樂，簡單無雜質，不假外求。而且，黃老師推薦自己喜愛的課外
書給同學時，他們的反應也很積極，熱愛閱讀，所謂「獨樂樂不如眾樂樂」，那種能與人分享的喜悅之
情是難以言喻的。這使她對圖書館的工作有著濃厚的興趣及投入。

黃家琪老

師為學生推薦
讀心得，同學
們細心聆聽。

人物介紹

書籍，交流閱

圖書館組於10月份舉辦了「閱讀周」，內容十分豐富，包括書展、漂書、閱讀分享、作家陳葒

「我的閱讀人生」講座等，讓同學熱愛閱讀，樂於學習。

為響應「世界閱讀日」，圖書館於有蓋操場舉辦了「漂書」活動，並於早讀時間進行了「十本

好書投票活動」，希望同學能【愈．讀．愈．愛】，享受「悅讀」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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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為母親

體會深刻—徐嘉慧老師
撰文：3C 洪廷欣

正因有你

5D 周楚越

生命才如此豐盛

從前當女兒，媽媽總會無微不至地照顧自己；現在為人母親，經常擔心女兒吃不飽穿不暖，工作回

家後，還要處理大大小小的家務，真的比想像中勞碌辛苦，亦深切體會到媽媽昔日的不容易。

晉升為母親之後，要家庭事業倆兼顧，真的要懂得分配時間，亦要調整心態，控制情緒。幸好在這

條路上，徐老師有家人陪伴左右。丈夫會主動幫忙分擔家務，長輩樂意照顧小朋友，姐弟們會開解支
援，而學生的懂事乖巧更令到徐老師感到安慰。

酣睡的寶寶

女兒出世的一刻！

女兒第一次笑、第一次翻身、第一次走路、第一次說話，每日不斷成長，縱然媽媽不易為，但看到

她天真可愛的小臉蛋，便感到一切都是值得的，生命也因此豐盛！

可愛的小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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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才武略

各顯神通—嘉誠【四子】
撰文：2A 蘇曉晴

4A 劉曉楠 4B 謝賀而

（左起：陳偉明老師、許志軒老師、鄭栢軒老師、黃俊浩老師）

我不只是維基百科 : 可愛的陳偉明老師

陳偉明老師很喜歡課餘時間跟學生聊天，無論學生在課堂有不明白的地方還是生活趣事，他都很樂

主動了解學生。教師不只是維基百科，不單是書本知識的傳授，更應懂得關心愛顧學生。

陳sir曾在中樂團中吹笛子的呢！

人物介紹

意去聆聽。當學生願意與他分享一些秘密的時候，令他份外有滿足感，更令自己認識到良師的特質──

與學生的快樂時光！

學然後知不足   學不可以已——許志軒老師

許志軒老師任教通識和地理科，初執教鞭的他希望可以學以致

用，努力適應教學環境，更重要的就是「學不可以已」，要不斷自我
增值，才可以豐富自己的人生，放眼世界！

中學時，許老師已經十分積極參與不同課外活動，例如擔任領袖

生長，學大提琴的他
亦加入了中樂團和管
弦樂隊，更有參加朗

許Sir是香港大學畢業的傑出學生！

誦比賽等。不過，他表示從前太集中於學術和藝術，忽

略了體育。因此，他現在積極學習網球，更希望在30歲
自我增值

擁抱世界

前學會溜冰。正所謂「活到老，學到老」，許老師很喜
歡學習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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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出少年—黃俊浩老師

黄俊浩老師任教初中中文，看起來十

分斯文踏實，更曾是英華書院的合唱團成
員呢！不單如此，黄老師還擔任過學校的
學生會副會長，可見黄老師是個十分有領
導才能的人。他希望學生在放學回家後整
理好自己的筆記，以吸收課堂的知識，提
高學習效率，有助學習。

自小加入合唱團，不知何時可一展歌喉呢 ?

猜猜哪個是Toby sir？

身形矯健

球場上的英姿

活力四射—鄭栢軒老師

鄭栢軒老師平時愛打桌球，攀石和飛鏢這三項運動。他從中學一直打桌球，至今已有八年，而飛鏢

則有三年。攀石則是他新發展的興趣，當中極具挑戰性，需要高強度的體力和堅強的意志力。由此看
來，鄭老師非常熱衷於運動，渾身是勁。

鄭老師的理想是培育莘莘學子，當他見到同學有所得著時，便會有很大的成功感。他希望日後有機

會和同學打籃球和乒乓球，與學生更親近。

四位新老師在運動會中展露英姿

22

我們畢業了

撰文：3B 梁宛琪 4D 王曼沁 4D 吳梓菁

溫文爾雅—顧嘉雯老師

顧嘉雯老師任教初中英文及英國文學科，她認

為讀書不應該只求分數，而應常常保持好奇心。不
單如此，看似文靜的顧老師在中學的時候也是舞蹈
組的組員之一呢！她也
希望同學們可以了解自
己，發掘自己的才能，
並提升自己的自信心。

而來年顧老師將會

隨丈夫到澳洲，開展新
的生活。

顧老師練習跳舞的樣子，
看起來十分優美

顧老師帶領雲南交流團，與學生打成一片

聆聽你的心聲—社工黃德信先生

的耐性去聆聽學生的心聲，也要有敏銳的邏輯思維，才能快速地了解及分析狀況，作出回應。

黃sir與馬麗華姑娘合作無間

盡心盡力

黃sir正用心向同學介紹資訊

人物介紹

黃德信先生經常與學生傾談，排難解紛。黃sir認為若想當社工，便喜歡與人交流接觸，更需有足夠

黃sir每年都帶領中一迎新營活動（後排左一）

默默耕耘—鍾師傅

一間學校有不同的人，不同的工作，不同的理想在同時進行……無論是校長、老師、同學都在為我們

的學校付出。而學校裏一直幫助我們排除一切障礙，順利成長⸺他就是一直在DT室默默付出的鍾師傅。
鍾師傅無疑是嘉誠的「維修達人」，主要負責維修工作，除了水電之外的故障，鐘師傅都會一一負

責維修。而他總能妥善安排時間，完成各項大大小小的工作。多年以來，鍾師傅默默無聞的陪伴學校，
相信是學校帶給了他難忘的回憶和體驗，令他服務至今。

35周年校慶校友合照

鍾師傅對運用工具手法熟練，
專心致志，一絲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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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三院傑出學生—曾嘉奇同學
撰文：4A 劉曉楠 4A 麥馨紫藝
東華三院傑出學生獎用以表揚品學兼優的

學生，須重重篩選優秀者。而我校曾嘉奇同學
在東華三院傑出學生比賽中脫穎而出，榮獲第
三名。

積極進取

爭取主動

在比賽前，曾嘉奇同學接受學校的模擬面試，對正式面試的題目有基本認識，增強了信心。在天

時、地利、人和的扶助下，曾同學擔當了不同的職務，由班長、歷史學會幹事，到全校性的領袖生幹
事、宣傳組主席、體育委員會副主席。她策劃及負責了大大小小的活動，例如：運動會、體育營、學校
宣傳等，慢慢積累經驗，繼而鼓起勇氣，參與更多的義工及社區活動，甚至有幸擔當「悅」讀生活在北

區2016活動的一天全場指揮，對象為全北區的市民，分配人手、解答街坊的疑問、兼仼司儀等工作，具
有挑戰性，實在是難能可貴的經歷。

到山區探訪（右二）

爭取經驗

合唱團五寶（右二）

釣勝於魚

比賽要過五關斬六將，曾同學從中學習，吸取其他參賽者的優點，例如儀表風範、談吐舉止，取長

捨短，引以為鑑。她認為不要太著重個人的輸贏得失，最重要而汲取寶貴的經驗，才能終生受用。由於
面試時的題目多涵蓋自身的經歷，當中不乏校園生活，比賽完結束後更令她反思到五年的校園生活是否
過得充實豐富，無悔無憾。

東華三院學生大使活動經常到海外參與活動，更有幸與上屆東華三院主席王賢誌先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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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幸有你們
撰文：3C 洪廷欣

5D 周楚越

作為學校的領袖，看似表面

風光，但其實心裡有苦自己知。
同樣作為學生，他們卻選擇了一
條不平凡的路，令人不禁欣賞他
們的勇氣和堅毅。

學生會主席—劉

軒同學
我以前一直以為學生會只是負

責籌辦活動和為同學謀取福利，又
作並不會太繁重。直到我成為了學
生會主席後，才驚覺自己的職責並

不只這些，而是要作為一個領頭
人，去帶領全校學生，以及作為同
學的學習榜樣。在籌備活動上亦需
要兼顧多方面的大小事務，例如需

人物介紹

或是與其他組織合作舉辦活動，工

要在宣傳上跟各位同學解釋清楚活
與戰友並肩作戰（前排中）

動目的及內容細節，壓力和負擔遠
遠超於我預期之內呢！

社委會主席—朱珈穎同學
每當我聽到同學們在分享環節中

提及活動的得著時，就算我在籌辦的
過程中有多筋疲力盡，也會為我打下
一支強心針。但是，有時現實並不如
理想般美好。記得一次去進行老人探
訪活動，同學和長者都未能完全投

入，不禁令我感到沮喪失望。然而，
經過身邊的人鼓勵後，我便開始反

省，明白到往後活動要多做事前準備
功夫。我相信，每一次的挫折都是磨
練自己的好機會！

與服務對象扭波波

25

—廖承添同學

體委會男主席

作為學校三大組織之一的主席，確

實承受著莫大的壓力，事務繁冗，但慶
幸有體委會一眾好組員，尤其是另一位
主席及兩位副主席的幫忙，減輕了不少

負擔。同時，我也很感激曾嘉奇同學
（上年體委會主席），即使升上中六，
她仍願意於百忙之中提供協助。雖然我
有時會感到疲累，但身邊有一班好夥伴
支持鼓勵，才能成就如此強大的我，也
為我勞累的工作增添不少樂趣。

廖同學成為北區傑出運動員

體委會女主席—鄭蘊姿同學
很感激以前的我願意勇敢踏出一步，珍惜

成為主席的機會，才能學會如何當好一個領導
的角色，學會怎樣跟一班幹事們溝通，及怎樣

統籌運動會。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學會時間管
理，兼顧學業及課外活動，爭取平衡，這真是
難難能可貴經歷。

左面黑衣服為鄭同學

領袖生長—孫葦芝同學
領袖生長不但需要管理組員，令他們謹

守崗位，更重要的是如何感染他人，令他們
喜歡「當值」這沉悶的工作。我相信，只有
積極投入，才能充分發揮團隊精神，有利學
校發展。所以，我在當值時會主動跟其他領
袖生聊天，而且會定期舉行分組吃午飯的活
動，令大家的關係更親密。我也希望來任的
領袖生長就能承傳這個理念，令領袖生團隊
孫葦芝同學參與食物共享活動，分享快樂（右一）

26

充滿生氣，發放正能量。

正向教育周

生活中的小確幸

日期：2018年11月26日―11月30日
目的：

¾ 配合本校關注事項，提升學生正向情緒，加強抗逆力
¾ 提升學生幸福感及身心健康

¾ 讓老師、學生及家長共同參與及協作，一起建構正向校園文化

甚麼是「小確幸」？

「小確幸」是一些微小而確實的小事發生在你身上時所產生的幸福與滿足感，小小的幸運和快樂，

在生活的每個瞬間雖然稍縱即逝，但卻是美好，是內心的寬容與滿足，是對人生的感恩和珍惜。

【發現「幸福之樹】

在活動中，同學可以領取公仔麪回家煮給家人吃，寫感謝卡給朋友或者家人，還可以在幸福之樹

上發現同學們的小確幸。

活動剪影

【家•點•愛】活動

【四社及學生會攤位】

四社以及學生會舉辦了十分有趣的攤位，將正向思維傳播給同學，還有豐富的小禮品呢！

【「TALENT IN LOVE」音樂會】

同學們於音樂會中展現自己的歌喉，引得不少同學驚歎歡呼圍觀。

【義賣活動】

【WATOTO 非洲兒童合唱團表演】

Watoto合唱團於週會為同學帶來精彩的表演，氣氛十分熱鬧，更於夜晚進行義賣，參與學生衆

多，爲非洲兒童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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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周

「非物質文化遺產」

璀璨豐盛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認識、探討、樂在其中
日期：2019年1月28日 - 2月1日

主辦：中文科、通識科、中文學會、歷史學會、德育及公民教育組、辯論學會、書法學會、
家長教師會、學生會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遊
中文寫手到中大參觀
寫生，欣賞美景之餘，也
能鍛鍊筆力。

中國繩結
同學們學習打
中國繩結，瞭解中
國文化。

趣味古文字+歇後語
同學們對中國古文化有更深
刻的瞭解。

皮影戲示範
皮影戲示範
時同學們都看
得津津有味，
大開眼界。

齊來寫書法
有機會能夠自己寫春聯，大家
都躍躍欲試！

歷史人物服飾試穿
全校師生都有機會試穿古代人物的服飾，好不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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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間思辨活動
嘉誠論壇
嘉城論壇理性分析，慎思明
辨，引來不少學生前來觀看，並
表達個人看法。

初中

演講比賽
同學們透過欣賞演講比
賽，認識非遺的重要性。

辨析中國傳統涼茶

能夠品嚐傳統涼茶，透

過味蕾瞭解中國傳統文化。

家教會準備中國傳統食品
家長們大顯身手，炮製了很多
美味可口的傳統小食。

高中

小組討論比賽
同學們在比賽中激烈討論，
台下的同學獲益良多。

健康生活周
日期：2019年4月29日―5月10日

目的：建立學生健康的飲食習慣、著重日常運動及關注健康的生活模式，讓學生的身心得到健康的
發展。

每班會收到一盆精美的水果，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呢！

還以英文向觀眾介紹材料、煮法和營養價值，評判們都大讚參賽者功架十足。

活動剪影

為配合健康校園主題，英文科亦與家政科合辦「中三級健康烹飪比賽」，參賽者除了一展廚藝，

壓軸活動就是交流生課室分享及由中二級同學設計和準備的AFS文化交流攤位，同學們既可透過

遊戲認識不同國家的文化，又可與交流生談天，反應熱烈。

同學於「Healthy Living」的攤位

遊戲中玩得十分投入！

社際辯論比賽亦以“That everyone

should be a vegetarian”為辯題，期望同
英語話劇組於周會時段

學能對健康飲食加深了解。

表演短劇Mean Girls。

同學們都很欣賞故事的

情節和所表達的正面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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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12張,用心形圖顯示)

「拉闊生命千千層」
透過是次計劃，希望能培養同學尊重及愛護大自然，並學會珍惜和感恩，同時回饋社會。另

外，希望透過這棵樹，團結全校師生，一同參與，締造集體回憶，讓這棵樹成為我校的一段值得記
載的歷史。

「關注」階段：

「再認」階段：

講解「拉闊生命千千層」計劃，介紹此計劃

讓同學閱讀張曉風《白千層》作品，透過文章

引起同學的關注。

與生命。

由德公組同學於早會向全體同學及老師

的由來，讓同學了解計劃的理念及詳情，並

被颱風吹倒後白千層

「探索」階段：

通識科及德公

組舉辦樹木「重

同學拍攝之短
片―拉闊生命
千千層，請參閱
以上QR CODE

我們於班主任課播放有關這棵樹的影片及

及影片引發同學對樹木的情感，進而關懷自然

同學閱讀張曉風《白千層》作品後，寫下對大樹的祝福或感想。

於雨天操場展示各級同學的作品，透過文字引起同學對大自然
的關懷及對生命的尊重。

生」工作坊，安排

「實踐」階段：

木廠」，了解樹木

和古洞進行社區清潔，協助清走樹枝和雜物，讓

同學參觀「志記鎅
與人的關係。

本校社會服務委員會先後自發組織到祥華邨

街道回復原狀，方便本邨居民出入。

同學合力把被颱風吹斷的樹枝枱起，為古洞村民清理街道。

「重生」階段：

本校老師與同學一起把樹木製作成

為小樹苗灌溉施肥,，期待
小樹苗長大後，繼續守護
及陪伴同學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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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付出了不少汗水，親手製成了十九張
木凳，擺放在校園供同學使用。

木凳，更於大樹原來的地方種植樹苗，
留作紀念，把感動化作實際行動，共同
創造回憶，喚起同學珍惜自然的意識。

家長也敬師
師：
倩勤老
杜
的
麼照
親愛
直都那
一
來
年
，你都
在這三
麼困難
感謝您
什
有
決問
無論我
助我解
協
，
顧我。
法
去表
想盡辦
用中文
長
會替我
擅
並不太
有那麼
題。我
的就只
說
夠
達，能
！
感謝您
多了―

親愛的鄭海泉

老師：

感謝您這一學
期對我的照顧
，
在剛升上中學
最困難時對我
伸
出援手，幫助
我去努力適
應中學的生活
。所以在
此我要衷心的
多
謝你。

家長用心製作小禮物，為老師送上
暖暖的祝福，濃濃的謝意。

活動剪影

老師：
柳俊安
的
愛
教
親
，孜孜
煩
其
地
的不厭
，由衷
感謝你
了
苦
，辛
親愛的楊陳會英老師：
老師工
導小女
。祝柳
你
謝
感
感謝 您由 中二 開始 直到 中六 作為
身體
我
順利，
作
的歷史老師。雖然一路讀世史有好多
親愛的王卓玲
健康！
老師：
次想放棄，但一諗起唔可以辜負
你
感謝你，孩子
對我的期望，就話俾自己知，點
的每分進步都
和
老師的辛勤
工作分不開
都要讀落去。希望我最後嘅
，孩
子的點滴成
長都與老師
成績 可以 令你 驕傲 ，
師：
的
諄諄教導相關
親愛的簡佩芝老
對得住你！
。感謝
心教導，你的
您對我孩子
感謝你對我的悉
的
是我敬佩。儘
培育！
教育方式實在
績不好，
老師：
管我明白我的成
琪
巧
鄺
我，
親愛的
但你並未放棄過
照顧以
的
我
對
十分感謝你的
珊老師：
你一直
！千言
佩
謝
你
張
余
感
謝
謝
堂
親愛的
教導。
鼓勵。 想 說 ： 謝
導，在課
教
及
心
悉
日的
都只
每一
萬語
感謝您平
我們解釋
給
見你！
地
遇
心
角
細
我
些
會
謝
進行一
上，你
親愛的杜慧儀老師：
會讓我們
也
多
，
又
份
，
樂
個部
既放鬆娛
，你
感謝你給我囡的悉心教導
色扮演，
你真是
，
容
內
親
、
愛的聶順昌
了解課文
對學 生所 付出 的時 間、 生活
老師：
！
師
老
好
感
分
一位
感謝您諄諄
耐心和愛心，本人十
的教誨和精
心
的培育。師
激。本人在此祝杜老師
恩難忘意
身體健康、工作
深濃，桃李
天下
順利！
茂萬叢。
親愛的區政廉
老師：
親愛的朱秀娟老師：
感謝您在兩年
微不至的關心和照
多的教導！無
感 謝 你 對 我 們 2B 班 無
論上課、小息
麼
放
這
上
學
遇
涯
後
或
生
也
學
中
給
的
予我很多支援
顧！真的很幸運能在我
，
不
會
吝
幫
嗇
私
間
自
時
人
出
己
時間，而且一
的
老師願意抽
直都這麼欣賞
好的班主任，也感謝朱
我
，
對
分
。
給
績
！
我
成
在
的
高
我心目中，你
了不錯
是很親切，並
我練習朗誦，使我獲得
不會怕麻
用
煩
能
望
去
希
，
解
達
決
表
語
學
言
用
生
法
困
無
激
難
的好老師（即
你的感
使在假
期也會用Wha
報你對我
tsApp答我！
良好的學習成績，以回
）即將
作順
畢業，我會一
們 的 付 出 ！ 願 20 19 工
直記得你對我
的好。祝身體
利！新年快樂！辛
健康！
苦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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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獎學金得獎者──【我的校園生活】

為了表彰在參與課外活動、服務學校及投入校園生活等方面都表現出對學校充滿歸屬感的同

學，以及提高同學對校友會的認識，校友會設立了校友會獎學金，對象為中三至中五的同學，名額
共3名。本年度的獲獎同學包括︰5A 葉心怡、5D 朱珈潁、5D孫葦芝。

5A 葉心怡

我自中一起便加入了女童軍和乒乓球隊，代表學校出席過學界比賽、週年會

操。最令我自豪的是能夠發揮所長，為學校爭光，這是我作為嘉誠人的驕傲。從前
我不敢落場比賽，直到一次聽到別人稱我們為「邪膠學校」，並因為自己的表現而
記得學校，令我驚喜，更加想為學校作賽；女童軍當值時賓客因為自己的扣滿獎章

積極參與女童軍活動

的肩章帶而讚嘆令我莫名感動，大概是對學校的歸屬感帶給我的動力，我決心要盡
力考更多章去凸顯學校的強，令更多人留下記憶。不知何時起學校已經成為了我堅
持的支柱，無論考試、比賽，氣餒時只要想到學校，就已足夠讓我撐下去。

兵乓球校隊練習

5D 朱珈潁

「關愛與教管並兼，智能以多元盡顯」中一已知道，中五才明白。

課外活動佔了我不少時間，每天放學不是管樂團，便是羽毛球隊練習，午

息不是加操，便是社委開會。但正正是這些的活動令我有了全面發展。令我改
變最多的必定是管樂團，不知是因為指揮的感動、團長的鼓勵，還是好友的陪
為聯校運動會擔任司儀（左）

與管樂團成員歡聚

伴，全團努力不懈，竟從銅獎一躍至金獎，暑假更有幸到墨爾本交流比賽。種
種經歷，種種合作，智能，無論是待人處事、責任心培養，的確以多元盡顯。

樂團的蛻變，不得不感謝的當然是老師的協助。無論是嚴厲地懲罰缺席的

團員，還是和藹地關心我們練習的進度，他都一直待在我們身邊。這便是「關
愛與教管並兼」吧！

5D 孫葦芝

一個「正」字在口語上可以解釋為一件事或物嘆為驚人，用來形

容我的校園生活就最適合不過。

我感恩有幸能夠當選成為領袖生長，當中我經歷了不可枚舉的挑

戰，絞盡腦汁策劃領袖生聯誼活動與領袖生們合作無間，這些經歷在
我的中學生涯裏畫上永不磨滅的回憶印記。

參與送暖到山區活動

在芸芸的活動中，參加管樂團最為深刻，遇到一班志同道合的朋

友，同心合力演奏音樂，亦感恩有不同比賽及表演機會，使我獲得不
一樣的學習機會。

在李嘉誠中學讀書的五年間，我結識了三朋四友，與他們的回憶

揮之不去，除了腹心之友外，也有亦師亦友的老師們，這些零碎的拼
塊構成了完美的中學回憶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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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樂團中堅份子

LKS 之光，不負眾望，Spectrum!
撰文：2A 陳慧桐 盧穎琳 嚴嘉妮
2018-2019年，學生會Spectrum成功以高票當選，主席劉軒表示一定會盡全力，為學生爭取到福

利，兌現承諾。Spectrum的意思是光譜，意味著團隊會為同學帶來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使同學可以

表達自己的意見。Spectrum是一個極具抱負的學生會，深得民心。

上學期活動
¾

¾
¾
¾
¾
¾

Trick or treat：萬聖後緝魔

萬聖節素來是既歡樂又刺激的節

畢業班籃球比賽

幸福之旅攝影比賽
萬聖後緝魔

拍攝競選短片

聖誕party（蒙面歌王，黑板畫比賽，聖誕許願箱）
歷史人物大變身

中華文化周：歷史人物大變身

¾
¾

¾
¾
¾
¾

間，為學校徒添幾分詭異的氣氛。注視
聽衝擊，想必是校園活動中不可或缺的
一環！

情花義賣

班際閃避球比賽
復活尋蛋

班際足球機比賽

服務項目
¾

怪」同學幽幽的行走於夜色朦朧的房之

活動剪影

¾

動「萬聖後緝魔」！奇裝打扮的「妖

著校園不為人知的一面，享受強烈的視

下學期活動
¾

日，本屆學生會深諳此道，首次推出活

借籃球服務
舊書買賣

Spectrum所有內閣成員

運動會售賣冰巾及即影即有相
文具售賣服務

於2019年7月5日舉行師生諮議會

聖誕聯歡會

成員於聖誕聯歡會合照

學生會在今年的聖誕聯歡會添加了許多別出心裁的節目，例如猜測老師的聲音，邀請同學上台來玩

遊戲等。在整個聖誕聯歡會的過程中，同學們十分積極投入，踴躍參與。這不但促進了師生關係，還享
受著這美妙的時光。

多元活動展繽紛
畢業班籃球比賽

學生會售賣舊書服務

運動會售賣冰巾

情人節花義賣

師生閃避球比賽

班際閃避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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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運場上 : 嘉誠四社— 勤儉忠信
撰文：3D 沈可嵐
儉義—打不死的太陽花

儉社社長羅詠歐：我覺得儉社精神

乃全力以赴，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參與
社的團體賽，相比起一些個人的比賽，

鄧慧思

忠禮—實力取勝

忠社社長石朗晴：今年忠社禮社合併，不但能互補

長短，發揮所長，更能壯大隊伍，爭取勝利。

團體賽更容易建立歸屬感。

忠禮社奪得全場總亞軍
儉義社榮獲啦啦隊亞軍

勤仁—啦啦冠軍的精神

信社社長萬智希：智社的加入為信社注入

勤社社長關樂怡：勤社社員在本年度的運動

新血，令我們能更上一層樓，如虎添翼，相信

邊叫著勤社的口號，一邊觀察著社員的表現，大

A380機長，要能順利完成航行，現實有賴於乘

會充分體現了團結的精神，在啦啦隊比賽中我一
部分同學都出盡全力，大喊口號，那一刻我感到
很鼓舞。

勤仁社連續四年奪得啦啦隊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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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智—開往冠軍的A380

信社絕對有能力能奪得總冠軍。作為這一架

客的配合。所以我希望全機上下一心，共同進
退，一同向總冠軍進發！

信智社奪得運動會全場總冠軍

1819 薈藝嘉誠—茁壯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薈藝嘉誠」綜藝晚會於七

撰文：4D 郭采琳 5D 袁曉晴

月五日在禮堂舉行，是次晚會主題為「茁壯」。青少
年猶如種籽，在成長階段中接受師長澆水與施肥，讓
青少年能夠茁壯成長，發揮潛能，實現夢想。而學校
更有如沃土，提供平台讓同學發展所長。我校三個樂
團在校際比賽，以至國際比賽，均獲佳績，見證著同
學在養分充足的土地上生機勃發。是次「薈藝嘉誠」
綜藝晚會，正是讓學生展現在藝術領域的學習成果。

自薦項目   發揮潛能

中文戲劇

團員組成，演奏《雨雪落江

演出的校園愛情喜劇《兵震桃花》。戲劇

不一樣》，表達每個人的

力，讓觀眾彷彿回到年輕的時候。當中更

中樂小組由我校中樂團

當晚晚會節目豐富，有由學生編導及

南•琴聲憶紅顏》與《我們

用寫實的對話，配合音樂，加強劇場感染
加入幽默元素，讓觀眾不時會心微笑。當

流行樂隊以及流行舞蹈皆由

學生自發組成，流行舞蹈更有畢
業生參與。流行樂隊成員致力推

廣廣東歌文化，演唱Beyond名
曲《不再猶豫》，鼓勵青少年努

中探討「娘娘」與
「觀音兵」的男女
關係及觀念，研究
現代人的愛情觀與
價值觀。

力尋夢，不要猶豫。

活動剪影

成長經歷都有自己的獨特之
處，因此才能茁壯成長。

風趣幽默

活潑動感的流行舞由中六

以及畢業生組成的舞團與師妹
合作，融合了爵士、嘻哈等多
種風格的舞蹈方式，並用曲子
組成一個故事，帶出有信念和
目標就可以衝出困境的寓意。

形式多樣   有聲有色

中樂團帶來了《東海漁歌》

餘音繞樑的管樂團合奏：管樂團

悠揚悅耳的合唱團表演：本

以及《印象國樂》，第一首歌描

合奏壓軸出場，演奏了《未來之翼》

校合唱團首先帶來了一首扣人心

勝驚濤駭浪滿載而歸的故事，在

來之翼》時小號、伸縮號以及圓號的

合甲寅年總理中學的合唱團帶來

述了黎明時分漁民出海捕魚，戰
興奮熱烈的旋律中結束。第二首
歌以民族樂隊獨有的特色展現泱
泱大國的輝煌文化，展現中華民
族的精神傳承。

以及《智慧之海》兩首歌，演奏《未
同學更站在台下演奏，配上澎湃的旋
律，能夠鼓舞人心。《智慧之海》則
帶領聽衆去到海邊，彷彿觀賞了風暴
以及風暴後的美景，帶給聽衆美麗且
廣大的景色。

絃的《Defying Gravity》，又聯
《假如世界沒有聲音》以及《We
are the Voices》，透過女生高低

和聲的合唱帶出了打破常規的理
念，帶給觀衆對沒有聲音的世界
的想象與勇敢發聲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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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後「境外」交流學習活動
山區服務學習—雲南騰沖地區

泰國排球集訓

西安歷史文化之旅

東華文化及歷史交流之旅（開平）

36

「薪火相傳」平
台系列：雲南的
歷史、民族文化
及地質遺蹟探索
之旅

文化交流“Smart City Study Trip”

「甫智方舟」中學生拓新技術實踐課程及義教活動（鄭州、開封、北京）

活動剪影

乒乓球訓練（深圳）

東華聯校澳洲栢斯英語遊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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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展繽紛】
將 STEM 帶到學校─科學學會主席 5D 黃來澤
相信大家對「STEM」這個字並不陌生，但你們又知道STEM每個字代表甚麼嗎？

S

Science

科學

T

Technology

科技

E

Engineering

工程

M

Mathematics

數學

撰文：5D 李梓程

科學學會主席黃來澤：
科學學會旨在提供一個平台，透過不同有趣的實驗，令同學
可以在一個無學習壓力的環境下學習，與不同年級的同學討論及
全體成員合照

交流科學知識，一起發掘科學奧秘。

寓學習於娛樂

我們科學學會會定時舉辦有趣的活動，希望能達至「寓教於樂」。其實STEM不一定要有大發明，我

們解釋實驗原理的時候，同學會一直思考，有些同學甚至會主動發問。例如：他們會思考非牛頓流體如
何應用於避彈衣上。這些看似簡單的事，卻已經是推廣STEM的一種方法。

嗇色園流動實驗室

麥皮蟲進食發泡膠之實驗

學生成功抽取大腸桿菌基因

幹事正簡介實驗原理

我們於14/11 舉辦了一
些科學實驗，令同學
接觸到非牛頓流體等
的原理。我們還計劃
做「生態瓶」，讓同
學做一些小手工，明
白箇中的科學原理。

非牛頓流體

「貼地」的宣傳方式

相信大家都會經常使用手機，科學學會亦按照了同學們日常使用的社交媒體―Instagram，分享最

新的活動資訊，如以漫畫的形式，解釋如何稀釋濃酸，增加趣味。更會作科學活動推介，讓同學有更多
接觸科學的機會。

可供外借桌遊
(CYT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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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參觀日

糖尿快速檢測儀

學生有機會接觸
電子顯微鏡

科技與生活─創科博覽
撰文：5D 巫海燕
2018創科博覽於9月23日至10月2日舉行，我們學校有十多位同學參與學生義工服務。博覽上種種的

科技提昇同學對科學的興趣，亦教導同學欣賞科學家對世界所作出的貢獻。
我們分別向公眾人士介紹展品的

起源及意義，令同學更加認識一年一
度創科博覽的活動，以及認識中國在
工、農、醫三方面的科技發展。例如

未來世界

在農業方面，農民使用無人機將驅蟲

智能城市

藥散播到面積廣闊的農作物上，可見
科技為人類帶來方便。

參與創科博覽學生大使的活動後，我對中國的科技發展

有更深的認識，我們負責的展覽部份是萬里長城，為公眾人
士介紹其特徵，期間與一些公公婆婆更詳談中國的歷史以及
上一代人的集體回憶，所以我從活動中不僅能拓展科技方面
的認知，更能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呢！

環保校園人人讚

機械伴奏義肢及聲控作曲家

「熄燈一小時」&「無冷氣一小時」

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的生態足印報告，我們現時的生活方式

已超出地球的負荷。因此我校響應該會地球一小時活動。我們必

環保科學

學生大使巫凱燕
（左一）

無人機精準施肥管家

需減少過度消耗，才可有持續發展的機會。每年世界自然基金
都舉行地球一小時，今年題是「慳啲

醒啲

改變生活•變好世

界」，鼓勵大家都可以在熄燈一小時後，繼續保護地球生態。

其實，我們生活的一舉一動，包括使用電燈、選購衣

物或是出國旅遊，都會耗用地球自然資源，因此我們是時
候在日常生活作出一些小改變，以保護寶貴的地球資源。
例如節約能源，只在有需要時才使用燈光；儘可能打開門
窗、使用風扇以代替冷氣機，如果開冷氣時應保持門窗緊
閉……這些舉措都可以為保護地球盡自己的一分力。

齊來響應無污染旅行

¾ 只帶適當份量的食物，避免造成浪費
¾ 多用可循環再用或重用的物料

¾ 自備垃圾膠袋，不要胡亂棄置垃圾，
以免污染大自然

¾ 自備餐盒及盛水器皿

¾ 不要購買過多的炭，避免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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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賞活動─米埔內后海灣拉姆薩爾濕地
撰文：2C 樊
透過遊覽元朗大生圍村以及其附近魚塘，同學可以認識現實魚塘的保育工

作，並從魚塘體驗活動中瞭解到魚塘的運作模式及其保育價值。

村內的漁民為我們表演漁翁撒網，令同學認識香港傳統漁村文化。而且魚塘

同時也有不少水鳥在此歇息，讓同學們眼界大開！

海洋垃圾及無飲管講座

利是封回收重用

綠色聖誕

¾ 減少及重用佈置課室的聖誕裝飾

¾ 70% 以上的學生自備環保餐具及餐盒
¾ 準確預備食物份量，避免浪費
¾ 剩餘食物以環保餐盒外帶
¾ 禮物不用花紙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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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中秋

¾ 避免購買膠燈籠

¾ 重用去年所買的膠燈籠

¾ 將完好的膠燈籠保存至明年再用
¾ 避免購買螢光棒

蓉

【理科老師話你知】
柳俊安老師與化學的「化學反應」
撰文：4D 莊曉琳
化學科的挑戰

由於課程的局限，高中化學科的課程廣而不深，變相有時學生只能靠

背誦，理科被稱作理科，理解必然是重要一環，理解得愈深，才可更有效
地解釋自然現象並作出推論。當然「學然後知不足」，學得深，過後更能
理解科學世界的宏大，或許這是科研背後的動力。

挑戰有法

柳老師認為課本上的知識未必足夠，故我們可透過課外書、網上影

片、Wikipedia、網上文獻去發掘更深的資訊，例如到YouTube看看別人
的有機合成實驗或是元素的介紹，這樣就可以對化學有更深入的瞭解，將

柳sir於2018帶領學生參加「閔港兩
地學生科技挑戰營」，理論與實踐
並重，於科學中尋找趣味

環保科學

知識融入生活中。

陳偉明老師的「生物學」
撰文：2D 馬浩森

掌握英語

與學生進行Micro:bit
自動加水機工作坊

在中一至到中

科技前沿

與學生種植水耕菜

陳老師十分關心科學造福

三的階段，要面對

人類的個案分析，他向我們介

境，英文詞彙是同

院林漢明教授的大豆研究：透

全新的英語學習環

紹了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

學們學習科學的最

大阻力之一。同學在課前可以先預習

過分子生物學技術，改善了大
豆的抗旱能力，從而一方面解

接下來要學習的課業，以便上課時更

決糧食短缺的問題，改善人類社會。林教授從耐鹽野生大

高中階段，同學們的英文水準高了，

研究團隊會繼續到內地西北乾旱地區進行實驗，期望可複

加容易的吸收知識和加深理解。到了
要面對的是如何將書本中學習到的思
維和知識應用出來。

豆中成功複製耐鹽基因，提高培植耐鹽大豆的效率。他的
製野生大豆的耐旱基因，向培植既耐鹽又耐旱的「超級大
豆」的目標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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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灝銘老師的「物理情綠」
撰文：2C 張

甜

physics最有趣的地方

費sir與我們分享他的日常生活中的例子：那些

電視上「神奇」的產品，聲稱把腳放進去便可以「清
理」體內的毒素，其實只是運用化
學電解把皮膚上骯髒的東西分解，
令人以為真的把體內的髒東西清理
出來呢！實際上這些猶如神醫的產
品都可以用科學知識解釋，同學可
千萬別給這些小伎倆矇騙了啊！

課堂上的人造Wave

如何面對挫折

學習物理的漫漫長路上總離不開數學。Pure Math是費sir面臨的最

大敵人，滿滿一頁算式令人頭昏腦漲，一個粗心的小錯誤足以令一切從

頭再來。面臨這樣的困難和一次次的失敗帶來的挫折，費sir也曾猶豫
過，可是對物理的熱愛幫助他克服了困難。把數學的推論運用在物理方
面，也會有意外的收穫哦！享受成功解決難題的喜悅，調整心態，在每
次失敗中重新出發，才可以越過求學路上的絆腳石，做到最好的自己。

學生到美國學習更多的科技知識

學生為無人船探儀設計的船帆塗裝，並穿上獨特的新衣，
到世界各地探索。

費老師帶領學生參加諾貝爾獎得主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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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冷知識】
星座大奧妙—你相信星座嗎？
撰文：5D 李梓程
十二星座的由來

遠古時代人們為了便於觀測星象，依觀測者所在位置望出去的方向將星空劃分若干區域，又以各區

域部份恆星群為中心，以動物或人名定義星座以便記載及溝通，包含現代天文學界所定義的星座，目前

已有88個之多，皆由國際天文聯會所定義。但最著名的便是我們所認識的十二個星座，所以世人都稱
「十二星座」。

十二星座日期
水瓶座
雙魚座
牡羊座
金牛座
雙子座
巨蟹座

Aquarius
Pisces
Aries
Taurus
Gemini
Cancer

1月20日 ~ 2月18日
2月19日 ~ 3月20日
3月21日 ~ 4月19日
4月20日 ~ 5月20日
5月21日 ~ 6月21日
6月22日 ~ 7月22日

獅子座
處女座
天秤座
天蠍座
射手座
摩羯座

Leo
Virgo
Libra
Scorpio
Sagittarius
Capricornus

7月23日 ~ 8月22日
8月23日 ~ 9月22日
9月23日 ~ 10月23日
10月24日 ~ 11月22日
11月23日 ~ 12月21日
12月22日 ~ 1月29日

費灝銘老師

古時候占星學家需要準確地判斷行星、太陽、星座

的位置來占卜運勢，所以大大地推進了天文學及數學的
發展。但隨著天文學的發展，人們發現占星術所背靠的

巫凱燕同學

（左起：李梓程同學、
費灝銘老師、林李永瑛
老師、巫凱燕同學）

我一直以為星座只有12個，而且一開始

認為星座的作用只在研究人們性格，但當我
看過有關星座的書後，發現其實星座有88
個，而且更是不停的受宇宙的擴張在移動，
此加深了我對宇宙的認識和興趣，每天晚
上，我也很期待看到一個滿天星星的夜空。

李梓程同學

相信有很多人都會相信星座與性格特點

的關係吧。我是金牛座的，常常都在一些社
交媒體上看很多關於星座的貼文，例如金牛
座比較固執，比較著重金錢等。這也是大眾
對星座的認識吧。那麼你是什麼星座呢？你
的性格跟星座的性格相同嗎？

環保科學

物理老師 vs 學生 – 你點睇星座？

地球為中心說被天文學家以科學的推論及實驗所推翻，
原來地球是圍繞太陽來公轉，這個衝擊可令如日中天的
占星術與科學及天文學分道揚鑣，沉迷占星術被視為

「迷信」。而作為一位二月份出生的人，我總被認為自
己跟水瓶座的人格有好大差距。那麼，你覺得星座占卜
準確嗎？

林李永瑛老師

到底星座從何而來？太陽天球上的路徑，就是黃

道。古巴比倫的占星學家觀察到太陽一年會經過12個
星座，便提出了「黃道十二宮」的概念。由於地軸的周
期擺動，黃道在天空的位置亦因此出現變動。結果，每

隔二千多年，太陽到達某一宮的時間便會相差約一個
月。黃道現在不只跨過十二個星座，而是跨過第十三個
星座─蛇夫座。而我的星座正是射手座（人馬座），即
是在二千多年前和我出生的同月同日，太陽正位於「人
馬宮」啊！而你又是甚麼星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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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之謎 – 黑洞可以用作空間轉移嗎 ?
撰文：5D 巫凱燕
許多人以為，黑洞就是在宇宙裏的一個大大的洞，會將所有物件吸入；有人認為黑洞裏頭的是

另一個世界，可能居住著一些新物種，或可能是一個平行時空；亦有人相信，黑洞可以通往蟲洞，
可以回到過去。但事實究竟是否如此，為何人類有此推論？讓我們先看看同學跟老師的看法。

巫凱燕同學的看法：
在這浩瀚的宇宙中，擁有不少的黑洞，他們大小不一，引力也不一樣，有些黑洞的質量更可以是太
陽的幾十萬倍！還記得小時候，爸爸給看過一齣電影‘Back To The Future’，這令我對時空轉移的理論著
迷了，開始看書找資料認識黑洞與蟲洞。
黑洞的引力十分之大，可以吸入任何物體，光也逃不出它的引力之外。所
以，從我們的科學角度來看，黑洞是不能被看見的，我們只知道黑色的一團有
機會是黑洞。故我會形容黑洞是一部巨大的吸塵機，但其實「吸」這個動詞，
只是更形象化地表達黑洞，只不過是黑洞的引力十分大，導致物體被「吸引」
過去而已。有科學家指出，黑洞可通往新的宇宙，亦可能引發第二次宇宙大爆
炸，但這只不過是推論。至今，黑洞的謎仍然未被完全解開。

費sir的解答：
當人們發現宇宙的浩瀚：即使距離太陽最近的恆星（人馬座

α），都需要用光速行走4.37年才到達，以人類有限的生命來探索宇
宙，看似是不可能，所以有人提出如果在深不可見的黑洞中，能與另
一個位置的黑洞相連，這就可以達到空間轉移（蟲洞理論），實現科
幻小說及電影中宇宙探索了。

首先，我們需要理解黑洞是從燃燒完畢的恆星承受不到自己巨大的質量所崩塌而成，正因為其極高

重力吸引下，全宇宙最快的光亦不能脫逃，所以被稱為「黑」洞（因沒有光，不能觀察）。我們首先假
設如果蟲洞理論正確的話，只要能突破黑洞地平線，穿過黑洞中心的奇異點，這應該可以到達另一個黑
洞。不過最重要的兩個要處理的問題：

（1）當越來越接近黑洞時，所有物體都會被極巨大的重力拉斷及粉碎成粒子。

（2）即使你能成功穿過奇異點，因為連光都不能突破地平線離開黑洞，如何離開黑洞亦是個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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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知識考考你
1.現時所發現質量最小的黑洞大約是太陽質量的多少倍？
A)2.0倍

B)2.8倍

C)3.8倍

D)4.0倍

2.黑洞的前身是什麼？
A)恆星

B)衛星

C)行星

D)彗星

A)100億

B)400億

C)1000億

環保科學

3.現時發現質量最大的黑洞是太陽的質量多少倍？
D)4000億

4.蟲洞理論首先由誰提出？
A)愛因斯坦

B)路德維希 • 弗萊姆

C)納森 • 羅森

D)霍金

5.是誰發現黑洞的？
A) 約翰 • 米歇爾

B) 卡爾 • 史瓦西

C) 沃爾特 • 巴德

D) 弗里茨 • 茲威基

6.在哪年發現黑洞？
A) 1939

B) 1974

C) 1783

D) 1796

（答案見頁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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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玻璃畫

1B 高子淇

1C 蘇致丞

1C 蔡富盈

1D 馬思洛

1D 黎文茵

1E莊穎珊

1E 李永晴

1A 何芷欣

1A 張 月

1B 陳紫琪

1D 莊殷言

1D 陳樂兒

1D 莊敏怡

1D 魏可欣

1D 金文睿

中一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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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黃泳蕎

中一書法

中一素描

1B 黃泳蕎

1C 蔡富盈

1C 何敏慈

1E 黃詠彤

1E 陳姵瑩

1A 盧碧晴

1A 吳夢琦

1B 黃泳蕎

1D 金文睿

1D 高子淇

1E陳曉東

1E朱漢煊

1E金文睿

視覺藝術

1D 馬思洛

1B 陳紫琪

1E黃詠彤
47

印象派繪畫

2A 易詠茹

2A 白文勵

48

2A 陳慧桐

2A 嚴嘉妮

2B 鄭心怡

2C 張

2D 林文淇

甜

2A 鍾美儀

2A 胡玳菱

2B 鄭熙曈

2B 勞惠琛曦

2B 陳映彤

2B 石佩誼

2D 鄧嘉泳

版畫 我的同學

2A 林良曦

2C 盧遠宜

2D 鄧嘉泳

2A 易詠茹

2A 林良曦

2A 郭凱靖

2A 鄒子奇

2C 彭亦朗

2C 卓耀祖

2D 鄧嘉泳

2D 陳韋羽

2D 劉冠妙

視覺藝術

室內設計

2C 盧茵茵

2A 林良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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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海報設計

3C 苗嘉琦

中三植物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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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楊裕晴

3B 龔婉盈

3C 簡希蓓

3D 溫凱茵

3A 李倩彤

3A 李哲瀚

3A 蔡慧瑩

3B 廖仟蕙

3B 龔婉盈

3C 鍾兆菱

3C 簡希蓓

3D 沈可嵐

3D 許梓淇

中三繪畫香港人

3A 鄭皓然

3A 吳穎珊

3A 王澤軒

視覺藝術

3B 王澤軒

3B 廖仟蕙

3B 莊恩韋

3C 周子俊

3D 何家誼

3D 賴咏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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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繪畫

4A 鄭曉琳

4B 陳囿霖

4B 葉浩天
52

4A 張樂宜

4B 葉浩天

4B 葉浩天

4A 張樂宜

4B 葉浩天

4D 莊曉琳

4A 張樂宜

4B 葉浩天

4B 葉浩天

4C 梁愷珊

4D 莊曉琳

視覺藝術

4A 張樂宜

4B 邢琬峰

4D 莊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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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繪畫

5B 李穎婷

5A 江凱琳

5A 蘇美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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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江凱琳

5B 劉雅宜

5A 蘇美雲

視覺藝術

5A 鄧卓妍

5A 鄧卓妍

5C 盧樂澄

5A 鄧卓妍

5C 盧樂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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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繪畫

6B 李虹赬

6B 熊婷玉

6C 盧家俊

6D 伍芷欣

6D 伍芷欣

6D 梁凱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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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 伍芷欣

6E 葉恩情

6B 李虹赬

6B 李虹赬

6B 李虹赬

視覺藝術

6C 繆嘉欣

6C 繆嘉欣

6E 葉恩情

6E 葉恩情

6E 葉恩情

6E 葉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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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熊婷玉

6B 熊婷玉

6D 伍芷欣

6E 葉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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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熊婷玉

6C 繆嘉欣

6E 葉恩情

6E 葉恩情

6B 熊婷玉

6B 熊婷玉

6B 李虹赬

視覺藝術

6C 賴卓蕎

6D 梁凱賢

6C 賴卓蕎

6E 葉恩情

6D 梁凱賢

6E 葉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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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設計

6C 溫嘉愉

6C 溫嘉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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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溫嘉愉

6C 溫嘉愉

6C 溫嘉愉

6C 溫嘉愉

6C 溫嘉愉

6C 溫嘉愉

6C 賴卓蕎

6C 馮濼潁

6D 陳凱詩

6D 陳凱詩

6D 陳凱詩

6D 陳凱詩

6D 陳凱詩

視覺藝術

6C 盧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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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寫作學會 1819
嘉誠文學獎
得獎學生名單
初級組

冠軍
亞軍
2B 馬浩翔
2D 鄧嘉泳
散文
《珍貴的那個你》
《珍貴的黃昏》
2B 馬浩翔
1C 盧嘉穎
新詩
《扯線木偶》
《路燈》
2D 馬浩森
1C 羅佳靜
小故事
如果人生只有一天》
《盼》
《活在當下
散文

新詩

小故事

冠軍
5D 周楚越
《一步與一生》
5A 尹詩敏
《神•人》
5D 杜潤芳
《為人師表》

初級組散文類冠軍

高級組

亞軍
4A 雷勇
《水》
5D 劉軒
《假如宇宙》
4D 郭采琳
《自決》

季軍
1C 馮筠蒨
《暢遊》
3C 廖倩桐
《海的童話》
3B 吳小園
《初雪》
季軍
5B 吳兆駿
《給自己的一封信》
5D 劉展銘
《着迷》
4A 吳嘉雪
《蚊子教曉我的事》

珍貴的那個你

2B 馬浩翔

說一個糟糕的心情期待被人關注被人安慰，
參加一個活動期待換來充實的經歷。」

短短幾句，真憑實據得叫我心駭然。原來一直

以來，我們都在為一個個目的，為了得到別人的矚
目，為填滿自己的小小虛榮而活，將自己硬生生地
套入所有的模式所有的桎梏後，卻忘了自己真正需
要甚麼，甚麼是真正的快樂。
相信大家都對馬德在《允許自己虛度時光》裏

的一段話略有耳聞。

「我慢慢明白了我為甚麼不快樂，因為我總是

期待着結果，

看一本書期待它讓我變深刻，
吃飯游泳期待它讓我瘦下來，
發一條短信期待它得到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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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讓我們一直向西走，越過晨昏線，越過日

界線，回到初識你的那一天，看看年幼時稚嫩可
愛的你，重溫那叫人醉心的燦爛笑顏，那時那個
同樣的你不期待結果，不為誰而活，連一哭一笑
都不打折。

或許，放下一顆疲憊不堪的心，稍稍擱下手中

的話，去瞧一瞧身邊一直給自己忽略的美景良辰，
在某個春意盎然的下午不為任何目的的漫步街頭，

一個人漫步陌生的路，靜觀着陌生的風景，傾聽着

道，不是世界選擇你，而是你來選擇這個世界，縱

那一刻，你會發現你沉醉着，享受着這休閒的一分

你也不需要帶上面具盲目地與人流同行。生命在自

鳥兒的鶯聲嚦嚦，輕嗅着遠方那不知名花的飄香，
一秒，而這，本該就是生命所擁有的美好。

又或許，我們一生都在為目標疲於奔命，可臨

了近了，只發現得到獎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
在過程中學會了成長，學會了享受每個當下，學會
別太看重自己要得到甚麼，在過程中慢慢體悟生活
的意義，發現滲透在平淡生活裏的快樂，或許這就
是知足常樂的真諦和意義所在。

這時，讓我們再往西走，穿過晨昏線，越過日

界線，再看看你，如今長大，充滿活力和陽光的
你，相信是那個不為因果而活，不為目的而活，而
是做一切不含任何目的，因享受過程而發光的你，
為自己而活的你，最珍貴的那個你。

有草長鶯飛的傳說，它活在現實裏，太多快速的資
訊，太多匆忙的身影，太多麻木的眼神和虛假的笑

己的口袋裏，選擇權在你手裏，而與眾不同的你，
要做不一樣的煙火，就要活出自己的價值，可能在
下一個路口唐突的轉彎，可能還是跟着人流走，但
這一回，路是自己選的！

堅定地走自己所選的路，雖偶爾你心會有所困

惑，那我會不會變得太過自我？會不會不合群？客
觀地想，不迎合不等同於不配合、不合作，切忽演
變成固執的一意孤行。同時，不合群不是一個壞現
象，「我行我素」也不是貶義詞，所有的合群與否
都是別人定義的，這是你對生活態度的抉擇，也是
自己的自由，無需困惑。

路遙在《平凡的世界》裏說過，生活要自己去

爭取和奮鬥，不能等別人來安排，這才不枉在世界
上活了一場。

是啊，珍貴的你那最珍貴的生活，怎能一生隨

容，而我們正在不可逆地被「同化」着。

波逐流，只作汪洋大海中比比皆是的一小滴？

否失去了自我？從此不再是無數個形形式式，各有

伏的獨角戲，你是導演也是主演。我們不但要享受

效應貫穿的世界裏苟活？你漸漸習慣了惡習，模仿

彩，甚至演得蕩氣迴腸，叫人回味無窮，利用珍貴

這個略為主觀的說法勾起了我的思緒，我們是

千秋的人，而是一個人被克隆了無數次，在被羊群
着別人的一舉一動，同化在茫茫人海和車水馬龍
中，化作一個平庸的點綴物。還沒發過屬於自己的
光，就注定一生要迷失在無盡黑暗中，黯淡無光地
過一生。失去了自我的色彩。

可能你本性沉默寡言卻每天刻意大聲說話，可

能你認為那故事不好笑卻總要迎合地笑着，學着別
人說話和思考，就生怕自己不能融入身邊每一個群
體。當周遭的人們定義你的能力，於是你也開始認

我想再強調你那生命的可貴，它是一場跌宕起

中英創作

記得在一本書上看到過一個說法：這個城市沒

然你認為身邊來來往往那麼多人跟你不相附和，可

過程，不斷成長之餘，也要盡己所能把它演得更精
的生命，創造出你自己獨一無二的價值。

而這，才應該是你，在芸芸眾生中，最珍貴的

那個你。

「我就是我；是顏色不一樣的煙火。」
「天空海闊，要做最堅強的泡沫。」

《我》張國榮

同這些標籤，認為自己也就那樣，「江郎才盡，黔
驢技窮。」

不是的！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為自己而活，才不會

為了迎合群體而失去自我。

世界基於我們看它的角度，你若愛，生活那裏

都可愛，你若恨，生活那裏都可恨。但是你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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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醫院，一處病房。

一位病人在夜裡，悄然死於突發心肌梗死。

躺在病床上的他，已經被證實生物學上的死亡。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啊。」男子大聲的叫著，可是他環顧周
圍，沒有人聽到他的聲音，事發半個小時後他的妻子已經來到現
場，趴倒在病床上大哭，他一直在向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可是沒
有人聽得到。「我沒死啊，我看得見你們，你們回復一下我，求你
們了」這句話已經重複了24次了，沒有答覆，他終於冷靜下來。
在房間的陰角，緩緩的走出一個人，穿得西裝革履，梳著一個很
標誌的頭髮。「36歲，死於突發心肌梗死，真是個令人傷心的消息，
不好意思先生，這對我來說難以啟齒，但是你的肉身已經死去。」
「你是誰？給我滾，這肯定是一場惡心的愚人遊戲，求你們別
玩我了，我還沒活夠，不想那麼快就拍電影。」

「原諒我的唐突，先生，這就是死後的世界，先做個自我介
紹，我就是你們口中的惡魔，是來帶你下地獄的。」
「別鬧了，魔鬼先生，我只想活著，不想去地獄，我只想活
著，我還沒活夠」
「我現在只想活下去，跟我老婆回家。」

「給我聽好了，通俗的來講，現在的我就
是來帶你去地獄的，但是之前可以滿足你一個
願望，算當是對你一生做過的好事的回報，當
然，除了復活。」

「那我的一個願望就是我要復活。」
「……」

惡魔笑了笑，歪了歪頭：「貪心的人類可是要進入煉獄進行淨
化的，但丁已經提醒過你們了。」
「別逗了，真的別玩了，好了我承認我被嚇到了，我想活著，
停止一切把戲了好嗎？」他一面還在向哭著的妻子喊話，但他的妻
子沒有給他回應。這種感覺實在是太孤獨了，像是被整個世界遮蓋
了，有很多話要說但是沒人聽到。
惡魔靜靜的看著他，深邃的眼眶中透出鬼魅的暗光，眼瞳裡藏
著血腥的秘密，男子看著他的眼睛，突然害怕得像一隻被送往屠場
的羔羊。
他逃避了那雙眼睛。左想右想�

「那我要在五星級酒店吃一餐好的，要死也要飽死。」
「你確定？」

「我要再有一套比白宮還大的豪華大別墅。」男子視乎忘記了
死亡的恐懼，咧嘴一笑。
「就那麼簡單？膚淺的人類，我再給你一分鐘思考的。」

「希望你的決定不會讓之後的你太後悔，一分鐘到了，告訴我
你的答案。」
「我……我，這真是個困難的選擇。」
「要什麼？」

「我真的經過了很久的思想掙扎。」
「給我答案！」

「我想去見見我媽，哪怕最後一次。」

惡魔的眼中透出一道白光：「好」他打了一個響指，場景突然
轉變。
眼前的場景瞬間一轉，本來的病房變到一個開闊的環境，這是
一個落後而封閉的農村，隨著腳下砂石路的遠處望去，還有一兩隻
牛在遠方休閒地散歩。

惡魔站在男子的身旁：「是這裡嗎？」男子點了點頭：「是，
就是裡，村門上面那塊刻了村名的生鏽鐵牌還是沒更換……」，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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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
魔笑著問他認不認得歸家的路，他說認得。

2D 馬浩森

一路走著，走進一個球場，球場的地面坑坑窪窪，籃筐的網也
不知道哪去了，籃筐的鐵環也是歪的，有幾個小孩爭爭搶搶的把皮
球丟進籃筐裡。男子說：「之前我可是孩子王，每天都在那打球，
天黑了，老媽子趕忙的叫我回家。」
「那時候我的球射得很准得啊，可不是開玩笑的」男子咧了咧嘴。

走著走著，走到一間由幾個村屋東拼西湊而成的學校邊，男子
的臉上有些感慨，又開口跟惡魔說：「這就我小時候讀書的地方，
小時候可頑皮得很啊，可是每到上課就得打起十二分精神，要是老
媽子在接我放學的時候給老師說了一句今天在學校不認真上課，回
家免不了一頓狠打。」他嘻嘻笑了兩聲。

「小時候人們老說讀書沒用，沒有耕田種地實際，娘是真的不
容易啊，俺爸沒出息，我小時候跟隔壁村的人搶糧食，械鬥，沒出
息，死了，那天晚上誰都哭得死去活來，就我娘沒哭。因為那時候
的她得扛起一個家啊，農活，家務活都是她一個人幹，至那之後
啊，我就啥事都聽老媽子的，生怕她累了。」惡魔說：「所以你許
的這個願望是因為虧欠嗎？」「是的，畢竟我們人類虧欠父母的，
一輩子都還不起。」惡魔只是冷笑。

離家裡還有兩百步路左右，街邊有一個大爺賣著一個個烤紅
薯，男子又開口道：「看到前面那個大爺沒有，好多年前就開始賣
啦，看現在頭都白了，也是個大好人，當年知道我們家沒錢，總是
對著我們說今天的紅薯賣不出去啦，就送給我們。」「小時候可愛
吃了，甘甜可口，可是那個時候老媽子礙於面子，往往就拿一個，
她自己又捨不得吃，到頭來全落在我肚子裡。」說著說著，男子眼
裡閃出些淚花。「走吧，本來打算病好了就出院的，生病了怕她老
人家擔心，沒給她打電話。現在……」他轉頭看了一眼惡魔，無奈
的歎了口氣。
一間熟悉的老屋，破舊的建築裡有著一處處的裂痕和老化的現
象。好像把回憶都藏在裡面了，坐在門口，搬來一張小板凳，拿著
濟公扇一擺一擺，龍鐘老態的她坐在搖搖椅上，一個人，看著前
方。男子終於忍不住了，眼淚奔湧而下：「媽，我回來了。」他衝
向前去想抱住這個數十年如一日對他無微不至的母親，可是他跪倒
在她身前，雙手合抱，他抱不住啊！惡魔站在一旁：「你已經死
了，無法接觸實體。」他淚如雨下。一會兒後，男子開口說：「老
媽子她在看什麼，為什麼她獨個兒坐在門口?」惡魔聳了聳肩：
「她在等你回家，所以她就一直盼啊盼，盼著下一刻你就在路的那
一端出現。」
惡魔：「讓一個為你付出那麼多的人為你承受這些苦，看來你
比我還像是個惡魔。」他低笑著，如同惡魔的嘲諷。
這個時候，母親突然起身，向前走去，男子跟著母親的背影：
「娘她要去哪？」「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嘛。」

這位母親走啊走啊，走到大爺賣紅薯的手推車，選了一個又大
又親的紅薯，穿著粗皺布料的她，駝著背，寒著腰，蹣跚的一歩一
步走到那間兒子曾經讀過的學校。站在校門口 ，向著裡面的人大
喊道：「放學啦，你有沒有看到我家那娃子，告訴他我給他帶來他
最愛的紅薯。你有看見我的孩子嗎？」她逢遇到經過的行人就問：
你見到我孩子了嗎？行人一個個的搖頭，以為她是傻子。她搖著說
怎麼可能呢，這瓜娃子到底跑哪去了。這位老母親又走啊走，走到
那個坑坑窪窪的球場，大喊道：娃子回家啦，再不回去天都黑了。
「媽媽紿你買了最好吃的紅薯」「你再不出現我就要一個人吃掉了
啊。」這位老母親叫著喊著，眼裡留下了清淚。
而那男子，已經哭成淚人。

最遠是陰陽，而最苦則是那無
邊無際的盼望。
惡魔低語：「人總是愛在來不
及的時候後悔……」

初級組新詩類冠軍
喂，我不是實木制的嗎？

扯線木偶

2B 馬浩翔

心卻怎麼好像是個空殼
原有實質的情感被掏空
只留下可有可無的軀殼
頑強撐著意念攀緣峭壁

可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麼？
空洞的瞳孔為何會有眼淚？
是女巫的魔法出了錯？

還是我生而感性，卻裝作木訥
我想我應該有自我靈魂
可木偶一生也只是木偶
生於朽木，限於朽木

被繩線吊著，隨劇本過活

周遭無數面空氣牆，限制著動作
從來不期待下一個黎明

任馬齒徒增，而我虛度光陰
因為一切都寫好在劇本裡

中英創作

壞了，也只是朽木

而世界本就沒有什麼偶然奇跡

都是化了妝，戴了面具的──必然事例
難道生存意義在於別人？
我才不想為此束縛靈魂
可偏偏我還是不敢直視

操控者們充滿期盼的眼神
無所謂了

任由空殼在舞臺上做作

行為乖巧得如服從命令的士人
吞下眼淚，拭去淚痕

只能自己堅強，不再慯神
不！
雖我身不由己
但我奮力反抗

我步步受阻
與自己獨舞

朽木也要盡情燃燒

珍貴的生命不能荒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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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與一生

小時候，她在父母的指

導下學步。在學步的過程

中，她常常不小心絆倒在地
上，哇哇大哭。父母耐心地
在一旁鼓勵，然後她在跌跌
碰碰下終於成功踏出人生的

第一步。就是這一步，使她開始邁向人生的第一
步，從被人抱在懷裡的嬰兒到自主地走的小孩。當
學會了走的時候，她很快樂，四處亂跑。然而，這
個小孩不知道，原來人生的每一刻，我們一直也在
學步。只要我們踏出第一步，我們便有第二步、第
三步的可能。我們的一生是在一步一步的基礎上組
成的，每一個足印背後的堅持，終令自己走上想走
的路。

「巨大的建築總是由一木一石疊起來的。我們

何妨不做一木一石呢？」魯迅曾這樣說。有誰不是
在一步一步地學走，然後終於找到自己的路呢？有
誰不是一步一步的默默走，然後憑著堅持而踏上成
功的路呢？齊白石磨石成泥是一步，他那廬火純青
的篆刻藝術是一生；梅蘭芳在台下苦苦的練習是一
步，她在台上成了傑出的京劇表演藝術家是一生。
他們二人皆在學步中成長，在一步步裡實踐成功。

「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
海。」成功與輝煌的一生往往始於最開始的一步，
第一步的成功就是未來成功的奠基石。

升上小學後，父親對她的管教甚嚴。每天放學

後，她也要回家好好做家課，好好的溫習。她是精

英班的學生，但她卻不是精英，她知道自己不聰
明，別人花三十分鐘學懂的東西，她要花上三天。
然而在父母的管教下，她學會要以努力來彌補與別
人的距離。可是，在一次的突擊測驗中，她差一分
才合格，她不敢想像父母看到這個成績會有多麼的
傷心。因此，她悄悄找來母親的簽名，小心翼翼地

模仿着……最後，她的成績單上被狠狠地記了一個
小過。多年後，她偶爾也會想起當時愧疚的感覺，
這種愧疚是一生的。

「一失足成千古恨」，有些時候，如果我們走

錯了方向，便只剩下遺憾，只因恨錯難返，我們回
不去了。古往今來，政治人物的決策影響百姓，如
果下了錯誤的決定，受害的是眾生。以漢武帝劉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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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到了晚年的時候，他變得迷信多疑，為了追

5D 周楚越
求長生不老，他誤信方士，任用奸臣，釀成巫蠱之
禍。這一步，他錯了。另一方面，他好大喜功，連
年對外用兵，令國庫空虛。這一步，他也錯了。最
後，漢武帝終於看清了這個事實，對自己過去的所
作所為感到後悔。因此，他決定下詔反思自己，史
稱「輪台罪己詔」。由此可見，有些時候，當我們
走錯的時候，影響的不只是自己，而是身邊的人。
就是這個原因，才令我們倍感羞恥，悔不當初，這
個陰影將會伴隨一生。
升上大學後，她選擇了唸商科。唸商科的痛苦

不足為外人道，面對無數個考試、報告，她看到身
邊同系同學的堅持，可是她卻完全沒有動力。在那
一刻，她明白到自己並不適合這裡，她只想離開。
於是，在學期末，她遞上轉系的申請信，填上「中
文系」三個字。面試那天，考官即場取錄了她，叫
她立即到辦公室辦理手續。一切也來得太快了，她
說要上個洗手間，然後躲在裡面很久很久。面對這
個交叉點，她感到迷失。過了很久後，她洗了一把
臉，下定決心踏出關鍵這一步，改寫了人生的路。

「一子錯，滿盤皆落索。」這句耳熟能詳的道

理人人皆聽過。可是，真的嗎？

當我們走錯方向的時候，難道真的沒有回頭的

路嗎？真的沒有重新出發的機會嗎？ 只要我們有

審視自己的勇氣，在錯的道路上尋找到自己的真正
志向，懷著重新振作的勇氣，同樣可以走會正確的
路上，成就精彩的人生。選擇錯誤也是成長的一部
分，令我們看清哪條路才更適合自己。著名作家白
先勇本來抱持著造福人民、建設國家的理想，故選
擇修讀大學的水利工程系。後來，他卻發現對水利
工程沒有興趣，也沒有能力。在唸水利工程的日子

裡，他發現對小說有很大興趣，作家夢越來越強
烈，故最後重考台大，攻讀外文系。錯誤的選擇令
他知道自己的目標。雖然他曾走錯過路，但只要我
們學會在人生的路上不時停下來思考，定可及時作
出修正。走好人生中的每一步，尤其是那關鍵的一
兩步，還必須不斷調整自己的計劃，這樣才能走好
每一步、走好整個人生。

一步一生，她現在正

努力地走著、走著。

高級組故事類冠軍

為人師表
綠燈後，我在擁

擠的人群中尋找縫
隙，來回穿梭。在時
針臨近五的一刻，打
開了面前的大門。

「杜老師我默書

終於有一百分啦！」
「杜老師我功課放在

這裹給你檢查。」「杜老師杜老師！今天怎麼來得
這麼遲？」我看著面前一堆可愛的面孔。

霎時，我蹲下身子佯裝綁鞋帶的樣子，趁機抹

去了眼角快要溢出的淚水。我坐回到自己的座位，
放下了我手上的文件，取回學生堆積如山的功課。

5D杜潤芳
的年紀不相匹配的話語，頗有趣地看著他，點了
點頭。「謝謝杜老師。」他找了一個角落的位置坐
下，掏出他所有的功課，堆積起來卻比他的身高還
要高。漸漸地，他淹沒在書堆中，再也看不見他的
身影。
★

★

★

★

★

辦公室外，我手持著一張成績單。注視著紙張

上一個個的數字，有些是帶有嚴肅莊重的黑色，但
更多的是奪目的紅色。或許因為紅色耀眼，所以耀
眼得格外令人煩厭。我回想著剛才發生的一切。被
叫到辦公室，被批評，被塞回那張成績表，一切好
像按部就班，按照著程序發生，毫不拖泥帶水。

校外的夕陽染紅了半邊天，煞為好看，但我已

不願再駐腳停留。窗外的霓虹燈比平日裏格外地刺

人潮湧動的街頭，閃耀光亮的街燈，高樓建築

我把批改好的作業放在角落的座位，只見他抬

緩地閉上了眼。

直入雲宵。我手捧著一大疊厚厚的文件，從學校大
門踉蹌跑出。匆促腳步聲充斥在整個街頭。正值下
班時間，也是這城市最繁忙的時間。市區馬路人潮
如鯽，也從未停歇。

在紅燈前，我停下了腳步等待，小腿早已變得

酸痛，整個人也早已汗流浹背。我呆呆地望著面前
一輛輛車快速行駛，尋思良久。終有一日，我也會

正式成為這人群之中的一個，掛著一副冰凉的面
孔，木納的表情。繁忙的生活伴隨著永遠不會停下
的腳步。日以繼夜，夜以繼日。
★

★

★

★

★

「踏、踏……」聽聞腳步聲抬起了頭，望著面

前一位小學生，手中提拎著一大堆的書本，一步一
步向我桌子方向走來。

新生的感覺總是不一樣的。他左右張望著，像

我打量他一般，在打量這間課堂。「坐下吧！」我
說道。我伸手把他書包放在我腳邊，卻不見他有任
何動彈。「怎麼了？」我好奇問道。只見他把書本
隨意地放在書桌上，「嘭」的一聲使我不禁渾身一
震。「這是小東上小學以來換的第六家補習社，我
並不喜歡這裡。」 這時我才認真地看待他的臉。

面孔尚且帶有稚氣，只是那眉頭深鎖，皺得令人心

疼。「我仍會叫你一聲老師，但我希望所有事由
我自己處理，老師不要管我。」我感慨著這番和他

眼，但也預視著夜幕的降臨。

起頭，臉上盡是疲倦之意。走在回家的路上，步伐
一步比一步沉重。我緊緊地把那張紙張抱在懷中，
誰知用力過度，卻把紙張弄皺。在紅色的霓虹燈的
照耀下，彷彿盡是諷刺。

「杜老師你不開心嗎？」我轉過頭，看見了

中英創作

桌上的紙張佈滿著紅色的一筆一劃，我托著頭，緩

小男孩抱著書本在我背後問道。「沒有啊沒有
啊！」我嘻笑地回應。「那為什麼你把自己抱得這
麼緊？」「因為……我怕被風刮走。」他加快了步
伐，跟上了我的腳步。「小東你……怎麼不喜歡補
習社？」「我在補習社的感覺很不舒服。」我低下
頭才發現，小頭的個頭才到我的腰間。也可惜了，
如此可愛的小孩，卻好似顛沛流離，不斷地轉換來
處去處，實在讓人心疼。確實啊，補習社意義本就
在於去獲取在學校獲取不到的事情，不論是學術知
識，還是技巧。在千篇一律的教學方式下感受到不
舒服，也是自然的。

「老師，看起來我們家很近呢！」他指著前

方。「老師也是那棟樓嗎？」我點了點頭。漸漸
地，我的腳步漸漸放慢，甚至想停下。「怎麼了老
師。」「老師不想回家。」說後只後默然踏上大樓
的階梯。

第二天回到補習社，我批改著小東的作業，只

見作業整齊劃一，我看了很久也沒有找出一個錯
誤。這麼乖巧的學生，為何還把他送來了補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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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著小東小小的身形，不像是調皮搗蛋的小孩。

表，不能如此。」「我不明白什麼是為人師表，但

下。「小東，為什麼你要來補習社？」「因為…總

一樣！」聽到有老師推薦自己去做補習老師，順從

帶著疑惑的心情走到他身邊，找了個附近的位置坐
是有人說我不夠好。」一陣怨言從書堆裏發出。我
感慨著年紀輕輕的小東卻有著成熟的心思，卻也無
可奈何。

「今天不用做練習了，小東去玩一下模型輕鬆

著老師的安排。待回到自己的課室座位時，才放肆
敞開心情，笑得合不上嘴。自己的能力被人認可，
是她這輩子最大的滿足。

還記得我第一次推開補習社大門時，裡面坐著

一下，等老師下班再一起走吧！」「模型？什麼是

幾個好奇的小朋友，那一雙雙會發光的眼睛望著自

問。我拿手指了指休息區的超人玩偶，再扭頭時，

是輔導你們的功課的老師了。」在這間課室裏，我

模型？」只見書堆之中伸出了他的頭，臉上滿是疑
小東已從書堆裏消失，出現在休息區裏。「謝謝老
師！小東很喜歡！」他露出久違的笑容說道。我收
起了那份已經印好的練習，放在我身後的書架。我
唯一能做得，只有這麼多。

己。「我姓杜，叫我杜老師就好。今天開始，我便
總是把最正能量的一面獻給他們。「杜老師，你怎
麼不像學校裏的老師會發脾氣。」我說：「如果一
間補習社像學校，並不是補習社了。」

我和小東坐在了公園長椅，口中吃著在便利商

坐在書桌前許久，望著眼前一份份的試題，已

店買來的麪包。「杜老師是覺得自己不配做一個老

道。注視著那盞頂燈，發出昏黃的光，我的眼睛發

需要被注意和關心的，不是任何人都能擔任。「小

然筋疲力盡。「好累啊！」我只能向天花板大聲叫
酸，流下了眼淚。「渾渾噩噩，迷迷糊糊，這就是
我吧！」微弱的聲線環繞著整個房間。對力不從心
的自己，不禁發出多陣的噓聲。但係轉念一想，喃
道：「為人師表，不能如此。」

再看小東的位置仍是堆滿了作業，難得看到他

的身影。只見他主動把作業分作幾堆，降低了書堆

的高度，不再與世隔絕。我環繞著這課室走了一
圈，心中盡是不舍。時間越長，對自己的失望越
深。幾乎不能接受自己還處在一個老師的位置，離
開的意念和日子長久成了正比。

我回到自己的位置，寫了一封信，決定明天便

交給負責人。
★

★

★

★

★

學生湊向我身邊時，我便下意識用紙張把信件

覆蓋。我知道他們沒有準備好，因為我自己也沒有
準備過。我按照老規則，盡自己所能幫他們輔導功
課，間中亦會開開玩笑。這天的氣氛，比平日還要
活躍許多。

我滿足地將這天歸為最後的一天，和小東踏出

了大門。我緊緊地把那封信件摟在懷中，誰料它卻

在罅隙之中順勢跌下，被小東拾起。他看著「辭
職」二字，呆呆地注視著信封，轉而把不可相信的
目光投射在我身上。我盡量迴避著他的眼神，若無
其事地向前走去。但發現，我根本走不了。因為我
的衣角被小東給扯住了。

「杜老師…求求你別走。」我只得轉過身，把

身子蹲下，摸著小東的頭髮，輕聲說道：「為人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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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實在在地感受到，杜老師的補習社和其他的不

師。」我發自內心說道。一個補習社老師的師資是
東覺得，補習社不能像學校！」我猛地轉過頭，驚
奇地看著小東。「我相信，補習社就是讓我們來感
受學校感受不到的東西。在這裡，我感受到了其他
補習社沒有的人情味。」他看著我，接觸到我的眼

神，並對我露出了可愛的笑容，還有那迷人的酒
窩。「杜老師的補習社勝在沒有平常老師的責罵和
強迫。我在這裡感覺真的不一樣。」

我凝望著今晚的夜空，不知為何，今夜的月亮

格外的圓，比平日更加奪目。或許正因為這皎潔的
月光，恰好消去了我心中的那一抹紅色。我手持的
那一封信，也隨著晚風，消失在夜空之中。

又是一個平日的下班時間。補習社的大門被推

開，一個比小東身形還要小的學生走了進來。小東
手持著模型，遞給了那個男生。相視一笑，因為我
們明白，又有一個新成員要加入了。

高級組新詩類冠軍
願來生是個神人

神‧人

5A 尹詩敏

吞噬時間的軀體

恨，總把回憶給嚐新

恨，總不知不覺扭斷理性的弦
就讓我任意在這洪流翱翔
抓住那灰暗的碎片
揮一揮

讓這碎片再現光暈
願來生是個神人

追尋着你走過的路
輕撫着，堆砌着
鑲在你心

但願你能惦記那盛開的笑聲
但願你能守住心中的澄淨
身體倒下了

中英創作

拾起你那曾留下過的青春

心卻仍然遺留步伐

不容你觸碰那黯淡的水光
走在大街

推着呆滯的眼神

那滾動的輪子把你的青春逐一碾碎，一個不留
你只是凝望着那一片空地
失去了重要的東西
一片空白

那裡的老榕樹已經在十年前被砍掉了
不會再橫陳在我們眼前
我也知道

你那珍藏已久的記憶
化成灰幻成燼
深呼吸一下

笑着與你走這迤邐難行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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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vourite Comfort Food
(F.1+F.2)
F.1A Henry Wong
I am a foodie. I like to eat
many kinds of food. My
favourite comfort food is
scrambled eggs. They are
because they are delicious
and soft. Also, scrambled
eggs have protein, which
I am eating
is good for our health and
Vietnamese Pho
helps us grow. When I wake
up every morning, I usually have scrambled
eggs for breakfast. When I am eating them,
I feel relaxed and I will forget all troubles on
my mind. I like to add a little bit of salt on the

scrambled eggs because it makes the taste
much fresher. If I do not have it on even one
day, I will feel bored.
Another favourite comfort food of mine is
Vietnamese Pho Noodle. Pho Noodle is a soup
noodle that is mixed with beef, parsley and
slices of chicken or beef. I like it because the
soup is fresh, and the beef is a perfect match
with the noodles and the soup. I usually add
some sour sauce to the soup because I like the
taste of sour food. I like to have this food with
my family during the holidays. It makes us feel
happy.

F.1C Ada Choy
There are many delicious foods in the world
such as spaghetti, French fries and curried fish
balls. Among all the yummy foods, my favourite
is egg puffs. Egg puffs are a traditional street
food from Hong Kong. I think it is fluffy and
sweet. When I am hungry,
I always buy it to eat. I am
sure most of you like it.
However, do you know the
history of egg puffs? Let
me tell you.

Yummy egg puffs!

In 1950s, there was a
grocer who didn’t want to
waste the cracked eggs,

so he tried to add some flour and butter into
the eggs. Then, he made it into a paste. After
that, he poured it into a mould to bake. Finally,
he tried to sell it. Surprisingly, it became very
popular because it was very cheap and yummy.
A s w e a l l k n o w, H o n g k o n g e r s a r e v e r y
innovative. They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original flavour. Therefore, they have created
some new recipes. Now, you can buy egg puffs
in various flavours like chocolate, strawberry
and matcha. In some cafés, you can even try
egg puffs with ice-cream! Can you think of any
new combinations?

F.1D Jimmy Huang
My favourite comfort food is pizza. It is a savory
dish of Italian origin but is well-known all over
the world. Pizza usually consists of round
wheat-based dough topped with tomatoes,
cheese, and other various ingredients such
as olives, anchovies, meat etc. After baking
it at a high temperature, it is crispy. Since
my mum cannot bake it well, I have to eat
it at restaurants. However, eating pizzas in
restaurants is expensive, so I don't get to taste
it very often. I can only afford to eat it once a
month.

I still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I tried a pizza
when I was seven years old. It was the most
delicious food that I have ever tried. Every
time when I think of it, I still salivate. Usually I
choose a pizza set with soft drinks such as cola.
It is a great combination. Every time when I eat
a pizza, I feel happy
and satisfied, I forget
all the pressure I
have. It is definitely
my favourite comfort
food
My favourite comfort food-Piz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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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D Yoyo Zheng
If you ask me
what my favourite
comfort food is,
my answer must
be homemade
hamburgers.
A delicious burger
Why? Because
they are delicious and easy to make. Just get
some cheese, lettuce, onions and tomatoes, put
them inside a bun to make a burger. Of course,
don’t forget the meat patty. There is a choice of
pork, fish and chicken. But I like beef most.
Hamburgers are so popular that it is served at
fast food outlets and even fine restaurants. But
to me, my mum makes the best hamburgers. I

remember when I was about five years old I had
a fever one day. My mum made me a burger
and I had never had such yummy food before.
On the following day, something amazing
happened – my fever had gone. It sounded
incredible but it was true. Although I may not
remember what I ate yesterday, I always think
of my mum whenever I see a burger in front of
me. When I feel upset and miserable, my mum’s
homemade hamburgers can always cheer me
up and make me feel better.
If you have never had a homemade burger, you
should give it a try. Once you try one, I am sure
you will want another one.

The F.2 students have designed a mascot for the athletic meet and have presented their
designs to the North District Council.
F.2A Wing Yick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he mascot of the North District
Joint School Athletic Meet in 2020. He is
Coweity.
As you can see from my proposal, Coweity is
brown in colour, like the colour of chocolate. His
arms are muscular. He looks very strong and
healthy, doesn’t he? There are two horns on
the both sides of his head. Also, whiskers are
located on both sides of his face. He is just like
a domestic cow which can be seen in the North
District. Also, there are two paws on his legs.

embody the spirit of sport through Coweity.
Never give up whenever you are in trouble
or when you already know you won’t get any
incentives. Just enjoy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your goals. Thank you.

中英創作

Mascot of The 2020 North District
Joint School Athletic Meet

He’s confident and persistent. If you are
in trouble, he always helps you to escape
immediately. Also, he cares about keeping fit. If
you want to keep fit, he can help you to design
a plan. Also, his arms can pick up anything no
matter how heavy it is. Nothing can challenge
him. Also, he never gives up even when he
meets difficultie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why I design this
mascot. It’s just because I want to raise your
awareness of healthy lifestyle. Health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nything. Also, I hope you can

Lovely Cow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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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B Alan Shi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Today, I’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the mascot of the North
District Joint School Athletic Meet 2020. He is
Ricky the dinosaur.

As you can see from my proposal, Ricky is blue
in colour, just like the colour of a sunny sky. On
his white jacket, you can see the official logo of
the event. He looks like a dinosaur but never
a brutal one. Quite the contrary, he is helpful
and fun. He looks adorable, doesn’t he? He
possesses superpower and always offers a
helping hand. His tail is very strong and he can
fly if he swings his tail at a high speed. Ricky is
extremely powerful and strong.
He has a spectacular pair of goggles. It is a
scanner which helps Ricky to scan the athletes’
body if they get hurt. He then can quickly give
them what they need. He can see everything
clearly even in the dark.
Ricky’s cheerfulness and kindness would
definitely inspire the athletes. Together with
Ricky, I hope the North District Joint School
Athletic Meet can be held successfully.

F.2A Angel Lo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have
you heard about the North District Joint School
Athletic Meet that will be held in 2020? It is
organized by the North District Council. Today,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he mascot of the
North District Joint School Athletic Meet. She is
called Karrie.
As you can see from my proposal, Karrie has
fur that is light yellow in colour, which is like the
colour of the sun. On her forehead, you can see
the symbol of the North District Council, can’t
you? Also, she has a round fluffy tail.

are physically impaired after the competition,
they demonstrate sportsmanship – qualities of
persistence and determination. Also, having a
healthy diet will make us get a strong body. How
can we be healthier? Just like Karrie, we can
eat more vegetables and eat less junk food.
Finally, I hope everyone will enjoy the North
District Joint School Athletic Meet in 2020 and
like my design. Thank you!

She looks energetic, doesn’t she? She
loves doing sports especially basketball and
badminton. So, she wears a blue T-shirt and her
strong paws are holding a badminton racket and
a basketball. Besides, the pink floral pattern on
both of her cheeks and her ears can be used to
encourage athletes who feel sorrowful. As she
is a rabbit, she likes to eat vegetables and drink
water. She has a healthy diet. If you feel down,
she will comfort you immediately.
She is dynamic and energetic, isn’t she? She is
just like the athletes of the North District Joint
School Athletic Meet. Although athletes come
across hardships in training and some of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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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y Kerrie!

Poet-Tree
After Typhoon Mangkhut, the tree which was planted in our school garden 35 years ago was left
uprooted. Form three students wrote some poems reflecting their feelings about the fallen tree and
the devastation caused by the typhoon.

Our Guardian

Tree and wind

F.3D Daphne Chan
It’s long, slender arms, stretching into the blue,
always extending, growing over the decades old building,
playing the role of a guardian,
protecting the home of student’s memories.
Its large, green, faces, pressing themselves to the
windows,
always watch, observing, gazing at the students,
smiling fondly like mothers, as pupils
struggle, laugh, cry.

After the storm,
the walls still stood,
the paint still stayed,
the school is still safe,
yet,
the guardian is no longer so.
It lived across the yard,
lifeless and quiet.
Broken limbs lingered to the body,
Fallen leaves littered the ground.
Our guardian,
withers with each breeze,
fade with each ringed bell.
Farewell, our guardian,
for you may be dead,
but your stories,
legends,
history,
will not be.

I used to think tree that I see is free for me,
But when I walked along and sang my songs,
I saw a fallen, a big, a sad tree,
Now I think the tree I see is not free.
I used to think wind I’ve seen will never be mean,
But when I was bored and saw through the door,
I saw an uprooted, a strong, a lonely tree,
Now I think wind I’ve seen is very mean.

Wind blowing 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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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il one day,
they could no longer do so.
An angry storm taunted the years old building,
trying to break, destroy, ruin,
but the guardian refused to let it happen.
It stood strong,
Opened its strong arms wide,
and protected.

F. 3D Jimmy Wong

Stay with me
F.3B Yammy Yang

Tree
Everyone misses you
You like a baby
Falling in our heart
Tree
A bad guy attacked you
Made you feel sad
I cry and cry,and cry

How do you feel now?
Dear
My Destiny
A guardian an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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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 Visits- Hong Kong in Multi-colours
In November, the four F.4 classes visited different places in Hong Kong, such as Kwai Chung, Tai
Kok Tsui and Wan Chai to enhance their appreci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underprivileged people in Hong Kong. The tours helped them to learn about the restraints and
unfairness that disadvantaged groups face daily and helped them to review themselves as a global
citizen living in this cosmopolitan city.

A Visit to Subdivided Flats
F.4A Coco Mak
Last November, our class had a chance to visit
the subdivided flats in Tai Kok Tsui through the
arrangements of a social enterprise called La Violet
Education, which aims to nurture teens to become a
dreamer and push our society forward by creativity.
We went to one of the flats where a young lady and
her child live. Although the living environment is poor
and dirty, renting the flat costs more than half of her
income. This is a very heavy financial burden on her.
Therefore, she works different jobs in order to make
ends meet. Although she is receiving a subsidy from
the government, it is far from enough to cover her daily
expenses. Her son also suffers allergic rhinitis due to
the poor air quality. Her living standard is unbelievably
low but fortunately she adopts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her life.
Most families choose to live in subdivided flats because
of poverty. They cannot find a well-paid job because of
their relatively low education level. They can only get a
low-paid job, such as waiters, construction workers, etc.
Also, the short-term welfare measures can only ease
the problem a bit as the subsidies can never cover their
expenses. To make matters worse, some of them are
not free or able to work. They may need to take care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or they are physically disabled,
which forces them to rely on the subsidies from the
government. All these explain why they end up living in
subdivided flats.

Although we are
students, we can
still lend a helping
hand to those living
in subdivided flats.
For example, we
A subdivided flat
can join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and visit them to show our love and care.
It may be a small action, but I am sure that they will be
encouraged. Apart from being volunteers, we can help
to publicize the issue to the people around us in order
to raise their awareness. I believe the more the society
is aware of the problems with subdivided flats, the more
likely those living in them will be helped.
Through the visit, we have understood more about
the dark side of our society, for example, the pressing
housing problem, the neglected underprivileged, the
enormous disparity between rich and poor, etc. We
have also realized that life is not that easy. Nothing
should be taken for granted. We are blessed with a
nic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all the daily necessities we
need, but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there are people out
there who have no access to them. On the whole, it
was a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us to witness the life of
the underprivileged. It was much harsher than we had
thought. After the visit, we have learnt to treasure what
we have and stop complaining about our problems.
After all, happiness comes a lot easier when we start
being grateful.

Groundwork – A Social Enterprise
F.4B Kaley Lam
Our class 4B visited The Blue House Cluster and The
Groundwork last year. The buildings are very colourful
as they are in the colours of blue, orange and pink.
They were built in the 19th century thus It's been
here for a very long time! Moreover, the blue house
is seen as a good example of heritage conservation.
Nowadays, the cluster is a multifunctional complex
with residential units. You can find not only community
centers, but also some shops on the ground floor of th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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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the local shops in the Blue House Clusters is
The Groundwork. It is a social enterprise set up by St.
James Settlement. It was established in 2007. The shop
sells a variety of organic and handmade products and
provides services for the locals living in that area. We
visited the shopfront and attended a talk. The staff told
us about the blue house heritage and wha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Furthermore, the staff taught us how to
make peanut candy. We all made the candies together.
They were extremely tasty and we are going to try and
make them at home too.

We also went to COME hall. The COME program is a
large scale exchange platform, enabling residents to
exchange their talent, services or goods by using a time
coupon for one hour of service.
The Groundwork is a lot more than just a shop. The
organization creates jobs for grassroots families, and
on-job training to reduce their financial difficulties. Like
housewives, as they can't have a full-time job, the
organization offers them to work as a part-time shop
assistant. The housewives can then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family and work. Moreover, the organization
helped the grassroots families to gain respect and higher
self-esteem. Since the grassroots families have lowskills and low-knowledge, they may face discrimination
from others in society. However, they became equal
in this environment. There are no differences between
nobility and poverty. lf you are willing to work there, they
can accept you any time.

Besides providing jobs, The COME Hall allows
residents to exchange their talent, services or goods
by using a time coupon. If you work for 1 hour you can
get a 60-minute coupon. At the COME Hall, it doesn’t
matter who you are, where you're from, you gain what
you contribute.
All in all, the social enterprise offers a helping hand to
grassroots families and reduces their financial pressure.
People can support each other in the community and
it can build up a harmonious environment. Moreover,
the social enterprise promotes the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crafts and heritage. By selling the products,
more and more people get to know about them. The
role of social
enterprises
is to facilitate
sustainable
c o m m u n i t y A g r o u p p h o t o w i t h t h e s t a ff o f t h e
Groundwork
development.

A Visit of Sikh Temple with WEDO Global
On the 19th November, 2019, our class visited the
Ammar Mosque and Osman Ramju Sadick Islamic
Centre and Sikh temple in Wan Chai. Two cultural
ambassadors provided a walking tour for us and they
were recruited by a social enterprise called Wedo
Global.
WEDO GLOBAL is a social enterprise advocating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t was established in 2011. They
plan and arrange various multicultural workshops, local
walking tours and overseas experiential tours to offer

opportunities for participants to interact with people of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Participants could learn,
reflect on own culture and be inspired through the
process which enhances their cultural sensitivity and
global vision. Through their work, they aim to enhance
cultural understanding of local
Chinese on ethnic minorities,
so as to reduce the negative
perceptions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about ethnic A social enterpriseWEDO Global
min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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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C Karis Tang

A visit to Love Multi-Culture—Henna workshop
F.4D Stuart Lai
Do you know what a social enterprise is? It is a
business that targets at a specific social mission like
helping people in need. This time, our class visited a
social enterprise called Love Multi-Culture. It provides
handmade ethnic style products, henna workshops and
themed South Asian cultural stalls so as to maximize
South Asian women’s potentials and generate income
for their families.
When we arrived, we attended to a short talk given by a
South Asian woman and a staff member of Love MultiCulture. After listening to the introduction of Henna, we
were all distributed with some Henna and we started
drawing on our hands. Also, we chatted with some
South Asian women to find out the meanings of the
patterns. For example, rose means youth, beauty and
love while birds are a symbol of lightness. I drew a
flower on my hand which means rebirth. Then, we drew
Henna on others’ hands and surprisingly, we found that

we couldn’t wash it out. At that moment, I remembered
that a woman told us that we needed to draw carefully
since it couldn’t be washed out and it would stay on our
body for about a week. Luckily, I didn’t draw anything
ugly on my hand.
All in all, it is a fruitful and rewarding experience. After
this visit, we have gained some new concepts about
social enterprises and Henna. It was really precious to
interact and communicate with the ethnic minorities.
We knew more about the difficulties they face in Hong
Kong. For instance, the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is
inadequate. There are only few plans
regarding the ethnic minorities. They
also need to overcome the language
barrier. Therefore, as a student, we
should reduce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lend a helping hand when we
know they are in need of help.
Interviewing a
henna 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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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vourite TV Programme
F.5A Francis Chan
My favorite TV programme
is The Good Doctor. It is a
medical drama developed
by David Shore. The
main character Shaun Murphy, which is played
by Freddie Highmore, has been diagnosed
with autism. As a surgeon, he has difficulties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s.
The story begins with a meeting at St Bonaventure
hospital where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re
discussing whether they should hire Shaun as a
surgeon. Shaun finally wins his job by saving the
life of a boy at the airport. Yet, the challenge for
Shaun has just begun. Neither his team head nor

his department manager wants him to stay in the
hospital because he couldn’t communicate with
his patients and makes them really anxious. The
story develops and narrates how Shaun Murphy
becomes “The Good Doctor”
I enjoyed watching this TV drama as the plot is
entertaining. It is enjoyable to see how Shaun
creates misunderstandings with his peers and
patients. Another reason I like it is because it is
highly medically accurate. I have learnt a lot from
this program. I hope you will watch it at home too.

F.5B Gigi Poon
The television stations in Hong Kong have
produced lots of popular programmes like variety
shows, sit-coms and documentaries. Despite their
current popularity of local shows, my favourite
shows remain Korean programs. In recent years,
South Korea’s television programs have been
made very well. Korean programs are broadcast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Hong Kong is no
exception. Among all the TV shows, what I was
impressed most is called ‘Produce 101 Season 2’.
I find it fascinating and irresistible to watch.
‘Produce 101 Season 2’ is a reality show for 101
trainees. In each episode, there is a competition
of different kinds of talents like singing, dancing or
rap. It is a large-scale project which the public is
called ‘national producers’. They ‘produce’ a boy
group by choosing 11 members named Wanna
One. Trainees need to work hard to show their
strengths and let the public know them. They
can’t be sluggish; otherwise the public will think
he is ludicrous and hilarious. Also, the show
demonstrates what trainees do, including on
the stage and in the dormitory. It is exciting and
uplifting to see them work hard and be inspired.
The show was so widely believed that it
popularized the reality show in other countries.
For example, a similar show called ‘Idol Producer’
was produced in China. ‘Producer’ represented
each audience who voted for his or her favourite
trainees and finally selected nine people to
perform on stage. Therefore, the fate of the
trainees was in the hands of the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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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over, the show demonstrates that success
cannot be achieved easily without hard work.
Many young people in Hong Kong may face a
stumbling rock when chasing their dreams. It is
not easy for them to stand up against failures
and achieve success. However, watching the
show, the youth in Hong Kong were inspired to
set their goals, train hard and strive their best to
challenge a higher level of performance to achieve
their dreams. Becoming a successful person
has become less about vanity but more about
persistence, determination and humility.
I must commend the local TV stations for the
foresight in buying the rights to broadcast ‘Produce
101 Season 2’ in Hong Kong. It acts as motivation
and inspiration for young people to go to great
lengths to meet their goals. I cannot recommend
it enough, and hope that everyone will enjoy
watching this reality show.

F.5C Michelle Li
My favourite programme is World of Dance.
It was first broadcast in the USA on 11th May,
2017. It was a lead-out for the season premiere
of America’s Got Talent. We can watch it online.
I really find it a fantastic, inspiring and viral talent
show.
The TV programme was presented by Jenna
Dewan and now compered by Scott Evans.
Contestants of the show ca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fight for the final prize --- US$1000000.
They compete by dancing---whatever type of
dance. It can be hip hop, classical or urban dance.
The contestants are full of energy and showcase
skillful dance movements. Some take part in
the contest in the form of a group. A judge of an
episode remarked that every dance performance
she graded was reminiscent of why and how
much she loved dancing.

World of Dance has inspired me. I have developed
a fondness for dance. Dance is my hobby. It
carries me through sadness. I can relax myself
through dancing as it is the activity I enjoy. Having
been fascinated by World of Dance, I highly
recommend this TV programme.

F.5D Connie Lui
If you ask me what my favorite TV programme
is, I will definitely tell you that it is ‘Haikyuu!!’.
"Haikyuu" is the Japanese spelling of "volleyball”,
which is a sport that I am familiar with. Therefore,
it is exciting for me to watch this animation.
Haikyuu!! begins with the story of Shoyo Hinata,
who is desperately passionate about playing
volleyball. Also, he wants to be like his idol,
the Little Giant, who played for Karasuno High
School at the national competition when he was
an elementary student. Hinata forms a volleyball
team in his middle school.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team members, he has to practise with
his school's girls’ volleyball team. Although he is
able to participate in a volleyball tournament, his
team loses all the matches. Despite losing, Hinata
shows great enthusiasm to his dream. He never
gives up during the matches.
After that, Hinata enters Karasuno High School.
Joining the school volleyball team, he meets
Tobio Kageyama, who calls himself "The King
of the Court". He is a genius setter but he is
largely uncooperative. After a lot of trainings, they
become the best partner in the team. The anime
is then focused on the struggles of the Karasuno

Volleyball team and their dreams of playing the
national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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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of Dance has won a wide audience. Now its
audience rating has reached nine million viewers.
For many viewers, they watch the show because
the contestants are their idols. Examples of these

celebrity contestants
included Kinjaz. Kinjaz
is a dance crew. They
dance marvelously and
they also encourage
people to work hard with their achievements as
a proof of “Practice makes perfect”. Some other
dancers who took part in the show have achieved
fame for for embodying different emotions through
their dance movements. World of Dance serves as
a platform for dancers from various backgrounds
to express themselves. With time, more and more
viewers have not only found the programme
entertaining but have learnt to appreciate the
contestants’ passion for dance.

I think this animation is inspiring for many Hong
Kong volleyball players. The main character
Shoyo Hinata is very short. Being one of the
volleyball team's middle blocker, he should be
tall. However, he has a cheerful and energetic
personality. He is determined and persistent to
improve his ability and skills. Finally, he becomes
a successful middle blocker and many coaches
praise him. Like Hinata, the volleyball players in
Hong Kong aren't tall either. However, the story
of Hinata inspires them not to give up easily just
because they are not as tall as the players in other
countries. They should always remember what
Hinata says--"I am small, but I can jump!". With
the determination and passion in volleyball, they
can also become remarkable and outstanding
volleyball players in the world.
Haikyuu!! is one of the best sports
animations, if not the best. It is
definitely worth watching so do not
hesitate to search from the Internet
and enjoy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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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張

月

吳夢琦

盧碧晴

趙希敏

涂栩志

莊淑盈

梁天雪

曹禕蕊

黃欣彤

黃明悅

簡佩芝老師

洪韻希

陳卓琳

莊瑋賢

歐忻桓

楊浩林

1A的小確幸在哪？它就在1A同學的身邊。

文泳誼

李成希

吳嘉喬

黃薇靜

梁琬其

李美慧

陳婉宜

許志軒老師

王銘慶

張鑫鵬

何曉志

蕭赫慶

黃寶陞

簡啟軒

羅梓聰

黃宇軒

何芷欣

廖懿淳

鄧珮盈

1A的小確幸

【學校旅行日】
秋高氣爽，1A的同學們歡天喜地地開始了中學生涯的第一次學校旅行，三五成群，你拿食物，我拿用具，美
景、美食、美好的心情……面對班際跳大繩比賽，全力以赴、積極合作，拿下了亞軍。感恩新的學習環境中有了
和善的老師、友好的同學，讓1A擁有了輕鬆又自在的心情。
【聖誕聯歡會】
簡老師的鹵水雞翅、薇薇同學帶來的雪花酥、曉志同學爸爸弄的意大利麺……各組精心準備的美味食物，令
人垂涎三尺之餘，也令路過的其他班同學露出了羨慕的小眼神。 搶凳子、猜歌名、表演……歌聲雖然雜亂無章，
但那投入的表情是如此真實而搞笑，由正副班主任那意想不到的表情，可見1A給了他們挺大的「驚喜」。
【中國文化週】
秦始皇、還珠格格、玄奘……都比不過咱們的許老師，你看他一身龍袍、氣宇軒昂、玉樹臨風、威風凜
凜……最重要的是深得「民心」，看到擁戴他的那群笑意盈盈的1A「粉絲」了嗎
1A班的小確幸是什麼？那是一種由內而外的滿足，那是一種不經意的感動，那是一種永恆真摯的付出，那是
一種令人驚喜的發現……1A找到了自己的小確幸，並且把它實實在在地握在了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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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利

朗

謝蹬魁

鄺

倪樂欣

黃泳蕎

何思蔚

陳紫琪

洪慧慈

許婧敏

高子淇

左

彭敏嘉

黃柏皓
胡睿雯

傅文皓

胡杏兒

孫啓畯

彭昱源

吳

凡

劉令怡

鄭海泉老師

陳泳鋒

吳小杰

蘇梓昀

雷浩彥

黃雅靖

王秀貞老師

任倩儀

嚴

鈺

朱駱綺

陳思樺

文泳欣

郭梓儀

那一天，那一刻
大家都期待著迎來穿便服的那一天，可以穿便服來學校的時候，激動之情可想而知。

生活點滴

侯盈禧

陸錦雯

那一天，是聖誕聯歡會。
大家圍著一個大圈，也獲得了一個額外的福利
之後，便開始了第一個活動

搶椅子。這是所有人童年的回憶，大家都玩的很開心，輸了要懲罰唱歌

跳舞呢！最後，我們進行了一個很溫馨的活動
我們全班連在了一起

和自己想的人坐在一起。我們先吃東西，吃飽了

KTV點唱。雖然一開始大家都各點各的，但有一首歌把

童話。大家嘴裡都唱著這首耳熟能詳的歌，身體跟著旋律搖擺，場面真的十分

溫馨。
雖然只有兩個簡單的活動，但……
那一刻，我知道到了這一定會是我們1B班的童話。來，一起撰寫我們的童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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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劉熙媛

歐卓琳

曾佳怡

黃展威

傅瀞漩

曾靜兒

張宇軒

馮筠蒨

蔡富盈

吉家駿

方嘉恩

陳羨怡

穆俊龍

于莉淼

梁家嘉

陳奕斌

盧嘉穎

余張珮珊老師

蘇致丞

陳榆婷

陳茁銘

鄉欣樺

費黃灝銘老師

我們的專屬回憶
不知不覺我們已經升上了中學，在2018年9月3日
的這一天，我們都懵懵懂懂的進入這間學校。剛進教室
的我們沒有人敢亂動，只瞪著好奇的大眼睛到處看，慢
慢的我們調皮好動的性格終於表現出來了，而我們班的
感情也越來越好。
回想第一次的聖誕聯歡會，我們設計了很多遊戲，
其中最深刻是那考驗我們1C的默契的「畫圖猜字」。每
當有人舉手回答時，同學們都互相猜測，心裡想著：他
到底會不會答錯呢？可是我們還是通過了這「測試」。
上課時，總有同學會找老師說錯的地方，惹得我們哈哈
大笑。我們所發生的一點一滴，都會留在所有1C同學的
心中，無法忘懷，這是屬於我們1C獨一無二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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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舒傑

林若希

張宇恒

江

文子欣

喆

滑子豐

石嘉怡

何敏慈

李承朗

馬可欣

羅佳靜

鄺展鋒

1D

金文睿

魏可欣

鄭雨葇
廖海彤

何家霖

洪子妙
陳樂兒

陳兆朗

區悅庭
黎文茵

楊

劉瑞興
琳

馬思洛

歐嘉輝

蕭穎枝

黃梓修

曾雅雯

朱海倫老師

黃

莊敏怡

葉銘熙老師

昊

曾宇澄

柯杏霖
梁嘉倬

陳穎希

周芷昕
李俊熹

李雪欣

潘巧瑶
吳京岸

袁添麗

陳樂怡
梁恩臨

莊殷言

旅行中的歡聲笑語
今年是我們第一年的中學生活，大家從開始互不熟悉，到現在越來越有默契，真是讓人感慨。

生活點滴

黃凱祺

而最深刻的便是我們第一次的集體旅行！
我們並不參與燒烤而是野餐，所以每人都準備了不同的食物。當天我們在下了車後，大家在找到椅
子後，便拿出自備的食物。同學們會聚在一起拍照、吃零食或和同學玩遊戲。但不管他們在做什麼，不
變的是同學之間那股和諧的氣氛。
到了中午，我們更參加了班際活動，跳大繩比賽！我們派了班中運動能力較好的同學去參賽。大家
都希望能勇奪冠軍，全都盡力去練習。雖然結果未能如意，但我覺得過程中的歡樂比結果更重要呢！
雖然那天過去了，但我們還念念不忘大家在一起玩樂時的歡聲笑語。

81

1E

莊永妍

林雅安

李兆昇

黃秋寧

吳汶瑤

洪子賢

張可暶

陳雪雯

余智銘

鄧婧瑤

陳芷彤

劉家俊

陳姵瑩

李永晴

朱漢煊

羅意安

陳曉東

鄧卓盈

蘇梁慰慈老師

張潤東

李泳希

廖嘉理老師

李德望

楊子懿

鄺晉羲

曾

曾睿倫
樂

劉銘遠

曾奕馨

黃斯朗

譚傲智

陳樂瑤

黃詠彤

陳栢滔

莊穎珊

嘿！還記得嗎？
若你問，1E班是一個怎麼樣的存在，想必我也不能準確地回答。但我卻可以確切地說：“我們就像冬天溫暖
的熱可可，即使在冬天也可以讓你感到如夏天般的溫暖。”
清風徐來，陣陣花香。回憶就像樹葉紮根一般深深印在我們的腦海之中，永不泯滅。
嘿！還記得嗎？我們時常在玩鬧之時，突然寂靜，相視一眼，然後開懷大笑；
嘿！還記得嗎？我們時常在午息時，或是圍在一堆，聊天聊得熱火朝天，或是玩些小遊戲；
嘿！還記得嗎？聖誕聯歡會時，我們玩著抓人，看著抓人的人抱在一起，被逗得忍俊不禁；
嘿！還記得嗎？看著平時低調的男同學，跳街舞時一鳴驚人時的樣子，我們驚訝得目瞪口呆；
嘿！還記得嗎？去野餐時，我們第一次燒棉花糖，看著燒黑的棉花糖，相視而笑；
嘿！還記得嗎？參加英語唱歌比賽時，從一開始的散漫，到最後的團結以及吃著勝利品，有說有笑的走在大
街上；
嘿！還記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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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伍穎茵

吳金美

呂可欣
蘇詠穎

顏子越

廖心怡
易詠茹

陳家礎

陳慧桐
蘇曉晴

鄧鑽基

盧穎琳
郭凱靖

賴信文

朱恩熲

謝承澤

徐嘉儀

杜慧儀老師

鄭

賴樞暻
怡

黃俊浩老師

麥靖峰

陳慧怡
彭俊賢

連麗瑶

鍾美儀
林良曦

李梓穎

張靖柔
鄒子奇

白文勵

嚴嘉妮
葉盛文

胡玳菱

真實的2A

「不錯，真安靜！不愧是2A班」，當值的老師不禁贊歎道。每次聽到老師這樣說，坐在教室後排的

生活點滴

劉嘉欣

我們都不禁暗笑，嘰嘰喳喳地交頭接耳，再告訴老師：「只是假象而已！」。
沒錯！2A並不是平常人想像的處事認真，熱愛學習，認真上課。事實上，我們是很活潑的一班。
上課時的我們也喜歡閒聊，喜歡畫畫，喜歡做作業。
小息時的我們會在小賣部大快朵頤，在走廊嬉戲玩耍，在籃球場打球作樂。
放學後，我們有的成了流浪者，決不在家裡呆著；有的則成為了一條鹹魚，在家對著電腦，手機，
或者躺在床上無所事事。
也正因如此，我們彼此之間不會有隔膜。大家遇上困難時互相幫助，失落時互相安慰，面對挫敗時
互相鼓勵。
感謝2A讓我在繁重的學業中讓我有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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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曾傲頤

李敏莉

鄭熙曈

黃雅琦

施丹媛

吳穎嬌

粟靜兒

嚴匡琪

張栢銘

勞惠琛

梁逸童

林上曦

莊俊芳

陳映彤

吳誠熙

龔倩澄

朱秀娟老師

石浩賢

石佩誼

羅沛麒

莫藝霖

衞承釗老師

陳冠霖

黃梓欣

馬浩翔

李

程

林佩嶢

崔浩然

李紫鑫

鄭宇姿

劉俊豪

鄭心怡

蔣樂怡

曾家昊

友共情
友情，不是水，喝盡了就不存在；友情，不是彩虹，天晴後就消失。友情是珍藏的老酒，愈久愈
香醇。我們2B班的友誼就在日復日的相處下，越繫越牢，歡聲笑語不絕。
還記得春節假前的流感高峰期，很多同學都患了感冒，病後回校時對功課和課程都有甚多不解的
地方，慶幸的是同學們都願意遞出一把把‘友情傘’，用心詳細地為他們講解疑難，同心而共濟，始
終如一。
還記得成長營中的點點滴滴，絲絲縷縷，我們每個人都願為需要幫助的對方伸出援手，而我們也
在共渡患難的過程中學會了承擔和責任。
這就是我們的友情，就算雨停了，撐著友情傘的手依舊還在，且堅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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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

沈靖閔

盧遠宜
盧卓旻

張子淇

袁詠琳
甄家浩

何婥瑩

鄭育之
林健中

羅緻鎂

盧茵茵
卓耀祖

歐凱瑩

文綺虹
景駿羲

冼寶琪老師

樊

蓉

曾啟明

楊樂怡
陳穎霖

黃嘉敏老師

孫詠琳
黃世宇

黃曜明

鄭嘉妍
陳

張志豪

尉

張

甜

岑穎然

彭亦朗

張樂欣
鄭心慧

周健龍

非一般的2C班
為什麼科學課總是異常寧靜？為什麼班主任總愛調侃學生？為什麼副班的眼神能殺人？——因為2C

生活點滴

邵凱琦

從來都非一般。
時間帶來微妙的關係，也令我們對成長營越發期待。在營中，大家幹勁十足，作為做體能最多的一
班，終於顯露出該有的鬥志，慢慢露出鋒芒。
值得高興的是，在第二天中我們一直名列前茅。可平坦的路途不長，在「鼻點球」中進度開始緩慢
起來。KM連連搖頭，士氣大減。這時有同學喊了聲「加油！」，大家才變得活躍，燃起了鬥志，第一次
的成功終於來到了。我們成功將「重量級選手」托上去，隨之而來的是一陣陣歡呼聲。後面的過程也越
來越順利，耳邊總有一句句打氣聲和關心同學的話語，感到無限的暖意......
KM後來笑著說，我們是最快完成的一班。先是驚訝，後是喜悅，連Miss Sin也難以置信。而這時有
位同學道「因為我們是一班人啊！」
對呀，我們可是非一般的一班人，那班在跑圈時有人主動喊「2C OSH」的一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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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陳芷晴

何靜宜

梁雅曼

譚思韻

潘海瑤

鍾智軒

陳奕瞳

何卓翹

李皓文

劉冠妙

李韻欣

陳韋羽

陳凱怡

林紫珊

嚴健彰

林文淇

李瑞雲老師

林振榮

招敏芝

馮焌濤

李詠珊

陳偉明老師

陳駿煒

何曉彤

黎俊豪

王蘇安慈

何汶靖

馬浩森

呂悅雯

鄧嘉泳

王業鋒

江凱程

劉庫宏

一步一步成長
成長，是一個人的必經過程。而成長營那一段記憶猶新的回憶，始終刻在我的腦海裡。
十二月的風不冷，微風送爽，舒適無比。這個時候，我們正做著各式各樣的任務和挑戰，寫出忍俊
不禁的英文版木蘭辭，踏過難捱的石卵路，玩過令人一頭霧水的解鎖遊戲。
而最具合作意義正是‘鼻掂波’。有些同學在下方用手，托住要上升的同學的腳，而周圍的同學則
用手形成保護傘，保護著上升的同學。看見被鞋子踩得烏黑骯髒的手，同學們在上面留下一個又一個足
印，而手的主人們滿不在乎，卻因為讓同學們順利完成任務，咧嘴露出滿意的微笑。這樣的無私付出，
不正是成長嗎？
一步一步，一年一年，時間如白駒過隙，稍縱即逝。而留下的，是逐漸成長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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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黃穎琳

劉家瑜

邱俊泓
劉蕊妍

陳寶鳳

樊建榮
張穎琳

彭楚涵

鄭皓然
梁詠嘉

劉賜穎

彭欽蓬
鄺樂怡

黎年哼
莊凱嵐

王詩慧老師

梁偉文
蔡慧瑩

歐陽偉賢老師

何浩銘
來熙蕾

李哲瀚

溫愉愷
吳穎珊

郭家燁

何俊羲
郭澤瑤

王澤軒

歐倚僮
何月兒

鄭焯賢

噓—我們的小秘密
3A究竟是一個甚麼樣的班別？

生活點滴

林芷瑩

歐陽老師是大家的“熟客”，他細心教導，只要同學做錯事情，便會讓同學作出自我反思及向相關
人士交待。而今年我們的副班主任王老師，她對待我們就像朋友一樣，讓我們能在歡聲笑語中學習。當
然，其實她同樣可愛呢！
半年來，大家共同經歷了一次郊遊燒烤和聖誕聯歡會。燒烤當天天氣很熱，但是大家依然沒有停止
對燒烤的熱情。一天下來，多多少少經歷了一些美好或不美好的時光：美好或是你們的燒烤爐在陰涼
處，而不美好——大概是食物烤焦了……聖誕聯歡會時，我們大家坐在一起看電影，電影情節使我們不
禁發笑。
電影常常能跟朋友看，可是卻很少機會能全班一起看吧。
3A究竟是一個甚麼樣的班別呢？
噓，我們心裏有個共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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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李安怡

廖仟蕙

陳怡靜

龔婉盈

吳小園

賴蔚翎

吳天穎

陳海蕙

邢洛溵

鄺巧琪老師

陳淑瑩

梁宛琪

李建能

余淇楓

曾浩峰

黃依紅

楊裕晴

楊學錡

彭卓藍

李穎兒

顏秀華

屈衞邦老師

林子謙

姚嘉霖

傅嘉華

吳家傑

李卓恒

莫文智

朱普政

莊恩韋

簡仲茹

吳詠芯

平淡而充實的一年
曾經的3B於我而言，只是很平庸很普通的一班，或許它在我中學生涯留下的回憶少之又少……
但是自從那一次，我們班有好幾位同學都遺失了東西，當老師問到有多少人認為不是我們班同學的
所為時，有大半班的同學舉起了手，那一刻的暖心不禁湧上心頭，或許只是大家一個小動作，卻令我對
3B改觀。儘管有些同學臉上更多的是疑惑和不確定，但無可否認的是這便是信任。這絕對不是理所當然
的信任，而是因為經過這段時間相處後對3B同學的認識，對3B同學品格的肯定。
或許在其他人眼中，3B的成績和學習氣氛一般，但是我們之間的信任絕對不比其他班弱，3B其實是
很有愛的一班呢！還記得鄺老師說過：「是緣份讓31位同學聚首於此，中四大家便要各散東西，希望大
家珍惜剩餘的相處時間。」3B班沒有電視劇跌宕起伏的經歷，但希望多年大家還記得有一個班，有一個
家，它叫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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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

詹蔚駿

何穎希
曾銘康

丘海霖

林芷晴
梁嘉桁

鍾兆菱

苗嘉琦
劉永信

林泳珊

•

519天的日子

李

顏嘉怡

風雨飄搖
一年半的時間

洪廷欣

•

燊

許諾瑜
周兆軒

林翠雯老師

梁若楠
張駿豪

何子柔
朱錦堂

聶順昌老師

黃雪婷
周子俊

陳嘉宇

簡希蓓
彭梓粵

謝宗穎

勿忘初衷
12456小時。

王嘉卉
何家寶

梁俊源

庄敏怡
鄧正彥

羅家熹

生活點滴

廖倩桐

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卻足以讓我們由一盤散沙，變成真正的一
班，甚至是一個家。或許我們並不完美，或許我們並不是大家眼中所稱
職的好學生，甚至曾發生很多的事，讓大家之間的關係惡化。但我們卻
很幸運，可以有一個用心良苦的班主任Nip sir，謝謝你一直以來的包容
及體諒，是你讓我們變得團結一致，鼓起勇氣繼續向前。同時亦很感激
我們的副班 Miss Lam, 謝謝你在平日中給予我們各種意見，更讓我們明
白很多人生道理。
十分感謝你們讓在人生路上迷惘的我們，找到正確的方向。
真的很慶幸有這個緣份，讓我們有機會由最初的一群陌生人成了現
在獨一無二的3C，願我們能繼續一同進步，成為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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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傅嘉雯
何家誼

譚善珩

許藝丹

洪峻樺

陳晉杰

黃逸朗

溫凱茵

沈可嵐

劉雯楠

連愷熙

杜倩勤老師

何恭誼

陳婉瑩

鄧慧思

許梓淇

李蓁兒

劉焙康

陳松鈺

鄧天睿

香浚泓

葉芷如

王紫筠

彭展程老師

周樂樺

李傲民

戴唯一

陳家宏

林靜怡

王蘊兒

賴咏希

張翰詩

歐嘉惠

蔡碧儀

陳晞睿
曹芷盈

Breaking Walls

In a blink of an eye, it has been almost two years since I joined this class, I remember when
everyone was so unfamiliar with each other and awkwardness often lingered in conversations.
Though wherever there are people, there is happiness. After everyone has settled in, the unease
disappeared. Our memories were also filled with joy.
This year, we joined an English singing contest as a class. To some people, singing isn’t as easy
since we have different talents and specialties; everyone was obviously a little shy. To make the
performance less bland, we decided to let a boy play the role of the main female character. This
amusing decision broke the invisible walls between all of us. Everyone started to enjoy themselves
more under this simple and enjoyable environment.
Apart from our numerous practices in the classroom, the most special one was on our school
trip. We sacrificed our time of relaxing and playing games to rehearse the song. I recalled that
there were students from other schools present, but the whole class was so devoted that all the
embarrassment was forgotten. As predicted, we got a remarkable result from the performance.
Without a doubt, the best reward wasn’t the certificate or the prizes, but our wonderful,
delightful mem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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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董佩婷

陳珈倩

黃卓琳

雷

曾凱瀅

潘夢茵

熊巧晴

林芷蔚

麥馨紫藝

莊綺莉

黃惠恩

勇

劉曉楠

歐子謙

王寶盈

許柏濠

賴杰嶙

紀天葦

李曉婷

衛綽妍

蘇育瑤

鄭栢軒老師

馮卓賢

馮曉樂

吳晉碩

張顯樂

嚴楚喬

劉曉薇老師

彭卓妍

葉嘉珈

張卓羚

林紫蕾

褚凱翹

鄭曉琳

黃子成

四甲班的隱身天使
四甲班創造了許多美好的回憶，秋季旅行、聖誕聯歡會等活動都是快樂的記憶，但Secret Angel似乎

生活點滴

張樂宜

吳嘉雪

更能代表我們班，這遊戲大概成了我們班的傳統。
Secret Angel這個遊戲的玩法很簡單，每個人都成為別人的隱身天使，暗暗為自己守護的人送上溫
暖：有時候，桌面會張貼了幾張便利貼，上面寫著打氣的字句；有時候，桌上出現一兩顆糖果，為生活
加添一點甜；有時候，自己丟下的東西，會整整齊齊地出現在座位上。這些微小但溫暖的舉動，舒緩了
我們的學業壓力，拉近了我們班內每一位成員的距離，更讓校園生活充滿趣味。
各位隱身天使的窩心舉動，相信在同學心中留下一道道的痕跡。未來的日子，期望我們班每一位隱
身天使繼續守護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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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藍樂誼

鍾

慧

楊

靜

陳囿霖

羅家鈺

邢琬峰

徐穎妍

馬安生

羅煒心
何依潼

胡子傑

胡秀菲
楊詠恩

李銘淳

卓伊熙

周錦鴻

郭晴紅

區政廉老師

翟孝華

謝賀而

甄振強老師

張昊斌

何潔雯
蔡家傑

葉希瞳

劉浠霖
黃

愉

王子蘭

張彩婷
葉浩天

余凱欣

陳咏芯
李天恩

三十三粒沙子
經過了各種選擇，越過了重重試驗，神奇的緣分，使三十三粒獨一無二的沙子聚在一起，形成了一
個充滿歡聲笑語的4B大家庭。
剛開學時，面對一個個新面孔的同學不免有些生疏，充滿樂趣的學校旅行，抑或是獨具創意的壁報
比賽，都拉近了我們之間的距離，冷冰冰的課室逐漸升溫，如今，默契已然悄無聲息地環繞著我們。
中文課時，中文老師總是與我們展示她「優秀卓越」的普通話，引得同學哈哈大笑，不知不覺間將
孔子、孟子等拋諸腦後；英文課時，老師經常因為我們的丟三落四而苦惱不已，即使我們十分愧疚，但
要相信同學們衹是因為太過於沉迷學習而已……
還有許許多多的回憶來不及娓娓道來，但這顆由三十三粒沙子組成的鑽石，將繼續大放異彩。
接下來的日子，還請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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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

沈

盈

多吉雪羚
林彥彤

蘇倩瑩

溫梓和

黃梓晴

鄧芷瑩

何騏安

湯詠儀

鄭潔雅

胡家皓

楊

梁愷珊

穎

湯健誠

任

菲

周淑娟老師

金子豐

劉佩玲

張仲鴻

李希雯

余少華老師

歐雨奇

葉欣彤

盧基立

張栩浩

鍾欣桐

羅璟達

朱欣欣

麥梓晴

黃宇軒

黃可儀

鄧美希

石浩朗

4C齊熟絡

眨眼間又是扮熟的一年，我們班聚首一堂，由一開始的陌生，變得熟悉。還記學校旅行日的時

生活點滴

尤靖瑤

候，同學們尚未熟悉，大家都不約而同的掛著靦腆的笑容低頭吃著食物。但當我們穿起酒紅的班衫肩
靠肩站在一塊兒拍團體照時，我突然意識到原來我們是一體的，扮熟的日子就如此地開始了。後來的
聖誕聯歡時，同學們早已打成一片，害羞陌生不復再，只餘下課室傳來如銀鈴般的笑聲。但當考試來
臨時，同學們嘴上常掛著的笑容又短暫地消失了，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雖然嘴上說著不想溫習，但
為了與同學們下一年繼續相伴，所以仍拿起書本搖頭晃腦地背起來。這就是4C，既有苦與樂，但我們
都願意結伴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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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

李家君

郭富榮

高浚諺

莊曉琳

吳梓菁

梁奕熙

陳樂瑤

王曼沁

馮永基

譚靖雯

郭采琳

鄺凱俊

蘇珈琳

張滿彤

鄭權宏

邱芷昕

柳俊安老師

陳景揚

鍾卓悠

何振華

葉愷申

張國顯老師

黃銘傑

鄧雅名

畢駿禧

李梽榕

施希雅

顏智霖

鄧明輝

陳思維

鄭子宜

梁斌豪

尹子晞

黎文杰

瘋狂的大家庭
4D班是由F.3不同的班別，不同性格，不同興趣的同學組成的新家庭，當然還有我們有趣的班主任和
副班主任。
我們可能在之前互不認識但卻在這一班中變得熟悉起來。記得在聖誕聯歡會中，玩遊戲玩得十分瘋
狂的同學們，在一旁笑意盈盈地看著我們的副班主任，還有陪我們一起瘋狂的班主任，每一個人的身影
都牢牢記在我們的心裏。4D班包容著好多各式各樣的人，有為我們帶來歡樂的搞笑分子，有樂於助人
的，有沉靜寡言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一面。
可能正是因為由這些人組成的大家庭，才造就了我們在班上這瘋狂、有趣、開心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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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陳詠詩

廖嘉雯

黃晞茹
鍾雪妍

何娉穎

黃詩晴
胡詠欣

鄧明陽

尹詩敏
蘇美雲

劉愷豐

劉芷琪
麥嘉慧

陳耀聰

鄧卓妍

陳健俊

蔡宛真

黃麗明老師

陳宇揚

葉心怡

李慧君老師

江凱琳

謝明依

昊

智

廖廷茵
蔡

羅詠歐
林

陳家羚

鄭蘊姿
李海軒

陳雅娟

關樂宜
李栢鴻

林倩瑩

奔赴文憑試的日子
以為距離文憑試還有漫長的歲月，怎料時間在我們玩笑間不動聲色地離去，只剩一年就到我們迎戰

生活點滴

張穎怡

了，大家依舊每天匆忙地拖著疲倦的身軀爬上4層樓。走進課室，全都是我們班的點滴，有愁有頹有爭
吵，卻還是笑面如初。運動會的熱血、英文歌唱比賽時令人摸不著頭腦的叫囂、聖誕聯歡的「騎呢」禮
物、刺激的「抽籤」派位、百搭的「不太開心但我還好啊」，當然不少得的是國顯老師的爛笑話。記得
有次同學要求加紙，「這裡又不是加拿大，為何要加紙？」他托著鼻樑上的眼鏡說道，從他口中而出的
總讓人大笑又無奈。這些「漸漸漸漸」成為回憶，悄然逝去。感激一直扶持我們的黃麗明老師和李慧君
老師，總是給我們不少的提點及建議，主動關心在座每一位，辛苦您們了！
未來的日子，望大家都能向著目標進發，當你累了、倦了的時候，記住我們永遠都在旅程的路上，
沒有歸途，只有奔赴。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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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何倩婷

陳芷甄

潘姿穎

鄒嘉蕾
李穎婷

劉雅宜

林宇辰
蔡俊芬

洪少鏞

吳兆駿
宋若渝

莊一秀老師

林綽楠
陳卓藍

陳子駿
張潔妮

黃志新老師

溫凱晴
吳詠琳

萬智希

石朗晴

譚允捷

勞浩然

黃鎮鴻

Our Good Tim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Woooh ohohoh~」

回想當初，得悉有英文歌唱比賽，就隨意問一下要不要全班一起參加，希望能留下美好的回憶，沒
想到大家一下子就答應了。
起初看見大家都尷尷尬尬，選了一首興奮歌曲卻興奮不來。雖是為了回憶，但總希望可以不顧面子
地在台上演出，表演最真摯的自己。
但到後來正式比賽，看到大家都嚴陣以待，努力準備，真的無限感激。
感謝大家如此認真看待比賽，而最後亦演出成功，更得到評判歡心，獲得我最喜愛的獎項。
我們這一班，總能融洽地相處。感激5B的你、我、他、她，就讓我們繼續享受餘下的Good Time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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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

馬君珩

劉淇瑋

蘇樺昇

石沛霖

黃婉琪

林沛珊

方培琼老師

羅穎芝

王琬彤

李蕙汶

鄒嘉鴻

李守康

陳嘉竣

盧健益

黃雯琳

胡曉頤

郭廷豐老師

譚正川

李承軒

李文軒

鄧碧琪

盧樂澄

李書妍

趙頌瑤

彭𤦸賢

李穎謙

滑稽的聖誕聯歡會
今年我們班的聖誕聯歡會簡直是既刺激又好笑。

生活點滴

潘穎怡

吳欣桐

班會幹事為聯歡會凖備了一個遊戲，規則如下：同學們坐成一個圓圈，一個接一個地傳遞隨時被遊戲裝置刺
爆的氣球，過程中有相應的題目，要先回答問題才能傳給下一個，氣球在手中被刺爆的人要接受懲罰。
大家都很恐懼氣球在自己手中爆炸，每一個人接到氣球後都表現得驚惶失措，表情猙獰，一些膽小如鼠的同
學在接到氣球後，更加緊張得直接扔在地上，場面相當滑稽可笑。
不幸輸掉的同學要接受大家提議的懲罰，包括跳形體操，掌上壓和唱歌。一位強壯的男同學對掌上壓這種他
易如反掌的懲罰不屑一顧，在大家的呼喚下跳起形體操來，由於他的樣子十分俊俏，人稱「大帥哥」，深得大家
喜愛，大家不禁為之歡呼。另一位平時看起來天真瀾漫，清純可人的女同學，在接受掌上壓的懲罰時，展現出她
強勁的臂彎，輕輕鬆鬆幾十下不在話下，讓不少男同學汗顔，自愧不如。更有女同學藉懲罰一展歌喉，令人懷疑
她是否故意輸掉遊戲，借機表演。
這次的聖誕聯歡會，大家都其樂融融，樂在其中。經過此次活動，我們5C班的感情越加深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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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

張慧敏
陳泳蒑

張淑儀

梁爾雅

陸皓程

廖承添

駱朗鋒

巫凱燕

蘇曉琳

李梓程

劉

黃永康老師

梁宝兒

郭晞瑜

雷穎詩

楊淽晴
軒

袁曉晴

陳堯舜

呂仲軒

郭正謙

劉穎廉

邵卓詠

蘇希澄

周建華老師

曾紹匡

蔡子涵

黃來澤

梁浩天

孫葦芝

彭詩雅

謝嘉慧

周楚越

杜潤芳

朱珈潁

胡嘉茵
劉展銘

5D班的三大特色

我們班第一大特色必定是WhatsApp貼圖，自從有了這個功能後，同學就開始將一些特別的照片製成
貼圖，在班群中「洗版」，內容和角色非常豐富，包括：總是無辜躺槍的Bil同學、陳sir身穿和尚袈裟、
周sir示範標準的求救動作……這些都是會流芳百世的佳作。
而第二大特色就是模仿遊戲，班中每位同學都熟練掌握模仿周sir的秘訣：將每一個字加上濃厚的鼻
音，再說出一句經典名言：「上堂啦同學∼」而我們就是這樣，樂此不疲地在班中每日上演這個場景。
説到第三個特色，想必就是壁報版，亦是我們班的象徵之一。壁報版上是一個人奮力攀登雪山的場

景，象徵着「Good to Great」的精神，亦見證着我們像攀爬雪山一樣，從不滿足於現時的高度，誓要登
頂摘下星星——文憑試中的5**
是啊，餘下的日子已經不多了，還有一年的時間，我們就要面對文憑
試，面對分離的日子，面對社會的風浪。不過最重要的是享受和珍惜現在
的時光，為青春留下最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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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張家晴

周嘉健

吳國城

李芷欣

鄧傑文

劉婉婷
何紫清

洪展灝

裴曼荍
林珮如

余少華老師

黃景渝

馬婷婷
鄭雪妍

譚星亮老師

孔諾希

吳晶晶
黃嘉琦

李洛慇

孟穎宜
鄧湲恩

徐嘉慧老師

梁呂芝

吳婉華
張樂怡

李瑞雲老師

陳雪琪
葉坤寧

曾徐楚寧

潘嘉儀

張海妍

6A基因

每個人體內，都有愛出風頭的基因。小學生炫耀100分的數學考試卷、中學生炫耀學界羽毛球的單打

生活點滴

馮曉彤

高碧君

冠軍、大學生炫耀名牌公司寄來的聘用信。從小到大，我們都很努力，因為我們都在尋找那炫耀的機會。
而值得6A炫耀的，就是那29顆心。
那31顆的心會在課堂小測當日的「不同時段」一起「盲衝」，見著同學都跟自己一樣不斷虐待自己大
腦，見著同學都陪自己一起對學習咬牙切齒時，痛苦頓覺不再，反而有一種莫名奇妙的窩心。
那31顆的心會在比賽的當天團結起來，任何時候
大家都會提供最適切的支援，協助。一上到比賽場
地上，聽見同學的打氣聲音，緊張的心情不再，反
而信心會突然高漲，心情亦會瞬間放鬆。
那31顆心會在上課的途中凝聚起來，一個鴉雀無
聲的班房，只要老師的一個發問，頓時便會熱鬧起
來，大家都會紛紛開始討論問題及答案。老師會突
然被同學的反應嚇到，但之後亦會笑著面對同學，
整個課堂陷入一個溫暖的狀態。
6A匯聚了上一年不同班別的人，大家有不同的
性格及特點，最後便打造了我們這一班

我們是

6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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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李虹赬

李英瑋

張家熙

柯文敏

姚宇航

吳匡翹

黃芷欣

陳浩賢

劉仲奇

廖雅然

李柏衞

黃希彤

方張麗儀老師

年復一年，日復一日，
彈指之間送去了一屆屆畢業生，又迎來了稚嫩的新面孔。

這六年的生活真的很短暫，
紙墨記載了我們的進步，
照片見證了我們的成長，
由衷感恩老師的培育，同學的陪伴。
畢業在即，待明年夏天，
教室裡依舊熱鬧，
只可惜不再是在座的我們。
畢業快樂，一路順風！

100

吳泳瑤

胡

廖玉瑩

徐王潔霞老師

畢業

眼下，距離屬於我們的畢業禮亦將提上日程。

陳浩銓

璇

莫藹藍

熊婷玉

潘曉彤

鄧海娜

凌云冬

6C

陳悅庭

麥尚賢

賴卓蕎

何棨智

鄧偉謙
關詠方

張儆樂

曾永熙
馮濼潁

譚俊文

徐嘉慧老師

袁靜儀

盧家俊
張芷瑜

王卓玲老師

黃可兒
王靖汶

符艷娟老師

廖笳淇

繆嘉欣

陳諾琳

何詠嘉

六年情
一年又一年過去了，轉眼間我們從剛剛入讀的中一新生蛻變為一個又一個稍微成熟的中六學生，雖説未必

生活點滴

姚明辰

溫嘉愉

曾一起同班六年，但同學們或多或少都一起相處了接近六年，很感謝學校能讓我們相識相處。
臨近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同學們的壓力日漸增加，雖說相處的氣氛如以往般和諧友愛，但亦變得漸漸壓
迫。不少同學亦因爲臨近考試的壓力太大而有著很多負面的想法。班主任王老師看著我們面臨龐大的壓力，特
意邀請了社工來與我們玩一些輕鬆的小遊戲，來為我們舒緩壓力。我們的副班主任兼中文科符老師以及英文
科杜老師亦經常以輕鬆活潑的教學方式，讓我們上課的氣氛不會那麽沉重。而數學科甄老師和通識科徐老師亦
給予一些基本練習，讓我們鞏固所有知識。很感謝所有老師對我們的用心栽培，亦很感謝他們讓我們能振作起
來，重拾學習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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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

馮竟晴

張家睿

何伊朗

黃天慧
阮浩仟

鄭海村

游俊旋
鄧治霖

尹商任

廖靖茵

李釗騏

廖思怡

謝麗瓊老師

肖琛文

許樂怡

袁少蓮老師

曾琳婷

張芷瑩
陳凱詩

李

慧

伍芷欣

陳凱嵐

梁凱賢

我們這一班
談起我們最常舉辦的「班會活動」，肯定是不定期舉辦的小食分享。每當班中出現打開零食包裝的
聲音，同學們都會運用突如其來的「超能力」

靈敏的嗅覺和敏銳的視覺，找出食物的來源。任何人

只要被發現手中的零食，便要無條件的「分甘同味」。當中甚至有慷慨解囊的善長仁翁，願意主動買零
食回來派發，與眾同樂。不論是一小口香甜的巧克力，還是一塊香脆可口的薯片，都可以一解口饞。當
中不止是分享小食，更是拉近了我們的距離，是在忙碌學習中的小確幸。
時光荏苒，三年的同伴在文憑試後即將飛往各自的天空，但願在將來展翅高飛的同時，都可友誼永
固，記得自己是6D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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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

游偉俊

梅嘉信

馮頌宏

周子峰

梁成昌

陳皓廷

鄺紹駿

葉恩情

何碧瑤

陳心研

陳心怡

甯凱琳

邵凱琳

張思琦

何詠儀

曾嘉奇

何諾迪

李頴婷

彭德進

劉詠欣

葉銘熙老師

麥令其

郭廷豐老師

何梓僮

鄭嘉怡

黃世傑老師

蔡涴雯

謝樂雯

羅樂潼

林李永瑛老師 黃志新老師

陳鈺莹

何穎祺

鄧煥章老師

黃咏禧

李琛怡

E人有E事

「懶散蠻番挽彈彈」，SK自信地說出繞口的句子，留下各人在旁疑惑不已，紛紛用期待的眼神朝耳

生活點滴

鄭少東

朵被塞住的蔡同學望去。蔡同學稍作沉思，遂恍然大悟地舉起食指，大喊「垃圾……！」這牛頭不對馬
嘴的猜測立馬引起了哄堂大笑。
而最後一年的聖誕聯歡會充滿了歡樂。桌椅貼着牆繞了一圈，一早便坐滿了趕着寫聖誕卡的同學，
「死啦死啦！」不時傳出一兩聲的哀鳴，滑稽得很。彭同學的聖誕卡信封顏色很是喜慶，被同學調侃懷
疑他好事將近。他見狀聳了聳肩，「記得早點來！」反向同學開了個玩笑。到了交換禮物的環節了！何
同學繼去年送出五份總價值剛好達到要求下限的報紙後，便一直位列同學們的黑名單中；今年竟良心發
現，送出精美木顏色一盒，禮物正常到驚得衆人說不出話來。最讓人匪夷所思的禮物？不知道要算鄺同
學那分量十足的兩沓A4紙，還是陳同學所獲的37cm外用鮑魚刷了……
面對劍拔弩張的文憑試，E班人總能在繁忙的學業中自得其樂。別以爲五樓人跡罕至，不信上來聽聽
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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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比賽成績 (2018 – 2019)
主辦機構

比賽項目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粵語組

朗
誦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普通話組

英語組

戲
劇
舞
蹈

音
樂

美
術
設
計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

教育局

第五十五屆香港學校舞蹈節

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

第71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世界青少年合唱藝術家協會

2018年香港青年音樂匯演
2019世界青少年合唱節

Saildrone

「Saildrone的新衣」帆身圖案設計比賽

香港青年協會

PH3「囍歡」創作囍帖設計比賽

教育局

香港保齡球總會及東華三院
AM730
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開心社區服務
保良局

體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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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朗誦比賽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香港學校戲劇節2018-2019

2019世界保齡球錦標賽
保齡狂熱兒童繪畫比賽

第四屆全港中學學界廣告賣橋王

北區青年節潮藝無限祭四格漫畫比賽

喜樂四格漫畫創作比賽
2018國際珊瑚礁年美術設計創作比賽
大埔及北區排球比賽

大埔及北區田徑比賽

獎項
男子詩詞獨誦亞軍：卓耀祖(2C)
季軍：劉展銘(5D)
女子詩詞獨誦冠軍：孫詠琳(2C)
亞軍：李敏莉(2B)
季軍：蘇曉晴(2A)
優良獎9名； 良好獎5名
男子詩詞獨誦亞軍：彭梓粵(3C)
女子散文獨誦冠軍：盧碧晴(1A)、李倩彤(3A)、顏嘉怡(3C)
亞軍：陳映彤(2B)
季軍：梁逸童(2B)、鄒嘉蕾(5B)
優良獎8名
男子獨誦冠軍：黃梓修(1D)
亞軍：馬浩森(2D)、鄧正彥(3C)、陳晉杰(3D)
季軍：王業鋒(2D)、陳家宏(3D)、劉焙康(3D)
女子獨誦亞軍：嚴楚喬(4A)
季軍：李梓穎(2A)
英詩集誦季軍：(2A)
優良獎26名； 良好獎9名
初中組季軍：盧碧晴(1A)
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整體演出獎
傑出導演獎：羅煒心(4B) 王琬彤(5C)
傑出演員獎：羅煒心(4B)
中國舞（群舞
秧歌情）：甲級獎
源）：甲級獎
中國舞（群舞
同行）：甲級奬：顏嘉怡(3C)、王曼沁(4D)
中國舞（雙人舞
瑪吉阿米）：甲級奬：鄒嘉蕾(5B)
中國舞（獨舞
鋼琴二重奏冠軍：蘇美雲(5A)、李書妍(5C)
牧笛小組冠軍
初級女聲合唱亞軍：本校合唱團
聲樂獨唱亞軍：嚴嘉妮(2A)、季軍：梁逸童(2B)
長號獨奏季軍：郭正謙(5D)
古箏獨奏季軍：郭晴紅 (4B)
中音直笛獨奏季軍：朱珈潁(5D)
14歲或以下教堂音樂季軍：本校合唱團
優良獎：26名； 良好獎：16名
管樂團比賽銀獎；中樂團比賽銅獎
金獎（本校合唱團與甲寅年總理中學組成東華三院北區中學聯校合唱團參賽）
初級組最佳設計：黃泳蕎(1B)
初級組優異獎：倪樂欣(1B)、馮筠蒨(1C)、廖海彤(1D)、魏可欣1D
公開組最佳設計：莊曉琳(4D)
公開組優異獎：劉雅宜(5B)、李蕙汶(5C)、羅穎芝(5C)、潘穎怡(5C)
最佳設計獎得主黃泳蕎(1B)及莊曉琳(4D)獲邀前往美國Saildrone美國總部參觀，並到訪
當地創新公司進行交流。
優異獎：邢琬峰(4B)
冠軍：莊曉琳(4D)
亞軍：葉浩天(4B)
優異獎：梁愷珊(4C)
高級組優異獎：江凱琳(5A)、蘇美雲(5A)、鄧卓妍(5A)、
劉雅宜(5B)、李穎婷(5B)、羅穎芝(5C)
冠軍：鄭曉琳(4A)
優異：梁愷珊(4C)
優異：莊曉琳(4D)
三等獎：羅穎芝(5C)
男高亞軍；女高亞軍；女初亞軍
女甲團體：亞軍
男乙團體：季軍
男甲：鐵餅鉛球冠軍：廖承添(5D)
女甲：100米冠軍及200米亞軍：關樂宜(5A)；
100米欄亞軍：羅詠歐(5A)；
800米冠軍及1500米冠軍：李惠汶(5C)；
800米季軍及跳遠亞軍：謝嘉慧(5D)；4x100米季軍；
4x400米亞軍
男乙：100米欄亞軍：劉焙康(3D)；
400米冠軍：周錦鴻(4B) ；400米季軍：彭欽蓬(3A)
標槍亞軍：何振華(4D)；
4x400米亞軍
男丙：鉛球冠軍：穆俊龍(1B)
女乙：跳高亞軍：彭卓藍(3B)；標槍季軍：傅嘉雯(3D)
女丙：跳高冠軍：柯杏霖(1D)；4x400米季軍

大埔及北區乒乓球比賽

體
育

東華聯校運動會籌委會

大埔及北區羽毛球比賽
大埔及北區游泳比賽

大埔及北區校際越野比賽
學界沙灘排球比賽

東華三院中學聯校越野賽

北區(2018)花鳥蟲魚展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花卉展2018

社會福利署

義務工作嘉許（團體）

園
藝

義務工作嘉許（個人）

社
會
服
務

社會福利署

義工運動

教育局

公益少年團北區周年頒獎禮

教育局

智慧城市專題研習計劃 2018/19

香港女童軍總會

香港藝術節青少年之友

其
他

傑出隊員
優秀隊伍選舉計劃

傑出青少年之友頒獎典禮

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

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ESRI 中國，東華三院，
香港教育城
第十三屆香港盃外交
知識競賽秘書處
新域劇團
香港電腦教育學會
中國文化協會
北區中學校長會
理性溝通教育學會
杜葉鍚恩教育基金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新界校長會

東華三院中學聯校地理資訊系統
GIS卓越應用比賽

國際經典文化協會
教育局
新域劇團
民政事務處

第十三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

誰是「三國」英雄選舉
ITCA-YITAA 中文打字比賽
文協盃國語演講比賽
北區校際英語講故事及演講比賽
「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溝通大賽」
2019全港青少年徵文比賽香港˙我的家
2019年度水上安全標語創作比賽
慶祝69周年學生徵文比賽
第十一屆「經典翹楚」之
「經典與我」徵文比賽
中國學生作文大賽
「三國」知識網上問答比賽
消防安全口號創作比賽

校園資訊

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

男子團體總冠軍
男甲季軍：鄧傑文(6A)、吳國城(6A)、盧健益(5C)、洪峻樺(3D)
男乙亞軍：黃 愉(4B)、何浩銘(3A)、王澤軒(3A)、莫文智(3B)
女甲季軍：張海妍(6A)、邵凱琳(6E)、葉心怡(5A)、彭 賢(5C)
女乙季軍：衛綽妍(4A)、莊綺莉(4A)、譚靖雯(4D)、溫凱茵(3D)
女丙季軍：邵凱琦(2C)、曾 樂(1E)、何靜宜(2D)、吳汶瑤(1E)
女甲季軍：白文勵(2A) 、朱珈潁(5D) 、林珮如(6A) 、鄧湲恩(6A)
女甲：100米及200米自由泳冠軍：李蕙汶(5C)
男丙：50米及200米自由泳季軍：陳家礎(2A)
女子甲組：冠軍
女乙季軍：張潔妮(5B)
女子冠軍：林紫蕾(4A)、雷穎詩(5D)、關樂宜(5A)
女子高級組：冠軍
女子初級組：季軍
女子團體：亞軍
女子高級組冠軍：李蕙汶(5C)
女子高級組亞軍：張潔妮(5B)
仙人掌一組（三盆）冠軍、仙人掌一盆冠軍、蜆肉海棠盆冠軍、觀葉海棠一盆冠軍、
肉質植物一盆亞軍、洋紫蘇一盆亞軍、吊籃賞葉植物一盆亞軍、洋紫蘇一盆亞軍、
鳳梨科亞軍、賞葉植物一盆亞軍、仙人掌一盆季軍、
個人獎項：
洋紫蘇一盆冠軍、賞葉植物一盆亞軍、觀葉海棠一盆亞軍、仙人掌一組季軍、
賞葉植物一盆季軍：洪崚樺(3D)、洋紫蘇一盆冠軍、觀葉海棠一盆季軍、
肉質植物一盆季軍、其他多年生植物季軍：周兆軒(3C)
學校組全場總冠軍
中學組總冠軍
仙人掌類植物冠軍、賞葉植物冠軍、肉質植物冠軍、賞花類植物冠軍、吊籃植物亞軍、
非洲紫羅蘭季軍
個人獎項：
綠色賞葉植物冠軍：周兆軒(3C)
綠色賞葉植物亞軍：洪峻樺(3D)
其他綠色賞葉植物亞軍：周兆軒(3C)
其他吊籃賞葉植物亞軍：洪峻樺(3D)
其他雜色賞葉植物季軍：洪峻樺(3D)
《義工小組》金獎：社會服務委員會(服務社會達一千小時)
《義工服務嘉許金狀》：12名（服務達兩百小時）
彭德進(6E)、洪展灝(6A)、朱珈潁(5D)、藍樂誼(4B)、
劉展銘(5D)、陳泳蒑(5D)、周楚越(5D)、鄧雅名(4D)、
葉愷申(4D)、鄺樂怡(3A)、洪廷欣(3C)
《義工服務嘉許銀狀》：19名（服務達一百小時）
《義工服務嘉許銅狀》：12名（服務達五十小時）
團體金獎
個人金獎︰12名
趙頌瑤(5C)、朱珈潁(5D)、劉展銘(5D)、周楚越(5D)
陳泳蒑(5D)、劉曉楠(4A)、吳嘉雪(4A)、鄧雅名(4D)
葉愷申(4D)、洪廷欣(3C)、鄺樂怡(3A)、劉蕊妍(3A)
個人銀獎︰1名
個人銅獎︰6名
中學高級（紫章）：金子豐(4C)、鄭權宏(4D)、廖廷茵(5A)、
黃鎮鴻(5B)、萬智希(5B)、杜潤芳(5D)
隊伍優秀女童軍：葉心怡(6A)
優秀隊伍：本校女童軍
傑出智慧城市專題研習獎：龔婉盈(3B)、梁宛琪(3B)、吳小園(3B)
吳天穎(3B)、黃依紅(3B)
得獎學生獲邀到南韓首爾參加智慧城市學習營
傑出學校獎
最傑出參與學校獎
高中組金獎：麥馨紫藝(4A)、優異星獎：彭卓妍(4A)
良好獎：李家君(4D)、優異獎：邱芷昕(4D)
初中組優異星獎：馬浩翔(2B)、李駿豪(3C)
優良獎：李美慧(1A)、李倩彤(3A)
季軍：郭家燁(3A)、李哲瀚(3A)、傅嘉華(3B)、李建能(3B)、陳晉杰(3D) 、陳松鈺(3D)
踴躍參與學校獎

優異獎：潘夢茵(4A)
季軍：周健龍(2C)
優異獎：陳皓廷(6E)
初級組冠軍：陳家宏(3D)、高級組冠軍：高浚諺(4D)
小組優異獎：陳心研(6E)、甯凱琳(6E)
優秀獎：施希雅(4D)
優異獎：陳嘉宇(3C)
高中組優異獎：郭采琳(4D)
優異獎：陳家礎(2A)

優異獎：許梓淇(3D)、劉軒(5D)、蔡子涵(5D)、杜潤芳(5D)
中學組冠軍：賴信文(2A)
優異獎：彭卓妍(4A) 、董佩婷(4A) 、潘夢茵(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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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紀 (2018 – 2019)
¾
¾
¾
¾

九月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二月

¾
¾
¾
¾
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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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名學生到北京參加東華三院舉辦「『携手共成長
京港兩地中學生伙伴行動』交流團」進行交流活動；另
外，7名學生同期到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探訪和進行交流活動。
第三十四屆陸運會舉行，邀請本校前任副校長暨東華三院黃芴南中學校長梁志堅先生擔任頒獎禮主禮嘉賓。因受
超強颱風山竹襲港所影響，陸運會第一天賽事取消。
全體教師參加由東華三院五所英文中學舉辦的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邀請嘉賓主講及安排各校教師作經驗交流及分享。

1名學生獲選參加「東華三院學生大使溫哥華參訪團」，加深對華人在加拿大生活的認識。

¾

一月

中五級孫葦芝同學獲選擔任2018-2019年度領袖生長。

參加香港女童軍總會舉辦「傑出女童軍選舉」，本校女童軍獲優秀隊伍獎。

¾

¾

十二月

2018-2019學生會由劉軒同學擔任幹事會主席。選舉於七月份舉行，參選內閣共3個，最終由中五級劉軒同學擔任
主席的「Spectrum」閣當選。

進行四社幹事選舉，由各社社員選出本年度社幹事。

¾

十一月

中一至中三全體學生參加東華三院主辦「MY WAY」中學生生涯發展教育計劃」。

¾

¾

十月

新學年開始。

舉辦閱讀周，推動校內閱讀風氣。

參加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分會舉辦「校際羽毛球比賽」，獲女子甲組團體季軍。
舉行家長教師會週年會員大會。

參加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分會舉辦「校際乒乓球比賽」，獲男子甲組團體季軍及女子甲組團體季軍。
為中六級學生舉辦「中六個別輔導及聯招輔導日」。

舉行校本教師專業發展日，以正向教育為主題，推動正向積極文化。
舉行中一至中五級上學期測驗周。

為學生會、社及學會主席及副主席舉辦領袖訓練營。

參加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分會舉辦「校際越野比賽」，獲女子甲組團體冠軍，在單項獲1項季軍。
舉行領袖生、學生會幹事、社幹事及學生活動小組幹事就職典禮。
舉行「捐血日」。

參加東華三院中學聯校越野賽，獲女子高級組冠軍、女子初級組季軍及女子團體亞軍，在單項獲一項冠軍及一項亞軍。

中三級全體學生參加「生涯規劃工作坊」。
舉行校友會週年會員大會。

舉行學校旅行，各級前往不同旅行地點。
為中二級學生舉辦「成長訓練營」。

參加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2018香港青年音樂匯演」，獲管樂團比賽銀獎及中樂團比賽銅獎。

參加「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組獲2項冠軍、3項亞軍及2項季軍；粵語組獲1項冠軍、2項亞軍及3項
季軍；英語組獲1項冠軍、4項亞軍及5項季軍。
舉辦「學校巡禮」活動，接待小學家長到本校參觀。

參加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分會舉辦「校際田徑比賽」，獲女子甲組團體亞軍、男子乙組團體季軍。
舉行歌唱比賽、聖誕聯歡會暨「送暖到山區」便服日籌款活動。
為領袖生舉辦領袖訓練營。

參加「2018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比賽」，獲6項冠軍、8項亞軍、6項季軍及8項優異獎。

舉行上學期考試。

東華三院中學聯校畢業禮於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本校師生約130人出席。
舉行中六級畢業試。

舉辦中國文化周，以「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主題，透過一連串活動讓同學對「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加深認識。

法團校董會召開本學年第一次會議。

為中三級家長及學生進行中四選科講座。

舉行中五級個別輔導計劃，為學生提供多元升學出路資訊，協助同學訂立具體升學計劃。

參加香港學校戲劇節2018/19，獲傑出導演獎、傑出演員獎、傑出舞台效果獎、傑出合作獎及傑出整體演出獎。
舉辦家長日，各級班主任約見家長，並派發上學期學生成績表。

舉行中四級個別輔導計劃，為學生提供多元升學出路資訊，協助同學訂立具體升學計劃。
參加「第五十五屆學校舞蹈節」，獲中國舞甲級奬4項。

¾
¾
¾
¾

三月

¾
¾
¾
¾
¾

¾
¾

四月

¾
¾
¾

¾
¾

五月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六月

¾
¾
¾
¾
¾
¾
¾
¾

七月

¾
¾
¾
¾
¾
¾

八月

¾
¾
¾

參加「香港藝術節青少年之友」舉辦「傑出青少年之友頒獎典禮」，獲傑出學校獎及傑出老師獎。
為「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者進行面試。
法團校董會召開本學年第二次會議。
舉辦社際象棋比賽。

舉辦校本教師專業發展日，全體教師參加「危機處理」工作坊，讓教師及職員掌握危機處理的應變技巧，減低危
機事件對學校及學生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參加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獲2項冠軍、2項亞軍及5項季軍。
舉行中一至中三級下學期測驗。

參加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分會舉辦「校際乒乓球比賽」，獲男子團體總冠軍，男子乙組團體亞軍，女子
乙組團體季軍及女子丙組團體季軍。
舉辦「班際長跑比賽」。

33名學生到四川進行「四川歷史文化及生態探索」學習活動。
20名學生到北京探訪姊妹學校及進行航天科技文化交流學習活動。

參加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分會舉辦「新界區校際沙灘排球比賽」，獲女子組冠軍。

參加教育局通識教育組舉辦「智慧城市專題研習計劃2018/2019」，獲初中組傑出專題研習隊伍獎，四名獲獎學
生於7月前往南韓首爾參加智慧城市學習團。
舉辦健康生活周，透過不同類型的個人及班際活動，加強學生的學習興趣，推廣健康生活及建立正向校園文化。
參加ESRI中國、東華三院及香港教育城舉辦「東華三院中學聯校地理資訊系統GIS卓越應用比賽」，獲季軍。

參加Saildrone舉辦「Saildrone的新衣」帆身圖案設計比賽，獲初級組（13歲以下）最佳設計獎及4項優異獎，公
開組（13歲及以上）最佳設計獎及4項優異獎。最佳設計獎得主1B 黃泳蕎及4D 莊曉琳獲邀前往Saildrone美國總
部參觀，並探訪當地新創公司進行交流。
舉辦社際排球比賽。

舉行畢業禮，邀請校友顏凱欣小姐擔任主禮嘉賓。

參加新市鎮文化教育協會舉辦「第二十一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獲1項金獎、3項優異星獎、1項優異
獎及最傑出參與學校獎。
家長教師會舉辦「家長也敬師」活動，向教師致送敬師咭及由家長義工親手製作的禮物。

參加「香港學界體育聯會大埔及北區分會頒獎典禮」，獲男子組及女子組全年總錦標十佳學校獎盃。5A 關樂宜
及5C 李蕙汶獲傑出運動員獎。

校園資訊

¾

參加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香港花卉展覽2019」之「香港花卉及植物展品比賽」，獲學校組全場總冠軍，並獲
香港花卉展覽盃；於中學組獲總冠軍，並獲盆栽種植∕培植優勝盃；於單項獲5項冠軍、5項亞軍及2項季軍。

舉行下學期考試。

法團校董會召開本學年第三次會議。

舉辦校友職場經驗分享會，邀請來自不同行業的校友分享工作經驗，讓中四、中五同學了解不同行業的入職條
件、工作性質、晉升前景等，為同學未來的職業方向提供指引。
40名學生到雲南省騰衝縣進行服務學習活動。
27名學生到泰國進行排球訓練及交流活動。

為中一至中三級學生舉辦「善用餘暇」講座，介紹社區暑期活動。
全體中二級學生前往開平進行「華僑歷史與文化」考察學習活動。

參加北區中學校長會舉辦「北區校際英語講故事及演講比賽」，獲初級組冠軍及高級組冠軍。
舉行社際辯論比賽決賽。
舉行社際問答比賽。

舉行「薈藝嘉誠」綜藝晚會，晚會主題為「茁壯」，節目包括音樂、舞蹈、歌唱及戲劇等項目。

舉行2019-2020學生會選舉，參選內閣共2個，最終由中五級吳嘉雪同學擔任主席的「Wonder」閣當選。
舉行結業禮。

本校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平均科目及格率達百分之九十九點一，逾九成學生升讀大學課程。

參加世界青少年合唱藝術家協會舉辦「2019世界青少年合唱節」，本校與甲寅年總理中學組成東華三院北區中學
聯校合唱團參賽，獲金獎。
本校聯同數間東華三院中學舉辨「暑期英語遊學課程」，10名學生到澳洲柏斯進行學習活動。
乒乓球校隊到深圳舉行訓練營。

為中一新生舉辦銜接課程，協助他們及早適應以英文學習。
為中一新生舉辦迎新日及迎新營。

東華三院一年一度的售旗日舉行，本校約有200學生於當日協助售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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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知識考考你」答案：1C

2A 3B

4B

5A 6C

第一行：鄺巧琪 方張麗儀 李瑞雲 簡佩芝 方培琼 符艷媚 屈鄭文妮副校長 梁學圃校長 邱春燕副校長 楊陳會英 徐王潔霞 黃嘉敏 李慧君 王卓玲 黃家琪

第二行：謝麗琼 余張佩珊 杜倩勤 ANITA 王秀貞 王思慧 劉曉薇 徐嘉慧 林翠雯 周淑娟 蘇梁慰慈 朱秀娟 冼寶琪 林李永瑛 朱海倫

第三行：梁袁少蓮 杜慧儀 莊一秀 鄭栢軒 陳偉明 歐陽偉賢 黃俊浩 許志軒 黃志新 周建華 廖嘉理 郭廷豐 屈衛邦 鄭海泉

第四行：區政廉 黃永康 甄振強 柳俊安 鄧煥章 衛承釗 葉銘熙 黃世傑 費灝銘 袁仲偉 聶順昌 彭展程 張國顯 譚星亮 余少華

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 18-19 年度全體老師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