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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明校長訪問
記者：林校長您好。您曾在兩所東華三院中學工

作，以您的觀察，兩校學生都具備什麼特質？

校長：同學好，

很高興能有機

會跟同學聊天。以

我的觀察，兩所學

校的學生都勤奮受

教，能配合老師的

要求。我們都是新

界區的學校，學生都比較純樸。

記者：您認為盧中的學生又有什麼獨特的氣質

呢？

校長：盧中的同學比較主動。有時碰上了會主動

與我交談，有事更會直接敲門進校長室，與我

談論校政，盧中同學的直率，初時也讓我有些愕然，

以前真的沒有類似經歷。而大部份的同學都是守規

的，這從我早上在校門看他們上學，同學的校服都是

清潔整齊的，便可見一斑了。

記者：社會新一代即所謂的「90後」，有人認為

他們經不起風浪，校長又有何看法？

校長：現今家長，不論家境富裕與否，令子女得

到「愉快童年」的方式，往往是逗哄遷就，不

想小朋友有不開心的經歷，亦不願他們勞動，只是不

斷供應他們「最好」的東西。但這就真的是對他們

「最好」嗎？孩子們不用思考、不用努力，便能得到

想要的東西，這樣，人還會有上進心嗎？

有時同學在學校碰上小事，可能只是與同學之間的小

爭執，很多時候都要家長為他們「討公道」，而家長

也真的來了；又有時同學回家和家長說︰「某某老師

針對我」，而家長就立刻打電話到學校投訴老師，但

事實可能不是這樣。只要同學和老師直接溝通，會發

現其實老師可能是在幫助同學。家長處處維護，同學

解決問題的經歷便少了，這真就如前人說的，變成溫

室中成長的小花。

當然，在學校發生的事情必需告訴家長，關鍵在於家

長的做法，應該先和自己的孩子分析事情的性質和對

錯，日後他們才懂得處理類似事件，這就是教育孩子

的主要責任。

其實有挫折才會有成功，正所謂失敗乃成功之母，同

學沒有嘗試過失敗，又怎會去珍惜現有的東西呢？從

來都沒有跌倒過，又怎會有重新站起來的氣魄呢？所

以家長應該要放手讓小朋友去經歷。有些家長會讓子

女參加一些歷奇訓練，但這些是活動而不是真經歷，

實實在在從生活中的體驗才會有收穫。因此家長要放

手，同學才會成長。

當然放手並不代表完全不理會，手是放開了，但眼睛

還是跟著他走，必要時可以扶他一把。好比看著小朋

友快要遭車撞上，家長當然要把他扯回來。但只是走

路絆倒的話，就不必立即把他抱著呵疼的。我認為不

只是盧中的同學，而是整個社會的風氣都太過保護年

輕人。讓他們有風平浪靜的童年，卻無法成長為能面

對風浪的成人。

我記得有一次我和太太去旅行。旅遊巴前面有座位，

後面有一張桌子，大人坐在前面，幾個大約是小六至

中一的小朋友就坐在後面圍著桌子玩。幾天旅程中，

天天都聽到後面有某個小朋友在哭，原因是因為玩遊

戲時輸不起。那時候我還未有小朋友，因此我就和太

太說，將來一定要教導小朋友如何從失敗和錯誤中學

習，這是家長應做的事。

記者：雖然校長來到盧中的時間不長，但就平日

觀察，您認為盧中學生的學習態度有什麼可取

之處或需改善的地方？

校長：大部份學生上課時的表現良好。在三月的

時候，我已完成各班的觀課，看見同學都表現

積極，主動學習，特別是初中的同學。但我也發現有

些高中同學上課時精神欠佳，可能是玩網上遊戲或用

Whatsapp﹑Facebook與朋友聊天，至深夜才睡覺吧。
最近，學校進行了一個相關調查，詢問同學花多少時

間在網上。結果顯示部份同學每天都會花3-4小時上

網，出現了上網成癮的情況。

這個問題亦與家庭有關，我建議家長盡量不要買智能

電話給同學。家長應與同學商討，到底你為何需要一

部智能電話？電話的功用是什麼？例如上課期間就沒

有使用電話的需要。若說同學須與家人聯絡，一部普

通的手提電話已足夠，毋須一部功能繁多的智能電

話。不過，現時很多中一生已經擁有智能電話，這對

學生的學習肯定會有影響。因為如果學生在學業上得

不到成功感，就會把精力、時間轉移其他事物，而智

能電話是一個很吸引的替代品，所以我建議家長愈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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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同學智能電話就愈好，最好就中五、中六才給，

家長更應與同學先協議何時可使用智能電話及電腦。

記者：您認為盧中學生最弱的一環是什麼？又有

哪些方面需要及早提升水平？

校長：從學生的情意問卷調查中，我觀察到學生

的自信心和正面的心態比起全港平均得分都較

低。其實大家的學業成績方面都不錯，但為什麼自信

心會不足？在這方面我們會多下工夫幫助同學。另一

方面，同學在英文方面亦有改善的空間，我認為首要

是培養同學對英文的興趣，當大家喜歡上這個語言，

成績才會好，學校會在課堂內外繼續營造豐富的英

語學習環境。首先，明年學校會有一位外國交流生到

本校學習一年，希望讓同學接觸同年紀又說外語的同

學。那位學生是意大利人，英語也不是她的母語，彼

此都不是用母語來溝通，希望大家可以放膽嘗試，多

說英語。另外，今年我們邀請了一些外國人和同學進

行活動，明年亦會繼續。暫訂舉行一個國際視野週，

屆時會邀請外籍人士來我們學校，舉辦多元化的活

動，希望同學會放膽用英語和別人交流。另外，我們

會開設校園電視台，請同學做校園小記者，製作英語

節目。我們打算在較低的樓層選一個房間，一半做校

園電視台，另一半是English Corner，希望兩者能夠產
生協同效應，同學能夠自己拍片、寫稿，宣傳、製作

海報等。另外，早會會繼續加強英語元素。除了中文

科目以外，其他宣佈全部以英語為主，家長信亦會考

慮全部轉用英文。配合英文科的其他措施，希望加強

同學的英語水平，以及在公開試爭取到更好的成績。

記者：近年盧中同學在公開試的表現都不俗，那

麼有沒有一些方法可以幫助同學進一步提升

成績？

校長：來年會有一個大改變，就是增加高中同學

的測考數量。現在，高中不計算考試，中四級

只有一次統一測驗，中五中六則連一次統測都沒有。

所以來年中四級和中五級都會有兩次統一測驗，即是

兩測兩考。來年中六亦需要進行一次統一測驗，這也

是配合JUPAS呈分，中六的呈分會包括中五下學期考
試和中六統一測驗的成績。希望透過增加測考數目，

高中的同學會意識到「學而時習之」的重要，在適當

的時間溫習，提高校內重視考試的氣氛，調整同學

的應試心態，藉著這個政策讓同學投放更多時間在學

業上，考取更好的成績。同時，我們不想讓低年班的

同學有錯誤的想法—以為升上高中後不須測驗，學

習不是那麼重要。所以增加測考後，可強調學習的重

要性。除此之外，我們還打算開設自學中心，讓同學

在放學後使用。最初會以英文科為主，學校會聘請員

工，在放學後開放中心，讓同學在房內自習，同學也

有機會被安排到自學中心溫習。自學中心的另一用途

就是讓一些有退修科目的中五、中六同學在此自修，

學校亦會提供練習予同學自習之用。

記者：您對於同學學習能力上的差異有什麼看

法？

校長：首先，針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我校

聘有一位教學助理輔導他們。另外，有些科目

會採用分組形式上課，希望能幫助成績稍遜的同學。

高中把五班分為六組，核心科目以小組形式教學，

來年中四亦會把四班分為五組，期望同學通過小組學

習會有更好的成績。另外本校亦將設立自學中心，同

學可因應程度來完成不同練習。而照顧學習差異主要

還是以「拔尖補底」的形式進行。拔尖方面有戲劇學

會，數學比賽，也有一些拔尖課程，補底方面則有不

同的課後補習班，如中英數專科輔導班、奮進班等。

記者：很多同學都說很忙，可不可以提供一些管

理時間的方法給同學？

校長：時間之所以不好管理，是因為同學的心很

難靜下來。其實時間管理最重要就是分清楚各

段時間應該進行什麼，要有一個時間表。一日只有24

小時，而睡眠是很重要的，所以先要撥出8小時的睡

眠時間；在溫習的時段，不要分心做其他事。當然也

要安排休息的時間，輕鬆輕鬆一下。切記不可沉迷玩

遊戲機，它會消耗掉你負擔不起的時間！同學不應該

在最後時段才做功課、測驗也應該預早溫習。除了定

下每日的時間表外，在長假期的時候，應該要另設時

間表，尤其是高中的同學，好好利用時間溫習，應付

公開試。當遇到困難時，應與老師、家長商討。

記者：請校長指點一下讀書方法，特別是提升英

語能力的方法。

校長：第一，要多看書，什麼書也可，小說也是

好選擇。例如哈利波特，第一冊相當淺白，而

且有趣，閱讀英文圖書是十分有用的。另外，同學可

以嘗試寫日記，以英文寫。最好是分成小組，每天

寫一篇，和同學分享，然後互相檢討。最好不要用

短句，用真正的英文寫，可幫助提升英文水平。在

Facebook分享也可以（提醒同學寫東西要正面，千萬
不要惡意批評別人，因為你不知道後果會如何，網上

說錯一句話是無法消除的）。聆聽方面，同學可以看

英語電影，嘗試不看字幕，或只看英文字幕。聽英文

校園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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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明校長訪問
記者：林校長您好。您曾在兩所東華三院中學工

作，以您的觀察，兩校學生都具備什麼特質？

校長：同學好，

很高興能有機

會跟同學聊天。以

我的觀察，兩所學

校的學生都勤奮受

教，能配合老師的

要求。我們都是新

界區的學校，學生都比較純樸。

記者：您認為盧中的學生又有什麼獨特的氣質

呢？

校長：盧中的同學比較主動。有時碰上了會主動

與我交談，有事更會直接敲門進校長室，與我

談論校政，盧中同學的直率，初時也讓我有些愕然，

以前真的沒有類似經歷。而大部份的同學都是守規

的，這從我早上在校門看他們上學，同學的校服都是

清潔整齊的，便可見一斑了。

記者：社會新一代即所謂的「90後」，有人認為

他們經不起風浪，校長又有何看法？

校長：現今家長，不論家境富裕與否，令子女得

到「愉快童年」的方式，往往是逗哄遷就，不

想小朋友有不開心的經歷，亦不願他們勞動，只是不

斷供應他們「最好」的東西。但這就真的是對他們

「最好」嗎？孩子們不用思考、不用努力，便能得到

想要的東西，這樣，人還會有上進心嗎？

有時同學在學校碰上小事，可能只是與同學之間的小

爭執，很多時候都要家長為他們「討公道」，而家長

也真的來了；又有時同學回家和家長說︰「某某老師

針對我」，而家長就立刻打電話到學校投訴老師，但

事實可能不是這樣。只要同學和老師直接溝通，會發

現其實老師可能是在幫助同學。家長處處維護，同學

解決問題的經歷便少了，這真就如前人說的，變成溫

室中成長的小花。

當然，在學校發生的事情必需告訴家長，關鍵在於家

長的做法，應該先和自己的孩子分析事情的性質和對

錯，日後他們才懂得處理類似事件，這就是教育孩子

的主要責任。

其實有挫折才會有成功，正所謂失敗乃成功之母，同

學沒有嘗試過失敗，又怎會去珍惜現有的東西呢？從

來都沒有跌倒過，又怎會有重新站起來的氣魄呢？所

以家長應該要放手讓小朋友去經歷。有些家長會讓子

女參加一些歷奇訓練，但這些是活動而不是真經歷，

實實在在從生活中的體驗才會有收穫。因此家長要放

手，同學才會成長。

當然放手並不代表完全不理會，手是放開了，但眼睛

還是跟著他走，必要時可以扶他一把。好比看著小朋

友快要遭車撞上，家長當然要把他扯回來。但只是走

路絆倒的話，就不必立即把他抱著呵疼的。我認為不

只是盧中的同學，而是整個社會的風氣都太過保護年

輕人。讓他們有風平浪靜的童年，卻無法成長為能面

對風浪的成人。

我記得有一次我和太太去旅行。旅遊巴前面有座位，

後面有一張桌子，大人坐在前面，幾個大約是小六至

中一的小朋友就坐在後面圍著桌子玩。幾天旅程中，

天天都聽到後面有某個小朋友在哭，原因是因為玩遊

戲時輸不起。那時候我還未有小朋友，因此我就和太

太說，將來一定要教導小朋友如何從失敗和錯誤中學

習，這是家長應做的事。

記者：雖然校長來到盧中的時間不長，但就平日

觀察，您認為盧中學生的學習態度有什麼可取

之處或需改善的地方？

校長：大部份學生上課時的表現良好。在三月的

時候，我已完成各班的觀課，看見同學都表現

積極，主動學習，特別是初中的同學。但我也發現有

些高中同學上課時精神欠佳，可能是玩網上遊戲或用

Whatsapp﹑Facebook與朋友聊天，至深夜才睡覺吧。
最近，學校進行了一個相關調查，詢問同學花多少時

間在網上。結果顯示部份同學每天都會花3-4小時上

網，出現了上網成癮的情況。

這個問題亦與家庭有關，我建議家長盡量不要買智能

電話給同學。家長應與同學商討，到底你為何需要一

部智能電話？電話的功用是什麼？例如上課期間就沒

有使用電話的需要。若說同學須與家人聯絡，一部普

通的手提電話已足夠，毋須一部功能繁多的智能電

話。不過，現時很多中一生已經擁有智能電話，這對

學生的學習肯定會有影響。因為如果學生在學業上得

不到成功感，就會把精力、時間轉移其他事物，而智

能電話是一個很吸引的替代品，所以我建議家長愈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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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同學智能電話就愈好，最好就中五、中六才給，

家長更應與同學先協議何時可使用智能電話及電腦。

記者：您認為盧中學生最弱的一環是什麼？又有

哪些方面需要及早提升水平？

校長：從學生的情意問卷調查中，我觀察到學生

的自信心和正面的心態比起全港平均得分都較

低。其實大家的學業成績方面都不錯，但為什麼自信

心會不足？在這方面我們會多下工夫幫助同學。另一

方面，同學在英文方面亦有改善的空間，我認為首要

是培養同學對英文的興趣，當大家喜歡上這個語言，

成績才會好，學校會在課堂內外繼續營造豐富的英

語學習環境。首先，明年學校會有一位外國交流生到

本校學習一年，希望讓同學接觸同年紀又說外語的同

學。那位學生是意大利人，英語也不是她的母語，彼

此都不是用母語來溝通，希望大家可以放膽嘗試，多

說英語。另外，今年我們邀請了一些外國人和同學進

行活動，明年亦會繼續。暫訂舉行一個國際視野週，

屆時會邀請外籍人士來我們學校，舉辦多元化的活

動，希望同學會放膽用英語和別人交流。另外，我們

會開設校園電視台，請同學做校園小記者，製作英語

節目。我們打算在較低的樓層選一個房間，一半做校

園電視台，另一半是English Corner，希望兩者能夠產
生協同效應，同學能夠自己拍片、寫稿，宣傳、製作

海報等。另外，早會會繼續加強英語元素。除了中文

科目以外，其他宣佈全部以英語為主，家長信亦會考

慮全部轉用英文。配合英文科的其他措施，希望加強

同學的英語水平，以及在公開試爭取到更好的成績。

記者：近年盧中同學在公開試的表現都不俗，那

麼有沒有一些方法可以幫助同學進一步提升

成績？

校長：來年會有一個大改變，就是增加高中同學

的測考數量。現在，高中不計算考試，中四級

只有一次統一測驗，中五中六則連一次統測都沒有。

所以來年中四級和中五級都會有兩次統一測驗，即是

兩測兩考。來年中六亦需要進行一次統一測驗，這也

是配合JUPAS呈分，中六的呈分會包括中五下學期考
試和中六統一測驗的成績。希望透過增加測考數目，

高中的同學會意識到「學而時習之」的重要，在適當

的時間溫習，提高校內重視考試的氣氛，調整同學

的應試心態，藉著這個政策讓同學投放更多時間在學

業上，考取更好的成績。同時，我們不想讓低年班的

同學有錯誤的想法—以為升上高中後不須測驗，學

習不是那麼重要。所以增加測考後，可強調學習的重

要性。除此之外，我們還打算開設自學中心，讓同學

在放學後使用。最初會以英文科為主，學校會聘請員

工，在放學後開放中心，讓同學在房內自習，同學也

有機會被安排到自學中心溫習。自學中心的另一用途

就是讓一些有退修科目的中五、中六同學在此自修，

學校亦會提供練習予同學自習之用。

記者：您對於同學學習能力上的差異有什麼看

法？

校長：首先，針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我校

聘有一位教學助理輔導他們。另外，有些科目

會採用分組形式上課，希望能幫助成績稍遜的同學。

高中把五班分為六組，核心科目以小組形式教學，

來年中四亦會把四班分為五組，期望同學通過小組學

習會有更好的成績。另外本校亦將設立自學中心，同

學可因應程度來完成不同練習。而照顧學習差異主要

還是以「拔尖補底」的形式進行。拔尖方面有戲劇學

會，數學比賽，也有一些拔尖課程，補底方面則有不

同的課後補習班，如中英數專科輔導班、奮進班等。

記者：很多同學都說很忙，可不可以提供一些管

理時間的方法給同學？

校長：時間之所以不好管理，是因為同學的心很

難靜下來。其實時間管理最重要就是分清楚各

段時間應該進行什麼，要有一個時間表。一日只有24

小時，而睡眠是很重要的，所以先要撥出8小時的睡

眠時間；在溫習的時段，不要分心做其他事。當然也

要安排休息的時間，輕鬆輕鬆一下。切記不可沉迷玩

遊戲機，它會消耗掉你負擔不起的時間！同學不應該

在最後時段才做功課、測驗也應該預早溫習。除了定

下每日的時間表外，在長假期的時候，應該要另設時

間表，尤其是高中的同學，好好利用時間溫習，應付

公開試。當遇到困難時，應與老師、家長商討。

記者：請校長指點一下讀書方法，特別是提升英

語能力的方法。

校長：第一，要多看書，什麼書也可，小說也是

好選擇。例如哈利波特，第一冊相當淺白，而

且有趣，閱讀英文圖書是十分有用的。另外，同學可

以嘗試寫日記，以英文寫。最好是分成小組，每天

寫一篇，和同學分享，然後互相檢討。最好不要用

短句，用真正的英文寫，可幫助提升英文水平。在

Facebook分享也可以（提醒同學寫東西要正面，千萬
不要惡意批評別人，因為你不知道後果會如何，網上

說錯一句話是無法消除的）。聆聽方面，同學可以看

英語電影，嘗試不看字幕，或只看英文字幕。聽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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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也有幫助。另外，看明珠台新聞也好，有英文字

幕，也可以學習時事。在說的方面，大家要多說，

多以英語與同學討論，或和外籍老師聊天，例如到

English Café等，以及來年會有一位外籍學生，也可以
加強同學英語能力。當然，更重要的是要有恆心，一

曝十寒的人決不能成功。

記者：化學是您的本科。請您指點一下學習化學

的方法。

校長：興趣是很重要的。學習化學的難處就是中

四開始時有很多基礎知識需要牢記，正如學英

文要學ABC，化學要記很多化學元素、離子等，同學

要用心學習，在一、兩個月之內記熟。另外，同學可

組織學習小組，約2-4人一組進行交流，把學到的知

識向其他同學講解。在講解前，一定要對課題透徹瞭

解，在思考的時候又要進行資料搜集，在教授的過程

中自然會掌握許多寶貴的知識。當然，看書、溫習和

做練習也是不可或缺的。我還建議大家要養成製作個

人筆記的習慣，老師上課的筆記說到底不是自己的筆

記，做筆記是另一個思考經歷，過程中會令自己的思

路更清晰。

記者：請問學校未來的發展重點是什麼？

校長：首先是加強學生的自信心，配合有品校園

的主題，希望同學既有品德，又有自信。另外

就是繼續營造良好的英語學習環境，著力提高同學的

英文水平，乃至整體的學業成績。

記者：校長您剛才提過閱讀是重要的，那麼可否

給同學推薦一些讀物呢？

校長：有兩本書很不錯，一本是關於科學的—

A Brief History of Time(時間的簡史)。作者是
科學家Stephen Hawking(史蒂芬．霍金）。這本書有
中英文版本，同學可以嘗試閱讀英文版，不算太深。

書本內容講述和解釋相對論，同學明白了內容和感興

趣的話，可以再讀更深奧的書。除了科學書籍外，我

也喜歡閱讀關於歷史的書籍。《最後的貴族》是一本

傳記，作者是章詒和，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初年

一個高官的女兒，這本書反映了當時的國情和作者本

人及其父的生活片段。另外，我們可以從中知道當年

共產黨立國的理念是什麼，與現況又有什麼落差。英

語入門書我推薦Harry Potter(哈利波特)，而喜愛中
文的可以看金庸的小說，我也會看內地出版的《水滸

傳》、《西遊記》，在這個年代懂得簡體字也是很重

要的。

記者：校長可以跟我們談談您的家庭生活嗎？

校長：我住在上水，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在香港

讀大學二年級，小女兒在澳洲讀大學一年級，

太太是家庭主婦。我和女兒的相處輕鬆，太太比較嚴

格，一家相處融洽。女兒們從小看電視都只看新聞，

我們又會要求她們做家務。

記者：之前曾在聖誕聯歡會觀賞過校長自彈自

唱，請問校長的愛好是什麼？

校長：我不擅長運動，偶爾會跑步。日常多看書

讀報，有時會唱歌，不過都是一些懷舊歌曲，

例如林子祥、徐小鳳、譚詠麟、張國榮。我又會與家

人玩德國橋牌、圍棋、波子棋等遊戲。

記者：您對同學有什麼勉勵及期望呢？

校長：最重要是盡力做到最好，不要放棄，無論

是學業上，還是其他方面。另外就是愉快學

習，不是說完全沒有痛苦，過程中也要流過汗，努力

過，得到成果才會愉快，而且不要輕言放棄。進入盧

中並不是終點，是另一個起點。同學要努力，過一個

精彩的中學生活。無論DSE考得如何，成績好當然開

心，表現欠佳也不用灰心，這只是另一個起點，在起

點重新開始努力過就行了。

記者：謝謝校長。

校長：謝謝同學的訪問。

記者：5C 鍾穎珍  5C 鄧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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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富賢老師、梁鳳儀老師訪問

校園人物

記：許多被梁老師教過的學生，都說梁老師是「筆

記天后」，教學簡單易明，那您有沒有想過轉型

當補習老師，或者自己經營補習社?

梁：「筆記天后」這個

稱號實在太誇獎了，

其實除了我以外，許多老

師的筆記也很好。

剛才問及有沒有想過要當

補習老師，其實我興趣不

大，因為當補習老師跟當

學校老師的感覺很不一

樣。坊間的補習社主要教

授應試技巧，和我的教育

理念有偏差。我主張除了

教學外，還要和學生建立

亦師亦友的關係，亦歡迎學生跟我分享他們生活中的

喜與悲。我相信你們有補習經驗的都知道，在補習社

下課後便離去，和老師很少互動、溝通。而我比較享

受跟學生相處的時間，所以沒有興趣去當補習老師。

記：兩位所教的科目不一樣，會否一起分享教學方

式? 

郭：儘管我們所教的科目不盡相同，但教學方式卻

有些相似。首先，我們不約而同都是透過使用

簡報來帶動整個課堂的流程。另外，大家都有使用筆

記的習慣，學生上課時都需要抄錄。還有，我們的筆

記和簡報都附有插圖，方便同學理解課文的內容和概

念。我們亦會把一些較複雜或難明的句子轉化為一些

更簡單易明和能應用於考試的英文句子。

總括而言，我們的教學模式也很接近。所以平時大家

都會就教學方法而有所交流。比如現在我們都教通識

科，正因為大家的教學模式接近，所以自製的教材都

能分享使用。

記：請問有否讓您們印象深刻的學生?

梁：當然有，還有一些關係較密切的學生。有許多

已大學畢業、投身社會；有的甚至已經結了婚，

但大家依然保持緊密聯絡。以前在學校，可能只教他

們高中兩年，但畢業後大家仍保持聯絡，那種感覺和

關係，還是那麼親切。

郭：我和梁老師一樣，印象較深刻的學生都有好

幾個。當中有些可以說是看着他們成長，有的

已投身社會好幾年，有的結了婚，有的甚至已經生了

孩子，但我們仍保持聯絡，那種情感也十分深刻。另

外，有些學生不但是我陪伴他們成長，同時他們也陪

伴我成長。大家都經歷許多起跌，除了我們關心他們

外，有些時候學生也會問候我們，關心我們，那種雙

向的溝通直到現在我也感覺深刻。

記：請問兩位老師是怎樣相識的？

梁：當然是在學校相識的。

郭：應該是想知道怎樣展開追求才對吧？首先，合

眼緣是很重要的，加上其他條件都很不錯，而且

機緣巧合下，我們的座位非常接近，因着這些有利因

素，我們的接觸多了，彼此之間的了解亦相對深入，

梁老師的性格特質令我十分欣賞，因而展開追求了。

記：兩位老師結婚多年，朝夕相見，會否感到厭

煩？或是增進了感情呢？

梁：由於我們在共同的環境工作，相對地大家的話

題也多了，所以不會感到厭煩！

郭：學校每天都會發生很多事情，包括學校的工

作，同事間的相處和學生之間的互動，這種種都

會變成我們之間的話題。

梁：因為這樣，大家都會明白對方的處境，亦會知

道對方在學校所發生的事情，話題自然也會多。

郭：當我們一起討論工作上的困難，大家很快就可

以了解事情，也能為對方提出合適的意見，大家

可以互相扶持，所以整體來說是增進了感情！

記：請問兩位有沒有經歷過一些人生波折?您們又

是如何應對?

梁：那些波折主要是在學校遇到。學校早年部份學

生比較頑皮，缺乏學習動機。以前，商科主要分

為商業科或會計科，讓一些能力較弱的學生選修，而

不像現在的學生可以自己選擇。所以當遇到這些同學

有時都會感到很沮喪，又因為實在太吃力了，曾經想

過選擇放棄，所以當時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考驗。另

外，在課室內外活動推動上，當年學校資源和行政上

郭富賢老師是一位風趣幽默的理科老師，梁鳳儀老師是一位文靜溫柔的商科老師。兩位老師在盧中相識

相戀。他們對於學校、人生和感情有甚麼看法呢?請細心閱讀以下郭梁兩位老師的專訪。

郭：郭富賢老師      梁：梁鳳儀老師     記：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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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也有幫助。另外，看明珠台新聞也好，有英文字

幕，也可以學習時事。在說的方面，大家要多說，

多以英語與同學討論，或和外籍老師聊天，例如到

English Café等，以及來年會有一位外籍學生，也可以
加強同學英語能力。當然，更重要的是要有恆心，一

曝十寒的人決不能成功。

記者：化學是您的本科。請您指點一下學習化學

的方法。

校長：興趣是很重要的。學習化學的難處就是中

四開始時有很多基礎知識需要牢記，正如學英

文要學ABC，化學要記很多化學元素、離子等，同學

要用心學習，在一、兩個月之內記熟。另外，同學可

組織學習小組，約2-4人一組進行交流，把學到的知

識向其他同學講解。在講解前，一定要對課題透徹瞭

解，在思考的時候又要進行資料搜集，在教授的過程

中自然會掌握許多寶貴的知識。當然，看書、溫習和

做練習也是不可或缺的。我還建議大家要養成製作個

人筆記的習慣，老師上課的筆記說到底不是自己的筆

記，做筆記是另一個思考經歷，過程中會令自己的思

路更清晰。

記者：請問學校未來的發展重點是什麼？

校長：首先是加強學生的自信心，配合有品校園

的主題，希望同學既有品德，又有自信。另外

就是繼續營造良好的英語學習環境，著力提高同學的

英文水平，乃至整體的學業成績。

記者：校長您剛才提過閱讀是重要的，那麼可否

給同學推薦一些讀物呢？

校長：有兩本書很不錯，一本是關於科學的—

A Brief History of Time(時間的簡史)。作者是
科學家Stephen Hawking(史蒂芬．霍金）。這本書有
中英文版本，同學可以嘗試閱讀英文版，不算太深。

書本內容講述和解釋相對論，同學明白了內容和感興

趣的話，可以再讀更深奧的書。除了科學書籍外，我

也喜歡閱讀關於歷史的書籍。《最後的貴族》是一本

傳記，作者是章詒和，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初年

一個高官的女兒，這本書反映了當時的國情和作者本

人及其父的生活片段。另外，我們可以從中知道當年

共產黨立國的理念是什麼，與現況又有什麼落差。英

語入門書我推薦Harry Potter(哈利波特)，而喜愛中
文的可以看金庸的小說，我也會看內地出版的《水滸

傳》、《西遊記》，在這個年代懂得簡體字也是很重

要的。

記者：校長可以跟我們談談您的家庭生活嗎？

校長：我住在上水，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在香港

讀大學二年級，小女兒在澳洲讀大學一年級，

太太是家庭主婦。我和女兒的相處輕鬆，太太比較嚴

格，一家相處融洽。女兒們從小看電視都只看新聞，

我們又會要求她們做家務。

記者：之前曾在聖誕聯歡會觀賞過校長自彈自

唱，請問校長的愛好是什麼？

校長：我不擅長運動，偶爾會跑步。日常多看書

讀報，有時會唱歌，不過都是一些懷舊歌曲，

例如林子祥、徐小鳳、譚詠麟、張國榮。我又會與家

人玩德國橋牌、圍棋、波子棋等遊戲。

記者：您對同學有什麼勉勵及期望呢？

校長：最重要是盡力做到最好，不要放棄，無論

是學業上，還是其他方面。另外就是愉快學

習，不是說完全沒有痛苦，過程中也要流過汗，努力

過，得到成果才會愉快，而且不要輕言放棄。進入盧

中並不是終點，是另一個起點。同學要努力，過一個

精彩的中學生活。無論DSE考得如何，成績好當然開

心，表現欠佳也不用灰心，這只是另一個起點，在起

點重新開始努力過就行了。

記者：謝謝校長。

校長：謝謝同學的訪問。

記者：5C 鍾穎珍  5C 鄧盈慧

校園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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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富賢老師、梁鳳儀老師訪問

校園人物

記：許多被梁老師教過的學生，都說梁老師是「筆

記天后」，教學簡單易明，那您有沒有想過轉型

當補習老師，或者自己經營補習社?

梁：「筆記天后」這個

稱號實在太誇獎了，

其實除了我以外，許多老

師的筆記也很好。

剛才問及有沒有想過要當

補習老師，其實我興趣不

大，因為當補習老師跟當

學校老師的感覺很不一

樣。坊間的補習社主要教

授應試技巧，和我的教育

理念有偏差。我主張除了

教學外，還要和學生建立

亦師亦友的關係，亦歡迎學生跟我分享他們生活中的

喜與悲。我相信你們有補習經驗的都知道，在補習社

下課後便離去，和老師很少互動、溝通。而我比較享

受跟學生相處的時間，所以沒有興趣去當補習老師。

記：兩位所教的科目不一樣，會否一起分享教學方

式? 

郭：儘管我們所教的科目不盡相同，但教學方式卻

有些相似。首先，我們不約而同都是透過使用

簡報來帶動整個課堂的流程。另外，大家都有使用筆

記的習慣，學生上課時都需要抄錄。還有，我們的筆

記和簡報都附有插圖，方便同學理解課文的內容和概

念。我們亦會把一些較複雜或難明的句子轉化為一些

更簡單易明和能應用於考試的英文句子。

總括而言，我們的教學模式也很接近。所以平時大家

都會就教學方法而有所交流。比如現在我們都教通識

科，正因為大家的教學模式接近，所以自製的教材都

能分享使用。

記：請問有否讓您們印象深刻的學生?

梁：當然有，還有一些關係較密切的學生。有許多

已大學畢業、投身社會；有的甚至已經結了婚，

但大家依然保持緊密聯絡。以前在學校，可能只教他

們高中兩年，但畢業後大家仍保持聯絡，那種感覺和

關係，還是那麼親切。

郭：我和梁老師一樣，印象較深刻的學生都有好

幾個。當中有些可以說是看着他們成長，有的

已投身社會好幾年，有的結了婚，有的甚至已經生了

孩子，但我們仍保持聯絡，那種情感也十分深刻。另

外，有些學生不但是我陪伴他們成長，同時他們也陪

伴我成長。大家都經歷許多起跌，除了我們關心他們

外，有些時候學生也會問候我們，關心我們，那種雙

向的溝通直到現在我也感覺深刻。

記：請問兩位老師是怎樣相識的？

梁：當然是在學校相識的。

郭：應該是想知道怎樣展開追求才對吧？首先，合

眼緣是很重要的，加上其他條件都很不錯，而且

機緣巧合下，我們的座位非常接近，因着這些有利因

素，我們的接觸多了，彼此之間的了解亦相對深入，

梁老師的性格特質令我十分欣賞，因而展開追求了。

記：兩位老師結婚多年，朝夕相見，會否感到厭

煩？或是增進了感情呢？

梁：由於我們在共同的環境工作，相對地大家的話

題也多了，所以不會感到厭煩！

郭：學校每天都會發生很多事情，包括學校的工

作，同事間的相處和學生之間的互動，這種種都

會變成我們之間的話題。

梁：因為這樣，大家都會明白對方的處境，亦會知

道對方在學校所發生的事情，話題自然也會多。

郭：當我們一起討論工作上的困難，大家很快就可

以了解事情，也能為對方提出合適的意見，大家

可以互相扶持，所以整體來說是增進了感情！

記：請問兩位有沒有經歷過一些人生波折?您們又

是如何應對?

梁：那些波折主要是在學校遇到。學校早年部份學

生比較頑皮，缺乏學習動機。以前，商科主要分

為商業科或會計科，讓一些能力較弱的學生選修，而

不像現在的學生可以自己選擇。所以當遇到這些同學

有時都會感到很沮喪，又因為實在太吃力了，曾經想

過選擇放棄，所以當時對我來說是個很大的考驗。另

外，在課室內外活動推動上，當年學校資源和行政上

郭富賢老師是一位風趣幽默的理科老師，梁鳳儀老師是一位文靜溫柔的商科老師。兩位老師在盧中相識

相戀。他們對於學校、人生和感情有甚麼看法呢?請細心閱讀以下郭梁兩位老師的專訪。

郭：郭富賢老師      梁：梁鳳儀老師     記：記者

2305--T20776--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綠意.indd   5 2014-6-27   16:40:27



6

校園人物

的限制也使我無法實行自己的教育理念，亦曾經因而

感到失望。

郭：畢業後我便在盧中工作，所以最主要的波折

都在盧中發生的。新任老師的我，要整理很多

筆記，而且生物科只有兩位老師，測驗和考試試卷都

是由盧其信老師和我兩人分工，所以每天的工作都很

多。除了上課外，還要整理筆記、製作上課用的膠片

(現在是簡報)、擬訂試卷、批改作業和試卷，再加上

一些行政組別的的工作，這些壓力令我覺得自己好像

已揹負不起了。

還記得某一年的某次考試，我須要負責擬訂八份試

卷，相信應該是盧中的紀錄吧！當年的我很瘦，有學

生更形容我為「薄如一張紙」，這已夠差的了，不幸

面上更長滿暗瘡，就連自己看見都覺得有些恐怖呢！

因此，當時我覺得有需要仔細思量自己是否適合繼續

在這一行業發展。但因為當時真的很忙，忙得沒時間

去想太多，惟有一直向前走，堅持到現在了。雖然現

在仍然很忙碌，但工作熟練了，效率有所提升，相比

以往的艱苦時代，現階段真的很不錯了！很多人都認

為有些事很難完成或無論怎樣都做得不好，那怎麼辦

好呢？其實很簡單，兩個字—堅持，我相信每一個

人都有能力捱過他們所遇到的挫折！

記：請問您們小時的志願是不是要當老師？還是別

的職業？

梁：小時都覺得當老師很有趣，也曾想過要成為老

師。但長大後，我大學修讀的是會計學，對於會

計行業有較深入的認識，而且會計行業本身有許多吸

引和有趣的地方，工作挑戰性又高，當中所能學到的

亦能擴闊我的視野。讀大學的時候，我曾替人補習，

教小朋友英文，那時初嘗教書的滋味。

因此，無論是會計工作或是教學工作，我都喜歡。最

後，在嘗試過會計工作後，我還是比較喜歡教書。現

在我認為沒有選擇錯誤，因為當中有很多滿足感。

郭：小時候有個志願，就是成為建築師。但長大後

才漸漸發現自己的天份和能力都不足夠，因此而

打消了這念頭。當別人問我想做什麼工作的時候，我

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我知道自己不能當建築師，

但又不知道自己想怎樣。讀預科及大學的時候，我都

有替人補習，發現過程當中能賺取金錢之餘，我補習

的學生的確有些進步。當時我已有整理筆記的習慣，

雖然當時的筆記簡單了一點，但發覺已經可以幫助別

人。到了大學畢業，要找一份工作，憑以往的補習經

驗，自問講解能力不錯，也喜歡與年青人相處，所以

教書這個行業應該適合我，便嘗試去應徵，最後也成

功了，一直執教到現在。

記：請問兩位當初為甚麼會選擇到盧中任教?

梁：因為當時商科老師的教席空缺不多，可讓我申

請的職位相對較少，盧中是其中一間。為甚麼我

會選擇盧中？第一是選擇不多；第二是盧中的首任校

長趙柯燕冰校長令我有良好的印象。當我面試時，她

給我的感覺是人很好、很親切。同時覺得盧中的環境

也很不錯，但當時並未接觸到學生，所以不知道當時

的學生是怎樣的。所以總括而言是因為對趙校長印象

良好，所以希望決定在這所學校任教。

郭：由於當時我住在新界區，畢業後找工作的目標

是在新界區任教，也有數間學校讓我選擇，而盧

中是其中一間。

跟你們說個笑話，當年前往盧幹庭中學面試，當我來

到朗屏一間中學，我向校務處職員說我是來見工的，

但他們的反應很呆滯。

他們問：「見甚麼工？」

我說：「是應徵生物科教師的。」

他們對我說：「沒有呀！沒有這件事。」

我說：「不是呀，我寄了信的，並且收到你們的通知

來應徵的。」

後來他們問我：「請問你找哪間學校呀？」

我說：「盧幹庭！」

他們便說：「啊！我們這裏是鄧佩瓊（隔壁中學）

呢！」

原來是自己弄錯了，只好訕笑離開。

就如梁老師所說，面見我的亦是趙柯燕冰校長，她給

予我一種很有長輩教導後輩的感覺。記得當時她曾勉

勵說：「年青人剛剛出來教書，壓力是很大的，遇上

困難，不妨與直屬上司談談，他們人很好，可以幫助

你的。」這次面試給我的感覺很良好，當我準備離開

的時候，不忘向周遭打量一下，盧中校舍雖然細小，

但所碰見的老師和同學都能給我良好的感覺，直覺告

訴我盧中的學生是受教的，當時盧中的banding不算

高，卻令到我有一道使命感，年青人嘛！從此就加入

了盧中這大家庭了。

記：很多謝兩位老師接受我們的訪問，我們亦能從

兩位老師的經歷中學到寶貴的一課，希望您們接

下來的日子工作順利！

記者：3C 鄭嘉潁  3C 葉美寳  3C 劉懿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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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員韓紅英女士訪問

工作篇

記：姨姨您好。請問您任職保安多少年?

韓：同學好。我在這裡工作快三年了，這裡是我第一間 

 任職保安的學校。

記：上班時間如何?一星期有多少日假期?

韓：六點四十分就要上班，下班也是大約六點四十分， 

 吃午飯時間在十一點，一星期放假一天。

記：是否滿意當保安的工作待遇?

韓：算是不錯啦。

記：希望得到什麼合理的改善?(包括工資、工作環境、 

 工作時間……)

韓：就是夏天這裡比較熱，其他都可以。

記：平時工作情況如何?

韓：這份工作不會太累，有時工友未回校或者不夠人 

 手的時候我也會幫幫忙。

記：工作期間可怎樣娛樂/休息?

韓：有時到處走走，有時到外面澆花，不過大部份時 

 間都要當值，不可以離開工作崗位太遠。

記：平日放假有什麼休閒活動?

韓：閒時會買餸和跟朋友飲茶，或者逛逛街。放長假的 

 時候就會回鄉或者一家人去廣東如順德、珠海等 

 地旅遊。

記：離任盧中保安後，對未來有何打算和期望?

韓：搬到市區後再找工作，應該還是會做這一行，希 

 望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但最重要是開心，就像見 

 到你們一樣。

校園篇

記：對於現時在盧中的工作有什麼感覺?

韓：真的捨不得，老師們待我不錯，校務處的同事、 

 上司、工友都很好。有時生活上不免感到鬱悶， 

 但回來看見你們都會感到很高興。

記：你對盧中同學的表現感覺怎樣?

韓：這班「細路」很不錯，少有沒禮貌的同學，絕大 

 部份都很守規矩，玩也不會玩得太過份，都是我 

 眼中的好學生。

家庭篇

記：對子女有何期望?

韓：子女生生性性，好好工作。

記：最擔心子女什麼?

韓：沒得擔心啦，都長這麼大了。

記：平日與子女有何親子活動?

韓：大家平日都很忙，都要上班，最常是一起飲茶吃飯。

記：謝謝姨姨接受校刊的訪問！

韓：不用客氣，謝謝！

每早，當大家踏着輕快的步伐回到盧中時，會否跟詢問處的保安姨姨/叔叔問好？大家可能往往忽略了

那些不辭勞苦為學校默默奉獻的保安們。今次訪問中這位保安員韓紅英女士已經離職，大家已不能在盧

中看見她。不過希望可以借這篇訪問讓大家了解這位數年來默默守護我們的保安姨姨，以及喚起同學們

對保安多一點的關心。

校園人物

後記：

採訪時照片拍得不好，到發現時已經聯絡不上韓姨姨

重新再拍了，真是有點遺憾。不過從以上訪問內容的

字裡行間，都能感受到被訪者積極樂觀的性格，一問

一答中總是掛着親切的笑容。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工

作、家庭或者日常生活，姨姨始終保持着簡單的心

態，這亦代表了香港草根階層的善良、簡單、容易滿

足，我由衷的佩服這種樂天知命的精神，同時希望香港

社會經濟得到發展，讓草根過上更安穩、幸福的生活。

記者：5A 黃珮涵  5C 梁慧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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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人物

的限制也使我無法實行自己的教育理念，亦曾經因而

感到失望。

郭：畢業後我便在盧中工作，所以最主要的波折

都在盧中發生的。新任老師的我，要整理很多

筆記，而且生物科只有兩位老師，測驗和考試試卷都

是由盧其信老師和我兩人分工，所以每天的工作都很

多。除了上課外，還要整理筆記、製作上課用的膠片

(現在是簡報)、擬訂試卷、批改作業和試卷，再加上

一些行政組別的的工作，這些壓力令我覺得自己好像

已揹負不起了。

還記得某一年的某次考試，我須要負責擬訂八份試

卷，相信應該是盧中的紀錄吧！當年的我很瘦，有學

生更形容我為「薄如一張紙」，這已夠差的了，不幸

面上更長滿暗瘡，就連自己看見都覺得有些恐怖呢！

因此，當時我覺得有需要仔細思量自己是否適合繼續

在這一行業發展。但因為當時真的很忙，忙得沒時間

去想太多，惟有一直向前走，堅持到現在了。雖然現

在仍然很忙碌，但工作熟練了，效率有所提升，相比

以往的艱苦時代，現階段真的很不錯了！很多人都認

為有些事很難完成或無論怎樣都做得不好，那怎麼辦

好呢？其實很簡單，兩個字—堅持，我相信每一個

人都有能力捱過他們所遇到的挫折！

記：請問您們小時的志願是不是要當老師？還是別

的職業？

梁：小時都覺得當老師很有趣，也曾想過要成為老

師。但長大後，我大學修讀的是會計學，對於會

計行業有較深入的認識，而且會計行業本身有許多吸

引和有趣的地方，工作挑戰性又高，當中所能學到的

亦能擴闊我的視野。讀大學的時候，我曾替人補習，

教小朋友英文，那時初嘗教書的滋味。

因此，無論是會計工作或是教學工作，我都喜歡。最

後，在嘗試過會計工作後，我還是比較喜歡教書。現

在我認為沒有選擇錯誤，因為當中有很多滿足感。

郭：小時候有個志願，就是成為建築師。但長大後

才漸漸發現自己的天份和能力都不足夠，因此而

打消了這念頭。當別人問我想做什麼工作的時候，我

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我知道自己不能當建築師，

但又不知道自己想怎樣。讀預科及大學的時候，我都

有替人補習，發現過程當中能賺取金錢之餘，我補習

的學生的確有些進步。當時我已有整理筆記的習慣，

雖然當時的筆記簡單了一點，但發覺已經可以幫助別

人。到了大學畢業，要找一份工作，憑以往的補習經

驗，自問講解能力不錯，也喜歡與年青人相處，所以

教書這個行業應該適合我，便嘗試去應徵，最後也成

功了，一直執教到現在。

記：請問兩位當初為甚麼會選擇到盧中任教?

梁：因為當時商科老師的教席空缺不多，可讓我申

請的職位相對較少，盧中是其中一間。為甚麼我

會選擇盧中？第一是選擇不多；第二是盧中的首任校

長趙柯燕冰校長令我有良好的印象。當我面試時，她

給我的感覺是人很好、很親切。同時覺得盧中的環境

也很不錯，但當時並未接觸到學生，所以不知道當時

的學生是怎樣的。所以總括而言是因為對趙校長印象

良好，所以希望決定在這所學校任教。

郭：由於當時我住在新界區，畢業後找工作的目標

是在新界區任教，也有數間學校讓我選擇，而盧

中是其中一間。

跟你們說個笑話，當年前往盧幹庭中學面試，當我來

到朗屏一間中學，我向校務處職員說我是來見工的，

但他們的反應很呆滯。

他們問：「見甚麼工？」

我說：「是應徵生物科教師的。」

他們對我說：「沒有呀！沒有這件事。」

我說：「不是呀，我寄了信的，並且收到你們的通知

來應徵的。」

後來他們問我：「請問你找哪間學校呀？」

我說：「盧幹庭！」

他們便說：「啊！我們這裏是鄧佩瓊（隔壁中學）

呢！」

原來是自己弄錯了，只好訕笑離開。

就如梁老師所說，面見我的亦是趙柯燕冰校長，她給

予我一種很有長輩教導後輩的感覺。記得當時她曾勉

勵說：「年青人剛剛出來教書，壓力是很大的，遇上

困難，不妨與直屬上司談談，他們人很好，可以幫助

你的。」這次面試給我的感覺很良好，當我準備離開

的時候，不忘向周遭打量一下，盧中校舍雖然細小，

但所碰見的老師和同學都能給我良好的感覺，直覺告

訴我盧中的學生是受教的，當時盧中的banding不算

高，卻令到我有一道使命感，年青人嘛！從此就加入

了盧中這大家庭了。

記：很多謝兩位老師接受我們的訪問，我們亦能從

兩位老師的經歷中學到寶貴的一課，希望您們接

下來的日子工作順利！

記者：3C 鄭嘉潁  3C 葉美寳  3C 劉懿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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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員韓紅英女士訪問

工作篇

記：姨姨您好。請問您任職保安多少年?

韓：同學好。我在這裡工作快三年了，這裡是我第一間 

 任職保安的學校。

記：上班時間如何?一星期有多少日假期?

韓：六點四十分就要上班，下班也是大約六點四十分， 

 吃午飯時間在十一點，一星期放假一天。

記：是否滿意當保安的工作待遇?

韓：算是不錯啦。

記：希望得到什麼合理的改善?(包括工資、工作環境、 

 工作時間……)

韓：就是夏天這裡比較熱，其他都可以。

記：平時工作情況如何?

韓：這份工作不會太累，有時工友未回校或者不夠人 

 手的時候我也會幫幫忙。

記：工作期間可怎樣娛樂/休息?

韓：有時到處走走，有時到外面澆花，不過大部份時 

 間都要當值，不可以離開工作崗位太遠。

記：平日放假有什麼休閒活動?

韓：閒時會買餸和跟朋友飲茶，或者逛逛街。放長假的 

 時候就會回鄉或者一家人去廣東如順德、珠海等 

 地旅遊。

記：離任盧中保安後，對未來有何打算和期望?

韓：搬到市區後再找工作，應該還是會做這一行，希 

 望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但最重要是開心，就像見 

 到你們一樣。

校園篇

記：對於現時在盧中的工作有什麼感覺?

韓：真的捨不得，老師們待我不錯，校務處的同事、 

 上司、工友都很好。有時生活上不免感到鬱悶， 

 但回來看見你們都會感到很高興。

記：你對盧中同學的表現感覺怎樣?

韓：這班「細路」很不錯，少有沒禮貌的同學，絕大 

 部份都很守規矩，玩也不會玩得太過份，都是我 

 眼中的好學生。

家庭篇

記：對子女有何期望?

韓：子女生生性性，好好工作。

記：最擔心子女什麼?

韓：沒得擔心啦，都長這麼大了。

記：平日與子女有何親子活動?

韓：大家平日都很忙，都要上班，最常是一起飲茶吃飯。

記：謝謝姨姨接受校刊的訪問！

韓：不用客氣，謝謝！

每早，當大家踏着輕快的步伐回到盧中時，會否跟詢問處的保安姨姨/叔叔問好？大家可能往往忽略了

那些不辭勞苦為學校默默奉獻的保安們。今次訪問中這位保安員韓紅英女士已經離職，大家已不能在盧

中看見她。不過希望可以借這篇訪問讓大家了解這位數年來默默守護我們的保安姨姨，以及喚起同學們

對保安多一點的關心。

校園人物

後記：

採訪時照片拍得不好，到發現時已經聯絡不上韓姨姨

重新再拍了，真是有點遺憾。不過從以上訪問內容的

字裡行間，都能感受到被訪者積極樂觀的性格，一問

一答中總是掛着親切的笑容。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工

作、家庭或者日常生活，姨姨始終保持着簡單的心

態，這亦代表了香港草根階層的善良、簡單、容易滿

足，我由衷的佩服這種樂天知命的精神，同時希望香港

社會經濟得到發展，讓草根過上更安穩、幸福的生活。

記者：5A 黃珮涵  5C 梁慧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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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活動

Chocolate Rain DIY工作坊

全港學界排球精英賽—

男排全港季軍

花花心思送贈師兄師姐

學校戲劇比賽校內評審日
香港學校英文話劇節

社際時事通識問答比賽

家長日

禮堂書展

盧中一年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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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學校活動

英文週1

家長講座

學生會選舉

領袖生訓練日 通識攤位遊戲

男童軍—國慶酒會服務

家教會義工訓練班

英文週3

英文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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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活動

英文週1

家長講座

學生會選舉

領袖生訓練日 通識攤位遊戲

男童軍—國慶酒會服務

家教會義工訓練班

英文週3

英文週2

2305--T20776--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綠意.indd   9 2014-6-27   16:40:48



10

學校活動

讀書有法講座
男童軍—國際電訊日服務

國際環保博覽

創意科技嘉年華2013

全國青少年U21男子排球錦標賽

中一家長班聚

花旗集團獎勵計劃—職涯「身」探索
領袖生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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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學校活動

數碼電台訪問盧戲劇場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暨家長老師交流會

週會—性教育話劇〈愛、不後悔〉

男童軍—昂坪露營 羅氏慈善基金獎學金—應用學習

中三家長學生新高中課程簡介會 家長教師會周年聯歡

捐血日

升中親子觀校日

2305--T20776--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綠意.indd   11 2014-6-27   16:41:01



10

學校活動

讀書有法講座
男童軍—國際電訊日服務

國際環保博覽

創意科技嘉年華2013

全國青少年U21男子排球錦標賽

中一家長班聚

花旗集團獎勵計劃—職涯「身」探索
領袖生訓練營

2305--T20776--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綠意.indd   10 2014-6-27   16:40:54

11

學校活動

數碼電台訪問盧戲劇場

家長教師會會員大會

暨家長老師交流會

週會—性教育話劇〈愛、不後悔〉

男童軍—昂坪露營 羅氏慈善基金獎學金—應用學習

中三家長學生新高中課程簡介會 家長教師會周年聯歡

捐血日

升中親子觀校日

2305--T20776--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綠意.indd   11 2014-6-27   16:41:01



12

學校活動

English Week

Hello! I am the vice-chairlady of the English 
Society. Driven by responsibility and curiosity, 
I joined many activities held during the English 
Week.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is year’s English 
Week not only because I was one of the project 
holders, but I could also immerse myself into an 
environment which was full of English.

Our class was in charge of the activity called 
Drum Circle. From my point of view, the activity 
could break the ice between our schoolmates. 
Although we study in the same school, we seldom 
have such a chance to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using music and English. Moreover, it is rare for 
most of us to communicate with foreigners except 
for the native teacher of our school. We grabbed 
the chance to practise our spoken English, sing 
English songs and play some African drums.

On the whole, I think English week 2014 was a 
success. Not only was it fun, but it was also an 
eye-opener. I really look forward to our next 
English Week!

By Helen Ho Shuk Mui 4F

Ola! I am the chairlady of the English 
Society. I enjoyed most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English Week of this year. It gave us a 
chance to apply English while having fun.

First, I appreciate the theme of this year’s 
English Week, ‘Popular Culture’. Most of 
the activities were examples of popular 
culture which are very much enjoyed by 
teenagers, such as Drama Show, Music 
Café and so on. Among all the activities, I 
liked Culture Express: Brazil most. An 
Australian, who practises Capoeira, taught 
us some moves of the traditional Brazilian 
dance and showed us an interesting music 
instrument called Berimbau. I had lots of 
fun while learning the moves and chatting 
with the trainer.

All in all, the English Week activities were 
attractive and amusing. I hope we will 
have these types of activities in the coming 
future! \(^A^)/

By Helen Ho Shuk Mui 4F

Debate Demo

ICE Capoeira Workshop

Game Stalls Music Cafe Tongue Twister Competition

Game St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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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活動

科學週 

科學週於4月28日至5月2日舉行，多項活動圍繞「綠色科學」的主題依次展開。其中包括由浸會大學講師主

持的「再生能源的大圖像」講座，擴展同學對未來環保新能源的視野；校園展板，介紹不同的再生能源，家居廚

餘酵素的應用和地球溫室效應；每日一問活動，挑戰同學對環保科學的認識；早會師生分享，展現綠色科學的內

涵。同學積極參與各項活動，裝備自己，回應時代對發展新能源科技的挑戰。

此外，其他大型活動還包括競爭激烈的社際科學問答比賽、寓學習於娛樂的攤位遊戲、考驗同學對科學知識

應用的神奇降落器設計比賽、鼓勵同學動手參與的午間科學示範。

神奇降落器設計比賽 

—同學展現作品

神奇降落器設計比賽

譚美玲副校長主持科學週開幕禮 同學動手參與科學示範
同學十分投入攤位遊戲活動

校長頒發科學週獎項

攤位遊戲—寓學習
於娛樂

科學週2014

社際科學問答比賽，評判細心

計算各社總分同學踴躍參加神奇降落器設計比賽

科學週每天活動充實

社際科學問答比賽—各社

代表競爭激烈

「再生能源的大圖像」科學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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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d break the ice between our schoolmates. 
Although we study in the same school, we seldom 
have such a chance to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using music and English. Moreover, it is rare for 
most of us to communicate with foreigners except 
for the native teacher of our school. We grabbed 
the chance to practise our spoken English, sing 
English songs and play some African drums.

On the whole, I think English week 2014 was a 
success. Not only was it fun, but it was also an 
eye-opener. I really look forward to our next 
English Week!

By Helen Ho Shuk Mui 4F

Ola! I am the chairlady of the English 
Society. I enjoyed most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English Week of this year. It gave us a 
chance to apply English while having fun.

First, I appreciate the theme of this year’s 
English Week, ‘Popular Culture’. Most of 
the activities were examples of popular 
culture which are very much enjoyed by 
teenagers, such as Drama Show, Music 
Café and so on. Among all the activities, I 
liked Culture Express: Brazil most. An 
Australian, who practises Capoeira, taught 
us some moves of the traditional Brazilian 
dance and showed us an interesting music 
instrument called Berimbau. I had lots of 
fun while learning the moves and chatting 
with the trainer.

All in all, the English Week activities were 
attractive and amusing. I hope we will 
have these types of activities in the coming 
future! \(^A^)/

By Helen Ho Shuk Mui 4F

Debate Demo

ICE Capoeira Workshop

Game Stalls Music Cafe Tongue Twister Competition

Game St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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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活動

科學週 

科學週於4月28日至5月2日舉行，多項活動圍繞「綠色科學」的主題依次展開。其中包括由浸會大學講師主

持的「再生能源的大圖像」講座，擴展同學對未來環保新能源的視野；校園展板，介紹不同的再生能源，家居廚

餘酵素的應用和地球溫室效應；每日一問活動，挑戰同學對環保科學的認識；早會師生分享，展現綠色科學的內

涵。同學積極參與各項活動，裝備自己，回應時代對發展新能源科技的挑戰。

此外，其他大型活動還包括競爭激烈的社際科學問答比賽、寓學習於娛樂的攤位遊戲、考驗同學對科學知識

應用的神奇降落器設計比賽、鼓勵同學動手參與的午間科學示範。

神奇降落器設計比賽 

—同學展現作品

神奇降落器設計比賽

譚美玲副校長主持科學週開幕禮 同學動手參與科學示範
同學十分投入攤位遊戲活動

校長頒發科學週獎項

攤位遊戲—寓學習
於娛樂

科學週2014

社際科學問答比賽，評判細心

計算各社總分同學踴躍參加神奇降落器設計比賽

科學週每天活動充實

社際科學問答比賽—各社

代表競爭激烈

「再生能源的大圖像」科學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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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活動

「台中文化保育考察交流團」
台灣在文物及文化保育方面的發展蓬勃，值得香港借鏡。通識學會在復活節假期內，組織了「台中文化保

育考察交流團」，師生四十人通過四天三夜的旅程，探訪多個位於台中的文物、文化及生態保育景點，如埔里酒

廠、紙教堂、溪頭自然教育園區、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區及彩虹眷村，讓學生體驗台中的文化保育工作，及了解當

地社會如何達致可持續發展。同學還會分為「文物保育」、「文物保育」、「生態保育」及「保育教育」四個小

組，透過實地考察，進行專題研習，發揚自主學習的精神。

日期  行程        
22/4 香港→台中→921地震教育園區

23/4 清境農場青青草原→埔里酒廠→紙教堂→日月潭遊湖

24/4
溪頭自然教育園區→妖怪村→參訪台中國立清水高級中學→中興街(草悟道→勤美術館→誠品綠園區) 
→逢甲夜市

25/4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區→彩虹眷村→香港

領隊老師 葉佩東老師、鄭婉怡老師、楊菁雯老師、孔麗芬老師

5C 鄧盈慧 

這次旅程去了一個與大城市有別的地方，體

驗了純樸的生活。如在青青草原和羊隻的近距離

接觸，溪頭自然教育園區和日月潭可欣賞台中美

麗的自然景色，這些都是在城市感受不到的。而

台灣的文化亦保留得很好，如最後一天，我們到

了彩虹眷村參觀，那是一位伯伯用顏料把眷村變

成了一個景點，從而保留了眷村的文化，令人難

忘。

5C 陳淑雯  

是次交流團的主題是文化保育，台灣政府在

這方面下的功夫真不少。他們總能把生態保育及

經濟發展聯合起來，做到互惠互利。如旅程中的

紙教堂及青青草原，都是著名的旅遊景點，除

能支援旅遊業的發展外，亦能保護該地的自然

環境。

5E 戴詩敏  

經過與清水中學的同學交流後，我發覺台灣

學生的環保意識比香港學生高。台灣學生會把喝

完的外賣紙杯飲料的包裝分開清洗，把可回收的

部份回收，這一點值得香港的學生學習。

5C 劉玉儀   

透過參觀不同景點，可看到台灣政府對文物

保育下了不少心思。例如埔里酒廠和台中文化創

意產業區，綜合了文物、傳統文化及文化產業，

成為宣揚文化的旅遊景點，使旅客對台灣的酒文

化、歷史或創意產業有更深入的認識。

同學感想

921地震教育園區留影

參觀埔里酒廠

與台灣當地的學生交流

在彩虹眷村與與彩虹戰士合照溪頭自然教育園區遠足

通識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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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情與國際文化學會

學校活動

「高雄、台東、台中歷史考察交流團」
國情與國際文化學會於本年度五月一日至四日舉辦了「高雄、台東、台中歷史考察交流團」。在四日三夜

的旅程中，師生四十人考察了台灣東、南部的歷史古蹟，如安平古堡、德記洋行、眷村文化館、高雄歷史博物館

等，從而加深了對台灣歷史及文物保育的認知。同時，透過參觀當地基建、並與當地師生交流，同學得以了解台

灣生活文化，並與香港作一比較，實獲益良多。

第一天
香港台南機場→前往參訪國立台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台灣開拓史料蠟像館(德記洋行)→安平

古堡→入住酒店

第二天
台南孔子廟→前往高雄→高雄歷史博物館→捷運美麗島站及人權廣場→美麗島雜誌社(中山一路53號)→

經南迴公路前往台東→入住酒店

第三天
酒店內早餐→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卑南文化公園→台東阿美民俗文化中心)→經南迴公路前往高雄→

入住酒店

第四天 酒店早餐→高雄黃埔新村→眷村文化館→真愛碼頭→高雄機場香港

5E 梁津銘

此次高雄、台南、台東歷史考察交流團行程豐富緊密、很有意

義而且令人難忘。

這次的行程參觀了安平古堡、高雄歷史博物館、台灣史前文化

博物館、眷村文化館等具有濃厚歷史氣息的地方，除了可體現到台

灣對歷史文物的重視外，更令我加深對歷史的認識及了解其意義。

如在參觀高雄歷史博物館中，導賞員給我介紹的是一段沉重的歷史:

二二八事變，這是一段國民政府鎮壓屠殺台灣人民的歷史，這給我

的感覺是震撼的，也表示著每一個政權亦有其黑暗流血的過去。同

時我也明白到歷史事件是如一面鏡子一樣給我們反思、借鑒，避免

日後同樣有悲劇事情的發生，這就是學習歷史的意義和重要性。

另外，這次參觀了國立台南高級海事水產學校，那裏的學生很

熱情，一開始就有精彩的舞龍表演，與當地學生交流的同時能認識

中國的傳統國粹。隨後到他們的食品科和養殖科學習，與他們食品

科的學生一起製作桃酥的經歷令我感到難忘，他們還把製成後的具

台灣口味的桃酥送給我們呢!在這次的交流活動中認識了台灣的學

生，大家在臨別時都流露出依依不捨之情，希望再有機會參與同樣

活動，多認識歷史，豐富文化知識及個人內涵。

同學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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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全年活動

家長教師會第九任常務委員會
幹事名單(12-14)

學校活動

舉行時間 活動

9月 家長義工訓練班

10月
家長參觀陸運會/家長接力賽

中一家長班聚

11月 周年會員大會暨家長老師交流會

12月 聖誕聯歡聚餐

1-5月 家長義工興趣班

4月 親子旅行

5月 家長也敬師之心意午餐

7月(結業禮日） 家長積極參與獎勵計劃頒獎禮
家長老師交流會

家長義工訓練班 聖誕聯歡聚餐 委員向大家祝酒

家長 教師

主席 陳麗琼女士

副主席 陳振奮先生 蘇碧蘭老師

秘書 葉美鳳女士 黃國樑老師

司庫 梁彩琴女士

副司庫               楊嘉怡老師

幹事 何秀如女士 黃潤章老師　黎玉嬋老師

候補委員
黄金連女士

李小鶯女士

非委員稽核 黄秀菊女士

家長委員助理

彭美顏女士　董敏兒女士　黎淑芬女士　司徒妙玲女士

葉惠儀女士　葉惠儀女士　陳小慧女士

曹小林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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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活動

四社活動

勤社

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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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師會全年活動

家長教師會第九任常務委員會
幹事名單(12-14)

學校活動

舉行時間 活動

9月 家長義工訓練班

10月
家長參觀陸運會/家長接力賽

中一家長班聚

11月 周年會員大會暨家長老師交流會

12月 聖誕聯歡聚餐

1-5月 家長義工興趣班

4月 親子旅行

5月 家長也敬師之心意午餐

7月(結業禮日） 家長積極參與獎勵計劃頒獎禮
家長老師交流會

家長義工訓練班 聖誕聯歡聚餐 委員向大家祝酒

家長 教師

主席 陳麗琼女士

副主席 陳振奮先生 蘇碧蘭老師

秘書 葉美鳳女士 黃國樑老師

司庫 梁彩琴女士

副司庫               楊嘉怡老師

幹事 何秀如女士 黃潤章老師　黎玉嬋老師

候補委員
黄金連女士

李小鶯女士

非委員稽核 黄秀菊女士

家長委員助理

彭美顏女士　董敏兒女士　黎淑芬女士　司徒妙玲女士

葉惠儀女士　葉惠儀女士　陳小慧女士

曹小林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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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活動

忠社

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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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中排球隊的成績如常優異，本年度男甲和男乙，分別在元朗區校際排球

比賽中取得冠軍，男甲更在全港學界精英排球比賽男子組取得季軍，隊員彭世

賢(6B)和鄧志康(6C)被選為明星隊球員。女甲和女乙在元朗區校際排球比賽中也

分別取得第五名及季軍的成績。丙組賽事仍在進行中。

今年盧中辯論隊屢傳喜訊，上學期先奪基本法盃全港中學生辯論比賽新界西季軍，下學期則在東華三院

中學聯校辯論比賽中取得亞軍，隊長許蔚琳更四度獲評為最佳辯論員。在東辯四強賽及決賽中，學校分別組織了

中四全級和八十多名中二中三學生觀賽。學生觀看了季軍賽、冠軍賽和評判評點，相信已經產生了啟蒙作用，希

望他們日後會喜歡辯論比賽，成為辯論隊的一員。最重要就是要學懂根據材料說話，不要人云亦云，被罐頭概念

支配。

排球隊

辯論隊

賢(6B)和鄧志康(6C)被選為明星隊球員。女甲和女乙在元朗區校際排球比賽中也

女子乙組排球隊—元朗區校

際排球比賽季軍

男乙排球冠軍

本校結辯

本校一副
四強賽

本校台下發言,時間掌握恰到好處

盧中辯論隊主力

女子甲組排球隊
男甲排球精英季軍

男甲排球元朗區校

際排球比賽冠軍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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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戲劇場

《黃帝與蚩尤》—2014學校戲劇節評判推介演出獎
5E 林嘉婷

《黃帝與蚩尤》是「盧戲劇場」第一齣改編自神話的劇目。這個故事的題材及靈感來自中文科中三級神話

單元戲劇比賽的作品，當中以《黄帝與蚩尤》這個故事最引人入勝。於是，由去年暑假開始，盧戲的同學、導師

與老師分別搜集資料，最後由中五三位同學執筆整合劇本而成。此外，這齣話劇所用的佈景、道具及服裝都由戲

劇學會成員親自製作，我們在製作過程中獲益良多。由去年八月開始進行形體及體能訓練，九月開始創作劇本、

圍讀，一直排練至二月，長達七個月的籌備，各人都務求令演出盡善盡美。這齣劇是「盧戲劇場」的一大突破，

當中加入了希臘劇的元素，運用了群眾交代故事的背景，以推動情節發展。因為希臘劇是戲劇最原始的雛型，我

們從未接觸過，對此亦沒有任何概念或認識。對於我們而言，感覺新鮮，與以往截然不同。我有幸擔任此劇的導

演，得到導師的引導，令我對戲劇有更深一步的瞭解。

二月二十八日是「學校戲劇節」校內評審日, 不久我們接到了喜訊。「盧戲劇場」繼2005、2006、2007、

2008年獲得獎後，今年再憑此劇第五年獲得「評判推介演出獎」。全港五百卅五隊中，四十二間學校獲邀公開演

出。本校將與其他四隊獲獎學校在五月十六日晚，於荃灣大會堂參加匯演。我們將竭盡所能，把中國神話故事以

希臘劇元素呈現觀眾眼前，把「盧戲」精神延續下去。

<黃帝與蚩尤>共獲得「香

港學校戲劇節2013-2014」(中

學廣東話組)五個獎項：

「評判推介演出獎」

「傑出劇本獎」

「傑出導演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果」

盧戲又奪大獎！

盧戲全體合照 九天玄女

黃帝大軍
黃帝、嫘祖、嫫母

蚩尤大軍

蚩尤與春姬
蚩尤與黃帝

對峙

村民 幕後工作人員

獎項

2305--T20776--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綠意.indd   20 2014-6-27   16:43:55

21

1D 曹莉珊

我是在小學二年級參加花式單車課外活動中首次接觸單輪車，當時我覺得這東西很難控制平衡，所以沒有選

擇它，而選擇了雙輪單車。一個學期後，當我練習一些更高難度的花式時，因需要身體更佳的平衡力，所以教練

叫我以單輪車作鍛鍊。那時的我對騎單輪車仍有點害怕，但後來熟練了，才發現原來它也並不是很難掌握的。

最難忘的一次練習是我剛剛學會徒手(不用扶着別的東西)踩單輪車上斜路時，突然失去平衡，把我摔得個元

寶朝天，手、腰、腳都瘀青紅腫，足足休息了兩星期。可是，受傷並沒有減少我對單輪車的熱情；康復後，我又

Australian National Chemistry Quiz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Chemistry Quiz (ANCQ) 澳洲國家化學測試 organized by the Royal Australian 
Chemical Institute has its long history for more than 20 years and is a large-scale international chemistry 
quiz held in July each year.

Our students performed very well in the past few years. 2 students obtained full marks, while 11 and 5 
students were ranked in the top range of 0.5% amongst participants all over the world in 2012 and 2013 
respectively.

Students with High Distinction in 2013 

(Grade 8)
Students with High Distinction in 2013 

(Grade 7)

澳洲化學測試

室內單車錦標賽

Thank my teacher for giving me a chance to 
join the test. I was so surprised when I heard that 
I got a good result. I've learnt varied scientific 
knowledge while preparing for the test. Learning 
science is interesting. It puts me into a science 
wonderland that broadens my global perspective. I 
hope you will enjoy learning science and have fun 
with it.

Wong Tsz Ching (3C 35)
(High Distinction in ANCQ 2013)

I feel I am so lucky to be invited to do this test. 
After doing this test, I know that I still need to 
learn more and more new knowledge. Through 
this test, I can also know a new examination 
format which is so different from Hong Kong’s. 
In general, joining this competition helps 
broaden my horizons. It may be very useful for 
me in the near future.

Yip Wan Hin (3C 13)
(High Distinction in ANCQ 2013)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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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練習。一直到了三年級，我才第一次參加比賽，還要遠赴柴灣，心裡既興奮又緊張。那

次我的成績不太好，只在雙輪單車花式方面拿了優秀證書，可是對我的鼓舞很大！

另外一次難忘的比賽是在青衣體育館，那裡地面頗滑，不少運動員都滑倒完成不了

比賽動作，我也沒逃過惡運，在雙輪車花式比賽時我滑倒了，摔了個半死，從此我再也

沒有參加雙輪車比賽，只專注單輪車練習。單輪車比賽的勝負取決於時間快慢，最快完

成的就是第一名。密集的練習和比賽把我的速度提升了不少，2012至2013年度我終於得到

兩面銀牌；到了現在我已經有7面金牌和4面銀牌了！     

我以單輪車選手身份獲得了2012至2013年度香港學生運動員獎，還參加了南京杭州交流團，那時我參觀了中

國運動員的練習基地和很多地方名勝。我十分慶幸我接觸了單輪車這項運動，令我認識到很多朋友，體會到努力

過後是有成果的。

繼續練習。一直到了三年級，我才第一次參加比賽，還要遠赴柴灣，心裡既興奮又緊張。那

成的就是第一名。密集的練習和比賽把我的速度提升了不少，2012至2013年度我終於得到

數學奧林匹克選拔賽

在中一上學期的某一天，數學老師說

已選拔我加入學校的奥數隊，於是我便參

加了。

在學校學習了奥數已有一年多了，在這

段時間中，我掌握了不少的數學技巧。在上

課的過程中，我認識了很多與我不同級別的

同學，我們能夠共同為一些艱深的問題去研

究和討論，在討論的過程中，我的思想變得

更加靈活和有更強的分析能力。

我亦參加了不少數學比賽，在參加比賽

後，我發覺我的數學水平和比賽經驗均提升

了不少。

2C 林逸韜

2014數學奧林匹克選拔賽(國際陳盃香港賽區邀請賽)

銀獎 優異
1A 冼家賦　曾皓堃　嚴灝斌 

2C 林逸韜

2D 林浚銘　譚澤偉　葉靖雯

2C 游萬成

4D 馮家卓

4F 梁文鋒　余宗信

我從小就很喜歡數學，由小學三年級便開始接

觸奧數。我上第一課時，看了一看題目就知道不是我

的程度，腦袋好像卡住了一樣、不能運作。但經過

老師的詳細解釋後，我明白了當中的規律，接下的

問題都能解決。

然後經過多年的學習，我的水平已經進步了很

多，到了很多比賽場地，都沒有之前那麼緊張，反而

覺得興奮，因為可以代表學校出外比賽，感到光榮和

自豪。在很多比賽我都拿到理想的成績。這些成績我

的媽媽都有份的，不是她堅持我練奧數，我就不會有

這樣的成績。而且老師也教導了我很多東西，令我學

懂了很多知識。

1A 曾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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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H20th團隊長　4A 黃祐樺

當初，「總領袖獎章」這5個字對我來說真是好遠好遠。但當得到時我又覺得它好沉重。可以完成任務、獲得

童軍總領袖獎章是對個人的能力及整個SPH20th的能力的肯定。

今次的成功，背後有隊友們及領袖的支持及幫助，因此雖然遇上不少困難，也曾經心灰意冷，但最終亦能

獲得這個童軍的最高榮譽。感謝隊友跟我去露營、跟我一起4個人完成7個人的任務。雖然好辛苦,但是真是好深

刻，有機會一定再次嘗試。所以我成功考獲這個獎章,他們也有很大的功勞。領袖也幫了我很多，他經常提醒我們

不論做什麼事情，態度要正確，要成功做好一件事，正確的態度是十分重要的。很感謝他對我們的包容及為我們

所做的一切。最後希望SPH20th的所有童軍都可以比我更進一步，不受他人影響，帶領SPH20th走得更遠。

童軍「總領袖獎章」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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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練習。一直到了三年級，我才第一次參加比賽，還要遠赴柴灣，心裡既興奮又緊張。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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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全港中學生貧窮要聞
『敢』言寫作比賽」

為了鼓勵同學關心社會，本校通識教育科早前參與關懷貧窮學校舉辦的「全港中學生貧窮要聞敢言寫作比

賽」，4D李嘉慧同學從全港約一萬份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奪得要聞敢言寫作比賽大獎，更獲邀在頒獎禮上發言

及接受傳媒訪問。以下是同學的得獎「敢言」：

得獎作品
4D 李嘉慧  

我所選擇的貧窮要聞是發生於去年6月23日的「食環署被指欺負窮婦 充公一車紙皮 」。

現今香港的貧富差距問題嚴重，就我所選的新聞可見，一位年約58歲並育有四名子女的蓮

姐，冒着風雨通宵在街上檢拾紙皮，後來蓮姐暫將一車紙皮放在路邊，然後到洗手間如厠，數分

鐘後折返卻發現手推車不見了，食環署人員以阻街為理由扣留手推車和紙皮。最終，蓮姐只能

獲准取回手推車，但半日拾得約值36元的紙皮則被充公，令蓮姐深感被欺負，更一度坐地搥胸

嚎哭。

閱畢這宗新聞後，我感到痛心，也感到困惑，心想：到底法律和人情的天秤應如何擺放？法

理和人情的矛盾應如何處理呢？事實上，就這次事件，許多法律人士都認為婆婆把手推車短暫停

泊在路邊，應不算阻街。為什麼執法機關卻要留難那些連三餐都未必溫飽的人呢？當我們看見這

些弱勢社群，我們不是應以「憐憫」的心去善待他們，甚至伸出援手去幫助他們嗎？

蓮姐檢拾紙皮可能只是為了賺取微薄的收入以幫補家計，我認為我們看重的並非是36元紙皮

的價值，而是小市民願意自力更生的情操，更要深思究竟有什麼原因導致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從蓮姐的故事反映出政府已經忽略了很多看似微不足道，但其實是社會矛盾的死結。不但是蓮

姐，只要我們細心的觀察，社會上有不少拾荒人士和路宿者等，他們面對着經濟上的困難時，也

常常要承受別人的眼光和歧視，影響他們的生活素質。政府指出要扶貧，食環署卻留難自力更生

的拾荒人士，這宛如在窮人身上多踩一腳。

香港貧富懸殊問題不容忽視，政府必須要面對和處理，而我們所能做到的，就是對這些弱勢

社群予以包容和尊重。最後，我希望執法機關在執法時能做到情理兼備。

從張超雄立法會議員手上接過獎品 要聞敢言比賽新聞發佈會

通識「全港中學生貧窮要聞通識「全港中學生貧窮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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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獲獎項目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隊伍

2013/14 OLYMPRIX 

數學奧林匹克解難邀

請賽(個人賽)

中國教育華夏

數學集團基金

會及香港數學

集團

中學組金獎（團體獎） 林浚銘2D

中一級亞軍 鄭振聰4F　梁文鋒4F　徐俊旺4F　余宗信4F

中三級優異 譚澤偉2D

中一級優異 鄭振聰4F　梁文鋒4F　徐俊旺4F　余宗信4F

2014 OLYMPRIX 數

學奧林匹克選拔賽(國

際陳盃香港賽區邀請

賽)

香港數學集團

中一級銀獎 冼家賦1A　曾皓1A　嚴灝斌1A

中二級銀獎 林逸韜2C　林浚銘2D　譚澤偉2D　葉靖雯2D

中四級優異 馮家卓4D　梁文鋒4F　余宗信4F

中二級優異 游萬成2C

2013/14 OLYMPRIX 

數學奧林匹克解難邀

請賽(個人決賽）

復旦大學及香

港數學集團
中學二年級二等獎 林浚銘2D

2013亞洲國際數學奧

林匹克公開賽總決賽

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聯合

會

七年級 銅獎 葉靖雯2D

2013國際初中科學奧

林匹克—香港選拔賽

香港資優教育

學苑及教育局

資優教育組

三等獎 周子聰3C　錢卓熙3C　葉雲軒3C　黃芷晴3C

2014亞洲國際數學奧

林匹克公開賽—初賽

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聯合

會及香港數學

奧林匹克協會

高中組金獎 李家樂5E

高中組銀獎 徐俊旺4F　余宗信4F

中一級銀獎 曾皓1A　嚴灝斌1A　勞惠敏1D

中二級金獎 葉靖雯2D

中二級銀獎 何子蕙2B　林逸韜2C　林浚銘2D

「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晉級

賽)2014(華南賽區)

香港數學奧林

匹克協會

一等獎 葉靖雯2D

三等獎 黃健偉1A　嚴灝斌1A

2013澳洲國家化學測試
澳洲皇家化學

學院

特優(Grade 7) 黃芷晴3C　葉雲軒3C　莊奕晨3D　曾慧怡3D

特優(Grade 8) 余宗信4F

優異(Grade 8) 劉曉健4F

良好(Grade 7) 周子聰3C

良好(Grade 8)
羅瑞聰4F　林海茵4F　文銳權4F　鄭素馨4F

梁淑梅4F　盧彥霖4F　黃詠琪4F

第十六屆香港青少年

數學精英選拔賽

保良局及香港

數理教育學會
三等獎 葉美寶3C　周子聰3C　錢卓熙3C　曾芷婷3C

基本法盃中學生辯論

比賽

全港基本法推

廣聯席會議
新界西季軍 許蔚琳5E　劉子晴5E　劉子蕊5A　羅方苑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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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蓮姐的故事反映出政府已經忽略了很多看似微不足道，但其實是社會矛盾的死結。不但是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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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要承受別人的眼光和歧視，影響他們的生活素質。政府指出要扶貧，食環署卻留難自力更生

的拾荒人士，這宛如在窮人身上多踩一腳。

香港貧富懸殊問題不容忽視，政府必須要面對和處理，而我們所能做到的，就是對這些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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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優異 游萬成2C

2013/14 OLYMPRIX 

數學奧林匹克解難邀

請賽(個人決賽）

復旦大學及香

港數學集團
中學二年級二等獎 林浚銘2D

2013亞洲國際數學奧

林匹克公開賽總決賽

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聯合

會

七年級 銅獎 葉靖雯2D

2013國際初中科學奧

林匹克—香港選拔賽

香港資優教育

學苑及教育局

資優教育組

三等獎 周子聰3C　錢卓熙3C　葉雲軒3C　黃芷晴3C

2014亞洲國際數學奧

林匹克公開賽—初賽

亞洲國際數學

奧林匹克聯合

會及香港數學

奧林匹克協會

高中組金獎 李家樂5E

高中組銀獎 徐俊旺4F　余宗信4F

中一級銀獎 曾皓1A　嚴灝斌1A　勞惠敏1D

中二級金獎 葉靖雯2D

中二級銀獎 何子蕙2B　林逸韜2C　林浚銘2D

「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邀請賽(晉級

賽)2014(華南賽區)

香港數學奧林

匹克協會

一等獎 葉靖雯2D

三等獎 黃健偉1A　嚴灝斌1A

2013澳洲國家化學測試
澳洲皇家化學

學院

特優(Grade 7) 黃芷晴3C　葉雲軒3C　莊奕晨3D　曾慧怡3D

特優(Grade 8) 余宗信4F

優異(Grade 8) 劉曉健4F

良好(Grade 7) 周子聰3C

良好(Grade 8)
羅瑞聰4F　林海茵4F　文銳權4F　鄭素馨4F

梁淑梅4F　盧彥霖4F　黃詠琪4F

第十六屆香港青少年

數學精英選拔賽

保良局及香港

數理教育學會
三等獎 葉美寶3C　周子聰3C　錢卓熙3C　曾芷婷3C

基本法盃中學生辯論

比賽

全港基本法推

廣聯席會議
新界西季軍 許蔚琳5E　劉子晴5E　劉子蕊5A　羅方苑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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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隊伍

第六屆東華三院中學聯

校辯論比賽
東華三院 亞軍

許蔚琳5E　劉子晴5E　劉子蕊5A　羅方苑4C

唐洛芙5D　陳詠琪4F

第六屆東華三院中學聯

校辯論比賽
東華三院 最佳辯論員(4場) 許蔚琳5E

第六十五屆中文朗誦節
香港音樂及朗

誦協會

中一級女子個人詩詞獨誦冠軍及優

良獎狀
黃子晴1A

中三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冠軍及

優良獎狀
張詠斯3C

中三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亞軍及

優良獎狀
郭籽3A

中三級女子個人詩詞獨誦季軍及優

良獎狀
郭籽3A

中四級女子詩詞獨誦冠軍及優良獎狀 徐詠琴4D

中四級女子雙人對誦冠軍及優良獎狀 徐詠琴4D　陳君嵐4F

中四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冠軍及

榮譽獎狀
羅方苑4C

中四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季軍及

優良獎狀
馮嘉莉4C

中四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及

優良獎狀
羅方苑4C

中五級女子詩詞獨誦亞軍及優良獎狀 黃慧瑩5C

中五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亞軍及

優良獎狀
劉子蕊5A

中五級女子個人散文獨誦季軍及優

良獎狀
陳濠琳5E

中二級男子個人詩詞獨誦冠軍及優

良獎狀
許桓熹2B

中二級男子個人詩詞獨誦亞軍及優

良獎狀
楊博然2A

中三級男子個人詩詞獨誦季軍及優

良獎狀
郭漢生3C

中四級男子個人散文獨誦季軍及優

良獎狀
陳旭恆4E

中三級女子個人詩詞獨誦季軍及優

良獎狀
歐陽采姍3B

中四級女子個人詩詞獨誦季軍及優

良獎狀
楊詠斯4F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中一級男子英詩獨誦亞軍 梁振嶸1C

中三級男子英詩獨誦亞軍 郭漢生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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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隊伍

中四級男子英詩獨誦亞軍 何正為4D

中四級男子英詩獨誦冠軍 高鏗4E　梁文翀4E

中五級男子英詩獨誦季軍 冼生5D

中一級女子英文散文讀誦亞軍 張凱晴1B

中三級女子英文散文讀誦冠軍 林屬安3C

中三級女子英文散文讀誦季軍 郭籽3A　林屬安3C

中三級女子英詩獨誦亞軍 陳慧婷3C

中四級女子英詩獨誦亞軍 楊詩詠4C　

中五級英文個人演講冠軍 張耀之5E

中五級女子英文散文讀誦亞軍 張稀惠5E

全港中學生貧窮要聞

敢言寫作比賽
新福事工協會

全港中學生貧窮要聞敢言寫作比賽

大獎
李嘉慧4D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賽馬會創意藝

術中心

高中組金獎 梁文鋒4F

高級組銅獎 陳可瑩6D　林恒安6D

初中組銀獎 杜心瑩2D

初中組銅獎 池芯怡1A　葉美寶3C

《如何處理固體廢物

問題？》論壇

公民教育委員

會

中學組最積極參與獎、個人最佳表

現獎
林恒安6D　顏招傑6E　張尉均6D

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2012-13 學年)

羅 氏 慈 善 基

金、教育局

獲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莫雋晞6A　黎穎瑤6A　余顯嵐6B

同時獲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和「特別

嘉許」獎
蒙嘉寶6B　鄭家怡6C

聯校科學比賽2013 聯校科學學會 團體三等獎 陳偉欣6D　郭嘉文6E　羅嘉洛6E　謝文鴻6E

閱讀日「愛與家庭」

創作比賽
全港初中組優勝獎 鄧莹莹3D

我愛香港閱讀網微文

比賽
我愛香港協會 全港高中組冠軍 林恒安6D

元朗區傑出義工選舉

2013
社會福利署 嘉許狀 莫小玲5A　樊嘉琪5E

交通銀行中學生獎學金 交通銀行 品學俱備獎 殷婉晴6D

「認識祖國 認識香

港」問答比賽2013

香港青年協進

會
高中組優異 曾樂檳4D　陳文澤5D　

全港青年中文故事創

作比賽

香港西區扶輪

社
高中組優異 林恒安6D

模擬立法會辯論 香港青年協會 最佳辯論員 鍾康廷4D

電腦繪圖平面設計比

賽2013

科幻未來世界

萬維網聯會教

育基金

優秀獎
郭宇軒2B　吳尚烜2B　李奕輝2C　林鈺君3B

龔詠詩3C　李紫亭3C　鄧懿琳4D　劉芷慰4E

最佳創意 王鈴怡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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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隊伍

第六屆東華三院中學聯

校辯論比賽
東華三院 亞軍

許蔚琳5E　劉子晴5E　劉子蕊5A　羅方苑4C

唐洛芙5D　陳詠琪4F

第六屆東華三院中學聯

校辯論比賽
東華三院 最佳辯論員(4場) 許蔚琳5E

第六十五屆中文朗誦節
香港音樂及朗

誦協會

中一級女子個人詩詞獨誦冠軍及優

良獎狀
黃子晴1A

中三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冠軍及

優良獎狀
張詠斯3C

中三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亞軍及

優良獎狀
郭籽3A

中三級女子個人詩詞獨誦季軍及優

良獎狀
郭籽3A

中四級女子詩詞獨誦冠軍及優良獎狀 徐詠琴4D

中四級女子雙人對誦冠軍及優良獎狀 徐詠琴4D　陳君嵐4F

中四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冠軍及

榮譽獎狀
羅方苑4C

中四級女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季軍及

優良獎狀
馮嘉莉4C

中四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及

優良獎狀
羅方苑4C

中五級女子詩詞獨誦亞軍及優良獎狀 黃慧瑩5C

中五級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亞軍及

優良獎狀
劉子蕊5A

中五級女子個人散文獨誦季軍及優

良獎狀
陳濠琳5E

中二級男子個人詩詞獨誦冠軍及優

良獎狀
許桓熹2B

中二級男子個人詩詞獨誦亞軍及優

良獎狀
楊博然2A

中三級男子個人詩詞獨誦季軍及優

良獎狀
郭漢生3C

中四級男子個人散文獨誦季軍及優

良獎狀
陳旭恆4E

中三級女子個人詩詞獨誦季軍及優

良獎狀
歐陽采姍3B

中四級女子個人詩詞獨誦季軍及優

良獎狀
楊詠斯4F

第六十五屆香港學校

朗誦節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中一級男子英詩獨誦亞軍 梁振嶸1C

中三級男子英詩獨誦亞軍 郭漢生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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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隊伍

中四級男子英詩獨誦亞軍 何正為4D

中四級男子英詩獨誦冠軍 高鏗4E　梁文翀4E

中五級男子英詩獨誦季軍 冼生5D

中一級女子英文散文讀誦亞軍 張凱晴1B

中三級女子英文散文讀誦冠軍 林屬安3C

中三級女子英文散文讀誦季軍 郭籽3A　林屬安3C

中三級女子英詩獨誦亞軍 陳慧婷3C

中四級女子英詩獨誦亞軍 楊詩詠4C　

中五級英文個人演講冠軍 張耀之5E

中五級女子英文散文讀誦亞軍 張稀惠5E

全港中學生貧窮要聞

敢言寫作比賽
新福事工協會

全港中學生貧窮要聞敢言寫作比賽

大獎
李嘉慧4D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賽馬會創意藝

術中心

高中組金獎 梁文鋒4F

高級組銅獎 陳可瑩6D　林恒安6D

初中組銀獎 杜心瑩2D

初中組銅獎 池芯怡1A　葉美寶3C

《如何處理固體廢物

問題？》論壇

公民教育委員

會

中學組最積極參與獎、個人最佳表

現獎
林恒安6D　顏招傑6E　張尉均6D

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2012-13 學年)

羅 氏 慈 善 基

金、教育局

獲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莫雋晞6A　黎穎瑤6A　余顯嵐6B

同時獲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和「特別

嘉許」獎
蒙嘉寶6B　鄭家怡6C

聯校科學比賽2013 聯校科學學會 團體三等獎 陳偉欣6D　郭嘉文6E　羅嘉洛6E　謝文鴻6E

閱讀日「愛與家庭」

創作比賽
全港初中組優勝獎 鄧莹莹3D

我愛香港閱讀網微文

比賽
我愛香港協會 全港高中組冠軍 林恒安6D

元朗區傑出義工選舉

2013
社會福利署 嘉許狀 莫小玲5A　樊嘉琪5E

交通銀行中學生獎學金 交通銀行 品學俱備獎 殷婉晴6D

「認識祖國 認識香

港」問答比賽2013

香港青年協進

會
高中組優異 曾樂檳4D　陳文澤5D　

全港青年中文故事創

作比賽

香港西區扶輪

社
高中組優異 林恒安6D

模擬立法會辯論 香港青年協會 最佳辯論員 鍾康廷4D

電腦繪圖平面設計比

賽2013

科幻未來世界

萬維網聯會教

育基金

優秀獎
郭宇軒2B　吳尚烜2B　李奕輝2C　林鈺君3B

龔詠詩3C　李紫亭3C　鄧懿琳4D　劉芷慰4E

最佳創意 王鈴怡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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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隊伍

牛津《福爾摩斯》閱

讀報告比賽

牛津大學

出版社
高中組優異 林茵淇4E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3/14(英文組)
教育局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鄭子原1B　張永龍1B　郭志敏1B　梁振嶸1C

黃浩倫2B　葉靜蕓2C　何沚澄2D　賴加恩3A

陳慧芬3B　郭倩婷3B　文曉晴3B　張詠斯3C

謝　戈3C　陳嘉好3D　范芷蕎3D　鄧凱文3D

刁澤榮4B　陳鎮嵐4C

傑出演員獎 黃浩倫2B　鄧凱文3D

第二屆《不賭新世

代》戲劇匯演決賽

拉闊劇場、

民政事務局

整體演出亞軍

黃韻晴2C　陳斌2D　徐朗然2D　夏寶男3A

梁嘉慧3A　林婉婷3B　陳旭恆3C　劉茵兒3C

梁溢洋3D　廖翠琳3D　吳銘恩3D　潘婉菲3D

楊莉余3E　吳智豐4A　鄭燕靜4A　曾子鈞4A

羅小喬4B　胡康淇4B　夏志棠4C　何泳豪4C

廖智銳4C　譚安兒4C　吳宗盈4D　馮嘉瑤4E

劉子晴4E　黃紫瑩4E　林嘉婷4E　莫俊騰5B

沈華熹5B　談曜樺5B　陳嘉浩5C　張耀隆5E

李澤宏5E　吳祖兒5E　楊汶湘5E　楊柏濤5E

房曉晴5E　

傑出演員 譚安兒4C　房曉晴5E

最佳男主角 楊柏濤5E

最佳導演 林嘉婷4E

元朗青年戲劇滙演2013 元朗大會堂
整體演出銀獎

黃韻晴2C　陳斌2D　徐朗然2D　夏寶男3A

梁嘉慧3A　林婉婷3B　陳旭恆3C　劉茵兒3C

梁溢洋3D　廖翠琳3D　潘婉菲3D　楊莉余3E

吳智豐4A　曾子鈞4A　夏志棠4C　何泳豪4C

廖智銳4C　譚安兒4C　吳宗盈4D　林嘉婷4E

劉子晴4E　黃紫瑩4E　沈華熹5B　談曜樺5B

李澤宏5E　楊柏濤5E　房曉晴5E　楊汶湘5E

張耀隆5E

最佳劇本 張耀隆5E

香港學校戲劇節中學

廣東話

教育局及

香港藝術學院

評判推介演出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馮敬尹1A　楊家堯1A　岑銳斌1B　鄭家瑋1C

鍾愷盈1C　林天恩1C　張天樂2A　林恒欣2D

黃韻晴3A　陳斌3B　徐朗然3B　黃祐樺4A

廖翠琳4A　潘婉菲4A　楊莉余4A　張君豪4B

譚旭峰4C　何梓楓4D　林梓楊4D　劉茵兒4D

梁嘉慧4D　鄧懿琳4D　陳旭恆4E　高鏗4E

梁溢洋4E　黃俊彥4E　劉芷慰4E　夏寶男4F

林婉婷4F　吳智豐5A　夏志棠5C　何泳豪5C

廖智銳5C　譚安兒5C　吳宗盈5D　林嘉婷5E

劉子晴5E　黃紫瑩5E

傑出劇本獎 劉子晴5E　吳宗盈5D　林嘉婷5E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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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隊伍

傑出導演獎 林嘉婷5E

'Speak Out - Act Up!' 
I m p r o v i s e d  D r a m a 
Competition 2013/14

教育局外籍教

師組
中學組冠軍 梁振嶸1C　郭韻晴4D　冼生5D　林嘉婷5E

第 6 6屆香港學校音

樂—分級鋼琴獨奏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分級鋼琴獨奏—五級—季軍 陳浩鍇1C

第66屆香港學校音樂

節—木笛二重奏—

中學—14歲或以下

木笛二重奏—中學—14歲或以下—

冠軍
何晞諾2A　劉易霖2C　曾芷婷3C　黃芷晴3C

木笛二重奏—中學—14歲或以下—

亞軍

何子蕙2B　林逸韜2C　李振2C　姜泳彤2C

林浚銘2D　李璧名2D　文永杰3C　張詠斯3C

鄭素盈3D　黎恭子3D

木笛二重奏—中學—14歲或以下—

季軍

黃少茵1B　潘旖琳1D　羅梓郢2A　陳盈2C

梁碧芹2C　李詠欣2D　黃韻晴3A　胡嘉盈3A

郭漢生3C　吳子浚3C　鄧中發3C　黃鎮雄3C

林祖怡3C　曾考怡3C　鄭德成3D　陳伊妍3D

高音木笛獨奏—中學— 14歲或

以下—亞軍
潘宇坤2C　王昭碩3D

第66屆香港學校音樂

節—女聲二重唱
初級組季軍 張凱晴1B　郭子霖1B

第66屆香港學校音樂

節—中樂

中阮獨奏—高級組 亞軍 葉珮晴2D

笛獨奏—中學—中級組季軍 黃芷晴3C

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 教育局 甲級獎

蘇軒諾1A　郭穎恩1B　岑凱琳1B　蔡寶蓮1C

鍾昀樂1C　曹莉珊1D　潘旖琳1D　王諾瑤2B

陳圓圓2C　李倬嵐2C　陸詩晴2C　葉倩伻2D

張凱桐3A　馮子珊3A　陳嘉奕3B　李璟瀅3B

曹艷秋3C　李芊琳3D　陳研詠4B　溫菀琳4B

樊詠4C　羅方苑4C　李嘉慧4D　陳梓澄4E

麥艷珊4E　吳銘樂4E　楊玉鳳5A　何莉莉5B

2014天藝盃中國象棋

大賽

高中組亞軍 羅樂言4B

高中組季軍 郭栩金5C

2013-2014年度全港中

學生中國象棋個人賽
香港象棋總會

總團體第八名 羅樂言4B　陳健誠5C　郭栩金5C　梁柏浩2B

高中組團體第六名 羅樂言4B　陳健誠5C　郭栩金5C

元朗區校際羽毛球比賽 香港學界聯會 女子冠軍乙組
麥凱盈1D　李柏誼2C　嚴詠儀3C　鄧凱文3D

黃梓晴3D　梁寶文4C

心繫社區行動
循 道 衛 理 中

心、港鐵公司
中學組參與；最具創意潛力大獎 劉子晴5E

國慶盃學界乒乓球淘

汰暨團體賽2013
元朗區體育會

中學男子隊際冠軍 蔡鎮旭5B　蔡澤鑫5C　區進堯6A　陳晉生6C

中學女子組隊際季軍 傅皓渝1D　吳倩儒3A　何湘茹4A　李睿婧5A

2013童軍大會操 香港童軍總會 總領袖獎章 黃祐樺4A

獎項

2305--T20776--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綠意.indd   29 2014-6-27   16:44:43



28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隊伍

牛津《福爾摩斯》閱

讀報告比賽

牛津大學

出版社
高中組優異 林茵淇4E

香港學校戲劇節

2013/14(英文組)
教育局

傑出舞台效果獎

傑出合作獎

鄭子原1B　張永龍1B　郭志敏1B　梁振嶸1C

黃浩倫2B　葉靜蕓2C　何沚澄2D　賴加恩3A

陳慧芬3B　郭倩婷3B　文曉晴3B　張詠斯3C

謝　戈3C　陳嘉好3D　范芷蕎3D　鄧凱文3D

刁澤榮4B　陳鎮嵐4C

傑出演員獎 黃浩倫2B　鄧凱文3D

第二屆《不賭新世

代》戲劇匯演決賽

拉闊劇場、

民政事務局

整體演出亞軍

黃韻晴2C　陳斌2D　徐朗然2D　夏寶男3A

梁嘉慧3A　林婉婷3B　陳旭恆3C　劉茵兒3C

梁溢洋3D　廖翠琳3D　吳銘恩3D　潘婉菲3D

楊莉余3E　吳智豐4A　鄭燕靜4A　曾子鈞4A

羅小喬4B　胡康淇4B　夏志棠4C　何泳豪4C

廖智銳4C　譚安兒4C　吳宗盈4D　馮嘉瑤4E

劉子晴4E　黃紫瑩4E　林嘉婷4E　莫俊騰5B

沈華熹5B　談曜樺5B　陳嘉浩5C　張耀隆5E

李澤宏5E　吳祖兒5E　楊汶湘5E　楊柏濤5E

房曉晴5E　

傑出演員 譚安兒4C　房曉晴5E

最佳男主角 楊柏濤5E

最佳導演 林嘉婷4E

元朗青年戲劇滙演2013 元朗大會堂
整體演出銀獎

黃韻晴2C　陳斌2D　徐朗然2D　夏寶男3A

梁嘉慧3A　林婉婷3B　陳旭恆3C　劉茵兒3C

梁溢洋3D　廖翠琳3D　潘婉菲3D　楊莉余3E

吳智豐4A　曾子鈞4A　夏志棠4C　何泳豪4C

廖智銳4C　譚安兒4C　吳宗盈4D　林嘉婷4E

劉子晴4E　黃紫瑩4E　沈華熹5B　談曜樺5B

李澤宏5E　楊柏濤5E　房曉晴5E　楊汶湘5E

張耀隆5E

最佳劇本 張耀隆5E

香港學校戲劇節中學

廣東話

教育局及

香港藝術學院

評判推介演出獎

傑出合作獎

傑出舞台效果獎

馮敬尹1A　楊家堯1A　岑銳斌1B　鄭家瑋1C

鍾愷盈1C　林天恩1C　張天樂2A　林恒欣2D

黃韻晴3A　陳斌3B　徐朗然3B　黃祐樺4A

廖翠琳4A　潘婉菲4A　楊莉余4A　張君豪4B

譚旭峰4C　何梓楓4D　林梓楊4D　劉茵兒4D

梁嘉慧4D　鄧懿琳4D　陳旭恆4E　高鏗4E

梁溢洋4E　黃俊彥4E　劉芷慰4E　夏寶男4F

林婉婷4F　吳智豐5A　夏志棠5C　何泳豪5C

廖智銳5C　譚安兒5C　吳宗盈5D　林嘉婷5E

劉子晴5E　黃紫瑩5E

傑出劇本獎 劉子晴5E　吳宗盈5D　林嘉婷5E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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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隊伍

傑出導演獎 林嘉婷5E

'Speak Out - Act Up!' 
I m p r o v i s e d  D r a m a 
Competition 2013/14

教育局外籍教

師組
中學組冠軍 梁振嶸1C　郭韻晴4D　冼生5D　林嘉婷5E

第 6 6屆香港學校音

樂—分級鋼琴獨奏

香港學校音樂

及朗誦協會
分級鋼琴獨奏—五級—季軍 陳浩鍇1C

第66屆香港學校音樂

節—木笛二重奏—

中學—14歲或以下

木笛二重奏—中學—14歲或以下—

冠軍
何晞諾2A　劉易霖2C　曾芷婷3C　黃芷晴3C

木笛二重奏—中學—14歲或以下—

亞軍

何子蕙2B　林逸韜2C　李振2C　姜泳彤2C

林浚銘2D　李璧名2D　文永杰3C　張詠斯3C

鄭素盈3D　黎恭子3D

木笛二重奏—中學—14歲或以下—

季軍

黃少茵1B　潘旖琳1D　羅梓郢2A　陳盈2C

梁碧芹2C　李詠欣2D　黃韻晴3A　胡嘉盈3A

郭漢生3C　吳子浚3C　鄧中發3C　黃鎮雄3C

林祖怡3C　曾考怡3C　鄭德成3D　陳伊妍3D

高音木笛獨奏—中學— 14歲或

以下—亞軍
潘宇坤2C　王昭碩3D

第66屆香港學校音樂

節—女聲二重唱
初級組季軍 張凱晴1B　郭子霖1B

第66屆香港學校音樂

節—中樂

中阮獨奏—高級組 亞軍 葉珮晴2D

笛獨奏—中學—中級組季軍 黃芷晴3C

第五十屆學校舞蹈節 教育局 甲級獎

蘇軒諾1A　郭穎恩1B　岑凱琳1B　蔡寶蓮1C

鍾昀樂1C　曹莉珊1D　潘旖琳1D　王諾瑤2B

陳圓圓2C　李倬嵐2C　陸詩晴2C　葉倩伻2D

張凱桐3A　馮子珊3A　陳嘉奕3B　李璟瀅3B

曹艷秋3C　李芊琳3D　陳研詠4B　溫菀琳4B

樊詠4C　羅方苑4C　李嘉慧4D　陳梓澄4E

麥艷珊4E　吳銘樂4E　楊玉鳳5A　何莉莉5B

2014天藝盃中國象棋

大賽

高中組亞軍 羅樂言4B

高中組季軍 郭栩金5C

2013-2014年度全港中

學生中國象棋個人賽
香港象棋總會

總團體第八名 羅樂言4B　陳健誠5C　郭栩金5C　梁柏浩2B

高中組團體第六名 羅樂言4B　陳健誠5C　郭栩金5C

元朗區校際羽毛球比賽 香港學界聯會 女子冠軍乙組
麥凱盈1D　李柏誼2C　嚴詠儀3C　鄧凱文3D

黃梓晴3D　梁寶文4C

心繫社區行動
循 道 衛 理 中

心、港鐵公司
中學組參與；最具創意潛力大獎 劉子晴5E

國慶盃學界乒乓球淘

汰暨團體賽2013
元朗區體育會

中學男子隊際冠軍 蔡鎮旭5B　蔡澤鑫5C　區進堯6A　陳晉生6C

中學女子組隊際季軍 傅皓渝1D　吳倩儒3A　何湘茹4A　李睿婧5A

2013童軍大會操 香港童軍總會 總領袖獎章 黃祐樺4A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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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隊伍

「勇闖高峰」—終極

挑戰賽

香港基督教青

年會
冠軍 吳詠欣4B　孫詩4D　溫政培5D

第五屆元朗學生大使

計劃
元朗區校長會 最深刻體驗獎

劉茵兒3C　鄧懿琳3C　馮智勇4A　陳　森5A

莫雋晞5A　陳可瑩5D　殷婉晴5D　葉　敏5E

第十五屆聯校跆拳道

錦標賽

中學組女子單人套拳亞軍 梁巧欣3C　羅方苑4C

中學組女子團體亞軍
梁巧欣3C　羅方苑4C　李桂儀4D　黃詠琪4F

劉子蕊5A

中學組女子雙人套拳冠軍 黃詠琪4F　李桂儀4D

中學組女子雙人套拳亞軍 羅方苑4C　劉子蕊5A

中學組女子單人套拳冠軍 黃詠琪4F

中學組女子搏擊亞軍 李桂儀4D

中學組女子搏擊季軍 羅方苑4C

2013-2014年度全港

學界精英排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
男子組全港季軍

戴兆禧3A　郭漢生3C　蘇皓程4A　鄭小任4D

高子軒5A　陳家豪5C　陳健誠5C　曾浩然5C

鄧文源5E　許用崇6A　黃文6A　彭世賢6B

鄧志康6C　羅文俊6D　李建榮6D　鄧國悅6D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
被選為明星隊球員

彭世賢6B

鄧志康6C

元朗區校際排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
男子甲組冠軍

郭漢生3C　蘇皓程4A　高子軒5A　陳家豪5C

陳健誠5C　曾浩然5C　鄧文源5E　許用崇6A

黃文6A　彭世賢6B　鄧志康6C　羅文俊6D

鄧國悅6D

2013至2014年度元朗

區校際排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
女子甲組第五名

曾婉婷4E　王曉敏4E　黃詩琪4E　李睿婧5A

黃慧瑩5C　余美清6A　邱家雪6D

全國青少年U21男子排

球錦標賽

國家體育總局

排球運動管理

中心

代表香港參數，獲全國第13名及道

德風尚隊伍獎
鄧志康6C

2013/14年度元朗區

校際排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
女子乙組季軍

曹艷秋3C　劉懿滇3C　嚴詠儀3C　鄭素盈3D

溫菀琳4B　黃靜怡4B　曾諾恩4E　黃曉暉4E

黃家穎4E　鄭素馨4F

2013/14年度元朗區

校際籃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

女子丙組第五名
張慧宜1A　莊穎忻1D　周雪麗1D　勞惠敏1D

黃思霖1D　葉雪瑩2D

男子丙組季軍

陳子仁1A　黃善亨1A　許澤帆1B　黃潤培1B

梁浩宇1C　李達榮2A　黃嘉焌2A　邱天鴻2A

程子民2B　莫正2B　朱煒軒2D　林浚銘2D

詹日輝2D

海獅會第二十二屆水

運會2013

海獅會有限

公司
高級組50米背泳殿軍 余淯楚4A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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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隊伍

高級組50米冠軍 潘梓杰1A

高級組50米胸泳季軍 潘梓杰1A

高級組50米自由泳季軍 潘梓杰1A

高級組100米胸泳殿軍 潘梓杰1A

高級組100米自由泳殿軍 潘梓杰1A

校際游泳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

甲組200米接力賽亞軍 林建希5B　曾浩然5C　李珈熹5D　談曜樺6B

乙組100米背泳亞軍 余淯楚4A

乙組200米胸泳亞軍 溫菀琳4B

乙組50米捷泳亞軍 溫菀琳4B

丙組50米背泳亞軍 潘梓杰1A

乙組四式接力賽季軍
樊曉瑩2D　徐朗然3B　龔詠詩3C　溫菀琳4B

吳巧頤4C

乙組團體優異獎

樊曉瑩2D　柳嘉俊3B　陳樂鈞3B　徐朗然3B

龔詠詩3C　余淯楚4A　潘子謙4B　溫菀琳4B

吳巧頤4C　梁文翀4E

2013-14第二組長池

分齡游泳比賽(第三

節)

香港業餘游泳

總會
女子50米胸泳季軍　 吳巧頤4C

元朗區第三十一屆水

運會

元朗區體育會
少年組100米背泳亞軍 潘梓杰1A

少年組4X50米接力季軍 潘梓杰1A

元朗體育會 青少年組200米自由泳季軍 吳巧頤4C

第28屆新界區際田徑

運動大會

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
男子青年組1500米季軍 陳燡朗4A

元朗區越野錦標賽

2013
女子少年組個人第四名 李柏誼2C

2013-2014全港室內

單車錦標賽第三回合
香港單車聯會

冠軍(女子16吋單輪車組) 曹莉珊1D

冠軍(女子18吋單輪車組) 曹莉珊1D

全港山地車賽第五回

合落山賽
香港單車聯會 青年組季軍 黃梓洋5C

2013-2014年度粵港

澳閩學界埠際乒乓球

錦標賽

香港學界體育

聯會及廣東省

學生體育藝術

聯合會

男子亞軍(團體)及第6名(個人) 陳晉生6C

香港學界體育會元朗

區中學分會2013-2014

年度校際乒乓球比賽

香港學界體育

會元朗區中學

分會

甲組殿軍 吳倩儒3A　何湘茹4A　許曼婷4C　李睿婧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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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隊伍

「勇闖高峰」—終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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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 吳詠欣4B　孫詩4D　溫政培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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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年度元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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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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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比賽名稱 主辦機構 獎項名稱 獲獎學生/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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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standing Works

A camping trip
1D Chu Ping Sze, Cupi

When I was in primary five, I had a camp with my friends. I was so excited because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I went camping.

We went to Sai Kung campsite by bus. When we arrived there, we were amazed that the view was so 
nice and the air was so fresh. There were trees, grass and flowers everywhere. We could walk along the 
path between the plants.

We met the camp leaders and other campers at the meeting place. Then we started to play games. 
That was the three-legged race. The fastest group could get a bag of snacks. Although Mary and I did 
not win the race, we enjoyed the game very much. Next, we could do some sport activities with friends. 
Many of us are good at playing basketball so we held a basketball competition with other campers 
ourselves. The scores of each team were close. At last, my team lost. We lost but we knew each other 
more after this basketball match.

On the next day, camp leaders planned a lot of games for us. In the morning, we had sand-sculpture 
competition on the beach. We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to create something. One hour later, my 
team built a big sand-castle. The other teams built a shark, a hippo or a fish. My team did a good job and 
we were the champion in this competition. That was the first win during the camp. Hooray!

At noon, we had a barbecue under the trees. We had a good lunch together. After that, we played 
Water Balloon Battle. We threw the water balloons towards other campers cheerfully. All of us were 
excited and tired. We had to take a bath immediately after this game. Since we took the bath for a 
very long time, we did not play a game called ‘Hands and Feet’. At night, we had a special event. We 
revolved around the campfire. This dance was ‘campfire dance’. It was interesting. Everyone got a lot of 
fun while dancing.

On the third day, we all got up very late because we chatted the whole night before and slept very 
late. I didn’t have breakfast. Time flied. We had to leave the campsite after lunch. Finally, we said 
goodbye to one another happily.

I enjoyed the camping very much. Luckily, we exchanged our mobile phone numbers. We can chat 
through ‘whatsApp’ now. I hope I can have a camp in future.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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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ealthy Lifestyle
2C  Wong Yee Lam Sarah

Our teenage years come with a lot of pressures, including the pressures to fi t in and do well in school.  
With school activities and maybe even a part time job, finding the time to lead a healthy lifestyle can be 
diffi cult.  As a teenager, it i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the healthy habits your have now will bring many 
advantages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Taking care of your body is important in maintaining good health in the 
long term.

However, nowadays, teenagers seldom care about their lifestyles.  In order to keep fi t, some teenage girls 
even skip their lunch.  This is harmful to their health!  Many teenagers eat too much junk food, for instance, 
Coca-Cola, sweets, hamburgers, etc. They are high-calorie foods and bad for our health.  Teenagers also 
don’t do sports, even though they have time.  They hate outdoor activities.  They like staying at home.  Some 
parents of these teenagers even have to beg them to do sports.  Nevertheless, there are still more and more 
teenagers who like chilling at home.

Do you know what health problems are common among teenagers?  Obesity is one of the problems.  
Obesity is when someone is so fat that he or she becomes unhealthy.  Obesity is common, and the number of 
teenagers suffering from obesity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recently.  Moreover, many Hong Kong teenagers 
like taking drugs.  Their brains are affected.  Drugs are illegal and hazardous substances that people smoke, 
inject, etc, to make themselves feel happy or excited.  Yet, it brings many disadvantages like always needing 
to go to the toilet, not walking normally, etc.

One of the effects brought on by obesity can be hypertension.  Hypertension is a medical condition in 
which your blood pressure is too high.  Also, obesity can cause heart disease and respiratory problems.  It 
can also lead to depression and more stress.  Do you know how drugs affect our brains?  The effect of drugs 
on the brain depends on the drug itself.  Heroin, a powerful and illegal drug made from morphine, makes the 
brain depend on it, while marijuana, an illegal drug smoked like a cigarette and made from the dried leaves of 
the hemp plant, can affect emotions, memories and judgments.

After learning what serious problems a bad lifestyle causes, do you want to have a healthy lifestyle so 
that you can live a happier life?  All you have to do is sports, for instance, running, swimming, dancing, 
playing basketball, etc. for at least 30 minutes a day.  Doing sports can help you prevent obesity and can make 
you become happier and less stressed.  Doing sports is helpful for your academic performance too! Once you 
get rid of stress, your brain will work faster and you can learn and remember things more quickly than before!  
Also, you need to choose a balanced diet.  A balance diet is defi ned as eating a variety of foods and eating the 
right amount.  You should eat more healthy food like vegetables and fruits.  Eating vegetables and fruits can 
make you feel fresh since fruits contain some substances that can help you become happy!  Besides, if you 
take drugs, you need to quit.  It is harmful to your body but you may get help from social workers and phone 
up the anti-drug hotlines!

A healthy lifestyle is important to all of us.  An old saying goes, health is wealth!  We should have a 
healthy lifestyle from now on!  Hope all of you have a happy life!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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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standing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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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 built a big sand-castle. The other teams built a shark, a hippo or a fish. My team did a good job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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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noon, we had a barbecue under the trees. We had a good lunch together. After that, we played 
Water Balloon Battle. We threw the water balloons towards other campers cheerfully. All of us were 
excited and tired. We had to take a bath immediately after this game. Since we took the bath for a 
very long time, we did not play a game called ‘Hands and Feet’. At night, we had a special event. We 
revolved around the campfire. This dance was ‘campfire dance’. It was interesting. Everyone got a lot of 
fun while dancing.

On the third day, we all got up very late because we chatted the whole night before and slept very 
late. I didn’t have breakfast. Time flied. We had to leave the campsite after lunch. Finally, we said 
goodbye to one another happily.

I enjoyed the camping very much. Luckily, we exchanged our mobile phone numbers. We can chat 
through ‘whatsApp’ now. I hope I can have a camp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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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Camping Trip
3C  Sharon Lam

Last weekend, Percy, Beth, Nico and I went camping together in the woods. We expected it to be fun and 
exciting. But it turned out to be a catastrophe……

Originally, only Percy, Beth and I were going to camp together, until Nico overheard us talking about 
the trip last Friday in our classroom. Of course we didn’t want him to join us, since he was such an arrogant, 
lousy, spoiled little brat. But we knew how lonely he would be during the weekends as he didn’t have many 
friends, so we counted him in.

The next day, which was the camping day, we were all ready for the trip. We each brought a backpack 
with sleeping bags, insect repellent, a compass, a big bottle of water and some food including energy bars. 
However, Nico only brought a pack of Doritos and a can of coke. Not even a sleeping bag! To think the three 
of us were going to spend the night with him in the woods.

We started hiking upwards. I think it was about one o’clock when we found the perfect spot to settle 
down. Beth checked the weather that morning and it was supposed to be hot and sunny. But it was actually 
cloudy and windy. The wind kept blustering up the leaves while we were setting up our tent. At last we 
managed to set it up properly. We ate our home-made sandwiches and made a fi re afterwards. Although Nico 
didn’t help at all, I’m sure if he did, it would only cause more trouble.

Soon, it reached night time. And it got cooler and cooler. The genius Nico wore a black T-shirt and 
shorts, so obviously he was bitten by mosquitoes while shivering under the cool weather in our tent. Beth 
didn’t want to care any more or any less about him, so I sat with her by the fi re and made smores. Percy went 
to treat his wounds that were caused by over scratching those mosquito-bites. I could tell Percy felt annoyed 
since Nico wouldn’t stop complaining how hungry he was and made it sound like it was our fault. I couldn’t 
stand him so I stuffed a freshly made smore into his mouth just to shut him up.

Once we started yawning all the way, we went into our tent and went to bed. The three of us had to give 
our coats and jackets to Nico so he could stay warm and comfortable and most importantly, quiet in the pile 
of clothes. The following morning, I was woken up by Beth’s high-pitched scream. I got up immediately, and 
once I zipped open our tent, the fi rst thing I saw was poop everywhere. Beth got some on her shoes and hair. 
No wonder she was screaming in terror. Percy skipped past them carefully and off to a safety zone. I tossed 
all our stuff in the tent to Percy. Luckily, they all made it past the “mines” safely. I guided Beth to the safety 
zone and Percy got some clean water to wash off the poop on her hair and shoes.

Then we heard that devilish laugh of Nico after Beth fell into his prank. Beth ran up to Nico and started 
pinching him violently. I could have sworn she almost has him suffocating to death. Don’t know if it was 
fortunate or not, Percy split them up. We never should have taken pity on that annoying little goblin. We 
never should have taken him with us. Once Beth had calmed down, slightly, we packed up our clean stuff and 
left. As we were hiking down angrily, Nico accidently fell onto some poison ivy! He started itching instantly. 
Percy gave him some herbal gel but it didn’t work. We rushed down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o fi nd a payphone. 
Before I picked up the phone, Nico seemed unable to breathe. I called the ambulance and they came within 
twenty minutes. The three of us weren’t allowed to follow, so Nico used all his might and told me his parents’ 
number. I called them right away and Nico was then sent to hospital.

So our camping trip didn’t go so well, but it was defi nitely unforget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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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a proposal
5D Elaine Yuen Wing Hung

Dear Principal,

Proposal for Inter-school Activities

Introduction

I would like to put forward a proposal for inter-school activities which aim to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our school and other schools in Hong Kong. I really hope that the activities can bridge the students 
of our school and students of other schools and that all of us can learn as much as we can.

Charity Walk

I think a charity walk can achieve the aim.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this activity, we can raise money 
for the needy and learn to care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in our society. Moreover, as most of the Hong Kong 
students are found to lack physical exercise, going for a gentle, long walk is a brilliant way for us to exercise 
and relax. I suggest holding the walk in Sai Kung East Country Park as the scenery is spectacular and the air 
is refreshing. When taking a walk in such a wonderful environment, students will defi nitely be willing to chat 
and make friends with others.

Project for the community

Arranging a project for the community can help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schools. Paying 
a visit to the families living in narrow dwellings will be a good choice. We can have a closer look on the 
needy’s daily lives and learn to be sympathetic. When preparing for the visit,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schools 
can have a chance to exchange ideas and gai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rom others towards the social issue. We 
can also strengthen our interpersonal skills when making arrangements for the event.

Inter-school Talent Show

An inter-school talent show is another proper choice. After having some serious events, it will be 
great for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schools to take a break and sniff a sense of fun. Holding a talent show can 
showcase our talents,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us and the other schools, and of course have fun! 
Although every school may hold talent shows to provide a stage for their students, there are very few chances 
for students to get recognition from students from other schools. A joint-school talent show can allow students 
to perform before a wider audience, exchange ideas and appreciate others.

Conclusion

These activities will allow us to care for and love our own society, be healthy, have fun, showcase our 
talents, improve our interpersonal skills and most importantly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our school 
and other schools in Hong Kong. I am confi dent that this series of activities can function well and thus it is 
hoped that the proposed events can be approved. Your kind consideration of my proposal is much appreciated.

Yours sincerely,

Chris Wong

Secretary

Student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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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Camping Trip
3C  Sharon Lam

Last weekend, Percy, Beth, Nico and I went camping together in the woods. We expected it to be fun and 
exciting. But it turned out to be a catastrophe……

Originally, only Percy, Beth and I were going to camp together, until Nico overheard us talking about 
the trip last Friday in our classroom. Of course we didn’t want him to join us, since he was such an arrogant, 
lousy, spoiled little brat. But we knew how lonely he would be during the weekends as he didn’t have many 
friends, so we counted him in.

The next day, which was the camping day, we were all ready for the trip. We each brought a backpack 
with sleeping bags, insect repellent, a compass, a big bottle of water and some food including energy bars. 
However, Nico only brought a pack of Doritos and a can of coke. Not even a sleeping bag! To think the three 
of us were going to spend the night with him in the woods.

We started hiking upwards. I think it was about one o’clock when we found the perfect spot to settle 
down. Beth checked the weather that morning and it was supposed to be hot and sunny. But it was actually 
cloudy and windy. The wind kept blustering up the leaves while we were setting up our tent. At last we 
managed to set it up properly. We ate our home-made sandwiches and made a fi re afterwards. Although Nico 
didn’t help at all, I’m sure if he did, it would only cause more trouble.

Soon, it reached night time. And it got cooler and cooler. The genius Nico wore a black T-shirt and 
shorts, so obviously he was bitten by mosquitoes while shivering under the cool weather in our tent. Beth 
didn’t want to care any more or any less about him, so I sat with her by the fi re and made smores. Percy went 
to treat his wounds that were caused by over scratching those mosquito-bites. I could tell Percy felt annoyed 
since Nico wouldn’t stop complaining how hungry he was and made it sound like it was our fault. I couldn’t 
stand him so I stuffed a freshly made smore into his mouth just to shut him up.

Once we started yawning all the way, we went into our tent and went to bed. The three of us had to give 
our coats and jackets to Nico so he could stay warm and comfortable and most importantly, quiet in the pile 
of clothes. The following morning, I was woken up by Beth’s high-pitched scream. I got up immediately, and 
once I zipped open our tent, the fi rst thing I saw was poop everywhere. Beth got some on her shoes and hair. 
No wonder she was screaming in terror. Percy skipped past them carefully and off to a safety zone. I tossed 
all our stuff in the tent to Percy. Luckily, they all made it past the “mines” safely. I guided Beth to the safety 
zone and Percy got some clean water to wash off the poop on her hair and shoes.

Then we heard that devilish laugh of Nico after Beth fell into his prank. Beth ran up to Nico and started 
pinching him violently. I could have sworn she almost has him suffocating to death. Don’t know if it was 
fortunate or not, Percy split them up. We never should have taken pity on that annoying little goblin. We 
never should have taken him with us. Once Beth had calmed down, slightly, we packed up our clean stuff and 
left. As we were hiking down angrily, Nico accidently fell onto some poison ivy! He started itching instantly. 
Percy gave him some herbal gel but it didn’t work. We rushed down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o fi nd a payphone. 
Before I picked up the phone, Nico seemed unable to breathe. I called the ambulance and they came within 
twenty minutes. The three of us weren’t allowed to follow, so Nico used all his might and told me his parents’ 
number. I called them right away and Nico was then sent to hospital.

So our camping trip didn’t go so well, but it was defi nitely unforget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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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Principal,

Proposal for Inter-school Activities

Introduction

I would like to put forward a proposal for inter-school activities which aim to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our school and other schools in Hong Kong. I really hope that the activities can bridge the students 
of our school and students of other schools and that all of us can learn as much as we can.

Charity Walk

I think a charity walk can achieve the aim.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this activity, we can raise money 
for the needy and learn to care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in our society. Moreover, as most of the Hong Kong 
students are found to lack physical exercise, going for a gentle, long walk is a brilliant way for us to exercise 
and relax. I suggest holding the walk in Sai Kung East Country Park as the scenery is spectacular and the air 
is refreshing. When taking a walk in such a wonderful environment, students will defi nitely be willing to chat 
and make friends with others.

Project for the community

Arranging a project for the community can help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schools. Paying 
a visit to the families living in narrow dwellings will be a good choice. We can have a closer look on the 
needy’s daily lives and learn to be sympathetic. When preparing for the visit,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schools 
can have a chance to exchange ideas and gai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rom others towards the social issue. We 
can also strengthen our interpersonal skills when making arrangements for the event.

Inter-school Talent Show

An inter-school talent show is another proper choice. After having some serious events, it will be 
great for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schools to take a break and sniff a sense of fun. Holding a talent show can 
showcase our talents,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us and the other schools, and of course have fun! 
Although every school may hold talent shows to provide a stage for their students, there are very few chances 
for students to get recognition from students from other schools. A joint-school talent show can allow students 
to perform before a wider audience, exchange ideas and appreciate others.

Conclusion

These activities will allow us to care for and love our own society, be healthy, have fun, showcase our 
talents, improve our interpersonal skills and most importantly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our school 
and other schools in Hong Kong. I am confi dent that this series of activities can function well and thus it is 
hoped that the proposed events can be approved. Your kind consideration of my proposal is much appreciated.

Yours sincerely,

Chris Wong

Secretary

Student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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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作文比賽

《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所見所聞》

黃子晴 中一甲班

我認為公共交通工具本身都是「故事書」。 「列車即將開出，請勿靠近車門。嘟嘟嘟嘟嘟......」

今天的我悠閒地乘地鐵到旺角逛街。每次乘坐交通工具，我都會仔細觀察四周的事物，正當我陶醉於「閱

讀」時，有些嘈吵的聲音令到「故事」變得精彩，「你為甚麼讓你的孩子在這裏大便？你有沒有公德心？」那位

沒公德心的內地人理直氣壯地說：「這有甚麼問題？我的兒子急啊！這裏又沒洗手間，不在這裏拉，要他在哪裏

拉？」雙方都互不相讓地繼續罵戰，後來還大打出手，令到「故事進入高潮」！雖然這故事真的精彩得令人全情

投入，可是那內地人也真的太過份了，令我七竅生煙。最後，由地鐵職員調解這場「第三次世界大戰」，「故

事」才得以「結局」。我本來對內地人沒甚麼特別的感覺，但目睹這場大戰後，我認為內地人都是沒有公德心

的，對他們開始有點不滿。

可是「故事」又再一次進入高潮，令我這位「讀者」對這些「奸角」完全改觀。「婆婆，你的腿累不累？我

讓你坐吧！好不好？」一把柔如羽毛的聲線傳入耳朵，那「天使」滿口鄉音，但是她的温柔和善不得不叫我把目

光轉移到她身上，她竟然是一名內地人！雖然擠擁的車廂內有很多所謂要伸張正義、罵人大條道理的香港人，可

是只有那位「天使」願意讓座給老婆婆，香港人們就繼續做「低頭族」……「故事」完畢了，我也要下車……。

在「故事」中，我看到香港人也有自私的一面，不能只顧罵別人，而無視自己的缺點！這樣的香港人真的有

正義感嗎？其實我們不應以偏概全，只是這些「故事」,都有叫人反思的空間 。

《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所見所聞》

楊　倩 中一丁班

公共交通工具之上，真可以見盡人生百態。

那天剛上車，就撞上一架嬰兒車橫放在通道中央。接著聽到一位大叔正在高聲指責，一位疑似內地婦女正在

高聲回應，我又很自然順着聲音的方向看去，看見那位大叔和那位內地婦女正在吵架，原來是因為內地婦女的嬰

兒車正堵着座位，而那位大叔是有點跛的，他想坐下來，卻被那嬰兒車堵着，幸好一輪的吵吵鬧鬧後，那位內地

婦女都知道自己錯了，就把嬰兒車摺好及放好。

雖然有座位，但我卻比較喜歡站着，這樣下車比較方便。但是，到了一個站，突然湧進來了一群人，她們上

車的時候很不守秩序，在推推撞撞，爭先恐後，還在「嘰哩咕嚕」地高聲說話，真令人不爽。我一直都在怒視他

們，及至他們下車時，還在「嘰哩咕嚕」啊！耳根總無法清淨。

到了已經不知道那一個站了，有一位老婆婆上車，看她站也站不穩，搖搖欲墜，正在擔心有沒有人讓座給

她，並心想：「如果我是坐着的，我一定會讓座給她﹗」可看了座位上，坐着的人都不約而同地「睡着」，都不

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有些乘客還把他的腿擱在鄰座的椅子上，真是討厭﹗直到老婆婆下車了，仍沒有人讓座

呢！

今天在巴士上目睹的事，令我覺得香港人人情味也漸漸淡薄了……。我回頭望望巴士上還在裝睡的人，搖搖

頭，下車了……

中一級冠軍

中一級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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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冠軍

中二級亞軍

《自由與自律》 

黃以琳 中二丙班

著名政治哲學家柏林，曾經對自由作出兩個定義，分別是消極自由，以及積極自由。消極自由，就是不受

別人干涉或束縛。而積極自由，即是能夠做自己的主人。很多人認為，自由是沒有限制的；相反，自律是充滿限

制，不能與自由相提並論。

沒有真正理解「自由」的人，總會把「自我放縱」與「自由」扯上關係。但自我放縱，是否真的能擁有自

由？以青少年吸毒為例，他們認為自己擁有自由，但身體卻被毒品所操控。顯然，自由並不存在當中。再舉一

例，現在很多人認為自己有飲食的自由，於是便暴飲暴食，最後令自己肥胖。這樣的自由，沒有自律存在，是否

能帶有預期中的快樂？

其實，自由與自律，是有密切的關係，自由也是受限制的。舉例說，我們擁有說話的自由，卻也會因為說話

內容太多而干擾別人；我們擁有運用時間的自由，但卻會因為不善於管理時間而耽擱了正事。不理性的自由，往

往也會給我們帶來壞處，儘管自由看起來很美好。可見，自律在自由中是不可或缺的。

許多人認為，自律就像監牢一樣，有的只是限制。但自律才是擁有真正的自由的重要因素。它不是監牢，它

也可以是一把通向天堂的鑰匙。自律是理性的，它讓我們做事時有好的規劃。只是擁有自由，但沒有自律，只會

帶來短暫的快樂。而快樂過後，留下的有可能是長遠的負擔。懂得自律，真正讓人快樂的自由才會出現。                   

自律與自由，是相輔相成的。沒有自律的自由，不會擁有真正的快樂。學會自律，就會得到自由的甜美果

子。懂得自律，就是令我們成功的重要因素。實踐自律，就會讓我們擁有自由的人生更美好！

《麵包香》 

何晞諾 中二甲班

每一次經過這條街，都令我回想起兩年前一間麵包店。一間面積不太大的麵包店，卻充滿了人情味，也充滿

了麵包香。

這只是一間小小的店，麵包種類不多，但是每一塊麵包都充滿著麵包師傅的心意。這間麵包店由兩夫妻打

理，丈夫是麵包師傅，而妻子負責收銀及雜務。

兩夫妻每天五時正到店中搓麵團，焗麵包，二人不怕辛苦的，只務求令早上上班及上學的人，也能買到新鮮

的麵包。

一經過這麵包店，就能嗅到陣陣的麵包香，令人垂涎。走到店中，看到「老板娘」親切的笑容，更感到賓至

如歸。看到「老板」把一盤盤新鮮的麵包捧出來，看到的不只是麵包香，更是他們的辛勞。

但是，兩年前的某一天，經過麵包店時發現窗外貼著「租金上升，約滿結業」。這間經營多年的老麵包店，

不論租金怎樣上升，但為了附近的貧窮老人，他們也從不加價。可惜，賺錢是業主的義務，麵包店終於不能經營

下去了。

麵包店結業後，變成了一間賣鞋的商店。那份醉人的麵包香，只能在回憶中回味。店主與街坊的友誼也告一

段落，所有事都變成過去了。

香港是美食天堂，能嚐盡珍饈佳餚，卻留不住人情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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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所見所聞》

黃子晴 中一甲班

我認為公共交通工具本身都是「故事書」。 「列車即將開出，請勿靠近車門。嘟嘟嘟嘟嘟......」

今天的我悠閒地乘地鐵到旺角逛街。每次乘坐交通工具，我都會仔細觀察四周的事物，正當我陶醉於「閱

讀」時，有些嘈吵的聲音令到「故事」變得精彩，「你為甚麼讓你的孩子在這裏大便？你有沒有公德心？」那位

沒公德心的內地人理直氣壯地說：「這有甚麼問題？我的兒子急啊！這裏又沒洗手間，不在這裏拉，要他在哪裏

拉？」雙方都互不相讓地繼續罵戰，後來還大打出手，令到「故事進入高潮」！雖然這故事真的精彩得令人全情

投入，可是那內地人也真的太過份了，令我七竅生煙。最後，由地鐵職員調解這場「第三次世界大戰」，「故

事」才得以「結局」。我本來對內地人沒甚麼特別的感覺，但目睹這場大戰後，我認為內地人都是沒有公德心

的，對他們開始有點不滿。

可是「故事」又再一次進入高潮，令我這位「讀者」對這些「奸角」完全改觀。「婆婆，你的腿累不累？我

讓你坐吧！好不好？」一把柔如羽毛的聲線傳入耳朵，那「天使」滿口鄉音，但是她的温柔和善不得不叫我把目

光轉移到她身上，她竟然是一名內地人！雖然擠擁的車廂內有很多所謂要伸張正義、罵人大條道理的香港人，可

是只有那位「天使」願意讓座給老婆婆，香港人們就繼續做「低頭族」……「故事」完畢了，我也要下車……。

在「故事」中，我看到香港人也有自私的一面，不能只顧罵別人，而無視自己的缺點！這樣的香港人真的有

正義感嗎？其實我們不應以偏概全，只是這些「故事」,都有叫人反思的空間 。

《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所見所聞》

楊　倩 中一丁班

公共交通工具之上，真可以見盡人生百態。

那天剛上車，就撞上一架嬰兒車橫放在通道中央。接著聽到一位大叔正在高聲指責，一位疑似內地婦女正在

高聲回應，我又很自然順着聲音的方向看去，看見那位大叔和那位內地婦女正在吵架，原來是因為內地婦女的嬰

兒車正堵着座位，而那位大叔是有點跛的，他想坐下來，卻被那嬰兒車堵着，幸好一輪的吵吵鬧鬧後，那位內地

婦女都知道自己錯了，就把嬰兒車摺好及放好。

雖然有座位，但我卻比較喜歡站着，這樣下車比較方便。但是，到了一個站，突然湧進來了一群人，她們上

車的時候很不守秩序，在推推撞撞，爭先恐後，還在「嘰哩咕嚕」地高聲說話，真令人不爽。我一直都在怒視他

們，及至他們下車時，還在「嘰哩咕嚕」啊！耳根總無法清淨。

到了已經不知道那一個站了，有一位老婆婆上車，看她站也站不穩，搖搖欲墜，正在擔心有沒有人讓座給

她，並心想：「如果我是坐着的，我一定會讓座給她﹗」可看了座位上，坐着的人都不約而同地「睡着」，都不

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有些乘客還把他的腿擱在鄰座的椅子上，真是討厭﹗直到老婆婆下車了，仍沒有人讓座

呢！

今天在巴士上目睹的事，令我覺得香港人人情味也漸漸淡薄了……。我回頭望望巴士上還在裝睡的人，搖搖

頭，下車了……

中一級冠軍

中一級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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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冠軍

中二級亞軍

《自由與自律》 

黃以琳 中二丙班

著名政治哲學家柏林，曾經對自由作出兩個定義，分別是消極自由，以及積極自由。消極自由，就是不受

別人干涉或束縛。而積極自由，即是能夠做自己的主人。很多人認為，自由是沒有限制的；相反，自律是充滿限

制，不能與自由相提並論。

沒有真正理解「自由」的人，總會把「自我放縱」與「自由」扯上關係。但自我放縱，是否真的能擁有自

由？以青少年吸毒為例，他們認為自己擁有自由，但身體卻被毒品所操控。顯然，自由並不存在當中。再舉一

例，現在很多人認為自己有飲食的自由，於是便暴飲暴食，最後令自己肥胖。這樣的自由，沒有自律存在，是否

能帶有預期中的快樂？

其實，自由與自律，是有密切的關係，自由也是受限制的。舉例說，我們擁有說話的自由，卻也會因為說話

內容太多而干擾別人；我們擁有運用時間的自由，但卻會因為不善於管理時間而耽擱了正事。不理性的自由，往

往也會給我們帶來壞處，儘管自由看起來很美好。可見，自律在自由中是不可或缺的。

許多人認為，自律就像監牢一樣，有的只是限制。但自律才是擁有真正的自由的重要因素。它不是監牢，它

也可以是一把通向天堂的鑰匙。自律是理性的，它讓我們做事時有好的規劃。只是擁有自由，但沒有自律，只會

帶來短暫的快樂。而快樂過後，留下的有可能是長遠的負擔。懂得自律，真正讓人快樂的自由才會出現。                   

自律與自由，是相輔相成的。沒有自律的自由，不會擁有真正的快樂。學會自律，就會得到自由的甜美果

子。懂得自律，就是令我們成功的重要因素。實踐自律，就會讓我們擁有自由的人生更美好！

《麵包香》 

何晞諾 中二甲班

每一次經過這條街，都令我回想起兩年前一間麵包店。一間面積不太大的麵包店，卻充滿了人情味，也充滿

了麵包香。

這只是一間小小的店，麵包種類不多，但是每一塊麵包都充滿著麵包師傅的心意。這間麵包店由兩夫妻打

理，丈夫是麵包師傅，而妻子負責收銀及雜務。

兩夫妻每天五時正到店中搓麵團，焗麵包，二人不怕辛苦的，只務求令早上上班及上學的人，也能買到新鮮

的麵包。

一經過這麵包店，就能嗅到陣陣的麵包香，令人垂涎。走到店中，看到「老板娘」親切的笑容，更感到賓至

如歸。看到「老板」把一盤盤新鮮的麵包捧出來，看到的不只是麵包香，更是他們的辛勞。

但是，兩年前的某一天，經過麵包店時發現窗外貼著「租金上升，約滿結業」。這間經營多年的老麵包店，

不論租金怎樣上升，但為了附近的貧窮老人，他們也從不加價。可惜，賺錢是業主的義務，麵包店終於不能經營

下去了。

麵包店結業後，變成了一間賣鞋的商店。那份醉人的麵包香，只能在回憶中回味。店主與街坊的友誼也告一

段落，所有事都變成過去了。

香港是美食天堂，能嚐盡珍饈佳餚，卻留不住人情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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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家鄉》

張凱桐 中三甲班

落葉歸根，狐死首丘。每當我看着牆上掛着的山水畫拼圖，都令我回想起那年我與家人一起回到家鄉的

情景。 

我的家鄉是佛山市的市轄區三水。在那年回去之前，我對家鄉十分陌生，那是因為我從未回去。回鄉的路程

十分遠，需乘坐四小時的巴士。當到達家鄉，那裏給我簡單、純樸以及清新的感覺，猶如置身古代，成了古人。

家鄉的房屋用紅磚堆砌而成，與現今的高樓大廈大有不同。而且家鄉的房子非常古老，處身其中，像到了歷

史博物館參觀。道路的兩旁也是田地，田地裏種滿農作物，有玉米、蕃茄、大白菜，種類多不勝數。有牛兒在吃

草、有小雞啄食、也有農夫在田裏耕作。 

過了不久，,有一陣木柴香飄過，原來吃晚飯的時候到了。在那時我才發現家鄉的人原來還沿用柴火煮食，

這對我來說是非常新奇的，只因我從沒親眼見過用柴火煮食的人，我只在電視劇看過，但多是曇花一現，不能細

看。

晚飯過後，人們愛坐在屋前喝茶聊天。生活寫意，相比起都市人過着朝九晚五的忙碌生活，我更嚮往鄉間的

生活。

晚上的家鄉格外寧靜，抬頭看天滿掛星星，閃閃發亮。與香港相比，三水確是觀星的好地方。家鄉的晚上變

成了昆蟲世界，不同動物的叫聲好像在奏交響曲，美妙絕倫。

早上鳥兒把我從睡夢中叫醒，坐在窗前白茫茫的天際，下着微微細雨加上一點涼意，令人心情舒暢。在門外

的湖中，魚兒游來游去更是別有一番風味。雖然與家鄉的人並不相熟，但他們總與我打招呼，非常親切。對比都

市人為了生計而變得冷漠有很大的對比。

在家鄉數天，我猶如穿越時空回到古時，體現了古人的生活方式，大家守望相助以及無憂無慮的生活。這令

我明白縱使做人有千斤重擔，但偶爾放下，生活會更美好。

那年的家鄉美景，我希望將來還能看到，並有更多的體會。我的家鄉，我的家。

《那年的家鄉》

戴兆禧 中三甲班

那年的那天，年少輕狂，渴望流浪。

凌晨那刻，背起簡單的背包，踏著單車朝著某個方向，漫無目的地逆著晨風，展開旅途。

從小我就渴望能夠周遊世界，無拘無束地生活。隨著風一起，去到那些從未踏足過的神秘天堂，這些「天

堂」也許是詩人們最為垂涎三尺的。想到征程遙遙，伴著單車「卡卡」的聲音，錯落不斷地飄過耳際，看著路人

和車子風塵僕僕，我輕輕一笑，讚歎詩人的心境能夠如此平靜，如此空明。

中三級冠軍

中三級亞軍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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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身在河邊漫步，彼岸的風景遙不可及，低頭看著一叢淡紫色的鮮花，芳香撲鼻，蜂飛蝶舞，就像在大會堂

演著一套戲劇般，那鮮花正是舞台，蜂與蝶正是演員，是何等快活？遠離了那個喧囂嘈雜的城市，鄉間的小路與

青石為伴，兩旁的草木凝著露水，折射著晨曦的微明。溪水流香，流水淙淙，加上鳥語花香，何不席地而坐，欣

賞著如此扣人心弦的良辰美景？走進一間小木屋，主人為我泡了一壺「鐵觀音」，清洗了我這一路的風塵。

午後的陽光懶懶的，坐在大樹下寫信給父母，因為我知道父親一定在四處找我，而母親在掉眼淚。我會告

訴他們我很幸福，雖然天空不曾留下我的蹤跡，但我確信我已走過。將信放在那個綠色的郵箱，繼續一個人的旅

程。不，不是一個人，因為有風和雲陪著我，有花和鳥的喝采。

傍晚，下起了雨，我張開雙臂，擁抱這一片朦朧的天空。夜漸深，雨漸停，一鉤新月天如水，惹得一顆詩心

跳動。我寫下了一篇文章，記載這一天的快樂，紀念這一場雨的多情。踏上歸途，回到有人等待我的地方，離開

這個天堂。

那年的我，十六歲，年少輕狂。

那天晚上，背著簡單的背包，朝著家的方向，隨著月光，結束旅途。

《終於明白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道理》

李子盈 中四乙班

2012年1月21日(星期六)晴

所有難關都闖過了，心頭大石也放下了。然而，經過這些挑戰後，我才明白到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道理。

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詠春課，本來十分期待，但原來事情並不是我想像中那麼簡單。最初報讀詠春班是因為受

到近期不少電視劇和電影的感染，如《葉問》等電影，影星甄子丹在電影中拳拳到肉，刺激的打鬥場面都吸引我

去學習詠春武術。報讀前還特地到網上看了一些示範片段，覺得只是一些簡單動作，報讀入門級課程的念頭便煙

消雲散，決定報讀資深課程。

正式練習的時候，資深的學員已迅速地跟隨師傅的步伐，先耍了一套基本功熱身，但根據我觀看影片的記憶

後，只能生硬的跟隨他們的動作，像一個壞掉的機械人僵硬地活動，相反那些資深的學員，他們有良好的根底，

耍起上來虎虎有力，比起我這個機械人，更有大師傅的功架。錯漏百出的動作漸漸引起師傅的注意，他那嚴肅的

眼神彷彿在責怪我沒有好好準備和練習就上課，令我十分慚愧，更害怕跟不上其他學員的進度。

耍過一套基本功後，師傅走過來嚴肅地責備我為甚麼在上課前不好好準備及練習初級班所教的技巧，在基本

功練習上表現得一塌糊塗，被師傅懲罰我要重新熱身一次，原本勉強也能做到的基本動作，豈料因熱身不足，更

差點兒受傷，最後只得硬頭皮央求調到入門級別的課程。

經過今天的詠春課後，我終於明白到做事不能一步登天，應該要循序漸進、接部就班的道理。

中四級冠軍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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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的家鄉》

張凱桐 中三甲班

落葉歸根，狐死首丘。每當我看着牆上掛着的山水畫拼圖，都令我回想起那年我與家人一起回到家鄉的

情景。 

我的家鄉是佛山市的市轄區三水。在那年回去之前，我對家鄉十分陌生，那是因為我從未回去。回鄉的路程

十分遠，需乘坐四小時的巴士。當到達家鄉，那裏給我簡單、純樸以及清新的感覺，猶如置身古代，成了古人。

家鄉的房屋用紅磚堆砌而成，與現今的高樓大廈大有不同。而且家鄉的房子非常古老，處身其中，像到了歷

史博物館參觀。道路的兩旁也是田地，田地裏種滿農作物，有玉米、蕃茄、大白菜，種類多不勝數。有牛兒在吃

草、有小雞啄食、也有農夫在田裏耕作。 

過了不久，,有一陣木柴香飄過，原來吃晚飯的時候到了。在那時我才發現家鄉的人原來還沿用柴火煮食，

這對我來說是非常新奇的，只因我從沒親眼見過用柴火煮食的人，我只在電視劇看過，但多是曇花一現，不能細

看。

晚飯過後，人們愛坐在屋前喝茶聊天。生活寫意，相比起都市人過着朝九晚五的忙碌生活，我更嚮往鄉間的

生活。

晚上的家鄉格外寧靜，抬頭看天滿掛星星，閃閃發亮。與香港相比，三水確是觀星的好地方。家鄉的晚上變

成了昆蟲世界，不同動物的叫聲好像在奏交響曲，美妙絕倫。

早上鳥兒把我從睡夢中叫醒，坐在窗前白茫茫的天際，下着微微細雨加上一點涼意，令人心情舒暢。在門外

的湖中，魚兒游來游去更是別有一番風味。雖然與家鄉的人並不相熟，但他們總與我打招呼，非常親切。對比都

市人為了生計而變得冷漠有很大的對比。

在家鄉數天，我猶如穿越時空回到古時，體現了古人的生活方式，大家守望相助以及無憂無慮的生活。這令

我明白縱使做人有千斤重擔，但偶爾放下，生活會更美好。

那年的家鄉美景，我希望將來還能看到，並有更多的體會。我的家鄉，我的家。

《那年的家鄉》

戴兆禧 中三甲班

那年的那天，年少輕狂，渴望流浪。

凌晨那刻，背起簡單的背包，踏著單車朝著某個方向，漫無目的地逆著晨風，展開旅途。

從小我就渴望能夠周遊世界，無拘無束地生活。隨著風一起，去到那些從未踏足過的神秘天堂，這些「天

堂」也許是詩人們最為垂涎三尺的。想到征程遙遙，伴著單車「卡卡」的聲音，錯落不斷地飄過耳際，看著路人

和車子風塵僕僕，我輕輕一笑，讚歎詩人的心境能夠如此平靜，如此空明。

中三級冠軍

中三級亞軍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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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身在河邊漫步，彼岸的風景遙不可及，低頭看著一叢淡紫色的鮮花，芳香撲鼻，蜂飛蝶舞，就像在大會堂

演著一套戲劇般，那鮮花正是舞台，蜂與蝶正是演員，是何等快活？遠離了那個喧囂嘈雜的城市，鄉間的小路與

青石為伴，兩旁的草木凝著露水，折射著晨曦的微明。溪水流香，流水淙淙，加上鳥語花香，何不席地而坐，欣

賞著如此扣人心弦的良辰美景？走進一間小木屋，主人為我泡了一壺「鐵觀音」，清洗了我這一路的風塵。

午後的陽光懶懶的，坐在大樹下寫信給父母，因為我知道父親一定在四處找我，而母親在掉眼淚。我會告

訴他們我很幸福，雖然天空不曾留下我的蹤跡，但我確信我已走過。將信放在那個綠色的郵箱，繼續一個人的旅

程。不，不是一個人，因為有風和雲陪著我，有花和鳥的喝采。

傍晚，下起了雨，我張開雙臂，擁抱這一片朦朧的天空。夜漸深，雨漸停，一鉤新月天如水，惹得一顆詩心

跳動。我寫下了一篇文章，記載這一天的快樂，紀念這一場雨的多情。踏上歸途，回到有人等待我的地方，離開

這個天堂。

那年的我，十六歲，年少輕狂。

那天晚上，背著簡單的背包，朝著家的方向，隨著月光，結束旅途。

《終於明白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道理》

李子盈 中四乙班

2012年1月21日(星期六)晴

所有難關都闖過了，心頭大石也放下了。然而，經過這些挑戰後，我才明白到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道理。

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詠春課，本來十分期待，但原來事情並不是我想像中那麼簡單。最初報讀詠春班是因為受

到近期不少電視劇和電影的感染，如《葉問》等電影，影星甄子丹在電影中拳拳到肉，刺激的打鬥場面都吸引我

去學習詠春武術。報讀前還特地到網上看了一些示範片段，覺得只是一些簡單動作，報讀入門級課程的念頭便煙

消雲散，決定報讀資深課程。

正式練習的時候，資深的學員已迅速地跟隨師傅的步伐，先耍了一套基本功熱身，但根據我觀看影片的記憶

後，只能生硬的跟隨他們的動作，像一個壞掉的機械人僵硬地活動，相反那些資深的學員，他們有良好的根底，

耍起上來虎虎有力，比起我這個機械人，更有大師傅的功架。錯漏百出的動作漸漸引起師傅的注意，他那嚴肅的

眼神彷彿在責怪我沒有好好準備和練習就上課，令我十分慚愧，更害怕跟不上其他學員的進度。

耍過一套基本功後，師傅走過來嚴肅地責備我為甚麼在上課前不好好準備及練習初級班所教的技巧，在基本

功練習上表現得一塌糊塗，被師傅懲罰我要重新熱身一次，原本勉強也能做到的基本動作，豈料因熱身不足，更

差點兒受傷，最後只得硬頭皮央求調到入門級別的課程。

經過今天的詠春課後，我終於明白到做事不能一步登天，應該要循序漸進、接部就班的道理。

中四級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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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與陰影》 

袁詠虹 中五丁班

陽與陰，光與影，恆久以來被視作對立的兩極。對立的事物向來不相容，如水火，如黑白，但陽光與陰影顯

然是例外。

我們習慣把光與影割裂解讀，卻忘記兩者乃共滅共生，互相依存，不可割裂的共存體。如沒有陽光，人徒步

走在一片黑暗之中，隨他而行的背影又怎能同行﹖只要有一縷光線，影子便能成形，它是光照射物件時的必然副

產物。若把其特性放諸生活之上，不也全然相同嗎﹖世上沒有一件事只有正面或負面的思考角度﹕即使在求學路

上遇到瓶頸，也可視作磨練突破的機會；在奮鬥時染上疾病，也可視作身體對自己的提醒，好在休憩過後以更佳

的心境及狀態應戰。光影總是同時出現，正如事情總有好壞，不管你選擇面向或是背向陰影，它亦仍舊存在。若

你試圖把它掩蓋，另一個影子便會由別的光線悄悄在你背後勾勒出清晰的輪廓，被掩蓋的亦不曾褪去，一切只是

徒然。同樣，若你執意蓋過事情的負面影響，自我沉醉在過度美好的幻想之中，自欺欺人，情況或會發展至使人

無法招架的局面，更令人倍受打擊。

光與影除了共存之外，更具有正比的關係。光線愈弱，影子愈淺；光線愈猛烈，影子愈顯深，是以人們皆信

「希望愈大，失望愈大」的道理。正因對一件事憧憬太深，當事情結果不如人意時，那落差足以令人驟然置身黑

暗之中，再也看不見身後那道微光。因此，人逐漸學會控制自己的期盼，以免遭受過大的傷害。

以上看法看似正確，但實情並非必然。其實陽光、陰影，以至事情的進展皆依據其固定劇本上演，並不存

在強弱深淺的比較關係。在此齣名為《人生》的戲劇之中，每一個情節皆有喜、悲兩種演繹手法，抉擇權正在你

手。既然我們不能割捨光影其中一方，而所謂「希望」與「失望」的正比效應亦只是人的心態使然，那麼人的處

事態度不正是事情的主宰麼﹖僅因害怕被不存在的比較所傷便不敢期盼，豈不是更顯愚昧﹖「喜樂全在主觀的

中五級冠軍

《終於明白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道理》

劉凱茵 中四丙班

終於到了派發成績表的日子，在班主任手中接過成績表後，數學科成績竟然有了顯著的進步，令我既驚又

喜，十分慶幸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

記得從中一開始，我的數學科成績總是未如人意，經常不合格，因為我總在考試前夕才臨急抱佛腳。經過多

番的挫折，我終於下定決心從頭開始溫習數學，循序漸進地由最基本的加減數開始，再漸漸到相對較複雜的基本

方程式，由淺入深地逐步學習，希望能溫故而知新，提升數學科的成績。

在溫習過程中，我明白這個學習的過程就好像我們的人生，由出生開始，我們就先學習步行，再學習跑步，

總不能亂了先後，也不能先上小學後才回到幼稚園學習基本知識，每一步也必須按部就班地進行，不可能一步登

天地直接達到目的。

其實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例子也能應用到作文之中，一開始構思作文內容的大綱，之後再從首段開始入

題，然後從首段伸延至第二、三段，最後再總結全文，不能先寫結尾，才開始構想內容的大綱，過程必須按部就

班地進行。

總括而言，我現在終於深深明白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道理。我們平日作文由構想題目至完成整篇文章，或

是在學習數學時，由最基本的加減乘除數式開始，漸漸到較複雜的混合方程式，甚至我們的人生，從最基本的步

行，到學習知識的階段，再到工作等過程都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一步登天。現在終於得到一個滿意的成績，把

難關闖過了，心頭大石也可放下。經過這些重要的挑戰，我更明白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道理了。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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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與陰影》 
馮智勇 中五甲班

自古以來，陽光照耀著萬物，為大地帶來生氣，而正因為有陽光，所以也產生了陰影。一陰一陽，不能割

裂，兩者有著共生的關係。當你面對陰影，陽光在你的背後，相反，背著陰影，陽光就在你的前面。

面對陽光，總是給人一種溫暖的感覺，也照亮了人的心坎，給予我們生活的動力，令人欣然面對人生的逆境。

面向著陽光其實也是一種人生態度，它令人勇於面對人生的波折，以司馬遷為例，他因為開罪當朝皇帝，最後被判

以宮刑，出獄後，他沒有消沉在酷刑的陰霾之中，他轉向陽光，最終編成《太史公書》流芳百世，由此可見，即使

面對多麼的不幸或面對多大的挫折，只要抬起頭，面向陽光，以堅毅的決心，就能築起通往明天的道路。

面對陰影，會給人一種意志消沉的感覺，眼前看著一片陰影的人，會叫人忽略了背後的陽光，終日低頭抱怨，

意志消沉，忘記了抬頭轉身就看得見的陽光，這就如社會上的隱蔽青年，每天活在陰影之中，他們忘記了把窗子打

開後就有一大片陽光等著他們，亦因為活在陰影之中，錯過了陽光的滋潤，就好像缺乏陽光的葉子，變得枯黃乾涸。

當面對陰影時，千萬不要氣餒，「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應該仔細看清自己的「陰影」，

也要抱著信心，因為陽光就在你的背後，只要別過頭來，陽光又會再次照耀你的身軀。著名的音樂家貝多芬，他

一生熱衷於音樂，可惜他在晚年雙耳失聰。他也曾沮喪過，就在他面對陰影時，他看清楚了自己的陰影，但沒有

在陰影裡怨天尤人，反而轉身面向陽光，背著陰影的他繼續努力創作音樂，成功寫下多首為人熟悉的交響曲，如

《命運交響曲》......

看著陰影時，不要只集中於黑漆漆的顏色，冷冰冰的感覺，只要細看著陰影的周邊，就會發現陽光和陰影的

分界，黑白分明的劃分了陽光和陰影，陽光也就在你身後。

陽光和陰影都存在於這個世界，抬頭迎接陽光？還是低頭看著陰影？都影響著往後的生活。要常常向著陽

光，也別忘記面對陰影時，陽光總在你背後！

中五級亞軍

心，不在客觀的事」，一切正朝固定軌跡前行，無法改變，若我們以積極樂觀的心態處事，縱使負面影響仍在，

也可把它轉化為前進的動力，昂首向前；相反，若我們凡事被消極悲觀的心態主導，毫不理會身後的轉機，那麼

便沒有重新出發的機會。中國「欄王」劉翔背負著全中國的希望，負傷踏上零八年北京奧運的跑道，最後卻因傷

退出，眾人大呼惋惜。不論如何，退賽與傷患已成事實，劉翔臉前僅剩兩條路﹕積極進行復康治療，再戰賽場；

或是消極應對，從此絕跡田徑界。他選擇以負傷作為心靈的沉澱，樂觀積極地接受治療，最終再次在人生舞台上

發光發熱；日本作家乙武洋匡，澳洲籍佈道家力克‧胡哲，兩人皆患有先天性四肢截斷症，任何手術都無法改變

這不爭的事實。他們大可以自暴自棄，終生頹唐過活，厭棄世界。但二人皆選擇把自己的身體視作天賦的禮物，

以此作為與人溝通的橋樑，積極正視自身「優勢」，更推己及人，前者藉演講推動無障礙空間，後者藉佈道扭轉

世人的處事態度。相反，楚漢相爭之時，項羽在垓下戰敗後，並沒有接受霸業已亡的事實，不但不積極保命回江

東圖謀再起，反倒把失敗一事放大，向部下說是「天亡我，非戰之罪也」，於烏江自刎而死，永遠失去捲土重來

的機會。若他含羞忍辱，審視自己失敗的原因，積極備戰，未必落得如斯下場。由此可見，在無法改變的世事面

前，喜與悲的關鍵僅在於你的態度。機會總在你的背後，只要有勇氣別過頭來，以正面人生態度處事，一切便能

掌握在手。

人生本由喜與悲交錯而成，是以在逝去的日與夜中，每點喜，每分憂縱橫交錯，編織出「光陰」。陽光與

陰影共生共滅，從沒人能改變，但我們能選擇以哪種方式度過每一段「光、陰」。這正是老掉牙的「半杯水理

論」。水的份量已然固定，「還有」或「只有」，僅一字之差，已有莫大的分別。既然笑亦要過活，哭亦要過

活，我們何不以樂觀的態度處事，讓自己活得輕鬆而積極﹖比賽滑鐵盧﹖視作審視自己不足的機會吧！與朋友吵

架﹖視作與他解除心結的良機吧！學會接受現況，在積極與消極中作正確的抉擇，以微笑跨過每個難關！

願我們能在光與影中，藉影子的陪伴，昂首面向朝陽，踏上絢麗多姿的人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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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與陰影》 

袁詠虹 中五丁班

陽與陰，光與影，恆久以來被視作對立的兩極。對立的事物向來不相容，如水火，如黑白，但陽光與陰影顯

然是例外。

我們習慣把光與影割裂解讀，卻忘記兩者乃共滅共生，互相依存，不可割裂的共存體。如沒有陽光，人徒步

走在一片黑暗之中，隨他而行的背影又怎能同行﹖只要有一縷光線，影子便能成形，它是光照射物件時的必然副

產物。若把其特性放諸生活之上，不也全然相同嗎﹖世上沒有一件事只有正面或負面的思考角度﹕即使在求學路

上遇到瓶頸，也可視作磨練突破的機會；在奮鬥時染上疾病，也可視作身體對自己的提醒，好在休憩過後以更佳

的心境及狀態應戰。光影總是同時出現，正如事情總有好壞，不管你選擇面向或是背向陰影，它亦仍舊存在。若

你試圖把它掩蓋，另一個影子便會由別的光線悄悄在你背後勾勒出清晰的輪廓，被掩蓋的亦不曾褪去，一切只是

徒然。同樣，若你執意蓋過事情的負面影響，自我沉醉在過度美好的幻想之中，自欺欺人，情況或會發展至使人

無法招架的局面，更令人倍受打擊。

光與影除了共存之外，更具有正比的關係。光線愈弱，影子愈淺；光線愈猛烈，影子愈顯深，是以人們皆信

「希望愈大，失望愈大」的道理。正因對一件事憧憬太深，當事情結果不如人意時，那落差足以令人驟然置身黑

暗之中，再也看不見身後那道微光。因此，人逐漸學會控制自己的期盼，以免遭受過大的傷害。

以上看法看似正確，但實情並非必然。其實陽光、陰影，以至事情的進展皆依據其固定劇本上演，並不存

在強弱深淺的比較關係。在此齣名為《人生》的戲劇之中，每一個情節皆有喜、悲兩種演繹手法，抉擇權正在你

手。既然我們不能割捨光影其中一方，而所謂「希望」與「失望」的正比效應亦只是人的心態使然，那麼人的處

事態度不正是事情的主宰麼﹖僅因害怕被不存在的比較所傷便不敢期盼，豈不是更顯愚昧﹖「喜樂全在主觀的

中五級冠軍

《終於明白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道理》

劉凱茵 中四丙班

終於到了派發成績表的日子，在班主任手中接過成績表後，數學科成績竟然有了顯著的進步，令我既驚又

喜，十分慶幸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

記得從中一開始，我的數學科成績總是未如人意，經常不合格，因為我總在考試前夕才臨急抱佛腳。經過多

番的挫折，我終於下定決心從頭開始溫習數學，循序漸進地由最基本的加減數開始，再漸漸到相對較複雜的基本

方程式，由淺入深地逐步學習，希望能溫故而知新，提升數學科的成績。

在溫習過程中，我明白這個學習的過程就好像我們的人生，由出生開始，我們就先學習步行，再學習跑步，

總不能亂了先後，也不能先上小學後才回到幼稚園學習基本知識，每一步也必須按部就班地進行，不可能一步登

天地直接達到目的。

其實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例子也能應用到作文之中，一開始構思作文內容的大綱，之後再從首段開始入

題，然後從首段伸延至第二、三段，最後再總結全文，不能先寫結尾，才開始構想內容的大綱，過程必須按部就

班地進行。

總括而言，我現在終於深深明白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道理。我們平日作文由構想題目至完成整篇文章，或

是在學習數學時，由最基本的加減乘除數式開始，漸漸到較複雜的混合方程式，甚至我們的人生，從最基本的步

行，到學習知識的階段，再到工作等過程都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一步登天。現在終於得到一個滿意的成績，把

難關闖過了，心頭大石也可放下。經過這些重要的挑戰，我更明白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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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與陰影》 
馮智勇 中五甲班

自古以來，陽光照耀著萬物，為大地帶來生氣，而正因為有陽光，所以也產生了陰影。一陰一陽，不能割

裂，兩者有著共生的關係。當你面對陰影，陽光在你的背後，相反，背著陰影，陽光就在你的前面。

面對陽光，總是給人一種溫暖的感覺，也照亮了人的心坎，給予我們生活的動力，令人欣然面對人生的逆境。

面向著陽光其實也是一種人生態度，它令人勇於面對人生的波折，以司馬遷為例，他因為開罪當朝皇帝，最後被判

以宮刑，出獄後，他沒有消沉在酷刑的陰霾之中，他轉向陽光，最終編成《太史公書》流芳百世，由此可見，即使

面對多麼的不幸或面對多大的挫折，只要抬起頭，面向陽光，以堅毅的決心，就能築起通往明天的道路。

面對陰影，會給人一種意志消沉的感覺，眼前看著一片陰影的人，會叫人忽略了背後的陽光，終日低頭抱怨，

意志消沉，忘記了抬頭轉身就看得見的陽光，這就如社會上的隱蔽青年，每天活在陰影之中，他們忘記了把窗子打

開後就有一大片陽光等著他們，亦因為活在陰影之中，錯過了陽光的滋潤，就好像缺乏陽光的葉子，變得枯黃乾涸。

當面對陰影時，千萬不要氣餒，「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應該仔細看清自己的「陰影」，

也要抱著信心，因為陽光就在你的背後，只要別過頭來，陽光又會再次照耀你的身軀。著名的音樂家貝多芬，他

一生熱衷於音樂，可惜他在晚年雙耳失聰。他也曾沮喪過，就在他面對陰影時，他看清楚了自己的陰影，但沒有

在陰影裡怨天尤人，反而轉身面向陽光，背著陰影的他繼續努力創作音樂，成功寫下多首為人熟悉的交響曲，如

《命運交響曲》......

看著陰影時，不要只集中於黑漆漆的顏色，冷冰冰的感覺，只要細看著陰影的周邊，就會發現陽光和陰影的

分界，黑白分明的劃分了陽光和陰影，陽光也就在你身後。

陽光和陰影都存在於這個世界，抬頭迎接陽光？還是低頭看著陰影？都影響著往後的生活。要常常向著陽

光，也別忘記面對陰影時，陽光總在你背後！

中五級亞軍

心，不在客觀的事」，一切正朝固定軌跡前行，無法改變，若我們以積極樂觀的心態處事，縱使負面影響仍在，

也可把它轉化為前進的動力，昂首向前；相反，若我們凡事被消極悲觀的心態主導，毫不理會身後的轉機，那麼

便沒有重新出發的機會。中國「欄王」劉翔背負著全中國的希望，負傷踏上零八年北京奧運的跑道，最後卻因傷

退出，眾人大呼惋惜。不論如何，退賽與傷患已成事實，劉翔臉前僅剩兩條路﹕積極進行復康治療，再戰賽場；

或是消極應對，從此絕跡田徑界。他選擇以負傷作為心靈的沉澱，樂觀積極地接受治療，最終再次在人生舞台上

發光發熱；日本作家乙武洋匡，澳洲籍佈道家力克‧胡哲，兩人皆患有先天性四肢截斷症，任何手術都無法改變

這不爭的事實。他們大可以自暴自棄，終生頹唐過活，厭棄世界。但二人皆選擇把自己的身體視作天賦的禮物，

以此作為與人溝通的橋樑，積極正視自身「優勢」，更推己及人，前者藉演講推動無障礙空間，後者藉佈道扭轉

世人的處事態度。相反，楚漢相爭之時，項羽在垓下戰敗後，並沒有接受霸業已亡的事實，不但不積極保命回江

東圖謀再起，反倒把失敗一事放大，向部下說是「天亡我，非戰之罪也」，於烏江自刎而死，永遠失去捲土重來

的機會。若他含羞忍辱，審視自己失敗的原因，積極備戰，未必落得如斯下場。由此可見，在無法改變的世事面

前，喜與悲的關鍵僅在於你的態度。機會總在你的背後，只要有勇氣別過頭來，以正面人生態度處事，一切便能

掌握在手。

人生本由喜與悲交錯而成，是以在逝去的日與夜中，每點喜，每分憂縱橫交錯，編織出「光陰」。陽光與

陰影共生共滅，從沒人能改變，但我們能選擇以哪種方式度過每一段「光、陰」。這正是老掉牙的「半杯水理

論」。水的份量已然固定，「還有」或「只有」，僅一字之差，已有莫大的分別。既然笑亦要過活，哭亦要過

活，我們何不以樂觀的態度處事，讓自己活得輕鬆而積極﹖比賽滑鐵盧﹖視作審視自己不足的機會吧！與朋友吵

架﹖視作與他解除心結的良機吧！學會接受現況，在積極與消極中作正確的抉擇，以微笑跨過每個難關！

願我們能在光與影中，藉影子的陪伴，昂首面向朝陽，踏上絢麗多姿的人生路！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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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綺婷

陳宜君

視覺藝術作品

滿足

（廣告彩繪）

甜蜜蜜

（混合媒介）

兒童不「兒」

（陶塑）
返老還童

（英文書法）

童情

（海報設計）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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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碧庭

視覺藝術作品

馮懿婷

成功

（英文書法）

堅毅

（立體創作）

圖騰

（陶塑）

沉迷˙迷失

（素描紙本）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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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佩欣

視覺藝術作品

驕兵不勝

（塑膠彩繪）

成長的蛻變

（混合媒介）

建．留．拆

（版畫）

成功之樂

（塑膠彩繪）

天生我才

（漫畫）

天生我才

驕兵不勝

成功之樂

馮芷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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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作品

羅曉彤

李永康

Abandon

（紙雕）

天外有天

（混合媒介） 未來藍圖

（線繪）

Reserve

（混合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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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靖芊

發夢？！

（混合媒介）

被掩蓋着的愛（攝影）

自我綑綁（混合媒介）

「源」來如此（海報設計）

尊重（書籤設計）

stop bullying（海報設計）

你想要哪種？

（海報設計）

鳥籠

（混合媒介）

自我綑綁（混合媒介）

「源」來如此（海報設計）

鳥籠

視覺藝術作品

潘蔚晴

被掩蓋着的愛（攝影）

劉嘉怡

stop bullying（海報設計）

李靖如

你想要哪種？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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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作品

溫雅瑩

蘇映樺張瑋婷

向錢看

（廣告彩繪）

360。貓頭鷹（版畫）

書中自有黃金屋（混合媒介） 請勿超越界線（海報設計）

上司可逆不可逆（廣告彩繪）

紅色的星空下

（塑膠彩繪布本）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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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行： 楊家堯　蔡梓游　曾皓　馮敬尹　陳子仁　龔嘉安　郭永昌　陳政堯　嚴灝斌　黃健偉　梁偉恆

第二行： 黃敬雄　冼家賦　黃善亨　潘梓杰　霍志城　徐美詩　黃子晴　莊雪茹　陳星潼　丘雅惠　向海殷　陳詩翹　戴雨荷

第一行： 趙晞彤　蘇軒諾　方玥淇　張慧宜　林子晴　楊嘉怡老師　李嘉敏　張凱琳　池芯怡　黃芷維　羅葆盈

第三行：岑銳斌　黃潤培　羅禮賢　張永龍　文　偉　柯柏行　鄭新智　蔡逸峰　陳顯頌　鄭子原　李諾恒

第二行： 郭子霖　黃少茵　郭志敏　周卓艷　黃猗淇　李曉泓　何柏成　許澤帆　許倩怡　韓詩雅　趙愷晴　張詠希　趙詠恩

第一行： 鄭詩萃　張凱晴　麥永恩　黃巧明　曹巧嵐　盧其信老師　陳綺筠　郭穎恩　岑凱琳　曾芷欣　方紀文

1 A

1 B

老師、職員、領袖生、學生會、畢業相及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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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行：陳兆其　駱卓峰　李進升　梁浩宇　吳梓麟　陳浩鍇　　陸榮俊　黎家泰　龍樂軒　梁振嶸　劉智恒　鄭家瑋

第二行： 鄭蕙文　林天恩　蔡泳熹　梁曉彤　劉倩怡　萬嘉明　周立雯　馮宝茹　杜譪欣　蔡寳蓮　許雅茵

第一行： 吳詠詩　李若瑜　鍾昀樂　文彥婷　劉芷昕　王紫螢老師　黃麗文　謝淑樺　鐘愷盈　黃嘉琳　方巧晴

當日缺席：李豫言

1 C

第三行：李翱晨　何正言　張罡源　黃祉瑜　李漢芳　李建德　盧諭鏘　樊浩霆　劉寶琦　歐陽梓樂　鄧顯豐　梁兆銘

第二行： 朱屏思　吳泳霖　洪惠琛　鄭汶尉　梁沅荍　盧惠敏　鄧寳琳　楊　倩　傅皓渝　林巧心

第一行： 蔡嘉泳　周雪麗　麥凱盈　潘綺琳　古浠桐　陳德霖老師　馮穎宜　黃思霖　池詠鍶　曹莉珊　陳映君

1 D

老師、職員、領袖生、學生會、畢業相及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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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行： 李浩正　李仁龍　黃錦楊　李家俊　吳裕昇　卓嘉良　鄧家明　黃嘉焌　高嘉明　盧冠雄　邱天鴻

第二行：梁晉榮　李達榮　香偉全　李鈺瀅　英俏明　易嘉慧　葉錦欣　布嘉倩　張天樂　邱凱瑜　莊建靜

第一行： 黎晴曦　劉雅詩　周君婷　黃乙月　李寧怡　葉秀英老師　郭寶賢　丘雅靜　鄧穎姿　羅梓郢　何晞諾

2 A

2 B

第三行：李信和　莊穎賢　馬沛鏵　許桓熹　吳尚　　黃浩倫　郭宇軒　莫啟正　王偉康　黃浩霖　王振竣

第二行： 程子民　梁柏浩　林健生　蘇子游　黃媛旻　劉佩瑩　張敏泳　許蔚芯　李懿蘭　周健熙　王曉天　鄺叡希

第一行： 陳直希　王諾瑤　馮雅雯　何子蕙　黃凱怡　郭　老師　黃曉瑜　潘詩鏵　吳祖琳　鄭艷慈　呂淑敏

老師、職員、領袖生、學生會、畢業相及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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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行：潘宇坤　鄧正杰　林逸韜　黃其翎　李奕輝　游萬成

第三行： 陳匯盈　黃以琳　陳倩儀　梁碧芹　黃芷琛　陸詩晴　李倬嵐　姜泳彤　江詠嫦

第二行：熊芷靖　林　銥　吳宗泳　勞惠儀　葉海迪　葉靜蕓　黃健明　吳祉均　張樂瑤　黎海琳

第一行：劉美儀　劉易霖　林寶怡　陳潔怡　李振沖　陳嘉華老師　黎穎琪　馬淑姿　陳圓圓　李柏誼　黃而彩

2 C

第四行：凌　駿　楊竣然　黃震東　譚澤偉　林浚銘　江梓朗　朱煒軒

第三行： 葉雪瑩　李詠欣　陳智鑫　詹日輝　蔡宇健　湯焙榮　黃　鈴　林思蔚

第二行：劉欣儀　麥兆瑩　鄧慧婷　杜心瑩　葉珮晴　黃靜詩　劉懷恩　林恒欣　陳雅欣

第一行：馮凱琦　葉嘉嘉　葉靖雯　張佩雅　何沚澄　梁慧婷老師　莫美瑜　李璧名　陳紀汶　樊曉瑩　郭思玲

2 D

老師、職員、領袖生、學生會、畢業相及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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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行： 李浩正　李仁龍　黃錦楊　李家俊　吳裕昇　卓嘉良　鄧家明　黃嘉焌　高嘉明　盧冠雄　邱天鴻

第二行：梁晉榮　李達榮　香偉全　李鈺瀅　英俏明　易嘉慧　葉錦欣　布嘉倩　張天樂　邱凱瑜　莊建靜

第一行： 黎晴曦　劉雅詩　周君婷　黃乙月　李寧怡　葉秀英老師　郭寶賢　丘雅靜　鄧穎姿　羅梓郢　何晞諾

2 A

2 B

第三行：李信和　莊穎賢　馬沛鏵　許桓熹　吳尚　　黃浩倫　郭宇軒　莫啟正　王偉康　黃浩霖　王振竣

第二行： 程子民　梁柏浩　林健生　蘇子游　黃媛旻　劉佩瑩　張敏泳　許蔚芯　李懿蘭　周健熙　王曉天　鄺叡希

第一行： 陳直希　王諾瑤　馮雅雯　何子蕙　黃凱怡　郭　老師　黃曉瑜　潘詩鏵　吳祖琳　鄭艷慈　呂淑敏

老師、職員、領袖生、學生會、畢業相及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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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行：潘宇坤　鄧正杰　林逸韜　黃其翎　李奕輝　游萬成

第三行： 陳匯盈　黃以琳　陳倩儀　梁碧芹　黃芷琛　陸詩晴　李倬嵐　姜泳彤　江詠嫦

第二行：熊芷靖　林　銥　吳宗泳　勞惠儀　葉海迪　葉靜蕓　黃健明　吳祉均　張樂瑤　黎海琳

第一行：劉美儀　劉易霖　林寶怡　陳潔怡　李振沖　陳嘉華老師　黎穎琪　馬淑姿　陳圓圓　李柏誼　黃而彩

2 C

第四行：凌　駿　楊竣然　黃震東　譚澤偉　林浚銘　江梓朗　朱煒軒

第三行： 葉雪瑩　李詠欣　陳智鑫　詹日輝　蔡宇健　湯焙榮　黃　鈴　林思蔚

第二行：劉欣儀　麥兆瑩　鄧慧婷　杜心瑩　葉珮晴　黃靜詩　劉懷恩　林恒欣　陳雅欣

第一行：馮凱琦　葉嘉嘉　葉靖雯　張佩雅　何沚澄　梁慧婷老師　莫美瑜　李璧名　陳紀汶　樊曉瑩　郭思玲

2 D

老師、職員、領袖生、學生會、畢業相及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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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行： 趙天樂　陳子揚　楊潤彬　楊澤鋒　鐘成俊　李尚均　陳　昇　戴兆禧　梁智偉　歐陽俊　潘雨聲　鄧培桑　李昊泓

第二行：吳倩儒　黃奕瑄　胡嘉盈　卓曉婷　曹欣兒　歐芷均　郭小莉　郭籽　業詩雅　黃佩琳　李家文　鐘馨儀

第一行： 鐘雪兒　黃凱彤　賴加思　張凱桐　羅文菲　余達明老師　陳嘉欣　黃韻晴　馮子珊　陶菀晴　廖瑞瑜

3 A

第四行：凌尚哲　陳樂鈞　張永杰　王　強　胡　斌　陳栢林　林永賢　柳家俊

第三行：陳栢斌　趙崇斌　趙駿洺　賴敏文　陳子頌　孫文業　江恩淇　彭銘杰　張凱瑩

第二行： 文曉晴　歐陽采姍　李沁茹　張曉盈　徐郎然　李嘉玲　林鈺君　蘇文惠　朱芷慧

第一行：陳嘉奕　余秀君　周澆琳　鄧晶晶　陳思穎　張素珊老師　黃曉明　李璟瀅　郭倩婷　陳慧芬　林晞晴

3 B

老師、職員、領袖生、學生會、畢業相及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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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行：郭漢生　吳子浚　李俊霆　黃鎮雄　周子聰　文永杰　范達燊

第三行： 陳錕德　蔡聿銘　張少良　葉雲軒　錢卓熙　鄧中發　嚴詠儀　鄭嘉穎　葉美實

第二行：黃芷晴　林屬安　謝　戈　梁詠嵐　林祖怡　陳樂怡　梁巧欣　曾考怡　陳慧婷

第一行：羅世寧　龔詠詩　張詠斯　吳佳倩　李紫亭　關國成老師　劉懿滇　梁芷燊　曹艷秋　周芷藴　劉潔榆

3 C

第三行： 鄭德成　李炳賢　鄧鎮熙　王昭碩　莊奕晨　郭子宏　范戎昇　張宜杰　陳柏青　黃家鴻　謝栢晞　陳偉頌　鍾家熙

第二行：冼淑慧　黃梓晴　鄧凱文　范芷蕎　劉綺婷　陳安慈　曾慧怡　陳伊妍　陳葆真　郭富儀　朱宇歡　李芊琳

第一行：鄧瑩瑩　黎恭子　莫莉婷　李芷晴　蘇慧達　李詩敏老師　鄭素盈　姚欣彤　曾慧卿　陳家好　布家棋

3 D

老師、職員、領袖生、學生會、畢業相及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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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行： 趙天樂　陳子揚　楊潤彬　楊澤鋒　鐘成俊　李尚均　陳　昇　戴兆禧　梁智偉　歐陽俊　潘雨聲　鄧培桑　李昊泓

第二行：吳倩儒　黃奕瑄　胡嘉盈　卓曉婷　曹欣兒　歐芷均　郭小莉　郭籽　業詩雅　黃佩琳　李家文　鐘馨儀

第一行： 鐘雪兒　黃凱彤　賴加思　張凱桐　羅文菲　余達明老師　陳嘉欣　黃韻晴　馮子珊　陶菀晴　廖瑞瑜

3 A

第四行：凌尚哲　陳樂鈞　張永杰　王　強　胡　斌　陳栢林　林永賢　柳家俊

第三行：陳栢斌　趙崇斌　趙駿洺　賴敏文　陳子頌　孫文業　江恩淇　彭銘杰　張凱瑩

第二行： 文曉晴　歐陽采姍　李沁茹　張曉盈　徐郎然　李嘉玲　林鈺君　蘇文惠　朱芷慧

第一行：陳嘉奕　余秀君　周澆琳　鄧晶晶　陳思穎　張素珊老師　黃曉明　李璟瀅　郭倩婷　陳慧芬　林晞晴

3 B

老師、職員、領袖生、學生會、畢業相及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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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行：郭漢生　吳子浚　李俊霆　黃鎮雄　周子聰　文永杰　范達燊

第三行： 陳錕德　蔡聿銘　張少良　葉雲軒　錢卓熙　鄧中發　嚴詠儀　鄭嘉穎　葉美實

第二行：黃芷晴　林屬安　謝　戈　梁詠嵐　林祖怡　陳樂怡　梁巧欣　曾考怡　陳慧婷

第一行：羅世寧　龔詠詩　張詠斯　吳佳倩　李紫亭　關國成老師　劉懿滇　梁芷燊　曹艷秋　周芷藴　劉潔榆

3 C

第三行： 鄭德成　李炳賢　鄧鎮熙　王昭碩　莊奕晨　郭子宏　范戎昇　張宜杰　陳柏青　黃家鴻　謝栢晞　陳偉頌　鍾家熙

第二行：冼淑慧　黃梓晴　鄧凱文　范芷蕎　劉綺婷　陳安慈　曾慧怡　陳伊妍　陳葆真　郭富儀　朱宇歡　李芊琳

第一行：鄧瑩瑩　黎恭子　莫莉婷　李芷晴　蘇慧達　李詩敏老師　鄭素盈　姚欣彤　曾慧卿　陳家好　布家棋

3 D

老師、職員、領袖生、學生會、畢業相及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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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行：鍾耀朗　黃祐樺　李偉良　蘇皓程　鄧崇傑　利兆輝　羅嘉豪　洪煒賢　劉宇軒

第二行：李志成　鄭焯楠　黃啟豪　余　裕　陳燡朗　鄧展程　廖翠琳　鄧佩螢　何湘茹

第一行：江錦玲　潘婉菲　黃詠茵　張嘉敏　黃喻瑄　郭富賢老師　胡偉琳　楊莉余　潘婉菲　蔡芷蔚

4 A

第三行：羅樂言　李俊輝　劉杰燊　劉子康　潘子謙　刁澤榮　李鎮濠

第二行： 鄧曉悅　葉　霖　李迪汶　文偉斌　何皓然　朱映全　張君豪　蔡詩敏　李欣婷

第一行：陳研詠　蕭芷鳳　羅雅怡　姚書欣　關曉琳　楊依婷老師　吳家雯　吳詠欣　黃靜怡　李子盈　溫菀琳

4 B

老師、職員、領袖生、學生會、畢業相及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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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行： 譚旭峰　陳鎮嵐　陳　迪　陳俊豪　唐鈞傑　黃子鈞　袁偉庭　梁寳文　駱迤蕎

第二行：關雪敏　吳巧頤　邱卓瑤　陳錦瑩　劉凱茵　吳銘恩　鄧曉彤　劉思思　鄭詠心　梁詩欣　樊詠

第一行：周芷晴　許曼婷　楊詩詠　馮嘉莉　陳文達老師　雷家艷老師　鐘沅霖　羅方苑　張莉媛　譚翹恩

4 C

4 D

第三行：曾樂檳　馮家卓　何正為　何梓楓　鄭政峰　鄧德彥　鄭小任　蔡兆鵬　周焯南　林梓楊

第二行：張熙琳　鐘康廷　陳祉因　劉茵兒　鄧懿琳　賴嘉敏　蕭綺婷　李樂彤　王鈴怡　吳漪雯　李桂儀　甘䦅瀅　楊雅盈

第一行：孫咏詩　徐詠琴　袁嘉儀　李慧琳　梁嘉慧　馮錦生老師　李嘉慧　唐芷埼　鐘曉霖　陳泳霖　郭韻晴

老師、職員、領袖生、學生會、畢業相及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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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行：鍾耀朗　黃祐樺　李偉良　蘇皓程　鄧崇傑　利兆輝　羅嘉豪　洪煒賢　劉宇軒

第二行：李志成　鄭焯楠　黃啟豪　余　裕　陳燡朗　鄧展程　廖翠琳　鄧佩螢　何湘茹

第一行：江錦玲　潘婉菲　黃詠茵　張嘉敏　黃喻瑄　郭富賢老師　胡偉琳　楊莉余　潘婉菲　蔡芷蔚

4 A

第三行：羅樂言　李俊輝　劉杰燊　劉子康　潘子謙　刁澤榮　李鎮濠

第二行： 鄧曉悅　葉　霖　李迪汶　文偉斌　何皓然　朱映全　張君豪　蔡詩敏　李欣婷

第一行：陳研詠　蕭芷鳳　羅雅怡　姚書欣　關曉琳　楊依婷老師　吳家雯　吳詠欣　黃靜怡　李子盈　溫菀琳

4 B

老師、職員、領袖生、學生會、畢業相及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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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行： 譚旭峰　陳鎮嵐　陳　迪　陳俊豪　唐鈞傑　黃子鈞　袁偉庭　梁寳文　駱迤蕎

第二行：關雪敏　吳巧頤　邱卓瑤　陳錦瑩　劉凱茵　吳銘恩　鄧曉彤　劉思思　鄭詠心　梁詩欣　樊詠

第一行：周芷晴　許曼婷　楊詩詠　馮嘉莉　陳文達老師　雷家艷老師　鐘沅霖　羅方苑　張莉媛　譚翹恩

4 C

4 D

第三行：曾樂檳　馮家卓　何正為　何梓楓　鄭政峰　鄧德彥　鄭小任　蔡兆鵬　周焯南　林梓楊

第二行：張熙琳　鐘康廷　陳祉因　劉茵兒　鄧懿琳　賴嘉敏　蕭綺婷　李樂彤　王鈴怡　吳漪雯　李桂儀　甘䦅瀅　楊雅盈

第一行：孫咏詩　徐詠琴　袁嘉儀　李慧琳　梁嘉慧　馮錦生老師　李嘉慧　唐芷埼　鐘曉霖　陳泳霖　郭韻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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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行：高迪鏗　李卓成　梁文翀　陳旭恆　劉亦誠　葉國森　鄭嘉銘　鄧力行　陳梓峰　黃俊彥

第二行：黃家穎　洪茵婷　吳芷晴　黃芷晴　林茵淇　黃曉暉　王曉敏　曾婉婷　莊芷欣　何碧樺　黃詩琪　徐于棋　劉愛欣

第一行：麥艷珊　劉芷慰　陳梓澄　凌雅希　吳銘樂　李建青老師　林　捷　曾諾恩　梁敏婷　梁敏婷　廖孝君　張苡芯

第三行：梁文鋒　余宗信　劉曉健　羅瑞聰　文銳權　鄭振聰　夏寶男　楊信立　徐俊旺

第二行：楊詠斯　盧彥霖　梁淑梅　譚一諾　溫倩彤　鄭素馨　林海茵　龍婉晴　韓善童　林婉婷

第一行：黃詠琪　蔡康怡　林倩敏　陳君嵐　方玲玲老師　陳詠琪　張詠鍶　何咏詩　梁芷欣

4 F

4 E

老師、職員、領袖生、學生會、畢業相及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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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行：陳家偉　朱家軒　馮煒堃　文偉聰　李思進　龍梓聰　梁成坤　黃宇新　郭子軒

第三行： 曾潔麗　李睿婧　黃寶恩　李浩軒　馮智勇　楊浩賢　林唐　曾子鈞　黃珮涵

第二行：文嘉欣　鄭燕靜　梁穎妍　趙美詩　劉子蕊　謝雪瀅　黃靜義　羅家蘇　黃康盈　楊玉鳳

第一行：葉　辰　陳慧馨　莫小玲　高子軒　陳予望老師　梁鳳儀老師　李樂彤　王潔瑩　顧寶瑩　鄧穎思

5 A

第四行：梁俊傑　林建希　郭嘉耀　邱比德　蕭志東　莫皓然　張煒康　梁健益　蔡鎮旭

第三行：蔡婉盈　文靜怡　袁希彤　黃玉茜　陳淑儀　胡康淇　羅穎恩　張藹珊

第二行：黎樂瑤　洪蘇平　易嘉敏　劉鈞怡　林嘉敏　黃翠珊　陳希霖　鄒寶霖　莫鈺冰

第一行：黃曉晴　盧紫晴　梁藝霖　蘇樂琳　王澤森老師　陳汝華老師　孫曉君　羅小喬　何莉莉　鄭曉雯

5 B

老師、職員、領袖生、學生會、畢業相及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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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行：高迪鏗　李卓成　梁文翀　陳旭恆　劉亦誠　葉國森　鄭嘉銘　鄧力行　陳梓峰　黃俊彥

第二行：黃家穎　洪茵婷　吳芷晴　黃芷晴　林茵淇　黃曉暉　王曉敏　曾婉婷　莊芷欣　何碧樺　黃詩琪　徐于棋　劉愛欣

第一行：麥艷珊　劉芷慰　陳梓澄　凌雅希　吳銘樂　李建青老師　林　捷　曾諾恩　梁敏婷　梁敏婷　廖孝君　張苡芯

第三行：梁文鋒　余宗信　劉曉健　羅瑞聰　文銳權　鄭振聰　夏寶男　楊信立　徐俊旺

第二行：楊詠斯　盧彥霖　梁淑梅　譚一諾　溫倩彤　鄭素馨　林海茵　龍婉晴　韓善童　林婉婷

第一行：黃詠琪　蔡康怡　林倩敏　陳君嵐　方玲玲老師　陳詠琪　張詠鍶　何咏詩　梁芷欣

4 F

4 E

老師、職員、領袖生、學生會、畢業相及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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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行：陳家偉　朱家軒　馮煒堃　文偉聰　李思進　龍梓聰　梁成坤　黃宇新　郭子軒

第三行： 曾潔麗　李睿婧　黃寶恩　李浩軒　馮智勇　楊浩賢　林唐　曾子鈞　黃珮涵

第二行：文嘉欣　鄭燕靜　梁穎妍　趙美詩　劉子蕊　謝雪瀅　黃靜義　羅家蘇　黃康盈　楊玉鳳

第一行：葉　辰　陳慧馨　莫小玲　高子軒　陳予望老師　梁鳳儀老師　李樂彤　王潔瑩　顧寶瑩　鄧穎思

5 A

第四行：梁俊傑　林建希　郭嘉耀　邱比德　蕭志東　莫皓然　張煒康　梁健益　蔡鎮旭

第三行：蔡婉盈　文靜怡　袁希彤　黃玉茜　陳淑儀　胡康淇　羅穎恩　張藹珊

第二行：黎樂瑤　洪蘇平　易嘉敏　劉鈞怡　林嘉敏　黃翠珊　陳希霖　鄒寶霖　莫鈺冰

第一行：黃曉晴　盧紫晴　梁藝霖　蘇樂琳　王澤森老師　陳汝華老師　孫曉君　羅小喬　何莉莉　鄭曉雯

5 B

老師、職員、領袖生、學生會、畢業相及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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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行：鄭浩榮　鄭弼中　姚國鴻　陳健誠　楊軒偉　夏志棠　梁嘉龍　江浩然

第三行：陸偉豪　廖智銳　黃梓洋　何泳豪　朱傑輝　梁睿行　郭栩金　鄭君年　屈俊杰

第二行：文浩權　陳家俊　曾浩然　李煜峰　陳家豪　蔡澤鑫　鄧盈慧　周雅怡　陳淑雯　樊春杏

第一行：胡舒婷　鍾穎珍　劉玉儀　吳嘉寶　譚安兒　林靜智老師　陳諾瑤　黃慧瑩　黎淑琳　蘇詩雯　梁慧茵

5 D

5 C

第四行：陳興劍　彭成旺　陳煒鏘　溫政培　李珈熹　劉文浩　彭創榮　郭咏亮　陳倬健

第三行：冼廸生　林嘉軒　陳子琪　梁兆東　劉慶龍　吳兆熙　何宇軒　張錦輝　黃崇楨

第二行：麥少霞　吳宗盈　簡良芳　葉蒨儀　陳文澤　梁軍灝　莊月晶　梁芷琦　陳曉霖　唐洛芙

第一行：崔啟　　林貴珊　鍾嘉雯　盧麗珍　何晏琳　陳兆光老師　葉青怡　袁詠虹　彭春韻　張君瑤　郭珈宜

老師、職員、領袖生、學生會、畢業相及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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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行：徐福成　梁津銘　梅晉豪　黃嘉豪　李家樂　黃振維　梁浩彰　張嘉倫

第三行：程子宇　劉俊杰　馮奇英　梁皓棠　蔡金成　鄧文源　羅徵峻　羅梓健　馮正官

第二行：謝雅雯　張佩晴　何紫欣　劉子晴　張稀惠　張耀之　鄧嘉敏　陳嘉淇　何穎詩　許蔚琳　戴詩敏

第一行：樊嘉琪　黃紫瑩　林嘉婷　吳雅賢　陳濠琳　蘇碧蘭老師　梁熙旻　馮嘉瑤　馮程程　王家琪　梁淑玲

5 E

第四行：李洛斌　陳兆逸　李培榮　彭志東　莫嶲晞　林煒聰　陳建坤　蕭垚樂　李富喬

第三行：廖昭維　區進堯　何家健　陳森　許用崇　黃啟文　李榮祥　凌啟漢　梁子軒　鄒敏聰　黎君彥

第二行：溫文敏　金佩茹　黎穎瑤　程靜欣　梁家翹　余美清　林凱琪　郭琬琳　許銢湘　

第一行：卓曉淇　王淑慧　何秀瑜　蔡芷蕎　鄧潤康老師　葉佩東老師　方梓維　潘穎澄　黎彥谷　陳翠珊

6 A

老師、職員、領袖生、學生會、畢業相及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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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

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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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職員、領袖生、學生會、畢業相及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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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樊嘉琪　黃紫瑩　林嘉婷　吳雅賢　陳濠琳　蘇碧蘭老師　梁熙旻　馮嘉瑤　馮程程　王家琪　梁淑玲

5 E

第四行：李洛斌　陳兆逸　李培榮　彭志東　莫嶲晞　林煒聰　陳建坤　蕭垚樂　李富喬

第三行：廖昭維　區進堯　何家健　陳森　許用崇　黃啟文　李榮祥　凌啟漢　梁子軒　鄒敏聰　黎君彥

第二行：溫文敏　金佩茹　黎穎瑤　程靜欣　梁家翹　余美清　林凱琪　郭琬琳　許銢湘　

第一行：卓曉淇　王淑慧　何秀瑜　蔡芷蕎　鄧潤康老師　葉佩東老師　方梓維　潘穎澄　黎彥谷　陳翠珊

6 A

老師、職員、領袖生、學生會、畢業相及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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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行：許方駿　張展銘　冼著濠　彭世賢　黃煜洪　鄧志傑　莫俊騰　唐煒僖　沈華熹　談曜樺　陳禮健

第二行：鄧穎儀　賴盈瑾　黃靖芊　劉嘉怡　張偉楠　曾緯樂　王名石　梁嘉培　馮芷澄　張瑋婷　蘇映樺　何潔玲

第一行：黃敏思　陳詠珊　陳宜君　李愷盈　蒙嘉寶　黎玉嬋老師　余顯嵐　潘蔚晴　梅碧庭　劉芷螢　黃樂樂

第三行：陳毅華　李佳歡　梁傑和　林君佑　黃健峰　禤彤飛　曾展浩　林灝燊　鄧志康　鄧家樂　莫家偉

第二行：陳晉生　郭偉迪　曾意邦　李文希　鍾曉林　顏嘉敏　陳康程　黃淑華　羅曉彤　馮懿婷　鄧海倫

第一行：陳雪穎　吳家煒　李靖如　張曉彤　鄭家怡　鄭婉怡老師　黃麗婷　陳慧儀　黃海曈　謝愷彥　陳綺婷

6 C

6 B

老師、職員、領袖生、學生會、畢業相及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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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行：鄧國悅　林恒安　王子俊　張瑋鈞　陳俊賢　曾展鵬　羅文俊　馬仲仁　關立堯　文澤基

第三行：李永康　祁志豪　陳志鍾　陳有誠　王宏傑　李建榮　吳衛杰　周承禧　譚朗唯　陳凌俊　殷政賢

第二行：鍾鳴慧　李芯悠　周麗君　殷婉晴　黃景瑤　邱家雪　陳可瑩　陳偉欣　朱雪穎　方煦蕙　郭錦樺

第一行：吳美欣　霍蕙冰　譚裕穎　郭佩珊　蔡明華老師　黃潤章老師　陳麗寶　易曉欣　陳曉恒　錢樂苗

6 D

第四行：張耀隆　潘嘉明　陳俊傑　王富華　袁志強　郭嘉文　鄭耀權　何景行　麥智豪　鄧展肇　

第三行：楊柏濤　黃朝君　梁永康　謝文鴻　陳嘉永　李澤宏　羅嘉洛　梁浚杰　楊健豐　黃家哲　顏招傑

第二行：溫雅瑩　鄧佩欣　羅家歡　勞慧萍　黃美玲　葉　敏　秦嘉琪　鄭欣鈴　陳浩瑩　張曉彤　何慧俞　

第一行：楊汶湘　梁偉巧　吳祖兒　陳景拿　孔麗芳老師　雷家艷老師　房曉晴　何鈺瑩　鄧美琪　陳易玲

6 E

老師、職員、領袖生、學生會、畢業相及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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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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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成員暨顧問老師合照

全體領袖生暨訓導老師合照

第二行：蘇詩雯　鄒寶霖　黃俊彥　林嘉軒　林建希　林嘉敏　易嘉敏　何湘茹　樊春杏

第一行：陳健誠　蔡競欣老師　譚美玲副校長　林志明校長　吳幼祥副校長　趙小良老師　陸　濤老師

第四行：冼迪生　曾樂檳　陳偉頌　馮煒堃　夏志棠　羅瑞聰　郭子宏　謝栢晞　林倩敏　鄭嘉潁

第三行：梁慧茵　黃詠琪　陳潔怡　黎穎琪　林貴珊　梁嘉慧　黃以琳　劉芷慰　賴加恩　馮凱琦　李柏誼

第二行：何碧樺　韓善童　李樂彤　溫倩彤　彭創榮　黃崇楨　葉蒨儀　簡良芳　吳漪雯　曾考怡

第一行：鍾穎珍　周允　老師　方玲玲老師　雷家艷老師　陳潔芝老師　陳文達老師　譚美玲副校長　林志明校長　吳幼祥副校長　 

 溫國榮老師　梁廣輝老師　陳予望老師　周達源老師　袁詠虹

青

老師、職員、領袖生、學生會、畢業相及班相

2305--T20776--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綠意.indd   62 2014-6-27   16:48:42

63

老師、職員、領袖生、學生會、畢業相及班相

全體職工合照

全體教員合照

第三行：馮玉英女士　梁福華先生　曾　平先生　林國新先生　李燕女士

第二行：黃玲潔女士　劉麗貞女士　何慧豪女士　何鳳翬女士　黎文宇先生　葉澤民先生　楊　雯女士　黃月貞女士　陳影笑女士

第一行：何潔儀女士　張慧儀女士　周佩珊女士　譚美玲副校長　林志明校長　吳幼祥副校長　范寶玉女士　錢美芝女士　謝偉康先生

青

第四行：尹鉅森老師　周達源老師　劉新發老師　馮錦生老師　陳予望老師　周凱威先生　黃國樑老師　趙小良老師

 譚耀全先生　鄧偉業老師　鄧潤康老師　陳德霖老師　郭富賢老師　陳恩銘老師　盧其信老師

第三行：郭靜琴老師　何曉玲老師　林靜智老師　王澤森老師　Ｍr. Dave Baldoo　梁廣輝老師　關國成老師　陳兆光老師

 鄭鴻溢老師　陸　濤老師　葉佩東老師　陳文達老師　溫國榮老師　陳寶瑜先生　鮑仲慈老師　顏聖德老師

第二行：黃潤章老師　葉素珊老師　黎玉嬋老師　黃結存老師　蔡明華老師　周允　老師　蘇碧蘭老師   梁慧婷老師　蔡競欣老師

 方玲玲老師　楊依婷老師　李建青老師　雷家艷老師　陳汝華老師　周淑娟老師　陳潔芝老師　梁鳳儀老師

第一行：郭　烜老師　王紫螢老師　方秀晶老師　黃惠欣老師　楊嘉怡老師　孔麗芬老師　譚美玲副校長　林志明校長

 吳幼祥副校長　李詩敏老師　梁少顏老師　鄭婉怡老師　張素珊老師　陳嘉華老師　葉秀英老師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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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成員暨顧問老師合照

全體領袖生暨訓導老師合照

第二行：蘇詩雯　鄒寶霖　黃俊彥　林嘉軒　林建希　林嘉敏　易嘉敏　何湘茹　樊春杏

第一行：陳健誠　蔡競欣老師　譚美玲副校長　林志明校長　吳幼祥副校長　趙小良老師　陸　濤老師

第四行：冼迪生　曾樂檳　陳偉頌　馮煒堃　夏志棠　羅瑞聰　郭子宏　謝栢晞　林倩敏　鄭嘉潁

第三行：梁慧茵　黃詠琪　陳潔怡　黎穎琪　林貴珊　梁嘉慧　黃以琳　劉芷慰　賴加恩　馮凱琦　李柏誼

第二行：何碧樺　韓善童　李樂彤　溫倩彤　彭創榮　黃崇楨　葉蒨儀　簡良芳　吳漪雯　曾考怡

第一行：鍾穎珍　周允　老師　方玲玲老師　雷家艷老師　陳潔芝老師　陳文達老師　譚美玲副校長　林志明校長　吳幼祥副校長　 

 溫國榮老師　梁廣輝老師　陳予望老師　周達源老師　袁詠虹

青

老師、職員、領袖生、學生會、畢業相及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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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職員、領袖生、學生會、畢業相及班相

全體職工合照

全體教員合照

第三行：馮玉英女士　梁福華先生　曾　平先生　林國新先生　李燕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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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何潔儀女士　張慧儀女士　周佩珊女士　譚美玲副校長　林志明校長　吳幼祥副校長　范寶玉女士　錢美芝女士　謝偉康先生

青

第四行：尹鉅森老師　周達源老師　劉新發老師　馮錦生老師　陳予望老師　周凱威先生　黃國樑老師　趙小良老師

 譚耀全先生　鄧偉業老師　鄧潤康老師　陳德霖老師　郭富賢老師　陳恩銘老師　盧其信老師

第三行：郭靜琴老師　何曉玲老師　林靜智老師　王澤森老師　Ｍr. Dave Baldoo　梁廣輝老師　關國成老師　陳兆光老師

 鄭鴻溢老師　陸　濤老師　葉佩東老師　陳文達老師　溫國榮老師　陳寶瑜先生　鮑仲慈老師　顏聖德老師

第二行：黃潤章老師　葉素珊老師　黎玉嬋老師　黃結存老師　蔡明華老師　周允　老師　蘇碧蘭老師   梁慧婷老師　蔡競欣老師

 方玲玲老師　楊依婷老師　李建青老師　雷家艷老師　陳汝華老師　周淑娟老師　陳潔芝老師　梁鳳儀老師

第一行：郭　烜老師　王紫螢老師　方秀晶老師　黃惠欣老師　楊嘉怡老師　孔麗芬老師　譚美玲副校長　林志明校長

 吳幼祥副校長　李詩敏老師　梁少顏老師　鄭婉怡老師　張素珊老師　陳嘉華老師　葉秀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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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職員、領袖生、學生會、畢業相及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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