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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立偉教授簡歷

• 畢業於澳洲悉尼大
學理學院，並取得
工學學士和博士學
位。

• 現任香港大學研究
學院副院長，兼任
香港大學研究生堂
舍監。

• 現為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的結構工程教
授兼土木工程系副系主任；同時擔任同
濟大學、合肥工業大學和河南大學三所
大學的客座教授。

• 香港鋼結構學會副主席、冷成型鋼結構
件設計學會會員和美國土木工程學會會
員，曾參與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屋
宇署《鋼結構實務守則》，現為結構鋼
研究期刊《Elsevier》的其中一位總編
輯，迄今共發表了400多篇國際期刊和會
議的論文。

• 2004年獲香港科技大學頒發傑出教學獎
(Michael G. Gale Medal)。

• 2006至2015年間，先後獲香港大學頒發多
個獎項：最佳教師獎、傑出青年研究員
獎、優秀教學獎，以及優秀研究生導師
獎。

• 2013年起擔任本校校董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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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主前行，發揮潛能
主禮嘉賓楊立偉教授給同學的勉勵

學校合唱團獻唱讚美詩歌

校監致送紀念品給主禮嘉賓楊立偉教授

序樂、主禮人員進場

校長致謝辭

主禮團

「天社」代表致送紀念品給母校 畢業生代表雷碧琪同學(6C)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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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立偉教授
	 	 在香港大學獲獎無數的楊立偉教授親臨畢業禮祝賀應屆畢業生。是日，他分
享了個人的成長歷程，勉勵畢業生數算自己的日子，敬畏神，謹守祂的誡命，得
著從神而來的智慧迎戰未來。

中學生涯　
	 	 楊教授在香港出生，曾就讀元朗信義中學。他在這一所英文學校學習時成績
嚇人。中二時很多科都只得到「G」等――即是只有0到39分。合格的科目屈指
可數，就只有體育、美術、聖經科；操行也只是僅僅合格而已。按道理，成績不
好的同學會留級，待打穩根基再升級。然而，昔日的他即使差不多考最後一名，
卻從不留級，反而年年升級。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在一次歷史科考試前，楊教
授甚至跟朋友約好一起提早交卷去玩耍。他們在開考後大概十五分鐘便離開試
場，一出門卻遇上歷史科老師。面對老師的關心，他只能支吾以對，說這題不懂
做、那題不會看的。結果，那學期的成績表上用英文這樣寫著：「楊立偉完全浪
費了中二整年的時間，總是不肯完成課業，更經常在課堂中騷擾鄰座的同學。」
這份成績表他只敢交給不懂英文的媽媽簽名。其實，當時的楊教授對那段評語一
知半解，真正明白老師那段話時已是後話了。

一輩子洗碗嗎？
	 	 當時，楊教授心裏明白自己一定過不了殘忍的中三淘汰試這關。這時，他一
家到了澳洲雪梨生活。一個連成績表上的英文評語也看不懂的小子，連在異鄉連
到快餐店買食物也不行。點餐也只能硬著頭皮比手畫腳。澳洲的生活並不輕鬆。
楊教授一邊讀書，一邊兼職。他先是在廚房洗碗，升職後就負責處理油炸食物。
爐火高溫炎熱，飛彈的滾油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少疤痕。十八歲做樓面侍應時，楊
教授甚至聽從朋友的建議考計程車執照，去了開計程車。在辛苦工作時，他重新
思考了讀書的意義以及未來的人生。在廚房當洗碗工時，楊教授就告訴自己：
「要不你去讀書，要不你就一輩子在這裏洗碗。」他不想一輩子洗碗，更不想一
輩子開計程車。雖然認真洗碗說不定也能成為出色的洗碗工，但是他更想知道認
真讀書的自己可以成為怎樣的人。

上帝早已預備
	 	 縱使前路茫茫，上帝卻帶領他走過人生低谷中。楊教授在一次查經班後決志
信上帝。聖經有這樣一段經文：「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詩	
23:1》）這句話一再提醒楊教授，上帝總在他最困難、最軟弱的時候在他身邊幫
助他，堅定了他要認真讀書的念頭。
	 	 他立下決心要讀書，但底子不好，起步太晚，學習壓力十分大。這時，他向
神祈禱說：「我不知道能不能進大學，我甚至報讀了雪梨市郊名不見經傳的大
學，如果真的要進那些大學，我就要孤獨地生活了。」上帝果然為他預備，當年
雪梨大學的土木工程系的收生分數稍微下降，他的成績竟然恰好達標！在認真面
對學業後，楊教授得到了一個讀大學的機會。
	 	 楊教授畢業後便在星加坡教書，再次肯定「認真」是多麼重要。當人認真
做事時，其他人是會看得見的。他的學生邀請他參加派對，席間他們給他一張
「獎狀」，說他是他們最喜愛的老師。後來，他重返香港，在科技大學任教了幾
年，便轉職到香港大學一直任教至今。在港大教書的同時，也擔任舍監，與學生

同住，邀請學生到他的宿舍舉辦團契活動。這一切都是靠主努力而來的成
果。

你都可以成為楊教授！
	 	 也許同學們也曾如昔年的楊教授，自覺自己沒有長處。但是，我們卻
可以借鑒楊教授尋索人生的經歷，發掘自己的潛能。楊教授勉勵年輕人緊
記以下幾項重要的人生態度：
第一，「勇於嘗試，永不放棄」。凡事都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試試看，可
能你就會做得到。
第二，是「無懼挫敗，積極面對」，要正面地面對挫敗。正如楊教授的經
歷：讀書碰上挫折，想一想要怎樣從新站起來？工作面對困難，想一想神
怎樣在我身邊幫助我？
第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犯錯後，透過反省，肯定能學到一些
什麼。
第四，「擇善而從，聞過而戒」。楊教授還記得自己剛完成博士學位，完
全沒有教學經驗，只能回憶自己讀大學時老師怎樣做，依樣畫葫蘆。但他
打從心底裏想提升教學技巧，常去旁聽一些被大學表揚教學技巧很好的老
師。他也樂意向做得不好的人學習，反思他們做得不好的原因。即使連聲
名狼藉的老師的課，他也不放過，用心留意他們做得不好之處，提醒自己
不要重蹈覆轍。

瑕不掩瑜
	 	 楊教授又用兩位「高人」為例告訴大家，每個人都有長處和弱點。姚
明是美國職業籃球聯賽的著名球星，身高七呎六吋。保羅‧史特格斯，比
姚明還要高兩吋，「入樽」時根本不用跳起，雙腿還站在地上。他們有身
高優勢，可以輕易進攻，但反應慢，又跑得不夠快。要是對方快攻的話，
他們兩個就來不及回防了。那為什麼這兩位球員那麼有名望呢？全因他們
的長處遠較弱點引人注目。或者，他們的長處太厲害，瑕不掩瑜，弱點也
就不是那麼重要了。探求自己的強項是最重要的。楊教授為此打了一個比
喻：眾所周知，鴨子很會游泳，小狗跑得很快，猴子爬樹最強。可是，有
一天，鴨子心生不忿，要比小狗跑得快，比猴子爬樹好，所以花了很多時
間來練習跑步和爬樹。最終，鴨子能跑，但依然跑不過小狗；能爬樹，但
還是爬不過猴子，本來的游泳技術卻每況愈下了。其實，我們不需要擅長
所有範疇，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天賦，加以發展。

兩項挑戰
	 	 楊教授又向畢業生發出兩項挑戰：第一，如果你還未認識上帝，你會
花一些時間去反思上帝為你所做的事嗎？你願意跟隨神、相信神嗎？第
二，找出你最強的領域，然後在這些領域中繼續發展下去。另外，他也提
醒畢業生，三腳架之所以站得穩，是因為它有三個支撐點。每一位同學都
不應該畫地自限，滿足於一項專長，要多方面發掘自己的才華，在自己的
這些強項中多加努力。正如聖經的提醒：「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
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詩	90:12》）又說：「這些事都
已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
（《傳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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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道：奉上帝的名實踐愛
馮卓欽校牧

經文：哥林多前書13:13、歌羅西書3:12-17
馮卓欽牧師透過自己與母親相處，說明家人的相處不能偏於講道理，更要存愛心。
社會上只講理，不講愛，造成社會撕裂；可見愛能聯絡貫通全德，否則一切美德都
屬枉然。馮牧師勉勵同學要在校園經歷愛，明白愛的真正意義――上帝的愛臨到我
們，我們才懂得愛。奉上帝的名實踐愛，愛才得到保守，否則表達愛時，難免處處
碰壁。

致歡迎辭――以愛還愛
 校監 陳煜新牧師

	 	 自開校之初，學校和老師就以愛心待學生，關心學生。學校為了照顧學生的身
體健康，早上提供奶水給學生補充營養；為了照顧跟不上進度的同學，就安排高班
同學為低班同學補習；為照顧貧苦學生，也讓他們課後清潔校舍，賺取外快。有些
老師更以一己之力量幫助學生。有給錢學生理髮的；有買麵包給學生作早餐的；更
有資助學生交學費的。
	 	 校友為了回應母校和師長的關愛，母校重建時就大力捐助。這份師生間的愛成
就了眼前如此寬敞的禮堂，大大提升了校舍的設備。現在頒發的獎學金，大部份也
是校友捐助的；禮堂大門的壁畫也源自校友的熱心捐獻。
	 	 陳校監衷心期望各位同學薪火相傳，傳承「以愛還愛」的精神，回應母校和師
長的關愛。他更道出自己曾在美國留學時因取得兩屆乒球冠軍而名噪校內，以個人
見證勉勵同學努力學習，積極參加課外活動。他點出參與課外活動發展個人興趣，
除可調劑生活，更能幫助自己多元化地發展各方面的潛能。

劉國智教授簡歷
本校校友(1981功社)，畢業後獲香港中‧	
文大學取錄，主修生物學，副修地理。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文憑、教育碩士‧	
英國萊斯特大學教育博士‧	
曾任職中學教師達15年，之後擔任香港‧	
教育大學高級教學研究員
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	
學系助理教授，並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善
衡書院副學生輔導長、何添堂舍監、以
及收生小組委員會主席
現任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生物科校本評核計劃總監，同時參與科目
委員會的工作

協 同 焦 點

63周年校慶典禮 
主禮嘉賓致辭――感恩‧報恩‧根深葉茂‧源於認真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課程與教育學學系助理教授
劉國智教授

	 	 劉教授道出現今的教育的難處，指出師生關係已改變，沒有傳統的尊師重道，
取而代之的是學生對老師的評核。然而，教育是良心工作，不能以外在客觀的因素
來評核。
	 	 劉教授現於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任教，並擔任善衡書院的學生輔導工作。他
以大學教育的經驗勉勵師生。他提醒憧憬大學生活的同學，入讀大學時要認清自己
的目標與理想，正確選擇科目和參加各項活動。他又提醒老師要與學生溝通，必須
與學生建立關係。師生以愛心為本，互相信任，尊重對方，才不會互相攻擊，達至
和而不同的效果。
	 	 同時，劉教授又以自己成長的歷程道出人生的路線是一點一點的累積而成的。
當我們認真地做好每一點，在機會來到時，才有把握機會的能力。
	 	 劉教授1981年畢業於協同中學（功社），隨後進入中大修讀生物及地理。他畢
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銷售醫療用品，但他志不在此。然而，路德會呂祥光中學代課
的經歷卻讓他體會到教育工作的意義。於是，他立志以教育為終身事業，辭職入讀
中大教育學院。畢業後，他便於官立中學執教，春風化雨15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他手捧「鐵飯碗」仍力求上進，毅然離開公務
員職位，轉職香港教育學院。他一邊工作，一邊進修碩士和博士學位，在中大教育
學院求學時兢兢業業。他認真的學習態度和出色的教學表現使一位導師對留下深刻
印象。其後，中大教育學院招聘時，因未能物色合適人選，劉教授便在這位導師的
親自邀請下應聘。直到現在，他仍於中文大學教育學院為師，在善衡書院默默承擔
學生輔導工作。縱然長路漫漫，劉教授始終如一，認真迎戰人生路上的每一項挑
戰，終於把握機會達成理想。	
	 	 最後，劉教授勉勵學弟學妹要感恩和報恩。同學應感謝父母的養育之恩，珍惜
母校的栽培之恩，敢於面對挑戰，認真的做好人生每一階段的工作。劉教授深信學
弟妹他日定能根深葉茂，有能力報恩，造福社群。

陳慶旺校友報導

馬賽克宗教壁畫
　　每當大家走到學校的地下大堂，就會見到一幅宏偉的馬賽克宗教壁畫。此壁畫
長逾3.5米，闊逾9米，以分割畫形式設計，估計耗用了十八萬塊馬賽克磚片，色彩
斑斕，美輪美奐，在射燈的照射下格外賞心悅目，為學校加添了濃厚的宗教氣氛。
　　宗教壁畫以主耶穌基督牧養小羊為主體；小羊在上帝的救恩和話語下，得着豐
盛的生命，歡欣喜樂地安歇在青草地、溪水旁。主耶穌身旁的一棵心形樹，寓意學
校以「靈、德、智、體、群、美」六育為根、路德會教義為本，配合「信、望、
愛」的精神，施行基督化全人教育；透過充滿愛心的栽培，讓學生茁壯成長，結出
聖靈的果子。
　　此幅宗教壁畫是由李錫光校友義務設計；工程費用則全數由香港路德會、協同
堂以及一眾校友熱心捐獻支付。

宗教壁畫揭幕儀式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舉行，由香港路德會會長
戎子由牧師（左五）及本校校監陳煜新牧師（左四）主持。

美國芝加哥協同大學獎學金
2 0 1 7年5月2 4日，美國芝加哥協同大學
（Concordia University Chicago）校長 Dr. 
Daniel Gard（左） 與香港路德會會長戎子由
博士（右）簽訂夥伴合作協議，香港路德會
屬下中學的學生入讀CUC可享有獎學金。
【按：香港路德會早前已代表本校與另外兩所美國
路德會不同州份的協同大學簽訂夥伴合作協議，包
括：內布拉斯加州協同大學（Concordia University 
Nebraska）及波特蘭協同大學（Concordia University 
Portland）】

前排：丘芳濠女士、朱泰和先生、Dr. Daniel Gard、戎子由博士、陳煜新校監、楊力生牧師
後排：出席簽約儀式的中學校長、副校長及主任代表

本校第一屆校友朱泰和校董(右二)於2017年
5月24日陪同美國芝加哥協同大學(Concordia 
University Chicago)校長Dr. Daniel Gard探訪本
校，由校監陳煜新牧師、梁逸恆校長、丘芳
濠校董、關綺珊主任及三位中六同學接待。 
【按：朱泰和校董曾於美國芝加哥協同大學就讀，獲頒教
育碩士學位】

Dr. Daniel Gard參觀本校校史館

2016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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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盃」籃球比賽「志」、「益」、「啟」三社合照

賢社(1991)校友贈送給2017
校友會春茗的氣球公仔，
展現了90年代的夏季校服造
型，那時的男生校服與現在
無異；但女生校服就不同
了，那時號稱「小白菜」。

校友消息：
「哲賢」二社五位師兄師姐為
回饋母校，鼓勵協同學生積極
參與體育活動，達至全人發
展，現為母校成立「路德會協
同中學傑出運動員獎勵基金計
劃」，計劃為期十年，每年贊
助港幣貳千伍佰元，希望師弟
妹們能續為學校爭取佳績，發
展潛能和培養歸屬感。

捐款人姓名： 畢業年份及班別

譚慧華 90 五文

葉嘉敏 91 五理

張偉業 91 五理

周柏新 91 五理

熊澤霖 91 五文

協 同 校 友

校友會活動簡介 歐子辰主任

本校獎學金乃由下列熱心校友和人士捐贈，謹致衷心感謝！

獎學金名稱 捐贈者

賴愛民校長紀念獎學金 賴愛民校長紀念獎學基金

黃廣智校長獎學金 校友會／教職員／校友／協同堂教友

黃達廷伉儷紀念獎學金 黃廣智校長／黃廣安先生

梁財好女士紀念獎學金 陳煜新校監

朱余沐塵女士紀念獎助學金 朱泰和／朱源和校友

孫楚強博士獎助學金 孫楚強博士

陳漢權校友獎助學金 陳漢權校友

林富華校友獎學金 林富華校友

潘廣謙校友獎學金 潘廣謙校友

梁鎮潮老師紀念獎助學金
陳慶旺／葉玉華／陳麗嬋／廖潔玲／梁添佑／
黃嘉鑾／張麗霞／霍耀明／陳樹根／關小萍／
黃尚鴻／胡麗玲／龐小梅／李銀珠校友

黃靜波老師紀念獎學金
陳慶旺／黃嘉鑾／宋綺梨／關小萍／胡麗玲／
張麗霞／黃尚鴻／李銀珠／李錦環校友

許振邦老師紀念獎學金
許振邦老師家屬／陳懋森／潘澍基／鄭漢龍／
左身秀／陳明正／龔慶榮／黃廣智／朱泰和／
陳柱中／陳慶旺校友

黃本生老師紀念獎學金 馮翠兒校友

張銳老師紀念獎學金
香港中國書畫學會／馮翠兒校友／劉國智校友／
黃安福校友／張葉飄雲女士

陳炳樞先生紀念獎學金 吳志華、陳玉嬋校友伉儷

最佳進步獎學金 陳早標校友

社會服務獎學金 陳早標校友

鍾賓榮博士獎學金 鍾賓榮博士

中文科獎學金 陳柱中校長

英文／數學科獎學金 梁逸恆校長

視覺藝術獎學金 李錫光校友

蘇展鵬校友獎學金 蘇展鵬校友

鄭漢龍校友準時勤到健康獎
學金

鄭漢龍校友

協同中學校友獎學金 歷屆校友

協同中學校友會獎學金 路德會協同中學校友會

全方位學生獎勵計劃獎學金 路德會協同中學家長教師會

	

  可能對於未畢業的同學來說，校友會是個陌生的組織，平時很少接觸，就讓我
藉此機會介紹一下。

  每個協同畢業的學生，都會自動加入校友會，並不需交任何會費，校友會的經
費都是來自一些熱心校友的捐獻。每個協同畢業生都有一個「級社」(不是四社)，
每屆都有一個「字」，例如2017年畢業的同學是「天社」 (這些「字」來自協同的
「族譜」，有興趣的同學可在一樓校史館門外的壁報看一看)。校友會也是以級社
為單位，參加各項活動。

  近年校友會有不少年輕校友加入執委會，令校友會的活動增加了不少活力。校
友會基本上每年必定會有三個活動: 3月份的春茗、7月份的「協同盃」羽毛球比賽
及12月份的「協同盃」籃球比賽。

  剛過去的1月份校友會舉辦了「協同盃」籃球比賽，比賽分「師兄組」及「師
弟組」合共8隊進行。「師兄組」競爭激烈，最後由「志社」(1989年畢業)及「益
社」(1993年畢業，也是歐SIR的社)分享了冠軍; 「師弟組」則由2016年剛畢業的
「啟社」奪得冠軍，真是「拳怕少壯」呢! 

  而在3月11日校友會於學校有蓋操場舉行了2017年春茗，形式是盤菜宴，吸引
了近200位不同屆別的校友參加。席上除美食外更有抽獎及遊戲，各校友即此機會
聚首一堂，氣氛十分歡樂溫馨。

  未來校友會將會舉辦「校友同樂日暨羽毛球比賽」，以及「秋季遠足郊遊」兩
項活動，期望新一屆畢業的「天社」同學能積極參與。所有有關校友會的資訊會於
校友會的FACEBOOK群組內發放，歡迎同學加入及瀏覽。

路德會協同中學 六十三周年校慶紀念 獎學金頒贈 
(以下所列班級一律為2015/16學年之班別)

二零一六年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成績優異獎：

賴愛民校長紀念獎學金： 莫曉晴(6E) 區翠盈(6E)     

二零一五／一六學年 學業成績獎：

賴愛民校長紀念獎學金：周芷諾(1B) 關莉娜(2D) 張子淇(3D) 蔡凱怡(4D) 何慧嬿(5E) 
黃達廷伉儷紀念獎學金：周健楓(1A) 施樂怡(2D) 施芳嵐(3D)  賴利成(4D)  歐雋彥(5E)
梁財好女士紀念獎學金：吳家豪(1C) 黃書懷(2D) 劉家琪(3D)    
黃廣智校長獎學金：郭曉盈(4C) 簡俊邦(5B) 
陳早標校友獎學金（最佳進步獎）：蕭國峰(1D) 葉雨華(2D) 蘇卓鋒(3C) 黎達禧(4C) 
　　　　　　　　　　　　　　　　黃佩茵(5A)
黃本生老師紀念獎學金（高中人文學科獎）：郭曉盈(4C) 簡俊邦(5B)   
中文科獎學金：周芷諾(1B)  李凱欣(2B) 張子淇(3D) 郭曉盈(4C) 吳卓熙(5E) 
英文科獎學金：蕭亦謙(1D)  蔡栩然(2D) 張子淇(3D) 黃卓盈(4D)  吳卓熙(5E)
數學科獎學金：陳俊希(1A) 梁學文(2D) 張子淇(3D) 簡永昇(4C)  蔡梓郁(5E)
孫楚強博士獎助學金：周健楓(1A) 黃 喜(1A) 黃海婷(1A) 李健威(1C) 李凱欣(2B) 
　　　　　　　　　　何玉兒(2B)麥芷青(2B) 李雅瑩(2C) 關莉娜(2D) 施樂怡(2D) 
　　　　　　　　　　梁旭鵬(2D) 陳慧賢(2D) 李曉琳(2D) 葉雨華(2D) 施霖權(2D) 
　　　　　　　　　　歐宛宜(2D) 姚美靈(3A) 林澤剛(3A) 梁文聰(3B) 周健湛(3B) 
　　　　　　　　　　梁家希(3C) 陳志浩(3C)  
陳漢權校友獎助學金：張麗瑩(4B) 陳紫婷(4C) 胡洛晴(4C) 林詩咏(4D) 黃宇誠(4D) 
　　　　　　　　　　林嘉希(4D) 歐陽樂瑤(4D) 趙倩利(4D) 鄺穎怡(5A)  
朱余沐塵女士紀念獎助學金：簡俊邦(5B)馮嘉慧(5B) 陳綺嫻(5B) 古翠瑩(5C) 劉宏遠(5C)
　　　　　　　　　　　　　高煜(5C) 林詩恩(5C) 吳卓熙(5E) 羅森耀(5E) 何峻誼(5E) 

二零一五／一六學年「全方位學生獎勵計劃」榮譽大獎：

上學期榮譽大獎獎學金：蔡泳茵(1C) 秦思芬(2A) 莫浩盈(3D) 歐陽樂瑤(4D) 雷碧琪(5C)
下學期榮譽大獎獎學金：阮香英(1C) 秦思芬(2A) 楊雪深(3D) 蔡凱怡(4D) 吳卓熙(5E)

二零一五／一六學年 服務／校園福音／體育／藝術／課外活動／閱讀／操行／勤到：

視覺藝術獎學金（公開試）：莫曉晴(6E) 馬若琳(6D)    
陳早標校友獎學金（社會服務）：古翠瑩(5C) 羅幹樺(4D)    
鍾賓榮博士獎學金（校園福音服務）：勞林康(4B) 胡耀彬(4B) 梁焯琳(4C) 胡洛晴(4C) 
　　　　　　　　　　　　　　　　　梁鍵怡(4D)
鍾賓榮博士獎學金（福音團契服務）：吳靜宜(3B) 何濠民(3C) 陳嘉浩(4A) 
　　　　　　　　　　　　　　　　　歐陽樂瑤(4D) 林寶華(5A) 
協同中學校友會獎學金（風紀隊傑出服務）：黃楚浩(4D) 高煜(5C) 雷碧琪(5C)  
張銳老師紀念獎學金（書畫藝術）：方妙嵐(5C) 劉倩婷(5C) 何俊勳(5D)  
許振邦老師紀念獎學金（體育／課外活動獎）：朱棹琦(4C) 古采豫(4D) 蔡泳茵(1C) 
　　　　　　　　　　　　　　　　　　　　　莫浩盈(3D) 楊雪深(3D) 
蘇展鵬校友獎學金（推廣課外閱讀）：許美玉(5E) 林詩咏(4D) 黃卓盈(4D) 馬瑞寶(5D) 
　　　　　　　　　　　　　　　　　鍾瀚霖(4D) 
陳炳樞先生紀念獎學金：張燕晴(1B) 周芷諾(1B) 關海鈴(1B) 李健威(1C) 陳惠琳(1D) 
（甲等操行獎）　　　　簡凱曼(1D) 葉文浩(1D) 郭莉儀(2A) 林樂熙(2C) 黃書懷(2D) 
　　　　　　　　　　　姚美靈(3A) 譚倩滢(3A) 黃曉楓(3B) 馬玉婷(3B) 陳紫茵(3C) 
　　　　　　　　　　　張子淇(3D) 李嘉蘊(3D) 李樂瑤(3D) 楊雪深(3D) 葉芷穎(4A) 
　　　　　　　　　　　黃頌欣(4A) 香晓欣(4A) 楊子聰(4A) 張麗瑩(4B) 張淑儀(4B) 
　　　　　　　　　　　關芷昕(4B) 陳紫婷(4C) 馮金珠(4C) 梁焯琳(4C) 梁柏芝(4C) 
　　　　　　　　　　　勞雯慧(4C) 

梁鎮潮老師紀念獎學金：胡洛晴(4C) 歐陽樂瑤(4D)  蔡凱怡(4D)  劉海淇(4D) 
（甲等操行獎）　　　　羅幹樺(4D) 蘇 玳(4D) 黃楚浩(4D) 胡德儀(5A)  鍾珍寶(5B) 
　　　　　　　　　　　陳欣欣(5C) 方妙嵐(5C) 香偉城(5C) 高 煜(5C) 古翠瑩(5C) 
　　　　　　　　　　　林詩恩(5C) 雷碧琪(5C) 梁曉丹(5D) 許美玉(5E) 吳卓熙(5E) 
　　　　　　　　　　　潘曜林(5E)
鄭漢龍校友獎學金：麥子康(1C) 蘇浿伽(1C) 陳承柏(2A) 甄美慧(2D) 吳雨森(3A)  
（準時勤到健康獎）梁啟章(3D) 梁焯琳(4C) 廖詩汶(4C) 司徒敏晴(5A) 伍卓輝(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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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施霖權 

西湖天下景，游者無愚賢。
深淺隨所得，誰能識其全。

蘇軾

	 	 很高興能參加了衢州一中交流團。是次交流不但能讓我有機會與好友在輕鬆

的氣氛中一起學習，而且能獲得不少新知識。當中最深刻的是暢遊西湖，那裡

風光如畫，尤其是能閑坐小船，慢慢地享受由湖中吹來的清風，真的非常舒服，

沉醉於西湖十景裡的三景，真的不想離開。我覺得三景中最特別的是「三潭印

月」，它位於西湖中部偏南，與湖心亭、阮公墩鼎足而立合稱「湖中三島」，它

是由三座葫蘆形石塔和「小瀛洲」兩個部分組成。導遊還跟我們介紹了西湖三

絕：孤山不孤，斷橋不斷，長橋不長。如果有機會，我一定會每個季節來一次西

湖，看一看不同季節的西湖有什麼分別。

5B 羅靖琳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衢州的一眾師生都用此態度迎接著我們的到來。

	 	 衢州一中的學習環境優美，暖暖柔和的光線透過枝葉隙間灑落，照亮了

衢州一中同學友好的笑容。琅琅的讀書聲伴隨著輕風來到，在教室裏，教師

的教學方式別開生面，一直不斷的循循善誘，加強學生對學習的積極性，被

問到問題的學生們也沒有絲毫的怯場驚慌，反而是一臉積極的回答問題，不

管答案對錯，那種勇於嘗試的精神我自問是沒有他們的強烈，他們學習的認

真也是我自愧不如的。在如此濃厚的氛圍內我不禁也更認真了起來。

	 	 	 	在午膳的閑隙之間，我跟一中的同學們有更深入的交流。一片的歡聲笑

語，語言的阻礙並沒有影響我們結交的友誼，反而能讓我們的關係更進一

步。

	 	 最後，便是最後的重頭戲——兩地才藝交流表演了。兩地的學生攜手合

作朗誦詩歌，把兩種不同的朗誦風格巧妙的融合在一起卻不顯突兀，我們臺

下的觀眾都打心底地佩服。看著我校同學在臺上的表演，也會產生一種自豪

的感覺，對學校的歸屬感油然而生。最令我驚喜的是，衢州的同學特意安排

了唱粵語歌，聽到那首耳熟能詳的前奏，我們臺下的觀眾已經血脈沸騰了起

來，跟著節拍擺動着手為演唱者應援，隨著歌曲一起唱著，氣氛達到最高。

	 	 我想，在多年以後我還會記得那些與衢州一中同學相處的點點滴滴，時

光荏苒，卻也淡忘不了我們在一起玩的笑逐顏開，即使那時候，這些回憶只

是零碎的片段。

本校師生暢遊杭州，細味風土人情

本校同學參與衢州一中課堂體驗

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學徐衍昌校長與本校梁校長及老師交流

姊妹學校交流合作，
締結友誼

遊 學 交 流

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學學習交流團

兩地才藝交流表演

5D 劉海淇 
江南憶，最憶是杭州。

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遊。
白居易

	 	 五日四夜的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學交流學習之旅，三十位中三至中五的同學一同

參觀不少國內的著名景點、名勝古蹟，這次旅程不但帶給我們遊玩的樂趣，更為不

少對中國文化不了解的同學，帶來最真實、難忘的體會。

	 旅程的第一天，我們到江南水鄉六大古鎮之一的烏鎮遊覽。親臨古時人民的居

所，我深刻體會到當時人民的生活；經過導遊的講解，我更發現以往人們設計建築

有不少小智慧，匠心獨運，如當時住屋之間的牆壁建造得非常高，是為了防止發生

火災時火勢快速蔓延。

	 	 晚餐過後，我們便前往清河坊夜市，這條歷史悠久的老街，有不少別具特色的

玩意、食品，當然不少得充滿道地文化的手信吧!

	 	 隨後幾天，我們乘船遊覽西湖、參觀岳廟、到衢州孔廟，於課堂上學習蘇軾的

《飲湖上初晴後雨》、《岳飛傳》、《論語》當能派上用場。看到景點刻畫了的詩

詞、字句，讀誦幾句，頓時增添不少文學修養。此外，從觀賞萬世師表的銅像、岳

母刻字的壁畫、秦檜夫婦的跪像……更能深入了解當時的歷史事蹟的震撼。

	 	 與衢州第一中學交流過後，我們便前往杭州宋城遊覽，宋城為一座大型的宋代

文化主題公園，不少人身穿古裝、仿古茶樓、雜貨鋪、打鐵鋪、酒坊、染坊等隨處

可見。我們更觀賞了大型歌舞	 	 宋城千古情，如到戲影院觀看電影也需要攜帶雨

傘、	彌漫陣陣花香的表演，不同的特效，都讓我們大開眼界。

	 	 到了最後一天，我們前往中國茶葉博物館參觀，這更是我期待已久的景點。近

年令不少年輕人著迷、更是我喜愛的食品	 	 日本抹茶。但有多少人知道這種飲食

文化的來歷、發展過程。原來最先發展茶道的國家是中國，從博物館展示於唐朝至

現代的茶具，古時人們對飲茶的嚴謹、製作茶具的精緻，真的讓我大為讚嘆！

4



學 鳴

第 45 期  

5D 何詠嵐
	 	 這五天旅程，我和一眾同學都
十分開心。我們參觀了兩間大學，
分別是東海大學和逢甲大學，這裏
的校園優美，設備完善，使我對在
台灣升學感興趣。我最深刻的景點
是九族文化村。在九族文化村，我
既可以玩刺激的機動遊戲，又可以
觀看展覽，了解台灣不同原住民族
的生活習慣及其文化特色。我們又
去了三個夜市，我和好友吃了很多
地道小吃，體驗當地的飲食文化，
台灣的小吃十分美味和便宜，我們
都吃得津津有味。最後，我想感謝
一眾帶隊的老師和導遊，謝謝你們
這幾天的照顧。

參觀東海大學特色教堂

第一次騎馬第一次騎馬第一次騎馬

清境農場風景很美

4D 葉倚佃  楊雪深
	 	 「謝謝你早前出席上述的交流團面試，評選團對你的表現表示讚許，並通過推選你
參加……東京交流團」。12月29日我們兩人各自收到由深水埗民政署發出的電郵通知！
我喜歡到各地旅遊，也以為交流團跟旅遊差不多。對於從未試過不在家人的陪伴下到外
旅遊的我們，確實是一次挑戰。在行程緊湊的交流團中我們感覺到自己人生很充實。
	 	 第一，東京交流團讓我們有機會和當地的市政府和香港經濟貿辦事處的專員交流，
機會難得。與他們暢談後，我們發現了東京與香港文化和政策上的不同之處，例如在環
保政策、禮儀方面等。最讓我們大開眼界的是日本人對所有事都十分認真，在開會前會
多一個預備會議，解釋會議內容。這也改變我的處事態度。
	 	 第二，我們認識了更多不同學校的同學，在這六日五夜裏要和他們相處，自然和他
們熟絡了。當中有一晚我們討論到東京的環保政策，發現他們滿肚子也是資料，對比起
我對香港環保政策的不熟諳，也暗暗提醒自己要多留意新聞。他們有不少優點值得我們
學習，如組織能力、管理能力、資料蒐集能力等，這一組是團隊合作和能力非凡，隨時
能夠「work	hard	play	hard」，與他們相處十分愉快！
	 	 第三，這交流團帶給我們很多學術性的資訊。我們參觀了東京的清掃工場。清掃工
場是一個燃燒垃圾的焚化爐，市民的環保意識十分高，已將垃圾分類，所以那裏全是可
燃燒垃圾。另外，焚化爐利用高溫焚化，令二噁英能完全被清除，減少空氣污染。最有
趣的是有一個婆婆不小心把假牙一同和垃圾掉進垃圾袋裏，而工場人員藉着所提供的基
本資料(時間，日期，地點)，把假牙找出，東京的科技是何等的利害呀！另外，我們又
參觀了在防災館裏，我們參加了火災、地震和泛濫的模擬體驗，我們體驗到水位升到
30cm時把門和車門推開是多困難，這種力量兩個男孩也未必能夠推開，多嚇人呀！我也
只能勉強的推開30cm的車門，所以能生於香港真好！	
	 	 最後我也想感謝深青躍動機構給予這次機會讓我們在異地到東京交流，讓我們在當
中體會到資、文、愛這三方面。希望各位同學也能踴躍參與交流團活動，在當中學習到
你所想學的東西！

3A 李旨悅 
	 	 這次是我第一次出國參加比賽。因為是「第一次」，所以心總是怦怦地亂跳著。
	 	 一時興奮，一時緊張的我，腦海經常徘徊著兩個問題：我們會成功嗎？我們會失
敗嗎？雖然有點苦惱，但我充滿了決心。希望這次跳繩之旅，我們全隊可以鬥志昂揚
地去，笑容滿面地回來。
	 	 起飛了，沒想到因為飛機延遲，令我們在北京逗留了近12小時。之後我們就從北
京飛到德國的法蘭克福，再轉機到匈牙利。我很感恩，因為我們終於能順順利利抵達
目的地和參加比賽。
	 	 旅程開首，我們都是在匈牙利的首都Budapest觀光。那裡的景色與香港截然不
同，有很多歷史悠久、融合了新古典主義與新文藝復興的風格的教堂，雄偉地屹立在
街頭，令人目不暇給。
	 	 終於到比賽日，本來我們以為是沒有獎牌拿的，但最後我們居然在速度賽和團體賽
中獲得季軍！喜出望外之餘，更由衷感謝導師的指導與各團員的努力，才能獲此佳績。

遊 學 交 流

匈牙利跳繩比賽東京交流團

機動遊戲好刺激

夜市掃街去

十分開心。我們參觀了兩間大學，
分別是東海大學和逢甲大學，這裏
的校園優美，設備完善，使我對在
台灣升學感興趣。我最深刻的景點
是九族文化村。在九族文化村，我
既可以玩刺激的機動遊戲，又可以
觀看展覽，了解台灣不同原住民族
的生活習慣及其文化特色。我們又
去了三個夜市，我和好友吃了很多
地道小吃，體驗當地的飲食文化，
台灣的小吃十分美味和便宜，我們
都吃得津津有味。最後，我想感謝
一眾帶隊的老師和導遊，謝謝你們
這幾天的照顧。

自己做太陽餅最好吃

5B 馬曼霞

	 	 這次的台灣學習之旅，最令我期待萬分的是可以與好友相伴踏足我未曾到過
的寶島。在台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逛夜市，我們在逢甲夜市裏吃很多不同的好
吃，如大腸包小腸，仙草，炸雞排……數之不盡，回味無窮。我們邊吃邊閒逛，
體驗了當地人的「慢活」，才發現香港人的急躁習慣是刻進了骨子裡，我對台灣
的慢生活有些不太適應呢！我和老師之間的關係也因這五天四夜加深了許多，原
來的疏離，因溝通機會大增，令我們對彼此加深了認識，變得亦師亦友了。

台中生態文化之旅

參觀逢甲大學

妖怪村文俗遊戲體驗 旅程要完結啦試試當地飲品

宮原眼科雪糕很好味吃妖怪雪糕台中鼎泰豐 - 好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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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人 娛 樂

沿途有祢
5D 王杞熒

	 	 對大多數的女性來說，生育可能是一件痛苦的事，但吳婷豐老師卻認

為孕育下一代，是最神聖、最幸福的事。「幸福不是必然，而是神的恩

典。」——吳老師就是憑着這股信念，懷着感恩的心，在女兒穎之出生三

年多後，迎接兒子睿之的出生，這個小寶貝為吳老師一家帶來更多的歡笑

聲。

	 	 吳老師憶述兩次懷孕的過程中，最感激莫過於家人的愛，除了陪伴身

旁、給予無限勇氣和支持的丈夫，更少不了關懷備至的老爺和奶奶。吳老

師表示在產後休養時，全靠身為中醫的老爺，每天特地在

家裏帶來為她準備的中藥膳食調理身體，再加上奶奶

悉心的照料下，吳老師的身體得以漸漸復原。

	 	 乍看之下，吳老師的幸福家庭看似理所當

然，令人羡慕不已，但吳老師一再強調一切皆源

自天父的恩典。相信在上帝的祝福下，吳老師一

家必能攜手面對每一度難關，讓幸福長存。最後，

在此祝願吳老師的兒女，能如吳老師所願，得到真智

慧，健康成長，迎來豐盛的人生。

恭賀嚴頴茵老師弄璋之喜
5D 林德詠

	 	 前幾天，我遇到以前的鄰居，在聊天中得知她已經有了一個小孩，幸

福溢於言表，不禁想到校園中也有一位這樣生活美滿的老師，她就是嚴頴
茵老師。

	 	 嚴老師於20 1 6年2月2 8日誕下她的「小魔怪」	 	 唐卓瑜

（Marvin）。名字當中的「卓」代表卓越，「瑜」代表玉，有珍貴的意

思；而洋名的來源是她兒子與爸爸的英文縮寫「M.T」，爸爸的「M」是

「Michael」，兒子的則是「Marvin」。「小魔怪」是嚴老師給予兒子的形

容詞，原因並非他調皮，而是他懂得向別人撒嬌要抱，尤其是向工人姐

姐。至於嚴老師對於兒子的期望是希望他能健康快樂成長，每當她看見兒

子一天一天地長大，都會為此感到幸福。

	 	 從前嚴老師會把工作和友誼放在首位，但現今的她認為雖然工作重

要，但家庭亦同樣重要，因此她每天下課後，都會盡快完成工作，早一

點回家，而假日更會留在家中陪伴兒子，目的是希望能與兒子有更多相處

的時間。最讓她感到深刻的事是由於兒子出生在春季，這是蚊蟲滋生的季

節，她看見兒子身上有蚊患時感到心痛，於是決定晚上坐在他旁邊，為他

滅蚊，雖然她事後感到很傻，但小編卻感到滿滿的母愛。

	 	 兒子的出生使嚴老師在許多方面都改變了很多，

例如性格上變得更有耐性，她亦坦言「兒子的誕生

是她最大的成就」。在整個訪問中，小編完完全全

感受到嚴老師對於兒子的喜愛，亦深切明白到母

愛的偉大，在此我謹代表《學鳴》成員祝福卓瑜

茁壯成長，快高長大！

鄭淑文老師專訪
3B 甄美慧

小 記： 請你介紹一下自己？

鄭老師： 我是鄭淑文，第一年來到協同，也是第一年到九龍區教書。

小 記： 你為什麼選擇到協同教書？

鄭老師： 我被協同中學的學生感動了。因為在面試的時候，出了地鐵站

後就不知要住哪走。幸好在找路的途中遇到了一個穿著協同校

服的學生，那個學生很友善的帶我去協同，所以我覺得這是一

間校風純樸的學校，因此來到協同教書。

小 記： 你對本校學生有什麼看法？

鄭老師： 他們是活潑的，在上課時十分積極地回答問題；是樂觀和風趣

的，也參加了不少課外活動，一放學，就跑去他們喜歡的課外

活動集合地點，活力充沛的樣子。

小 記： 轉到新學校，適不適應學校？

鄭老師： 學校太大了，經常找不到路，分不清校舍L座和C座，而且樓梯

設計很奇怪，有些能從一樓通往八樓，但有些走到三四樓便是

盡頭。

小 記： 你除了擔任班主任的職位還有其他工作嗎？

鄭老師： 有學鳴副主編，還有生命教育老師。

小 記： 轉來新學校有這麼多工作會不會感到辛苦？

鄭老師：會感到辛苦，因為來回學校要三小時，所以工作時間不夠，經

常要留在學校做完工作才能回家，但在教學方面並不是很辛

苦。

小 記： 你主要教什麼科目？

鄭老師： 我主要教高年級和低年級中文，還

有教視覺藝術，主要教中二和中

五。

小 記： 如果可以給你選擇，你會不會選擇

其他職位？

鄭老師： 不會，因為之前當過訓導，所以希望

能嘗試一下生命教育的工作。

時間安好，有你真好
5C 梁曉佩 

	 	 世界那麼大，渺小的人就如浩瀚夜空中細小的星光，人與人的相遇，

是一場意外，一種緣分，一個唯美的邂逅。

	 	 朱小萌老師與她先生在純真的孩提時代已經認識，那時候，朱老師說

她才七歲。一位年齡相仿的男孩走入了自己的視野，勾勒出一段兩小無猜

的情誼。彼此一起嬉戲，一起成長，不知一起度過了多少個歡樂的午後。

有人說，童年是一枚白果，值得一生細細咀嚼。看來這句話是適用的。

	 	 當童年在時光的隧道中慢慢走遠，也許你會認為，童年的玩伴也會從

你身旁漸行漸遠，直至他們的背影慢慢模糊了視線，再也無法尋覓。但有

時候，緣分總是異常奇妙。

	 	 朱老師跟她先生相知相惜，從無憂無慮的童年走到了青澀的中學時

期，更走到了夾雜著些許成熟氣味的大學時期。最後，還一起踏上了紅

毯。以後的以後，也會一直這樣走下去吧。

	 	 你若不離，我必不棄。原來，愛情也可以很簡單，

幸福也可以很樸素。不需要有驚天動地的愛情故

事，也不需要太多甜言蜜語。在對方身邊，肆無

忌憚，做最真實的自己，互相依偎，走過漫漫人

生。

	 	 陪伴是最長情的告白，相守是最溫暖的承

諾，這是筆者從朱老師的訪問得到的感悟。

	 	 願歲月靜好，他們能永結同心，白頭到老。

溫家進老師
3D 陳慧賢

	 	 	 	今年是溫家進老師第一年來到協同中學，協同是一間基督教學校，這就

是他最初選擇協同的主要原因，因為他希望可以傳福音給大家。另外，他

以前也有教過其他學校，相比起其他學校，協同中學的學生就比較活潑好

動，而且協同校舍給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很大，很漂亮。

		 	 	溫家進老師今年也是第一次做班主任，雖然處理班務比起教書繁重得

多，但是同事間都會互相幫助，讓他應付了許多難題，而且他和同學的相

處也很順利，師生關係融洽。另外，他任教初中的數學科和電腦科，也負

責放學的數學補測和奧數，他希望未來能夠教導高中學生。關於奧數，他

們會培養一些對奧數有興趣的學生，讓學生去參加比

賽，獲取經驗。

			 	同時，溫家進老師也負責帶領學校其中一隊足

球隊。別看他個子不高，其實他的興趣涉及很多

運動，例如足球，排球和乒乓球，因為他平時都

會做運動減輕工作壓力，假期也會看足球比賽之

類，好好休息和放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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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追 蹤

四社迎新

學生會領袖訓練營

7

學生會 INNOVATION      
4B 莊諾恩

    不知不覺已到學期尾，今年的學生會INNOVATION由組成至今已經差

不多有一個學年。每位成員由各不相識，到今時今日視彼此為重要的人，

一路相伴。今年學生會與以往的十分不一樣，我們廿三位成員全部是由中

四級的學生組成。雖然如此，仍有很多不同級別的同學支持我們，讓我們

有機會為同學服務。

    本年度學生會所舉辦的活動稱不上多，但每次舉辦活動的時候，看到

參與同學享受活動的過程，他們的笑臉，成為了我們努力的源頭。記得在

社際排球及羽毛球比賽舉行期間，無論是參賽者，還是觀眾都完全投入賽

事。每一聲歡呼，每一次掌聲，都深深印在INNOVATION每一位成員的心

坎中。

    除了運動比賽，我們也嘗試舉辦一些較為靜態的活動。今年首次舉辦

「智力大比拼」，不同年級同學努力破解各種智力問題，每位參賽者都樂

在其中。我們在試後活動也嘗試舉辦時裝設計比賽，透過參賽同學每一張

設計圖，看得出同學們對服裝設計的認真及投入。

    除了舉辦活動，學生會也全力協助學校舉辦各項大型活動，例如陸運

會、音樂日、聖誕崇拜及校慶等。另外學生會也會協助籌辦各項社際活動

(例如: 各科之社際問答比賽、辯論比賽等)。學生會更為同學搜集不同種類

的福利，(例如:製作紀念品(四社交件夾)、提供各類優惠券、文具及日用品

售賣、康樂用品借用、午飯時間又一村大門當值，及提供三樓微波爐供同

學使用等)。

    最後在此感謝每一位

支持Innovation的同學，

多謝你們當初給我們寶

貴的一票，令我們有機會

為大家服務。此外我們更

要感謝為我們安排領袖訓

練營及繩網訓練的四社導

師。

Innovation what we mention!

陸運會 四社音樂日

級社成立

旅行日

學生會智力大比併

英文社際 JEOPARDY問答比賽

深水埗區中小學協作計劃

初中瑞典跳繩好手分享(Elin and Soderlund)

社際籃球比賽

聖誕慶祝之舞蹈表演

社際英文辯論比賽

社際羽毛球比賽

活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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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學會簡介
       《學記》有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

而寡聞。」跟朋友互相砥礪切磋，學習才能

事半功倍。因此，中文學會大約每月舉辦一

次「作文評選比賽」，同學的佳作經中文科

老師和幹事們評選後，會張貼在學校大堂的

壁報板供大家欣賞，既可鼓勵同學寫作，又

可讓同學作參考之用，共同提升寫作水平。

      「切磋」當然也有激烈的一面，每年一

度的「中華文化週會」活動正是當中代表。各社精英盡出，在週會的擂台之上進

行中華文化問答比賽，台上參賽者盡顯所學，為了社的榮譽而戰，台下同學則熱

烈地打氣，甚至嘗試作答。活動的氣氛相當熾熱，同學們也在競爭之中上了一節

活潑的中華文化課。

溫雅儀主任與一眾幹事門在春聯書法比賽中合照。

同學們都在認真地寫春聯。
「一分鐘拼音大賽」，既要求普通話
能力，更講究團隊合作！

春聯活動正值美國宣教士訪校，
同學們爭相參與文化交流。

集誦隊在「聖經朗誦節」頒獎典禮當天表
演前，與訓練老師溫雅儀主任合照。

恭喜各位在「聖經朗誦節」中獲得
佳績。

2016-17科學學會幹事
主  席  5D葉飛雯 
副主席  5D劉海淇
財  政  5D鍾瀚霖
文  書  5D賴利成
文  書  5D林浩賢
宣  傳  5D黃宇誠
宣  傳  5D黃崇烈
幹  事  5D歐陽樂瑤
幹  事  5C陳曉欣
幹  事  5C袁曉霖

普通話學會簡介
       普通話學會的活動林林總總，最讓人期待的莫過於每年一度的「迎新春拼寫

春聯兒暨書法比賽」。老師和同學聚首一堂寫春聯兒，場面熱鬧。在活動中，同

學們先要讀出一句用拼音寫的新春恭賀說話，然後可獲得一張紅紙，便可在紅紙

上即席揮毫，一顯功夫。字體秀麗的同學更會獲邀參加書法比賽，以文會友。

如此盛事，除了可以提升同學們對學習普通話的興趣，還可以促進師生之間的感

情。

     活動能夠順利舉辦，全靠老師和幹事們的通力合作。希望普通話學會同仁繼

續保持熾熱的心，為推廣普通話而努力！

「學校朗誦節」賽前綵排後，校長、溫雅儀主任與集誦隊合照

科 學 學 會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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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科獎項
The "Chemists Online" Self-study Award Scheme 2016 (Organized by EDB)

Diamond Award 劉海淇(5D) 何峻誼(6E) 羅森耀(6E) 李兆岐(6E)
潘曜林(6E) 黃健智(6E)

Platinum Award 馮樂恆(5C) 李詠琳(5C) 李晓欣(6B) 戴婉怡(6B)
鄒俊傑(6E)

Gold Award 張嘉龍(5C) 歐陽樂瑤(5D)

Silver Award 何家駿(5C)

Bronze Award 劉銘浩(5C) 嚴嘉栢(5D) 林寶華(6A) 庾曉彤(6E)

S4同學在課堂進行化學實驗

       時光飛逝，不知不覺已加入了協同電視台五

年。還記得當初受到邀請，青澀的小孩很害怕

訪問陌生人…要面對鏡頭更是不知所措，害怕

自己出醜…到現在，面對鏡頭不但沒有害羞，

更能自信地讀出台詞，所以電視台也見證了我

的成長。

       作為今年的協同電視台主席，自問沒有第

一、二屆主席岑有健師兄的口才與出色的電腦

製作技術、也比不上第三屆主席曾曉華師姐的

外貌和面對鏡頭的自信、更不沒有第四屆主席

黃敏師姐的成熟訪問技巧與處事態度、也不能

像第五屆主譚宗澤師兄能夠統籌整個製作……

至於我，雖說不像他們一樣有個人的長處和優

點，但我認為自己能夠虛心學習，相信自己能

成功完成每一次的拍攝。每一次的拍攝及訪問

都令我學到一些東西，例如在每次的拍攝，老

師都希望我們能夠添加一些有趣情節從而增加

片段趣味性。但我一開始比較害羞，不願意做

那些搞笑動作，害怕被同學嘲笑，後來我慢慢

適應了鏡頭，便克服了對自己的種種掣肘。記

得幾年前，我和夏禧淘同學還是個中二生，校

方讓我們訪問關栢林大師兄，那次訪問後，看

到自己的作品，那份滿足

感是不能言喻的。

        最後，說到校園電視

台，不能不提銘Sir，由創

台開始我們經歷了很多，

由統籌、拍攝、剪接等，

他都給予我們很多的支持

和幫助。今年，我還有一

個目標，除帶給同學更好的作品，更要用更多

好作品推廣校園電視台官方網站，亦透過CLSTV 

FACEBOOK專頁作為連繫校友及同學的橋樑…讓

我們一起衝向1000 LIKES吧﹗

    銘Sir說我們是校園電視台的黃金一代，所以

我會把在電視台學到的虛心學習的精神承傳下

去，希望我們的師弟師妹們把 CLSTV 帶至另一

個黃金時代…共勉之…

校園電視台主席 5C班 梁柏芝同學

協同電視台官方網站：http://www.cls.edu.hk/tv/

活 動 追 蹤

S5同學參加由香港科技大學
舉辦的「探索社區大氣環境」
學習計劃

讓我們一起衝向1000 LIKES吧﹗

化 學 科 活 動

校園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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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少年軍

公益少年團
    公益少年團源自一九七四年成立的少清隊，當時為響應政府所推行的清潔香
港運動，前教育署遂於中、小學成立少清隊，透過各項清潔環境的工作，提供學
生直接參與社區工作的機會。經過多年來的發展，以及活動範圍的不斷擴充，終
於一九七八年二月將少清隊正式改名為公益少年團，本著「認識、關懷、服務」
的口號和宗旨，進一步為全港中、小學生提供更多認識和服務社會的機會。

本校學生獲獎如下：

2017年公益少年團
深水埗區傑出團員

5D 劉海淇

一等榮譽級章 5C 郭曉盈 5D 劉海淇

二等榮譽級章 5C 郭曉盈 5D 劉海淇

三等榮譽級章 5B 張淑儀 5C 郭曉盈 5D 劉海淇

高級章 5B 張淑儀 5C 郭曉盈 5C 李詠琳 5D 劉海淇

中級章 5B 張淑儀 5C 郭曉盈 5C 李詠琳

初級章 5C 李詠琳

「環保為公益」
慈善花卉義賣籌款 銅獎

「校園種植樂收成」活動
中學組  亞軍

公益少年團團隊獎勵計劃
公益少年團傑出團隊

2017年公益少年團深水埗區傑出團員
5D 劉海淇

    我非常榮幸能夠獲選為2017年公益少年團傑出團員，並能到韓國交流。這是

公益少年團的獎勵計劃，同學參與不同的活動、服務，如田徑、藝術各類型的比

賽、大哥哥大姐姐活動、參與社區活動、班長、班主席……。同學可按照參與活動

的性質獲得不同的積點，根據不同的積點數量，可獲得七個不同等級，包括基本

級、初級、中級、高級、三等榮譽級、二等榮譽級、一等榮譽級，獲得高級或以上

的級別並符合其他不同資格，便可申請成為傑出團員，到韓國交流。

    然而，即使未能成為傑出團員，公益少年團仍是一個非常值得參加的學會。公

益少年團會定期有不同活動讓同學參與，如遠足、耕作活動，不少同學閒暇時都

不斷思量到哪裡遊玩，那

麼同學們何不與三五知己

一同參加，當作聚會、遊

玩、放鬆身心的機會，即

使平時較少參與課外活動

的同學，仍能獲得不少樂

趣。此外，公益少年團的

獎勵計劃可讓同學在參與

不同活動、服務後記錄下

來，並考取獎章，獲得證

書，豐富自己的履歷。 傑出團員-5D劉海淇頒獎-校園種植樂收成

九中區小隊長訓練結業禮

13周年立願禮

Kin Ball 體驗日

福音日營

檢閱禮

團隊活動

九中區小隊長訓練

迎新日

陸運會步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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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前身為愛丁堡公爵獎勵計劃，簡稱AYP）於1961

年成立，是國際青年獎勵計劃協會成員之一。獎勵計劃擁有一套國際性的

嘉許制度，讓14至24歲的年青人透過完成章級要求，培養勇於挑戰及堅毅

的精神。

  本校學生憑著「永不放棄」的精神獲得銀章及銅
章的榮譽，值得嘉許！

 獲得銀章的學生如下：

班別 中文姓名 榮譽

5B 張淑儀 銀章

4C

郭梓麒

銅章

黃汶慧

曾雅雯

4D

鄭芷茵

劉心怡

李靖霖

李  俊

吳旨伶

王佛庭

楊子玄

3D
伍俏巧妮

黃書懷

5B張淑儀
銀章得獎者

    AYP豐富了我的人生閱歷，打開了生命的新一頁，在我的青春歲月留

下印記。逆境亦當作磨練，不怕嘗試，不怕辛苦，只怕不成功。

    銀章的野外鍛鍊科是4科之中最能挑戰個人意志的一科，路程難免有

所崎嶇，亦會發生在山野迷路的情況。正當想放棄的時候，便回想起當初

參加AYP的目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堅持到最後，直至完成。讀

書在所難免有想放棄的一刻，但只要堅持當初讀書的目的，必定有所收

成。

    在此，我衷心感謝AYP的導師，我校的沈老師和在旅途中的隊友，沒

有你們的支持和鼓勵，便沒有今天不平凡的我，所以我希望大家踴躍參與

AYP， 塑造不平凡的人生。

銅章得獎者

銀章得獎者

銀章頒獎典禮-主禮嘉賓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頒獎

仔細聽教練教導

大合照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警察執行處)

大合照

挑戰成功 挑戰巨人梯

    活動目的是希望學生能透過不同的挑戰去勇於面對和解決困難，過程

中能明白自己的優點；發揮自己所長，並能了解和改善自己不足，突破自

己。除此之外，希望

同學之間能互相幫

助，眾志成城，秉承

「協」力「同」心的

精神！

 

活動處及警察繩網會合辦
高結構戰網陣基礎證書訓練課程

香港遊樂場協會
「動歷全城」創意體育計劃

    香港遊樂場協會和本校體育科合作「動歷全城」創意體育計劃，透過新

興運動推廣，提升學生對運動的自主性及積極性，把運動免費帶入生活，

建立正面人生觀。

    本校今次選了地壺球和體感遊戲(AUGMENTED REALITY)示範，中四部

分同學經過體育課推廣訓練後更會組隊參加7月8日旺角麥花臣場館舉行的

迷你奧運會，所有參賽同學均可獲頒証書，以茲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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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小組合唱
Sonorous
4B 黃詠琳
4D 葉倚佃

Melted
4B 阮怡淳
4B 陳煒文

Chrono
5C 梁焯琳
5C 胡洛晴

社際合唱 馬太 馬可 /

獨唱
5C 馮金珠
5D 趙倩利

/ 4A 何珮欣

最佳司儀 5C 胡洛晴

最佳作曲 3D

最佳填詞 3D

最佳普通話演繹(中三級) 3D

最佳英文演繹(中一級) 1D

最佳指揮
(不分冠亞季軍)

中一 中二 中三

1D 何韻儀
1A 梁天賜

2D 周芷諾 3D 任耀星

最佳視覺效果
(不分冠亞季軍)

中一 中二 中三

1D 2B 3D

班
際
合
唱

中一 1B 1D /

中二 2D 2B /

中三 3D 3C /

家長教師盃我最喜愛班級/團體 2D

2016-2017路德會協同中學
音樂日比賽結果

四社司儀代表 四社音樂劇謝幕

最佳指揮-1A

樂 韻 悠 揚

4D 楊雪深 
    音樂日，能夠表現同學音樂水平的地方。我與其他學校的朋友談論自己學
校的音樂比賽時， 他們只用著羨慕的眼神看著我；方發現他們沒有這類型的比
賽，可見我們的音樂日是獨一無二的。
    今年的音樂日，各級音樂水平十分之高，而且每班也奮力演出，看得我們拍
案叫絕！今年音樂日社際比賽的主題是｀ HIGH SCHOOL MUSICAl ´各社都盡心
盡力演出，表現音樂劇得淋漓盡致。最後四社合力演出的｀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歌聲傳遍整個劇院，強勁的節拍帶起觀眾，最後音樂日也隨著歌
聲消失而結束。
    而我也有參加社際比賽。雖然我的社落敗了，但過程中能認識更多不同班
級的同學， 團結起社的精神，這往往比名次重要得多。在練習過程中有笑，有
淚，辛苦，歡樂，這一切都會成為我們中學生涯中的回憶。期待下年能看到大
家在舞台上發光發亮！

合唱冠軍- Sonorous獨唱雙冠軍-
 5C馮金珠

獨唱雙冠軍-
5D趙倩利

中三班際合唱冠軍-3D 中一班際合唱冠軍-1B 最佳視覺效果暨最佳指揮-1D

四社音樂劇-花式籃球表演

音樂日嘉賓評判

同學全程投入

音樂日開場

約翰社

路加社

馬可社

馬太社

家長教師盃我最喜愛班級暨中二班際合唱冠軍-2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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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育處‧恩典夠用
Andy Sir的成長印記

    自少喜愛及擅長運動的我，在不同的運動中均體會到意志對個人、甚或團隊

的重要性，自問年少的時候，在運動中最強大的意志力源於內心那種不服輸的精

神，靠著這精神，我曾在不少比賽中獲勝，最得了極大的滿足。因此，在中學階

段的我只沉醉於課外活動及服務上，而忽略了學習。結果，首次的中學會考只獲

得三科合格的下場，在沒有太多出路下，決定在夜校重讀中五，可是好景不常，

第二次會考只取得六科合格的一般成績。

    在我的生命線上，第二次的會考失敗，可說是人生的最低谷，幸得教會傳道

人的鼓勵，令我感受到從上帝而來的愛和接納，亦令萬念俱灰的我重新注入了力

量。於是我一方面決定再在夜校重考會考，另一方面在教會機構從事小學補習，

終於成功升讀中六。當時由於已習慣了夜校的生活，又有一份穩定的兼職幫補家

計，因此最終決定繼續夜校的生涯。

    現在回看半工讀夜校的日子雖然辛苦，不但被同輩所取笑，也對自己的情況

感到氣餒。然而，當想到自己過去在運動場上不服輸的精神，便相信這是上帝安

排給自己的鍛煉和補救機會，讓我能追回過去所失去的學習機會，使我更能成為

合上帝心意的人。故此，在預科的時候開始改變以往的學習態度，成績亦明顯有

了進步，最終能夠升讀心儀學科，繼而完成從副學位到碩士的課程，靠著上帝的

恩典，重新認識及肯定自我的價值，實在萬分感恩。

    而在工作方面，也充分體會到上帝為我的準備。還記得攻讀學位的時候，晚

間進修，而日間則於學校擔任福音幹事，上帝又給予我當教師的召命。感恩當時

正值新高中課程改革時期，通識教育開科，於是有機會轉任為學校的教學助理，

並可繼續進修教育課程，取得教師資格，有機會返回母校為人師表，事奉上帝。

    以上的個人成長經歷，或許同學也曾聽過，除了希望能夠用自己的經歷來鼓

勵同學，與同學們分享學習經歷外；更重要的是其實每次分享見證，就是一次重

整自我的旅程，也更體會到上帝在我們生命中的恩典和作為，也是數算主恩的機

會。

    所以最後想與各位同學分享一段《聖經》哥林多後書12：8-9的經文，當中

提到「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

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回看過去到現在，我深刻感到上

帝的恩典是夠用的，願意同學們都能夠數算及體會由上帝而來的恩典與祝福。

聯校福音營

團契聚會

週會崇拜

週會崇拜見證嘉賓徐偉賢先生及敬拜隊合照

何維正副校長在團契中分享

師生互動

團契聚會

陳嘉浩同學的信仰分享

福音周午間嘉年華

協 同 靈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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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升中四選科工作坊
中五生涯規劃課程-

「與校友對話」花絮一
中五生涯規劃課程-

「與校友對話」花絮二
中五生涯規劃課程-「與校

友對話」花絮三
中五生涯規劃課程-

「與校友對話」花絮四

「校友對話」-
校友嘉賓名單：
1  陳嘉文( 警察)
2 蘇梓軒(消防員)
3 黃創雄(會計師)
4 陳淑芳(社工)
5 周子恩(護士)
6 張靜琪(機艙服務員)
7 雷雅雯(公司秘書)
8 梁秀雅(編輯傳媒)
9 鄧禮豪(會計師)
10 李琬璣(媒體創作)
11 許振洪(屋宇裝備工程師)
12 葉小芳(幼稚園校長)
13 崔耀宗(創業家)

中六級升學資訊講座 中六級模擬面試工作坊

中六級模擬面試工作坊

中六級模擬面試工作坊

中三至中五級參觀IVE學校

參觀IVE工程學科

中五升中六模擬放榜日-
活動場地佈置圖

「實踐吧！夢想！」微電影創作大賽冠軍-
路德會協同中學（中六級追夢者作品）

3D 梁學文 
    經過這次的潛能挑戰比賽，我認識了腦潛能的幾個要素，並且學會了
相關的訓練遊戲。經過多天的訓練，在打拍子方面進步神速。在比賽時，
我們在多個項目中得到不錯的成績。雖然我們最終只得第四名，但也得到
「最佳團隊精神獎」，這對我們來說是莫大鼓舞。

2016香港學界桌上遊戲比賽
3D 施霖權

    我感到非常榮幸，因為可以在這麼多的參賽
者之中脫穎而出，獲得個人優異獎項，證明我的
努力沒有白費，當中最感謝的人是帶領我們的組長
和教練許sir。雖然對於未能獲得團隊獎項是有點失
望，但我們會加強訓練，再接再勵，在下一次的比賽
中，取得更好的成績。

關愛社區
義工服務：為學生提供關懷社區的機會，與不同社區人士相處交流，
拓闊學生視野。

師生共融，樂也融融 
師生大比併：打破師生隔膜，無分彼
此，建立校園歸屬感

關愛校園，傳遞正向訊息

認識自己，了解快樂真諦。 愛心曲奇，共同傳遞快樂訊息。

升 學 輔 導

建立自信，發展潛能

升學就業輔導處

生活輔導處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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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元 智 能

多元智能挑戰營

 2B 羅雪怡
    我們現在的生活很幸福，想要的東西垂手可得，因為這些優越的條件，我們

在得到後不會珍惜，養成了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習慣，慢慢，我們認為這種習慣

是理所當然的，是必然的。

    入營後，所以的東西都不同了，沒有人幫你收拾床鋪，沒有人幫你燙衣服，

清潔浴室，來到這裡，如果你不肯做或做得不好，便會連累隊友與你一起受罰。

在五日四夜裏，我們感受了這14年來從沒有感受過的壓力，心酸，每天5.30起床

清理營舍，6.30做早操，吃完飯又要接受一連串的步操和體能訓練，行程表被排

得密密麻麻，休息的時間屈指可數，但再累再辛苦也不敢有怨言，到第四第五天

的時候，我們開始習慣這種生活模式，不再去想為什麼要這麼辛苦地訓練，而是

想如何能做好教官的要求，然後被讚賞一次，一次的讚賞並不值錢，以前的我們

從來沒有想過現在的我們會為了一句讚賞而努力，甚至在得到讚賞後會開心一整

天。

    教官說過，我們來到這裡的目的是要提升自信，自律，團隊精神，抗逆力，

而這些正是我們所缺乏的。「當你同一個人講野既時候，你要望實佢，望到佢驚

你為止。」鍾sir這樣跟我們說，其實，我們很明白，跟人說話，如果沒有底氣，

自信，在這個世途險惡的社會，一定會吃虧，所以，鍾sir，多謝你的提醒，這句

話，我們將會銘記於心。

    平時我們集隊時，手腳輕微動了一下，便會被教官訓斥，然後做掌上壓30

下，這件事發生在第一天第二天的話，我們會認為教官小題大做，到了今天，我

們明白了教官的用心良苦，大聲訓斥我們，懲罰我們，都是為了我們能有所進

步，讓我們學會自律。

    在第四日的出水操訓練中，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團隊能贏，為團隊加油的聲

音震耳欲聾，那一刻，我們終於感受到教官總是掛在嘴邊的團隊精神，這個團隊

精神，只有親生體驗過，才知道，它是多麼的重要。

    每天早上檢查制服是我們最害怕的時候，制服不達標的人要接受懲罰，在葉

sir強大的氣場下，沒有人會不害怕，所以我們每天早上都要承受一次巨大的壓

力，三四日過後，我們不再像第一次第二次那麼脆弱，我們發現，原來訓斥是可

以提升我們的抗逆力。

    當我們開始習慣這裡的生活，卻又要離開了，但這種有秩序的生活我們會努

力維持，回到家後，我們會將在這裡學到的東西應用到生活中，讓生活變得有意

義，我們不再依賴傭人，手機，會自己將每件小事做好，並且發揮協同精神，協

力同心地完成每一件事。

    總結我們在多元智能訓練營的表現與第一日相比著實進步了不少，也讓老師

們感到欣慰。

2A 劉天池
    在這次的消防訓練營

中我學到了「團結就是力

量」這道理。在黑箱訓練

中不需要你一個人很快速

的出來，是要運用你的團

隊合作，需要通過和同學

之間的溝通與協調，彼此

信賴對方。在那一刻我終

於體驗到一個團隊的成長

不是一朝一夕的，是要經

過千錘百煉才能從中脫穎

而出。最後我想感謝我們

的教官，在教官認真和嚴

厲的態度下，我們共同面對了疲憊、艱苦的挑戰。在完成了一系列看似很困難的

訓練後，享受到了艱苦訓練之後的喜悅，在夜晚大家一起交流溝通的過程中增進

了彼此間的友誼，大大增加了我們團隊的凝聚力。

  2B 麥子康 
    很高興能夠參加為期五天的多元智能挑戰營，從簡介中獲悉這是一個要求嚴

謹紀律、發揮團隊精神和學習防火知識的活動。我自問是一位制服團體的團員，

有信心克服這項挑戰。

    在這五日四夜裡，大家就好像吃中藥一樣，只是覺得很苦但最後又覺得甜

美。起初，大家都是戰戰兢兢的去做，把房間打理得整整有條，穿着整齊制服接

受訓練，但是過了兩天，大家都遺忘了回復本來的我，把房間打掃乾淨、制服又

不整齊、終於我們分別受到做掌上壓的懲罰。

    教官的訓話在不知不覺間溶入了我們的心裡，到了最後一刻才明白教官的用

心良苦。在最後一日檢查營房時，竟然被葉sir的「合格」這兩個字而所感到興

奮、驕傲，這幾日來我們不斷磨合，成為一個整體，才換得這個成果。

    離別時，有些同學的眼淚

流過臉頰，我覺得這和一開始

時簡直是天淵之別。我們學到

了自律、待人處事、團結精

神、尊重別人及防火知識。

    最後，我開心的是爸爸媽

媽出席了畢業典禮，其中我更

獲得最佳進步獎的表揚，使我

感到非常高興。離開時我們更

依依不捨地與我們尊敬的導師

們揮手話別呢！

3A 李雅瑩

    從來都沒有寄望自己能有幸奪獎，獎項似是遙不可及的，因為在消防營中，

我的表現未算突出，自己亦都從未被教官稱讚。當教官宣佈最佳進步獎的時候，

我目瞪口呆，由心而發地感謝

教官予我的肯定，我深知，自

己仍有做得不足的地方，但我

會繼續努力，以後都會竭盡所

能，做到最好，最後，多謝教

官同老師給我的肯定！

    在這個營裏，我們不止學

會了大家經常說的團隊精神，

更學會了如何在這個社會上生

存！如果有同學對多元智能挑

戰營感興趣，不妨明年就參

加，挑戰一下自己！改變一下

自己！

15



學 鳴

第 45 期  

5B 張滶澄

    我參與了生命教
育組舉辦的「模擬高
齡長者體驗」，當中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戴上一副特製眼鏡，
模擬老人家患上黃斑
病變。當我戴上眼鏡
後，竟然閱讀不到餐
單上的文字。可想而
知，當一名患上黃班

病變的長者在餐廳裏想點餐時，如何能夠下單呢？他們會否產生一些疑慮，例如會
否令侍應不耐煩呢？會否被粗言以對？能得到別人的尊重嗎？這警醒了我，我們應
主動了解老人家的想法，包容他們的不便，並應該尊重他們，而我們都應該趁年青
時，好好愛惜自己身體，並以積極和樂觀的態度面對人生。

    「悟生‧悟死」。明白死亡是不能避免的事實，反思如何活好這有限的人生，如何生活得更有意義。透
過不同類形的體驗活動，同學領會到珍惜自己，以及身邊的人和事。

無言老師
    到訪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由防腐師伍桂麟先生帶同學深入認識「無言老
師」遺體捐贈計劃，並參觀實驗室及解剖室，從死亡反思生命的寶貴。

5D蔡凱兒
    通過參加這次「無言老師」的講座和參觀活動，不僅讓我更加了解生命的意
義，珍惜生命，更重要的，是讓我收獲了「從死看生」這一訊息點。很多時候，
我們之所以畏懼死亡，是因為對未知的恐懼。但這一活動，正是叫我們從死亡看
向生活。在這當中，讓我知道死亡並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不知如何活在當
下。正因如此，透過這一活動，讓我能夠更加珍惜現在的時光，充實的過每一
天。無言老師，不勝感激。

生命教育農莊及園藝工作坊
    親親大自然，直接體悟自然生活
和鄉土環境，建立對生命的感性認
識。

認識長者護理行業，了解香港的安老服務。

歷耆遊樂園

透過歷耆者室內關卡活動，了解長者的不便之處，感同身受，長幼共容。

透過歷耆攤位將敬老護老之心傳揚開去。

生 命 教 育

「身前行動」生命教育話劇
「身前行動」到校表演生命教育話劇之
「選擇」，讓同學們學習以正面和積極
的態度面對逆境，並學會珍惜生命、愛
護自己，活出精彩快樂的生命旅程。活
動當日「身前行動」創會主席廖安麗女
士亦有到場支持。

生命教育處
珍惜當下  生命無價  

生命‧歷情‧體驗  
    在互動遊戲中，重新思索何謂「年青」、何謂「年老」，從中領略生命的價
值，學懂珍惜時間，關心身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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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友計劃 
「協同精神，師友同行。」感謝協同校友的熱心支持，以生命影響生命，與學弟學妹分享人生經驗和提供指導。 

大學參觀
為學習訂下明確目標，努力向著標竿直跑。

個人發展計劃
CARE CAMP 

  計劃會透過一系列活動(包括宿營、企業參
觀及其他專業培訓課程等)，讓學生尋找個人興
趣之餘，亦有機會在繼續升學或踏入社會前作充
分的準備，闖出大世界。

熱愛生命音樂會暨才藝表演
以音樂表達對生命的熱愛，勇於「追夢」! 才藝表演讓同學一展所長，發光發亮。

尋找前路　激發潛能

生 命 教 育

給自己的信
對自己作出承諾，積極以行動實踐。

為處於不同學習階段的同學提供資源和平台，協助他們尋找前路，確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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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7陸運會各項冠軍成績紀錄
        組別     

   姓名

                 班別

項目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男子丙組 女子甲組 女子乙組 女子丙組

姓 名 班別 成 績 姓 名 班別 成 績 姓 名 班別 成 績 姓 名 班別 成 績 姓 名 班別 成 績 姓 名 班別 成績

徑
賽

100米 李盛駿 4D 11:73 陳俊琪 4D 12:70 談振滔 1A 13:74 張淑儀 5B 15:30 陳鎧澄 3C 14:02 阮香英 2A 15:64

200米 香偉城 6C 24:99 陳俊琪 4D 26:53 梁天賜 1A 29:85 陳秀慧 6B 33:83 陳鎧澄 3C 39:89 何韻儀 1D 42:50

400米 張滶澄 5B 59:14 關杰棠 4B 1:00:24 蔡家源 1A 1:13:35 劉海淇 5D 1:23:10 秦思芬
(新記錄)

3A 1:11:52 黃嘉儀 2C 1:19:34

800米 林耿聰 4B 2:25:24 郭梓麒 4C 2:39:14 黎惠權 2A 2:43:74 林詩咏 5D 3:10:99 秦思芬
(新記錄)

3A 2:47:31 蔡泳茵 2C 3:23:95

1500米 林耿聰 4B 5:32:81 郭梓麒 4C 5:46:48 岑瑋衡 1D 6:44:73 林欣
(新記錄)

6A 6:42:72 秦思芬
(新記錄)

3A 6:07:66 蔡泳茵 2C 6:25:49

100/110米跨欄 吳家俊 6E 18:81 陳家霖 3A 18:24 岑瑋衡 1D 21:73 歐陽樂瑤 5D 20:95 陳紫茵 4A 19:81 何韻儀 1D 24:65

4*100接力 馬可 49:78 馬可/
約翰

52:82 馬可 58:63 馬太 1:01:11 路加 1:01:14 約翰 1:04:61

4*400接力 /

田
賽

跳遠 楊子聰 5A 5.11 郭梓麒 4C 5.12 梁天諾 2C 3.99 林欣 6A 4.06 歐宛宜 3D 3.89 蔡泳茵 2C 3.91

跳高 香偉城 6C 1.70 關杰棠 4B 1.50 蔡家源 1A 1.35 關卓盈 5B 1.40 陳紫茵 4A 1.10 練靖儀 2D 1.24

三級跳遠 林嘉希 5D 10.69 陳俊琪 4D 9.23

推鉛球 梁雄毅 4A 10.83 張威能 2A 10.00 李逸昇
(新記錄)

2B 9.47 鄭曉玲 6B 6.24 何珮欣 4A 6.74 蘇浿伽 2B 6.40

擲鐵餅 張艷強 5D 28.03 陳慰城 4A 25.35 李逸昇
(新記錄)

2B 20.10 劉海琪 5D 18.11 何佩欣 4A 14.93 蘇浿伽 2B 17.58
(新記錄)

2014-15陸運會個人全場冠軍
男子甲組　香偉城 6C
男子乙組　陳俊琪 4D　郭梓麒 4C
男子丙組　李逸昇 2B
女子甲組　林　欣 6A 
女子乙組　秦思芬 3A
女子丙組　蔡泳茵 2C

2015-16陸運會社際總團體獎
冠軍　路加社　　亞軍　馬太社

2015-16陸運會社際團體獎
冠軍　馬太社　亞軍　路加社

本年度破紀錄項目 
項目 姓名(班別) 成績
男丙鉛球 李逸昇 (2B) 9.47米
男丙鐵餅 李逸昇 (2B) 20.10米
女甲1500米 林　欣 (6A) 6:42:72
女乙400米 秦思芬 (3A) 1:11:52
女乙1500米 秦思芬 (3A) 6:07:66
女丙鐵餅 蘇浿伽 (2B) 17.58米
女乙800米 秦思芬 (3A) 2:47:31

場刊封面設計比賽
優勝者　3D 羅綽妍　3C 麥嘉雯

女子乙組全場總冠軍感想 
3A 秦思芬 (破記錄項目: 女乙400米、800米、1500米)

　　記得在中一的第一堂體育課上，體育老師向我們介紹了學校的陸運
會。當聽到全場總冠軍時，稚嫩的我認為「全場總冠軍」是遙不可及的
崇高榮譽，是那些大哥哥大姐姐才有資格去競逐的。而我，渴望着有一
天能像他們一樣，在運動場上拼盡全力地奔跑，聽着觀眾席傳來的喝
彩，贏得至高無上的榮耀，接受大家的祝福和讚賞。
　　在不久後的陸運會上，當大會司儀宣佈「全場總冠軍」時，所有人
都在歡呼，鼓掌聲和吶喊聲震耳欲聾，那時我就在想，總有一天，我也

可以憑著自己的實力，站在頒獎臺的最高處，拿着那個金光閃
閃的獎盃。
　　兩年來，我一直都以獲得「全場總冠軍」為目標並不
斷地努力着，直到中三的陸運會，我終於做到了，我成功
站在了頒獎臺的最高處，捧走了屬於我的獎盃。可在那一
刻，我又變得迷茫了，因為大家並不知道，表面輝煌的

我，在學界比賽中根本算不了什麼。但我很清楚，我的目
光變得遠大了，目標不只是協同中學的全場總冠軍，更是學

界比賽中的冠軍！來年，我會繼續向着目標而努力，期望在陸
運會上突破自我，再次打破學校的紀錄！

男子丙組全場總冠軍感想 
2B 李逸昇 (破記錄項目: 男丙鉛球、鐵餅)

　　今年陸運會，我有幸破了推鉛球和擲鐵餅兩項
紀錄。能破這兩項比賽紀錄其實是不易的。當我還
在中一的時候，我經常缺席田徑練習。可是，到了
中二級，我茅塞頓開，終於想通沒有事能夠不學就
會，所以我便逄星期五放學都去上操場跟教練練
習。今年陸運會，我把教練所教我的技巧都發揮在
比賽上，成功奪得推鉛球和擲鐵餅兩項項目的金
牌，亦因為破了兩項記錄，令我成為了
男子丙組全場總冠軍。
　　在此我要衷心感謝兩個人。
第一個是我的爸爸，他在我小時
候便和我玩各式各樣體能遊戲，
從而練成現在的力量。第二個是
我的教練「昭姐」，是她教會了
我推鉛球和擲鐵餅正確的姿勢，
雖然訓練量有時很辛苦，但最後能
推遠一點點便沒有白費氣力吧!

協 同 體 育

陸 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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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組
2016-17跆拳道組幹事

主 席 S.5D 歐陽樂瑤

副主席 S.5A 鄭楚穎

幹 事 S.3A 韋文輝

幹 事 S.3B 彭子韻

幹 事 S.5A 黃穎思  

教練： 周耀亮先生 (香港跆拳道正道館教練)

獎項
大埔體育會2016至2017年度全港跆拳道觀摩邀請賽

（大埔體育會暨香港跆拳道正道館合辦）

殿軍（品勢女子B組） 黃穎思(5A)

香港學界跆拳道比賽2017（香港跆拳道協會主辦）

冠軍（中學男子色帶組） 何澤城(1A)

港穗盃跆拳道比賽2016（香港跆拳道協會主辦）

冠軍（男子青少年黑帶組） 陳淦森(3B)

男子乒乓球隊 
盧啟邦老師

  今年我是第一年擔任乒乓球負責老師，對我來說可算是一個新的

工作。最初入來的時候，只有男子甲乙組的6個人，心裡也想著大概

這個只是一個不起眼的興趣小組，但是，在和隊員相處過後，看過他

們的技術和熱誠後，發現到原來人數雖少，但每一個都是認真鍛練，

俗語有云「貴精不貴多」，大概就是這個意思。每位隊員在練習時常

常自稱很弱，但在教練指導和看比賽時總是最入神的。大家都會要求增加賽前練

習，希望爭取好表現。在學界比賽日，大家總是戰戰兢兢的，常常問我輸了會有

甚麼後果，不想輸。其實我的心情和隊員一樣，總是希望他們的努力得到回報。

最令的驚訝的是，他們在正式比賽時的樣子，卻是最認真的，令人有安心的感

覺。在今年，我們乒乓球組得到了團體亞軍和乙組亞軍，甲組和新加入的丙組隊

員也獲得8強之位，可是一個十分不錯的成績。現在，球組成員已發展至12人，各

人的經驗和熱誠也愈來愈多，希望乒乓球組在未來會有更好的發展。

  女子籃球隊 
6A 林欣

  回顧起當年中一的女籃還沒有成形，隊員少之有少，只有幾名甲組和一

些初中成員，因而女籃不被人們所重視。但中二後就是女籃新的轉捩點，先

有余sir的加入，使女籃得到資源，再有莊教練悉心的教導，不但令女籃的技

術有所提升，還令我們女籃變得團結和融洽。最後，還有星級教練李祉均的

領導下，女籃今年終於創造歷史贏得學界第四名。身為隊長的我也為此而感

到驕傲，因為在各隊員之間的努力下，協同女籃終於得到回報。

  我很感激隊友們對我多年的忍耐和寬容，因為每當我比賽時，情緒起伏

很大，不過隨着年齡的增長我的情緒也有所改善。除此之外，我們還很感激

教練們的悉心栽培，教練不但令我們的技術改進不少，還使我們知道自己的

不足，發奮圖強地練習。本年度的學界，協同女籃雖然未能奪冠，但這足以

證明我們犧牲自己休息的時間，甚至放假也日以繼夜地練習是沒有白費的。

縱然淘汰賽階段我們面對的對手十分強勁，但我們往往越戰越強，憑著爭勝

心突破了重重難關，所以最後即使不是冠軍，我們也無愧於心了。

  女籃戰友們，與你們一起奮戰真的很開心，除了可以盡情表達自己，也

希望我們能夠友誼永固，經常相聚。此外，雖然我快將畢業，我也衷心希望

師妹們能秉承協同女籃永不放棄、團結一致的精神，繼續努力，無論遇到甚

麼境況都要迎難而上，繼續為協同發光發亮。

田徑隊 
5B 關卓盈

  不經不覺，我加入協同田徑隊已有5年了。從起初只有體育老師執教田徑

隊，至今，各個項目都有了專屬(跑、跳、擲)的教練，學校安排給學生訓練的

資源不斷增加，協同田徑隊就像一個時代，不斷地進步，而我，就親眼見證了

它的進步。

  今年，協同田徑隊成功突破

了往年的成績。在田徑學界中，

女子隊在第三組第二區的比賽登

上了女子團體冠軍的寶座，升上第

二組別，這是協同近二十年來最好

的成績了。作為隊長，我見證着協

同田徑隊的改變，舊隊員離開，新

隊員加入，不少隊員在放學後，假

期內，甚至在上學前，都會堅持出

席訓練，為了在比賽埸上得到更好

的成績，為了大家共同的目標，為

了升上第二組別。即使有些隊友知道自己未必能贏，但仍然盡力為團隊爭取標

準分，藉著「就算輸，都要贏」的心態，就算個人輸了，也要令團隊勝出，表

現出了團隊精神的重要。今年的佳績是靠每一位隊員的努力付出，也是每一位

在背後幫我們籌備和鼓勵的教練和老師的功勞。在此，衷心感謝各位老師，教

練和同學為田徑隊所做的一切，這勝利的果實，是屬於大家的。升上第二組別

後，或會失去部分項目的獎牌及分數，但希望田徑隊員不要氣餒，努力克服心

理關口，來年再戰更高水平的D2組別！

  學界田徑相關報導: http://sportsroad.hk/archives/143533

體 育 風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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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體育推廣主任計劃 
　　該計劃由民政事務局、康文署、教育局及香港體育學院合作推展 的「學校體育計劃推廣主任」計劃。在該計劃下，退役運動員獲接受培訓及安排
到學校協助推行學校體育計劃的活動，為學生提供更多參與體育活動的機會和提升學 校運動水平。很高興協同中學能成為成功申請學校之一，計劃將
持續三年並獲得一佰零五萬資助給學校。

中銀香港學界體育志願者計劃
　　何謂義務工作？ 從體育志願者計劃開始~
　　協同這班志願服務既同學將會在本學年參與學界體育賽事，在各學界賽事
中參與賽事管理和義工服務，希望同學從中體驗甚麼是義工應有態度和特質。

中學生運動員支援計劃
　　由香港中文大學推行的中學生運動員支援計劃，本校有幸和中大
中大運動醫學團隊合作舉行「預防運動創傷工作坊」-常見的運動創傷
及預防方法，拉筋及運動貼紮示範。希望同學們參加完今次工作坊後
會對運動創傷有更深刻了解。

 毅力十二愛心跑
　　「毅力十二愛心跑」是由香港精英運動員協會於一九九八年創辦的慈
善接力跑步活動，目的不單是為了籌款，更希望透過接力跑的形式，推廣
體育運動對健康的好處。協同派出幾位初中同學接受愛心跑挑戰，度過一
個有意義的除夕！

新興體育活動推廣
　　引進新穎的運動項目，提供免費接受運動訓練的平台，吸引及
增加學生參加運動的機會，讓其發展潛能。
　　中五級的棍網球運動示範課：

體 育 風 采

香港中文大學
《施我裝備 運動傳承》計劃

　　感謝香港中文大學《施我裝備 運動傳承》計劃的支持，讓協同
能成為受惠學校之一(獲得羽毛柱2套)，讓同學能擁有更完備的運動器
材，計劃更鼓勵全校同學們保持恆常運動既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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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祁士德花園裡，有兩台風力發電機和八塊太陽能光伏

板；而在地下有蓋操場,有三部發電單車。

  兩台風力發電機所產生的電力是供應在花園內水栽植物的

電泵，電泵會把水泵上水栽植物的水管，供植物生長。而八塊

太陽能光伏板每年能為我們省下約$3000電費呢! 三部發電單車

方面，因它們產生的電力較小，只能供電往裝飾用的LED燈。

  如果大家想認識多點我校的環保設施，不妨到三樓祁士德

花園細心觀察風力發電機和太陽能光伏板等設施。 沿途還有關

於風力發電、水耕種植和太陽能發電的橫幅供大家參考。

2D周芷諾(環保及健康大使)

單車發電系統風力發電機 環保及健康大使

環保設施橫幅

「也許在另外一個平行時空裡，我們是在一起的。」

我們都是協同人，在同一地點不同時空下做過不一樣的事，想

知道大家SYNC唔SYNC 到，不妨嘗試對協同加深了解一下吧…

平行時空下的協同

協同中學外觀 - 1958年 協同中學外觀 - 2012年

測試你和協同有幾SYNC?  以下5幅圖你又知道屬於協同哪一個角落?

1

3

5

2

4

答案: (請反轉印刷)
1. 圖書館 2. 祁士德花園 3. 校園電視台 4. 4樓3號梯 5. 1樓禮堂外天花

校 園 生 活

我們學校增設了一些環保設施，大家又知道多少呢？

瞬間看協同

太陽能光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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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成 就

英雄榜 學生成就2016-17
類　別 比賽 / 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得獎者 （2016/17）

學術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獎學金 
(2016/17)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高中學生
獎

歐雋彥(6E) 　何慧嬿(6E)

2016-17年度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校友至善獎學金

陳早標獎學金(一萬元) 莫曉晴校友

黃廷方慈善基金 及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黃廷方獎學金2016 陳紫婷(5C)

「藝恆愛心行動獎學金計
劃2016」

傑出獎 - 第三名 吳卓熙(6E) 

優秀獎
郭曉盈(5C)　施樂怡(3D) 
李嘉蘊(4D)

第八屆九龍地域傑出學生
選舉

九龍地域優秀學生 吳卓熙(6E)　蔡凱怡(5D)

第九屆深水埗傑出學生選舉
傑出學生 周芷諾(2D)

優秀學生
秦思芬(3A)　黃書懷(3D)
林詩咏(5D)

第六十八屆香港學校朗誦
節

中學三、四年級男女粵語詩文集誦亞軍
女子粵語散文獨誦冠軍 容采怡(4D)
男子普通話散文獨誦冠軍 劉家誠(2A)
女子粵語散文獨誦亞軍 楊雪深(4D)
女子粵語詩詞獨誦亞軍 莫浩盈(4C)
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亞軍 周芷諾(2D)
女子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黃汶慧(4C)
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 張燕晴(2A)
男子粵語散文獨誦季軍 黃永安(5A)
男子粵語詩詞獨誦季軍 賴卓豐(1C)
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 曾雅雯(4C)
女子普通話詩詞獨誦季軍 吳詠琪(1D)

理工大學
高中數理比賽SSMSC 2016

Medal(Mathematics)
Distinction (Chemistry) 歐雋彥(6E)

High Distinction (Biology) 陳　曦(6B)
High Distinction (Physics) 李兆岐(6E)
Distinction (Mathematics) 黃健智(6E)

The "Chemists Online" Self-
study Award Scheme 2016 
(Organized by EDB)

Diamond Award
何峻誼(6E)　羅森耀(6E)
李兆岐(6E)　潘曜林(6E)
黃健智(6E)　劉海淇(5D)

Platinum Award
李晓欣(6B)　戴婉怡(6B)
鄒俊傑(6E)　馮樂恆(5C)
李詠琳(5C)

Gold Award 張嘉龍(5C)　歐陽樂瑤(5D)
Silver Award 何家駿(5C)

Bronze Award 林寶華(6A)　庾曉彤(6E)
劉銘浩(5C)　嚴嘉栢(5D)

第十六屆基本法盃中文辯
論隊比賽
第一、三回合初賽

最佳辯論員 周卓嵐(5D)

第三十二屆星島盃中文辯
論隊比賽
第二回合初賽

最佳交互問答辯論員 周卓嵐(5D)

向敬師致敬2016 –
中文徵文比賽

優異獎 陳慧賢(3D)

2016特區政府施政
十件大事評選

二等獎 林家希(5D)

羅氏慈善基金頒發
「2015/16學年應用學習獎
學金」

特別嘉許獎 顏悅恩(6D)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大會及
港島獅子會合辦
全港青年古典詩詞朗誦比
賽

粵語或普通話公開組冠軍 梁啟章(4D)
粵語或普通話公開組優異獎 王佛庭(4D)

粵語初中優異獎 伍俏巧妮(3D)

第二十三屆聖經朗誦節

中四至中六級粵語聖經集誦
冠軍

4D班

少年組小組普通話集誦冠軍
余少青(5A)　張麗瑩(5B)
馬曼霞(5B)　蘇　玳(5D)
袁曉霖(5C)

二人對誦普通話冠軍
袁詠詩(5A)　袁曉霖(5C)
張燕晴(2A)　周芷諾(2D)

少年組小組粵語集誦冠軍
陳栢峻(1D)　孔維健(1D)
游俊偉(1D)

少年組小組粵語集誦亞軍
周昕妍(1D)　鄧詠嬅(1D)
何韻儀(1D)

少年組小組普通話集誦亞軍
李　琳(1D)　莫寶琳(1D)
吳詠琪(1D)

二人對誦粵語亞軍 莫浩盈(4C)　楊雪深(4D)

少年組小組粵語集誦季軍
莫浩盈(4C)　黃汶慧(4C)
李嘉蘊(4D)　李樂瑤(4D)
楊雪深(4D)

粵語獨誦季軍
賴卓豐(1C)
黃永安(5A)

二人對誦粵語優異獎
李靖霖(4D)　容采怡(4D)
卓奕坤(3D)　葉雨華(3D)

普通話獨誦優異獎 陳思羽(2B)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六十
周年校慶中文硬筆書法比
賽

高中組亞軍 李靖霖(4D)

高中組優異獎 張子淇(4D)

朱保慈博士文字創作比賽
2017（香港路德會）

冠軍 （中文組：高中及大專
組）

蔡凱怡(5D)

優異（中文組：初中組） 施樂怡(3D)
徐治群女士獎學金2017
（香港路德會）

徐治群女士獎學金
何濠民(4B)　鍾敏靖(4C)
嚴嘉栢(5D)

香港基督少年軍之友獎學
金2016 獎學金 吳靜宜(4B)　梁焯琳(5C)

類　別 比賽 / 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得獎者 （2016/17）

學術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
賽區) 優異獎

方　晴(5B)　譚俊偉(5B)
鄭穎琪(5B)

全港青年演講比賽 優異獎
王佛庭(4D) 　廖詩汶(5C)
羅綽妍(3D)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 
2016-17「兩代情」徵文比
賽

高中組亞軍 王佛庭(4D)

優異獎(初中組及高中組)

張威能(2A)　陳苑雯(2A)
鄧雯禧(2A)　黃嘉儀(2C)
黃宇澄(2C)　李淑清(3A)
李凱欣(3A)　韋文輝(3A)
秦思芬(3A)　張子淇(4D)
陳俊琪(4D)　劉心怡(4D)
黃楚浩(5D)　蔡凱怡(5D)
蘇　玳(5D)

全港中學生通識教育及歷
史教育論文比賽

優異獎 簡俊邦(6B)

施彭年教聯獎學金2016-17 獎學金（深水埗區） 梁筱瑩 (2B)

全港青少年數學挑戰賽2017
銀獎 王瑋鋒(3A)
銅獎 黃文傑(4C)　王佛庭(4D)

音藝

深水埗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主辦
深水埗民政事務處合辦
公民教育歌唱比賽

中學組季軍

何珮欣(4A)　黃詠琳(4B)
李詠欣(4C)　姚美靈(4C)
葉倚佃(4D)　趙倩利(5D)
羅曉琳(3D)　羅佩琳(3D)
伍俏巧妮(3D)　陳樂宜(2D)
何樂欣(2D)　蘇諾儀(1D)
莫寶琳(1D)　陳栢峻(1D)
李　琳(1D)　張卓瑩(1C)
蘇淑婷(1B)　胡曉彤(1B)
馮心妍(1A)

香港青年協會主辦
<<職業字典>>推廣計劃
「實踐吧！夢想！」
微電影創作大賽

冠軍
路德會協同中學「追夢者．
一個不怎麼樣的故事」

「世界心臟日」
香港心臟基金會繪畫比賽

優異獎
王杞熒(5D)　陶樂禧(5A)
黃詩敏(6B)

第68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音樂及朗誦協會）

良好獎狀
（混聲合唱組－中文N77）

陳柏熹(1A)　　蔡美玲(1A)　
馮心妍(1A)　　譚堯禧(1A)　
趙國炫(1B)　　巫凱妮(1B)　
曾慶軒(1B)　　武煒然(1B)　
胡曉彤(1B)　　蘇淑婷(1B)　
霍紫馨(1C)　　劉茂珍(1C)　
張卓瑩(1C)　　陳凱淇(1D)　
張曉晴(1D)　　蔡詠愉(1D)　
鄧詠嬅(1D)　　洪健斌(1D)　
林再欣(1D)　　李　琳(1D)　
莫寶琳(1D)　　蘇沛銣(1D)　
蘇諾儀(1D)　　陳栢峻(1D)　
張燕晴(2A)　　何樂欣(2D)　
陳樂宜(2D)　　曾佩芝(2D)　
羅珮琳(3D)　　羅曉琳(3D)　
伍俏巧妮(3D)　

優良獎狀
（木笛獨奏）

林雅怡(1C)　　陳詩敏(2D)
覃興達(3C)　　何珮欣(4A)
李詠欣(1A)　　張卓瑩(1C)

良好獎狀（長笛獨奏） 袁詠詩(5A)
良好獎狀（聲樂獨唱-中文） 洪健斌(1D)
良好獎狀（古箏獨奏） 鄭穎琪(5B)
良好獎狀 （鋼琴獨奏） 劉茂珍(1C)
良好獎狀（木笛獨奏） 梁嘉晴 (1D)

服務

西九龍總部深水埗東區技
能訓練盾2017 

季軍
紅十字會YU285團

吳虹匡(3C)　李嘉瑩(4B)
莫浩盈(4C)　譚倩瀅(4C)
張子淇(4D)

香港交通安全隊「無毒有
關愛、家庭幸福滿標語設
計比賽」

「最佳標語設計比賽」亞軍
「最佳海報設計比賽」季軍

彭鎧淇(2A)　羅雪怡(2B)
梁筱瑩(2B)

公益少年團周年頒獎典禮 
(深水埗區)

一等榮譽級章 劉海淇(5D)　郭曉盈(5C)
三等榮譽級章 張淑儀(5B)
高級章 李詠琳(5C)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警察執行處)

銀章 張淑儀(5B)

銅章

郭梓麒(4C)　黃汶慧(4C)
曾雅雯(4C)　鄭芷茵(4D)
劉心怡(4D)　李靖霖(4D)
李　俊(4D)　吳旨伶(4D)
王佛庭(4D)　楊子玄(4D)
伍俏巧妮(3D)　黃書懷(3D)

體育

2016-2017年度
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
校際游泳比賽

冠軍（女子甲組50米背泳） 古采豫(5D)
季軍（女子甲組50米蝶泳） 古采豫(5D)
季軍（女子丙組50米背泳） 蔡泳茵(2C)
殿軍（女子丙組100米自由泳） 蔡泳茵(2C)

2016 中國. 北京. 標準舞、
拉丁舞世界公開賽

14歲以下單人C、D、R組比
賽一等獎

何樂欣(2D)

世界跳繩錦標賽2016

個人賽2銀1銅
總成績 14 歲以下組,
世界青年第2 名
團體 1金3銀1銅,
總成績世界青年第2

簡裕榮(2A)

個人賽 1 銅
團體賽 1金5銀1銅
總成績男子組世界第2

朱棹琦(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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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比賽 / 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得獎者 （2016/17）

體育

DOUBLE DUTCH CONTEST 
HONG KONG
Compulsory Rountine & Speed

U18-champion 朱棹琦(4C)　簡裕榮(2A)
蔡家源(1A)

聖母玫瑰書院陸運會4X100
米接力邀請賽

亞軍
關卓盈(5B)　劉凱茵(4B)
李靖霖(4D)　盧頌生(4D)

2016-2017年度
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
校際越野比賽

團體冠軍 （女子甲組）
林　欣(6A)　陳秀慧(6B)
歐陽樂瑤(5D)　林詩咏(5D)
劉卓琳(4A)　溫傲雪(1B)

團體亞軍 （女子乙組）
李雅瑩(3A)　秦思芬(3A)
王羡宜(3C)　蔣家琪(3D)
黃書懷(3D)　梁嘉晴(1D)

個人冠軍 （女子丙組） 蔡泳茵(2C)
個人亞軍 （女子乙組） 秦思芬(3A)
個人殿軍 （女子丙組） 黃嘉儀(2C)
個人第六名 （女子甲組） 林詩咏(5D)
個人第七名 （女子甲組） 林　欣(6A)

團體總亞軍
（女子組）

林　欣(6A)　陳秀慧(6B)
歐陽樂瑤(5D)　林詩咏(5D)
劉卓琳(4A)　李雅瑩(3A)
秦思芬(3A)　王羡宜(3C)
蔣家琪(3D)　黃書懷(3D)
梁筱瑩(2B)　蔡泳茵(2C)
黃嘉儀(2C)　李伊菲(1A)
溫傲雪(1B)　梁嘉晴(1D)
蘇沛銣(1D)　吳詠琪(1D)

香港跆拳道協會主辦
港穗盃跆拳道比賽2016 冠軍 陳淦森(3B)

大埔體育會
2016-17年度全港跆拳道
觀摩邀請賽

品勢女子B組 殿軍 黃穎思(5A)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深水埗體育會合辦 
深水埗分區田徑比賽

男子青少年D組4*100米接力
冠軍

陳嘉霖(3A)　關杰棠(4B)
盧偉森(4B)　陳俊琪(4D)

女子青少年D組400米 冠軍 秦思芬(3A)
女子青少年D組1500米 冠軍 蔡泳茵(2C)
男子青少年C組跳高 亞軍 張溎璁(6C)
男子青少年D組400米 亞軍 林坤耀(4A)
女子青少年D組4*100米接力
亞軍

阮香英(2A)　陳鎧澄(3C)
麥芷青(3D)　劉凱茵(4B)

男子青少年C組400米 季軍 張滶澄(5B)
女子青少年D組100米 季軍 陳鎧澄(3C)
女子青少年D組鐵餅 季軍 劉海淇(5D)
男子青少年C組標槍 季軍 侯俊銘(4B)

2016-2017年度港島及
九龍地域中學
校際籃球比賽

女甲籃球殿軍

林　欣(6A)　鄺泳琳(6A)
黃詩敏(6B)　陳惠琦(6D)
黃耀慶(5A)　關卓盈(5B)
張嘉怡(5C)　劉海淇(5D)
劉凱茵(4B)

中國舞
全港藝．牽舞蹈比賽2016

獨舞 金獎 龍汶芷校友

三人舞 銀獎
余少青(5A)　胡洛晴(5C)　　
譚心如(6A)

全港精英跳繩比賽2017 暨
香港代表隊選拔賽

15歲以上男子組
單人繩速度跳(30秒)比賽
亞軍

朱棹琦(4C)

14歲以下男子組
單人繩速度跳(30秒)比賽
季軍

簡裕榮(2A)單人繩速度跳(3分鐘)比賽
冠軍
個人花式比賽 冠軍
個人總成績 冠軍
個人花式比賽 亞軍

蔡家源(1A)
個人總成績 殿軍

香港跆拳道協會主辦
香港學界跆拳道比賽2017 中學男子色帶組 冠軍 何澤城(1A)

2016-2017年度
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
校際田徑比賽

女子團體總冠軍 女子甲組團體冠軍
男子丙組團體亞軍 女子乙丙組團體季軍
男子丙組400米冠軍 黎惠權(2C)

男子丙組4*100米冠軍
蔡家源(1A)　梁天賜(1A)
張業承(1D)　談振滔(1A)

女子甲組4*100米冠軍
李靖霖(4D)　劉凱茵(4B)
盧頌生(4D)　關卓盈(5B)

男子甲組鐵餅亞軍 林鶴如(3A)
男子丙組鐵餅亞軍 李逸昇(2B)
女子甲組100米亞軍 劉凱茵(4B)
女子甲組200米亞軍 關卓盈(5B)
女子甲組鐵餅亞軍 劉海淇(5D)
女子甲組100米跨欄亞軍 歐陽樂瑤(5D)
女子乙組100米亞軍 陳鎧澄(3C)
女子丙組800米亞軍 蔡泳茵(2C)
女子丙組1500米亞軍 蔡泳茵(2C)
女子丙組鐵餅亞軍 蘇浿伽(2B)
女子乙組100米跨欄季軍 陳紫茵(4A)
女子乙組1500米季軍 秦思芬(3A)
男子甲組標槍殿軍 侯俊銘(4B)
男子丙組鐵餅殿軍 蕭國峰(2D)
女子甲組200米殿軍 劉凱茵(4B)
女子乙組200米殿軍 陳鎧澄(3C)
女子乙組800米殿軍 秦思芬(3A)

女子丙組4*400米殿軍
吳詠琪(1D)　蘇沛銣(1D)
黃嘉儀(2C)　蔡泳茵(2C)

女子丙組800米殿軍 黃嘉儀(2C)
女子丙組跳高殿軍 陳雅桓(2D)
女子丙組鐵餅殿軍 余穎茵(2D)

類　別 比賽 / 組織名稱 獎項詳情 得獎者 （2016/17）

體育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
中學第四十二屆田徑運動
會友校接力賽

季軍
陳俊淇(4D)　李盛駿(4D)
楊子聰(5A)　張滶澄(5B)

2016-2017年度港島及
九龍地域中學 
校際乒乓球比賽

男子總團體總亞軍

鄭煒城(1A)　郭棋龍(1A)　
梁天賜(1A)　談振滔(1A)　
張業承(1D)　陳承柏(3A)　
毛憲穎(3A)　張正然(3B)　
李梓健(3B)　陶樂禧(5A)　
簡永昇(5C)　梁仲偉(5C)

男子乙組亞軍
毛憲穎(3A)　張正然(3B)
李梓健(3B)　陳承柏(3A)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
全港學界跳繩比賽2017 中
學組

男子組 總亞軍
30秒速度跳冠軍

朱棹琦(4C)1分鐘3人交互跳速度賽冠軍
45秒個人花式亞軍
2分鐘速度耐力跳 季軍

蔡家源(1A)1分鐘3人交互跳速度賽冠軍
1分鐘3人交互跳速度賽冠軍 簡裕榮(2A)

第二十一屆亞洲城市跆拳
道
錦標賽
The 21st Asian Cities 
Taekwondo Championships

青少年男子黑帶組
(Feather雛量級)季軍

陳淦森(3B)

青少年女子黑帶組
(Fin鰭量級)季軍

歐陽樂瑤(5D)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
奧林匹克委員會主辦：
第六十屆體育節
男子跆拳道色帶組

冠軍 何澤城(1A)

The 15th Japan W.A.T.A. 
Open International 
Taekwondo Championships 
2017
(Organized by Osaka 
Taekwondo Association)
(49 kg colour belt)

冠軍 何澤城(1A)

品勢大師盃及菁英賽2017

17-18歲組別太極五章冠軍 鄭楚穎(5A)
17-18歲組別太極四章冠軍 黃穎思(5A)
13-14歲組別太極一章亞軍 孔維健(1D)
13-14歲組別太極一章季軍 關文琪(1C)
11-12歲組別太極一章殿軍 王善滔(1B)

第二屆世界學生跳繩錦賽
(匈牙利主辦)

4*30秒個人繩速度冠軍
2*60秒大繩速度冠軍

李錦潮(1B)

團體速度挑戰賽季軍
表演盃季軍

曾慶恒(3C)　李芷悅(3A)

Ziberty 全港跳繩挑戰賽
2017

男子組 團體賽冠軍
朱棹琦(4C)　簡裕榮(2A)
蔡家源(1A)　曾慶桓(3C)
李錦潮(1B)　賴卓豐(1C)

女子組 團體賽季軍
李芷悅(3A)　王安琪(1B)
陳芷玲(1C)　陳子恩(1C)
梁嘉晴(1D)　蔡泳茵(2C)

2016-2017屈臣氏集團香港
學生運動員獎

學生運動員獎 關卓盈(5B)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 – 
中國舞 (三人舞) 甲級獎

曾　懿(2D)　吳靜宜(4B)
莫浩盈(4C)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 – 
中國舞(群舞) 甲級獎

林璧瑜(1A)
黃凱倫(1A)
袁可盈(1A)
陳文燚(1B)
劉靜義(1B)
霍紫馨(1C)
關文淇(1C)
林樂昕(1C)
劉茂珍(1C)
唐　莹(1C)
陳凱淇(1D)
鄧詠嬅(1D)
譚慧儀(2D)
鄧雯禧(2A)
黃海婷(2A)
羅雪怡(2B)
李耀東(2B)
李淑淇(2C)
徐佩鳴(2D)
李嘉慧(2D)
伍家慧(2D)
曾　懿(2D)
梁子欣(3B)
李鈺琪(3C)
伍俏巧妮(3D)
關佩娟(4A)
吳靜宜(4B)
譚倩滢(4C)
梁倩怡(4C)
莫浩盈(4C)
羅珮琳(3D)

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銀獎

第五十三屆學校舞蹈節 – 
體育舞蹈

華爾滋、查查查、牛仔
乙級獎

何樂欣(2D)　楊潔(1B)

2016-2017全港中學校際
七人欖球比賽

女子甲乙組碗賽冠軍 – 
全港第五名

劉凱茵(4B)　張漪媚(3A)
林芷瑩(3A)　秦思芬(3A)
何玉兒(3B)　賴潔明(3B)
彭子韻(3B)　陳鎧澄(3C)
王羨宜(3C)　陳思羽(2B)
林壁瑜(1A)

學 生 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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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要回家
2017香港路德會朱保慈博士文字創作獎學金徵文比賽

高中及大專中文組第一名
5D 蔡凱怡

 「主管，這是這次的策劃案。」
 「好的，放我桌上，我一會兒看。對了，去英國的機票準備好了沒有？」
　　「主管，準備好了，訂的是後天的機票，只不過⋯⋯」
 「不過什麼？」
 「過兩天就是母親節了，您⋯⋯不用回家看看父母嗎？」
　　呵！母親節麼？是啊！也有很多年沒有回去看看父母了。自從大學畢業
後，就在這城市闖蕩﹑打拼，希望給自己和父母爭口氣，不覺這麼多年過去
了，自己也有五、六年沒見過父母了。
　　可是⋯⋯算了，等過些時間沒那麼忙再說吧！反正有的是時間。
　　我們的主管是一位能幹的年輕女子，高挑的身材，長得眉清目秀，是許多
年輕男同事為之傾心的對象。可惜的是，在這位年輕漂亮的主管眼中，工作似
乎就是她的一切。很多時候，都只能看到她埋首在堆積如山的文件中奮筆疾
書，就連在與人對話時，都是公式化的語氣和笑容，讓許多人望而生畏，真是
應了那句「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除此之外，也甚少見主管提及她的家人，
只有在元旦或農曆新年時，才看到主管打個電話回去問候。讓人不禁猜疑：
「是她與家人關係不好嗎？」
　　出差的日子很快就到了，母親節也如期而至。
　　主管像往常一樣，一大早便開著她那輛紅色的跑車，飛馳往機場方向去。
　　在經過一家花店時，她看到一個小男孩。男孩睜著水靈靈的眼睛，渴望的
望著店裡的花朵，主管順著男孩的目光看去，目光的終點，是一束束嬌嫩欲滴
的康乃馨。
　　對呀！明天是母親節。
　　主管像著了魔一般 ，下了車，走到男孩面前，用前所未有的溫柔語氣
道：「孩子，你怎麼了？」
　　男孩聽到陌生人的聲音後，轉過身，卻絲毫未露怯色，反而正視著對方的
眼睛說：「姐姐，明天就是母親節了，我在看買哪束花送給母親，我想送她最
好看的！」男孩興奮地說著，在說到母親時，眼裡閃爍生輝，在他的眼裡，似
乎裝滿了星星，閃閃發光。
　　她被小男孩天真爛漫的語氣和認真的態度所震驚，看了看男孩衣衫襤褸的
外表，頓了頓，道:「小朋友，那你怎麼不買呢？」
　　男孩的臉頓時變得通紅窘迫，似是下了很大的決心才開口道：「我，我
本來是要買的，可是，剛剛來路上時，因為太興奮，掉了兩塊錢，所以不夠
⋯⋯」聲音越來越小，到了最後，只能看到男孩的嘴唇在動，但在說什麼，
卻無從得知。可是看得出，男孩對自己這一冒失的舉動十分懊惱，就連在說話
時，都不停的在撓自己的腦袋。停頓片刻，繼續道：「看來，今年只能陪母親
說說話，不能給她個驚喜了。」失望的情緒從眉宇間透出來，遺憾之情一覽無
遺。

   「那讓我幫你吧！」男孩驚訝地看著主管手中的兩個硬幣，良久才接過來，
顫抖著說：「謝⋯⋯謝謝您！媽媽一定會高興的！」
　　看著男孩興高采烈地買康乃馨，主管心想：「不如，也給母親買一束
吧！」
　　訂好花後，叮囑花店人員準時送到母親家，她便放心地上車，絕塵而去。
　　車開到一半時，她看到了剛剛的小男孩，只不過，這次的他與剛才並不相
同，不再是剛才神采飛揚的模樣。男孩跪坐在地，微笑的望著面前的石塊，不
知在想些什麼。
　　主管有些慍怒，她停下車，想去質問男孩為什麼不去看母親，竟跑到這兒
來。但當她看清楚男孩兒眼前石碑的內容時，她止住了腳步。
　　男孩的身前，是一塊墓碑。
　　男孩膚若凝脂的小手，止不住一遍又一遍地描繪著碑上的名字，許久，
男孩說話了。他在碑前呢喃道：「媽，明天母親節，我提前來看您了。您看
⋯⋯」男孩將那束康乃馨放在碑前，「這是您最喜歡的康乃馨。」眼淚，順著
男孩的面龐，緩緩下落。
　　主管呆站在男孩的身後，良久，踉踉蹌蹌地轉過身，幾乎是跑著上車，迅
速將方向盤打轉，車的方向，正與機場相反。
　　打開手機，主管率先撥出花店的電話，表示她會自己過去拿花；接著，她
撥出那條雖甚少撥打，卻爛熟於心的號碼。
　　聽著電話裡等待接聽的聲音，主管第一次覺得，時間是如此的漫長，此刻
的她，只是極想見到他們。
　　在漫長如半個世紀的電話鈴響後，終於，她聽到了母親的聲音。
　　「喂⋯⋯」
　　像是有了著落般，一直懸掛在心裡的石頭，終究是落了下來。還好，你們
還在，幸好，我沒有失去你們。
　　「媽，今晚我回家。」
　　「真的？好好好，那媽今晚做你最愛吃的韭菜餡兒餃子。」電話那頭的母
親，愣了片刻，在開口時，語氣有些哽咽，不知是激動還是其他什麼的。
　　主管彷彿看到電話那頭，母親時而驚訝得難以置信，時而欣喜若狂的表
情，心底最柔軟的地方仿似被觸碰了一下。主管望向前方道路的眼神，頓時柔
和起來。過了一會兒，等電話那頭的母親冷靜點，卻仍在不停的問自己，這一
消息是否屬實時，她再也忍不住道：「嗯，真的。媽，就勞您大駕，跟爸說一
聲，今晚，我要回家。」
　　在等紅綠燈的間隙中，她望向窗外。車窗外的天色不知何時已暗了下來。
點點星光在黑夜的映襯下顯得格外耀眼，星星們似乎也在幫忙照耀著這條道
路。主管收回心神，更加堅定內心的想法，開著自己的紅色跑車，往父母家的
方向絕塵而去。

您們‧我們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兩代情」徵文比賽

高中組亞軍

4D 王佛庭
　　一個寧靜的夜晚，一個婦人抱著她三歲的兒子看相冊，她指著照片中的男人，對著小
孩說：「爸爸」。小孩也非常乖巧地喊：「爸爸」。那一刻後，婦人淚如雨下，拖著小孩
痛哭。小孩卻伸出了他的小手，拍一拍她媽媽的後背。
　　那個小孩子是我。
　　媽媽為了掙錢養家外出打工，很久才回家一次。從小，我便和姊姊們相依為命。
　　我不會鬧要吃零食，不會奢望有玩具。在學校我尊師重道，成績優異，在家裏，我對
姊姊唯命是從，在別的孩子戲耍的時候，我默默做家務。我每天很努力、很努力地成為了
傳說中「別人家的孩子」，可是，我卻不能擁有乃至普通人家的父母。
　　您們，我們。是守護，是體諒。
　　在石縫中生長的種子，要麼被扼殺於搖籃之中，要麼突破困境，破土而出。所幸，我
們屬於後者。
　　我上高中了，姊姊們也出來工作了。於是，每次假期，媽媽都會陪我，每次都會準備
我愛吃的。奇怪的是，在這麼美味的菜餚前，媽媽總會在一旁入神地看著我吃。
　　吃飽飯後，我會約媽媽去散步。那個時候，我是學生會的副主席。那一晚，我跟她講
述了我管理學生會時發生的一些事情，以及我對這些事情的解決方式。在我頭頭是道的講
解後，我竟看到媽媽眼裏泛著淚光。
　　那一晚，春風掠過稻草，輕輕地拍打在我的臉上，本是舒心的風，我竟感覺都一絲涼
意。我看著燈光下比媽媽高出一截的影子，我知道，我應該做點甚麼。
　　我用雙手拭去媽媽臉上的淚水，看著她，笑著說：「老媽，我真的長大了。」那一
刻，媽媽那已退回眼眶的淚水被注入了一股力量，媽媽哭了。那是我第二次看見媽媽哭。
我想，為人父母，最期望的，不過親眼看著孩子長大吧？不知道在天國的父親，您覺得兒
子長大了嗎？
　　自那之後，媽媽變了，媽媽脫下了她那一層看似堅硬的軀殼，像一個小女人，會向我
訴說這個星期發生的一切。我知道，這才是媽媽原本的樣子，我想，偽裝了這麼多年的堅
強，使媽媽忘記了她原本的軟弱。我想，我將代替父親，讓媽媽繼續保持現在的模樣。
　　原本在叛逆期可能和媽媽產生的代溝，在還沒產生時，這條鴻溝，已經被填滿了。您
們，我們，是信任，是成長。
　　您們，在最美的年紀把愛給了我們，才會有以後，最好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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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恩師
「向老師致敬2016」徵文比賽

初中組優異獎
 3D 陳慧賢

　　今年教師節，我寫的還是他的名字，每一次我都願意花一
大筆的時間，一筆一劃，把想說的話告訴他，沒有豐富華麗的
詞藻，我仍然想用這蒼白無力的詞句來歌頌你的偉大！
　　他姓鄧，身材矮小，有著肥大的肚子，笑得很慈祥，說話
很幽默，深受同學的歡迎，大家都叫他「鄧老頭」。但他有一
個壞習慣，經常吃肥膩、油炸之類的東西，大家都勸他少吃
點，但他就是忌不了口。
　　小學六年級的時候，他教我們數學。那時我恃著數學成績
好，上課老是走神。
　　有一次，我代表學校參加數學競賽，而培訓老師就是鄧老
頭。他細心地給我講題，遇到我不懂的地方時，總不厭其煩地
教導我。他還借意教導我「滿招損，謙受益」的道理，不要驕
傲自負。
　　有天他病倒了，但第二天卻回學校如常地講課，那是我們
都不以為然，後來才知道他得了癌症，拒絕在醫院治療而來學
校，可笑的是我居然一直不知道他是拖著病軀來給我補課！比
賽前幾天，他如常給我補課時，忽然如一片枯萎干瘪的枯葉般
在我面前倒下。自此，他再也沒回來。醫生說，他因為勞累過
度而使病情加快惡化。
　　他下葬的那天，正是我參賽的那天。我趕不及回來看他，
便把在競賽裏得到的一等獎狀化了，我想用成績回報他，我要
告訴他，鄧老頭，你的學生沒讓你失望！
　　人生路上，影響我們成長的因素有很多，這些都會讓你的
人生有著決定性的改變，而使我改變的，就是恩師的教誨！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滴水之恩尚須湧泉相
報，潮水師恩，我又何以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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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物記
2D 李嘉慧

  失去的東西是無法補償的，就算找回一模一樣的東西，也不能代替原有
的，因為那只是代替品。
  上星期天，我和我的知心好友徐思賢一起買衣服去，順便逛逛街，吃吃
東西。到達一間服裝店的時候，我在櫥窗前看到一套美不勝收的衣服，我雙
眼發光，衝進店去，看衣服並試穿。「等等我！唉！英秀等等我！」思賢拿
著一大兩小的帶子喘著氣地說。我告訴了服務員，他便拿出適合我尺寸的衣
服，我一個箭步便走往更衣室去。我穿上衣服轉了幾個圈給思賢看，她也覺
得很好看，很適合我。我開心地轉了轉，就像一個閃亮的花仙子在叢林裏飛
舞。買完衣服之後，我上洗手間，照照鏡子，發現我遺失了外婆給我的項
鍊，我頓時呆住了，心想：怎麼可能？我一直戴著項鍊！怎麼可能不見？此
刻我已經崩潰了。我立刻跑出去告訴思賢：「思賢，怎麼辦？我遺失了項
鍊，是外婆留給我的遺物，到底怎麼辦？」我頓時晴天霹靂，臉上大顆大顆
的豆子落下了，落在思賢的肩膀上。
  「你一定要好好地孝順爸爸媽媽，努力完成你的學業，做一個不讓爸媽
擔心的好孩子，知道嗎？這個項鍊，你戴著吧！就像我在你身邊一樣守護
你。」說完，婆婆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
  到現在，我仍然記得那一幕，雖然外婆已經去世了，但是我不會忘記外
婆的話。思賢安慰我後，一起去我們曾經到過的地方尋找項鍊，但是失去的
東西已經找不回了。為什麼人在失去之前不能夠好好珍惜它呢？如果我能夠
在失去之前，好好保管項鍊，或許就不會遺失項鍊了！失去後才知道珍惜的
重要，但也於事無補了，只會遺留下空虛的感覺。

燈
3C 吳虹匡

  夜幕冉冉低垂的那一剎那，就是我大顯身手的時候了。我頭大大，身小
小；有時我會換髮型，換成漩渦般的髮型。我的名字是燈，我有十分多的親
人，我是最年輕的節能燈泡。我們一群兄弟姊妹都有著不同的使命。
  以前還沒有電的時候，大哥油燈雖然會自己熄滅，但他總會再次燃起，因
為人們需要燈，我們是黑暗中的光明，是讀書人的良伴，是司機的指引燈。因
為我們，車子、輪船才不必擔心在夜晚迷路；因為我們，讀書人才能在深夜努
力，引導他們步向光明。
  夜闌人靜時，只有我們廢寢忘餐佇立在街頭上，照亮了大街小巷。
  有時我可能是一個演員，在維港夜景裏，閃閃爍爍，吸引人們不停為我拍
照。五光十色的夜景為夜幕籠罩的世界添了一點詩意。
  要是世界沒有了我們──霓虹燈、水銀燈、光燈、油燈和鎢絲燈等，相信
世界都不會如此美麗，人們也不會在夜裏有那麼多琳瑯滿目的活動。即使狂風
暴雨的黑夜，我們也一定會堅守自己的崗位，街燈依然屹立不倒地繼續照明，
為人們理清方向，指引回家的路。
  我們那麼重要，要是世界沒了我們又是會怎樣呢？

富有與貧窮
5C 梁晓佩

　　很多人都說，富有是人類幸福的基石。這源於幸福是建基在豐盛的物質享
受上的。而這亦是個物欲橫流的社會，對於缺乏物質享受的貧窮人，在人們眼
中，便是狼狽不堪的可憐蟲。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圖中的那兩個人，彷彿是兩個不同世界的人──富人和窮人。若以物質論
快樂，應是那富人較幸福。可倘若你細看，那富人臉上沒有一絲幸福的笑容，
哪怕於背後映襯他的，是一幅有豪宅和私人汽車的背景，在身上的，更是價值
連城的寶石項鍊。另一邊的窮人，沒有汽車，沒有華美居室，依偎在身後的，
只是一間簡陋的蝸居。穿在身上的，也只是破舊不堪的衣裳。令人訝異的是：
那窮人的臉上洋溢著無比幸福的笑顏──那是種源自內心的微笑。
　　表面上，這真是矛盾。論物質，那富人應比窮人擁有的多，這難道不是幸
福嗎？後來，我在思緒中找到了答案──那窮人之所以快樂，是因為他的幸
福，不建基於物質。
　　那窮人雖清貧，山珍海味與他擦身而過，但粗茶淡飯的樸素，自有其甘醇
的芬芳。平淡、素簡，是一種生活方式。生活越平淡的人，內心越豐盈絢爛。
因他不會追求紛紛亂亂的物質生活，只專注於精神享受。讓幸福反璞歸真，
怡然自得。恰像那窮人雖買不起珍貴的珠寶，買不起豪華別墅，買不起名牌
汽車。是的，對於他們來說，一切都是奢談。但你可曾想過：能喝上一杯清
水，吃一碗白粥，躺在竹蓆上午睡，於青山綠水間走一趟，親近大自然，這些
舒適恬靜的畫面，縱使樸素無華，但給心靈添上的，是一層厚實的清歡。古代
的聖賢智者，也紛紛選擇了平淡的幸福。如歸隱田園的陶淵明、駐足於深山的
王維，生活清淡卻頗寫意。這種快樂，不是生命最好的歸宿嗎？這些快樂，看
來與金錢毫無關係。豐厚的物質生活在他們眼中，宛如無關痛癢的雲煙。細看
著這些歷史故事，便可頓悟那窮人為何可在貧困生活中會心一笑。因他內心富
足，不須依賴物質襯托，可勾勒快樂的，是豐盈的精神享受。
　　而那富人，在豐盛的物質生活中依舊愁眉苦臉。因他心中，早已被物慾霸
佔。有人說：「擁有得越多，便被佔有得越多。」這句話真不錯，像那富人，

有了汽車，卻總為如何保養它而擔心；車子壞了，還得拿去修理，絲毫不得怠
慢。有了房子，便要花盡心思琢磨該如何讓它「高大上」。富有的人，往往在
物質生活上有更多選擇。但選擇多了，人便容易陷於慌亂之中。這是種心理現
象──自我消耗。曾有一個人要選擇的東西多了，便要花費更多精力去選取那
最適合他們的。久而久之，心靈便會感到疲倦和煩躁，又怎能在臉上映出一抹
會心的笑容？有的只是說不盡的嘆息，一如那富人。
　　其實，富有與貧窮，不在於物質的多寡，而在於心靈的富足。縱使清
貧，心靈是富足的，你便是富足，反之，即使物質富足也是貧窮。
　　在此，不禁想起那些經得起流年，守得住平凡的億萬富翁。李嘉誠，他戴
在手上的錶價值僅約一千港幣；娃哈哈集團總裁宗慶后年均消費不會超過五萬
人民幣⋯⋯一股敬畏之情油然而生──他們明明有能力擺脫平凡、素簡，仍舊
選擇平凡過一生。也許，是因為他們早已明白平凡中隱藏的幸福，那種源於內
心的幸福。
　　沉浸於這些思緒中，突然找到一種樸素的快樂，再細看那圖中二人，彷彿
已互相轉換了角色：前者變成了窮人，而後者則變成了富人。
　　真正的富有與貧窮，或許就是這樣。

驟雨行
4D 張子淇

  王安石遊記中這樣說道：「奇偉瑰怪非常之景，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
至矣。」險峻秀麗之景如黃山怪石，自然值得景仰，但在我看來，自然之美往
往能體現在人們容易忽略的景緻上。
  春雨如麻，洋洋灑灑地下著。清晨，霧氣尚未完全散去，這時令我想起了
「多少樓台煙雨中」的詩句。道風山，就坐落在沙田的一角。旁邊是人們匆匆
來往的地鐵站，山腳下是早早開始營業的果蔬攤檔。耳邊充斥著攤檔老闆響亮
的叫賣聲和人們趕著上班上學的嘈雜聲，我踏上通往山上的樓梯。道風山的入
口並不容易令人察覺，要找到它，還得花上一些時間。樓梯的闊度只容得下兩
人並排行走，沿著樓梯，可以看到山腳下一些低矮的平房。一直走，方才的嘈
雜聲越來越小，只聽見雨水沙沙的聲音，周圍的環境也愈加靜謐了。我不禁感
嘆，如此鬧市中竟可尋得這樣一片清靜的天地。
  行走了約二十分鐘，道路越來越寬闊，望向左邊，市區的全景一覽無餘，
可以看見點點雨滴在翠綠的樹葉上顯得晶瑩剔透，有的更順著樹葉的曲線流
淌。雨水打在樹葉上，發出滴滴答答的響聲，再加上小鳥吱吱喳喳的叫聲，奏
出一曲屬於自然的春雨奏鳴曲。我處於這樣一個無人之境，獨享這美妙的自然
之聲，為今天的春雨之行感到喜悅萬分。
  來到山腰處，幾座中西結合的修道院映入眼簾，被蒼翠的樹木圍繞著。道
風山上的修道院所採用的中式建築風格，令人印象深刻。濛濛細雨中，那一大
片平整的白牆壁，彷彿中國山水畫中獨有的留白。白牆與周圍環繞著的樹林，
彷彿融入了細雨之中，令我陶醉其中。如斯景緻之中，白牆並不顯得突兀，反
為這幅自然畫增添了幾分意境之美。令人意外的是，這樣美妙的景色，竟處於
毫不起眼的位置。我在這山林漫步，欣賞著這平凡而又難得的景色，心中十分
欣喜。這便是自然的恩賜，就如林清玄在他的散文中這樣說道：「只要有自
然，人便不能自暴自棄！」
  道風山的自然之美，沒有洞庭湖的波瀾壯闊，沒有黃山的奇險秀麗，它有
的，是平凡樸實的美，是需要靜下來，用心體驗的美。今天的驟雨行，我切實
地感受到了。

我的爺爺
1D 吳詠琪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間我已經長成一個大女孩了，不知不覺中，
爺爺的頭髮也越來越白了⋯⋯
  那時我才七八歲，和爺爺出去散步的時候總會看見到有人在騎自行車。
我覺得很好奇，便吵著讓爺爺教我騎自行車。在爺爺的循循善誘之下，我終
於學會了怎麼騎自行車了。
  爺爺帶我去試著騎自行車，爺爺扶我上車，然後慢慢鬆手讓我自己騎。
當我發現我自己也可以保持平衡的時候，便開始覺得得意洋洋，越騎越快，
卻沒發現身後的爺爺已經開始力不從心，跟不上我了。突然，前面的轉角處
竟然有個男孩騎著自行車向我衝來，我來不及減慢速度。忽然，眼前一黑，
身體卻沒有感到痛楚，原來爺爺剛才想衝上來幫我把自行車截停的時候，不
知怎麼的兩個人都跌倒了，跌倒的時候我還壓在爺爺身上。後來，那男孩的
家長和我們去了醫院。還好，爺爺只是受了皮外傷。
  這件事已經過去了很多年，很多細節我都忘記了，但我永遠忘不了，在
千鈞一髮之際，爺爺是怎麼保護我的⋯⋯爸爸說過，他小時候爺爺就是他的
避風港，無論風吹雨打，爺爺永遠站在最前面，保護一家人。爸爸也說過，
他們還是孩子的時候，爺爺為了一家人能夠過上更好的生活，總是通宵達旦
地工作。但是現在爺爺老了，歲月在他的頭髮上撒下白霜，他的背也不再像
以前那樣直了，他的頭髮再也不像以前那樣烏黑了，時間再也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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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於煙雨朦朧的石橋小鎮。

　　石橋鎮，顧名思義，鎮中央有一座石橋，橫亙於從鎮子流淌過的清

溪上。那青石板上大概有我童年時留下的小腳印，輕輕淺淺的痕跡還透

著往日的氣息。上了年紀的老房子一律青磚黛瓦，散發著歲月的寧靜與

沉香，現在多建了些紅瓦房或者紅磚的小樓，氣質截然不同，卻顯出一

份難得的安逸與和諧。

　　眼前的兩條清雅古街，是有名的商街，也被周圍的紅瓦房簇擁著，

宛如青花衫袖的江南女子悠悠然站在斷橋邊，清秀之氣撲面而來，讓人

如癡如醉。這商街裏，有各式各樣的鋪子。進了商街朝南走，就能看到

一個小門臉，秀氣的老式二層小木樓，四角的飛簷讓這間小鋪多了些神

氣，門口掛著的牌匾是用瘦金體寫的三個大字——「青石居」，字體直

瘦有勁，挺拔舒展。這就是我最喜歡的一家小茶鋪。

　　這間小茶鋪悄無聲息地開業，等到我發現的時候，似乎已經在這開

了好些年。我推開門，碰響了門口懸著的木鈴，低而緩和的聲音水波似

的在鋪子裏蕩開。

　　熟悉的夥計看到我，對我輕輕一笑，便到後頭去為我端茶。我坐回

熟悉的位置又開始空想：喝茶，就當在這瓦屋之下，清泉綠茶，用素雅

的陶瓷具，自己品茶，偷得浮生半日閑。喝茶之後，告別了這個一室清

雅的小舖子，回到充滿名利的世界去。

　　正想著，就聽見熟悉的聲音喚起我的名字，抬眼一看，是茶鋪的老

闆娘。我有好些日子沒有看見她了，聽夥計說是外出旅行。雖說是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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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但她始終保持著一份神秘感。

　　我愛上喝茶也是因為她。我是這店裏最早的一批顧客，那時常常能

喝到老闆娘親手泡製的茶，店裏七零八落的人坐著談天，滿屋子的花茶

香氣，喝下一杯，暖暖的，整個人都會神清氣爽起來。

　　老闆娘十分講究茶道，每每要提醒我右手端杯為禮，左手托杯為

敬，以前常常招她嫌，現在已經好了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次談

天中，老闆娘第一次說起她對茶的看法，儘管只有寥寥幾句，卻足以讓

我細細揣摩：「與人相交，就如這茶道；依禮而行，不慍不火，交心為

上，以誠相待，以禮相與。」

　　目送老闆娘離開了茶鋪，再看著剛剛她親手泡給我的茶，茶面升起

一陣輕柔的薄霧，茶葉徘徊起伏，沉沉浮浮；清清淺淺的茶水托著茶

葉，散發出陣陣清香，溫暖的熱氣漂浮在空氣之中。

　　這茶鋪與我也有七年的情誼，總聽人說起七年之癢的威嚇，但我卻

從不覺得厭煩，每逢假日，總會來這裏坐一坐，品一品。這裏不乏研究

茶文化的顧客，他們一舉一動都體現著文化的美感，無論是和朋友聚飲

或是個人的品飲，偶爾聽到他們低聲談論茶道，只覺得恬靜、悠然、清

心。

　　一杯茶漸漸涼了，只有留在唇齒間的餘香繚繞，甘甜於心。如此，

走出茶鋪，安靜的走回這清雅的古街，不疾不徐，感受我那茶香依然的

故鄉。

老人與我
 5D 黃卓盈

茶香依然
5D 蘇玳

  黝黑的皮膚，粗糙瘦削的雙手，加上深淺不一的皺紋在飽歷風霜的

臉上縱橫交錯著。老人頂著一頭花白的頭髮，深邃的眼窩裏裝着濃到化

不開的笑意。正當她打算輕拉我的手，我卻毫無預警下放聲大哭，令眼

前老人不知所措。

　　「小妹啊，喝點湯吧，最近天氣乾燥。」

　　「我不要，我不喝。」

　　「小妹啊⋯⋯」

　　「夠了，不要小妹小妹的，我長大了，不用你操心！」

　　「啊⋯⋯」

 　　小時候，父母為養家糊口，要早出晚歸地工作，因此把年幼的我

送到外婆家中照顧。少不更事的我每天都和外婆鬧別扭，要父母陪伴。

即使她每天變着法子煮佳餚給我品嚐，悉心照顧我的生活，我仍事事與

她作對。久而久之，我對她產生厭惡的情緒，認為她是令我和父母聚少

離多原因，漸漸對她產生偏見，說了無數令她傷心的話。即使我對外婆

的態度讓眾人都有微言，叫外婆不要再勞心勞力照顧我，但她還是笑咪

咪地拉我的手，包容我的任性，伴我度過無數沒有父母的夜晚。

 　　「小妹啊，外婆走了，記得好好照顧自己，不要晚睡，身體要

緊。還有⋯⋯」

　　「知道了，知道了，別囉嗦，再見。」　

　　 剛升上中學，除了要適應新的學習環境，我也要適應沒有外婆的

照顧。隨着我年歲漸長，外婆的身體狀況急轉直下，醫生建議她需要靜

養，不可再操勞。因此，媽媽決定讓外婆回鄉療養，而我則要學會獨立

自理。起初外婆堅決反對，認為不能放心我自己一人，但是最後我和媽

媽費盡唇舌，好不容易才說服了她，讓她回鄉休養。

 　　外婆回鄉，當中最高興的人莫過於我。當她不在，就沒有人能管

束我，可以自由自在做自己想做的事。對於一名剛進入青春期的小孩，

這是一件天大的美事啊！但是，日子過去，每次打開家門，屋內總是漆

黑一片；打開冰箱的門，內裏總是空蕩蕩的；打開房間的門，當中總是

混亂一片。回想過去，甫開家門總有外婆千篇一律但溫暖的問候；熱乎

乎的飯菜隨時準備妥當；衣服總是整齊摺疊好放在床頭⋯⋯一切一切，

都是外婆在我出外時獨力完成的。回想以前對她的惡言相向，心中似乎

有東西蔓延開去，酸酸澀澀，滋味並不好受。

　　「我們下個月回鄉一趟探望外婆，你要一齊去嗎？」

　　「去，我當然要去。」

　　看着眼前白髮蒼顏的老人，歲月的年輪在她臉上表露無遺，瘦弱的

手臂彷彿一觸即斷。儘管歲月改變了她的容顏，但唯一不變的是她慈愛

的眼神和溫柔的聲線。

 　　「哎喲！我的小妹長大了，過來讓外婆瞧瞧。」正當外婆打算把

我拉過去仔細端詳，我卻毫無預警地放聲大哭，嚇得外婆不知所措。

　　「嗚嗚，外婆我好想你。」眼淚如決提般嘩啦啦地流出，毫無收歛

之意，嚇得大家在旁不敢動彈。

　　「我的傻孩子，外婆都很想念你啊！我還害怕你已忘記我了。」外

婆輕輕的擁着我，一邊哄我，一邊輕拍我的背，令我逐漸冷靜下來。

　　淚水像沖走內心的污垢，洗淨我的心靈。可是，睜眼細看，外婆已

經年紀老邁，不再像以前般反應靈活、行動自如，出入早早就要靠拐杖

輔助。這些改變，原來早在我們不經不覺之間發生，但當你發現時，一

切已經變成定局，不可挽回。可以做的，就是珍惜僅餘能一同相處的時

間，免得令自己留下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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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鄉
6A 勞偉健

　　正所謂「規則不外乎人情」，有時候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甚至

比任何東西都重要。感情是建築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隨時間增

長，亦隨時間流逝。世界是由感情維繫着的，沒有感情，一切事物

也不會正常地運作。讓我明白這個道理的人，就是我的嫲嫲。

　　小時候，我經常回鄉，父母帶我回鄉後，他們便即日回港，應

付繁重的工作。我當然清楚這個「定律」，而我也樂於如此，因為

這樣我便能夠擺脫他們的約束，盡情地享受這漫長的假期。我回鄉

後，一切的起居飲食都是由嫲嫲照顧，我還記得，那時鄉下有「剪

線頭」的工作，和她差不多年紀的人都會參與，或許她獨自在家感

到沉悶，想賺一點外快吧！

　　忙於工作又要照料我的嫲嫲，可是非常仁慈。她那佈滿皺紋的

臉容，半白的頭髮，炯炯有神的眼睛，還有一把響亮的聲音，讓我

非常難忘。可是，不知何時起，那僅有的黑髮都變白了。

　　小時候回鄉，我對嫲嫲都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有時候更

亂發脾氣，甚至試過離家出走。可是，在我的家人當中，唯獨她沒

有因這些事而責罵我，於是我便得寸進尺。那時，只怪我年少無

知，不懂多孝順她一點。

　　每逢假期，我都會回鄉，因而令我對故鄉產生深厚的感情。直

至長大後，我仍沒有放棄回鄉的習慣。可是長大後回鄉，已經不再

是同一種感覺了。早前，嫲嫲家遇劫，家中的錢財幾乎被盜盡了。

不久後，她還得了重病，上天可沒有眷顧晚年的她呢！自此之後，

我每次都懷着擔憂之情回鄉。

     記得那時，嫲嫲已是一頭白髮，連起床的力氣也沒有，只用沙啞

的聲音跟我說話，內容就跟我小時候的提點一樣，「要孝順父母、

要努力讀書、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子⋯⋯」，或許在她心目中，我

永遠都是一個小孩。看着她這個樣子，我很愧疚，因為我還沒有報

答她哩！

　　只有感情能維繫着關係，縱使相見的時間很短，仍能恆久保

持。若家人能真誠坦率，一句話就能讓他們感到溫暖，就能讓嫲嫲

開心地離開。可是，面對親人，我總會感到尷尬，我總是非常怯

懦，沒有勇氣說出感性的話。雖然我明白這些道理，但我仍欠嫲嫲

一句：「我愛您」。

過客
6A 黃佩茵

  時光荏苒，六年時間匆匆逝去，彷彿只是眨眼間，那些快樂的時

光只能成為記憶，時間猶如疾風般，既抓不住，也停不下來，只能依

循著自然規律，在分秒間毫不猶豫地離開，我明白天下無不散之筵

席，眼見大家已經為未來作好準備，有了全盤的打算，而我的前路卻

仍是茫茫一片。大家即將各散東西，也不知何時能夠再次相聚，不知

是否仍有機會與他們促膝長談，難道時間輕易地就能剪斷人與人之間

的緣和情嗎？

  當中最令我不捨的是一心，這位由小學便認識的好朋友，與我進

入了同一所中學，我想那就是緣分吧！我深信我們之間的情是牢不可

破的，誰知後來一心一家要移民往加拿大，她要入讀當地大學，我們

不得不分開了。幸好如今科技發達，只要輕觸你的屏幕，便能與千里

之外的一心聯繫。雖是如此，心中的遺憾與不捨仍圍繞著我，我多麼

希望她能留下，但我又怎能如此自私呢？

  我在機場裡與一心送別，我強忍著淚水，祝願她前程似錦。心中

仍有很多說話未能一一道盡，一心的母親便催促她要入閘。她緊緊地

擁抱著我，說了一聲再見，聽到這兩個精簡又沉重的詞語後，我們都

不禁淚如雨下，眼淚嘩啦嘩啦地流下來。一心的母親在旁示意，提醒

她要走了，一心向我揮一揮手，便隨著母親離開，我站在原地，看著

她的背影漸行漸遠，慢慢地消失在人海之中。

  我們依靠著互聯網分享各自的趣事。但漸漸地，我們有了各自的

生活，為自己的事而忙碌，彼此間的交流逐漸減少。短短幾個月時間

後，對話框已沒有任何更新訊息了。再長久，再珍貴的友誼，終究抵

不過時間和地域的限制。現在，我倆就連偶爾的寒暄亦沒有。原來，

人與人之間的情是如此脆弱。

  在一生中，我們會遇到很多人和事，就如乘車一般，雖然在同一

個車站上車，卻會在不同車站下車，又有多少人能陪伴你走到終點

呢？那些與你密不可分的朋友，或許只是你生命中的一個過客而已。

儘管如此，我仍相信，只要我們學會珍惜，哪怕只是轉瞬即逝的關

係，也能點綴我們的生活，豐富我們的人生。 

配角
 6A 劉靖汶

　　偶然路經菜園，正是接近收成季節，菜園色彩鮮豔，有金燦燦的油

菜花田、有白茫茫的椰菜花田、有黃澄澄的玉米田、還有紅彤彤的蕃茄

田，各種蔬果互相爭鋒，務求成為最奪目、最亮眼的主角。然而，我卻

被生長在角落、佔地極少的一小片香菜田所吸引。

　　記得小時候，我十分討厭香菜，覺得它有種怪味，更對父親所大力

讚揚的「香味」感到百思不得其解。每當我外出吃飯，遇到一小撮的香

菜時，我一定會瞬間將它夾走，但父親便會阻止我，並示意我將香菜夾

到他的碗中。他常說：「你長大後自然會懂得細味香菜的味道......」而

我也信誓旦旦認為自己絕對不會喜歡這種怪味的「香」菜。

　　父親常談及有關香菜的哲理，他常喃喃自語：「有香菜才能把菜的

味道昇華，要是沒了香菜，香味就會遜色多了⋯⋯」他一邊自言自語，

一邊大口夾著香菜吃。

　　父親教導我，在人與人的相處中，最好便是擔當香菜的角色。它就

像一個默默付出，謙虛、不張揚、不邀功的人，不期望要成為最搶眼的

一個，只求做好自己的本份，讓別人發掘自己的優點，比王婆賣瓜──

自賣自誇更令人信服和尊敬。記得《喜劇之王》電影中，周星馳作為

一個跑龍套，實力不被人發掘，但他仍以個人實力，堅定不移地說：

「我，是一個演員。」從那時開始，我便努力留意每一個跑龍套角色

的演員。的確，沒了他們，電影和電視劇也難以繼續下去。香菜提醒

人不要虎視眈眈渴望成為主角，做一個默默付出的無名配角也並非壞

事，總有一天會被人發現和認可的。

　　父親又以香菜那令人又愛又恨的味道教導我，不要總以自己的價

值觀規範別人行事。香菜便是一個好的例子：討厭的人一碰就唯恐避

之不及，喜歡的人卻愛如珍寶。有人追求名利，有人追求知識，有人

追求平靜，有人追求公義，大家在乎的各不相同，所以不要以自己的

想法評價別人，也不要因看重的東西不同而貶低別人。

　　現在我長大了，開始漸漸明白父親的話，懂得欣賞香菜代表的人

生態度。我尤其喜愛香菜那默默苦幹，不求回報的瀟灑，不為迎合別

人而將自己扭曲改變的擇善固執。

　　「老闆，一碗麵多香菜！」現在的我是這樣點餐的，懂得欣賞香

菜，便真的喜歡上了。這也是某些地方稱香菜為「半世菜」的原因。

有的人天生便喜愛那種味道，從小便愛吃；有的人則是在後半世，經

過時間、年歲的洗滌，漸漸懂得欣賞香菜的香味、欣賞香菜所寄寓的

人生，也懂得細細回味它的「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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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梁筱瑩2D簡凱曼

2B 馬詠宜2B 馬詠宜2B 馬詠宜2A黃海婷 2A劉家誠2C 李淑淇

3D 王斯樂 3D 伍俏巧妮

S3改變印象

3B 彭子韻

S3漫畫

藝 文 薈 萃

S1&S2靜物寫生

3A 劉彩怡

S2禪繞畫

S4 福音圖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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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 佳作

5A關曉敏

5A黃穎思　自信自強鍾無艷 5A陶樂禧　我的超人爸爸 5B周奕彤　不一樣的地圖 5B鄭穎琪　撐

一個奇幻少年的社會遊歷故事
5D 王杞熒

5B方晴　舐犢情深

5A黃穎思　自信自強鍾無艷5A黃穎思　自信自強鍾無艷 5A陶樂禧　我的超人爸爸5A陶樂禧　我的超人爸爸

藝 文 薈 萃

5B周奕彤　不一樣的地圖5B周奕彤　不一樣的地圖 5B鄭穎琪　撐5B鄭穎琪　撐

5B方晴　舐犢情深5B方晴　舐犢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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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李俊秀
拜金女 

6D何俊勳
流淌歲月

6C劉倩婷
我只是一個小丑 6B黃詩敏　跳動童年

6C雷碧琪
擁有自己的宇宙

會當凌絕頂

遺世獨立

6D李璟彤
歲月不饒人
6D李璟彤6D李璟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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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關佩娟

4A李耀沛

4C林珮璇

4B劉樂兒

4D余健雄

視藝學會
特技化妝班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面具設計比賽

4A李耀沛4A李耀沛

視藝學會 泥塑班

4B劉樂兒4B劉樂兒

4D余健雄4D余健雄視藝學會水墨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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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ursday noon activity was Volley Fitball. This was a new 
sport for many of us. Some students and Team members played 
in groups of four to try to get the huge ball over the net using the 
red or blue cloth. Then the opponents tried to catch it and send 
it back over the net, again with the red or blue cloth. It was good 
fun to play and also to watch.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is sport 
was being played, some American snacks were served to the ones 
watching the Volley Fitball. The whole event was a special time.

Game at Lunchtime: Volley Fitball 

Snacks for the Spectators

On Friday during the 
Assembly, our students 
and the Interface Team 
presented the Birth of 
Jesus. Hard work was 
put into the drama as 
well as having a good 
time. Everyone in the 
Hall was asked to join in 
the singing of Christmas 
songs. The drama shared 
that  the main gif t  at 
Christmas is Jesus, who 
came to be our Savior. 
This  Assembly  was  a 
g o o d  e n d i n g  t o  t h e 
week with our American 
friends.

Lunch with Interface (S.2-4)

Hall Assembly – 
A Christmas DramaLunch with Interface (S1)

Prayer before Meal: Come 
Lord Jesus, be our guest, and 
let these gifts to us be blest.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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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is sightseeing trip, I am now 
more confident speaking in English 
than before. When I first met the 
missionary team that morning, I was 
so nervous that I didn’t dare to look 
at them nor was I brave enough to 
talk to them. At the Peak, Greg told 
me and Hoey not to be nervous or 
afraid. He said we could let him know 
if we didn‘t understand. I rarely had 
chances to meet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go sightseeing with them. 
This was a perfect chance to learn how to express myself in English. I was so 
happy that I had a chance to meet them and get to know them. They gave me 
the courage to speak in English. I’m very proud of the experience and I think 
my spoken English has improved after this trip! 

2D Destiny Chow 

I am glad that I was chosen to be on the team to go sightseeing with the 
Americans this year. I had a nice day with my “One day father”- Pastor Randy. 
He is funny and playful as he always played tricks on me. He said it was a 
way to show his love. Through this unforgettable and enjoyable short trip, I 
learned from Pastor Randy on how to love and be caring. He always took care 
of his team during the trip. Moreover, I am grateful that Jesus has arranged 
Pastor Randy to be my friend and my guardian as I at times feel annoyed and 
confused. At the end of that day, we were asked to share our feelings and 
things we learned with our partners. I shared my ambitions, happiness and 
also sadness with Pastor Randy. We ended our trip with a prayer. I am thankful 
for being able to join this meaningful and inspirational sightseeing trip with 
the missionary team! 

Hysan Yu 4B 

A Fun-Filled Week with International Interface
Home Visit

We had a great time with Miriam and Greg during the home visit. They taught 
us new English vocabulary about food and told us about the US culture. 
In return, we introduced some of our famous local food like fish balls and 
barbecued pork to them. They both love Chinese cuisine. At the beginning, we 
were shy to talk to them but we got closer after playing “UNO”, an American 
card game.  
It was our pleasure to take part in this activity. Miriam and Greg are kind 
and friendly. Although they had difficulty using chopsticks and learning 
Cantonese, they did not give up trying. They only stayed in Hong Kong for less 
than two weeks, but we can always keep in touch with them on Facebook. We 
really hope to meet them in Hong Kong again soon! 

Elis Cheung 5B 

That day, we picked up Diann and Pastor Randy at around 5 o’clock. On our 
way to Cherry’s home, we bought some local snacks -barbecued chicken 
kidneys and fried siu mai for our special guests. I’m glad that both Diann and 
Pastor Randy loved the snacks. We played some card games before dinner. 
Cherry’s family members are very nice and they prepared many kinds of food 
for hot pot. Our American friends enjoyed it very much. After dinner ,we 
introduced a popular movement game called “BIG TV” to Diann and Pastor 
Randy. Before leaving, we sang hymns like “Joy to the world” and “Jesus loves 
me” together. It was a fun night. 

Lily Chiu 5D  
Class Visit

Lunch at the Tuck Shop Sightseeing

CONCORD

(13-22 January, 2017)

At Fellowship we enjoyed eating together. 
There was a lot of talking and we were also 
able to pray for each other. Thank you, God, 
for our new friends.

The making of American 
Snacks :  R i ce  C r i spy 
Treats and Chex Mix

Fellow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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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Winners

S2 Winners
The judges of the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were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performances. 

 INTER-HOUSE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2016-17
11th January 2017 (S3)

The 1st prize 3D22   HANNAH NG CHIU HAU NI (伍俏巧妮) Luke

The 2nd prize 3D29   VANESSA WONG SHU WAI (黃書懷) Mark

The 3rd prize
3D06   ADA CHIANG KA KI (蔣家琪) Matthew

3D11   LENA KWAN LEE NA (關莉娜) Matthew

12th January 2017 (S2)

The 1st prize 2D01   CHARLIZE CHAN (陳雅桓) Mark

The 2nd prize 2D32   KITTY YUM HIN TING (任衍亭) John

The 3rd prize 2D25   JESSICA TAM KWAN YI (譚君怡) Mark

Secondary 3 students watch the finals of the Inter-
house Debating Competition. 

Congratulations to all debate team members for representing 
Concordia Lutheran School well in the Inter-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  The students tackled controversial issues such as 
texting while walking, tiger parenting and pedestrian zones.  

Congratulations to the winning members of Luke - 
the green house! First runner up, John - the yellow 
team, did not make it an easy win for the green 
team. Both teams argued their cases well.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Debating Competition
Cheung Tsz Ki 4D(6) 

Yip Yee Tin 4D(31) Best Speaker

Yip Kwan Lam 4D(32)

Yu Kin Hung  4D(33) Best Speaker

Yung Tsoi Yi 4D(35)

Cheuk Yik Kwan 3D(4)

Choi Hui Yin 3D(7)

Leung Yuk Pang 3D(17) Best Speaker

Inter-House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January 2017)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of the story telling competition.  

Inter-House Debating Competition Winner --- Luke, the green house
張子淇 CHEUNG TSZ KI 4D 
楊雪深 YEUNG SUET SUM 4D 
余文亨 YU MAN HANG 6A *
 
1st runner-up --- John, the yellow house 
葉君琳 YIP KWAN LAM 4D 
盧頌生 LO RUTH 4D 
李靖霖 LEE CHING LAM 4D *

Matthew, the red house
容采怡 YUNG TSOI YI 4D 
管敏智 KOON MAN CHI 5C
趙倩利 CHIU SIN LEE 5D *
 
Mark, the blue house
莫藹琳 MOK OI LAM 4C
陳詩敏CHEN SHIMIN 2D
陳雅桓 CHAN CHARLIZE 2D
*Means the Best Sp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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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e John

Matthew

House members are working hard to 
solve the jeopardy question.

English Inter-house 
Jeopardy competition 

(28 April 2017)

Mark

Congratulations to Matthew, the Red team, for earning the most points 
and winning the competition. All teams participated with enthusiasm 
and made their house proud.

An English Inter-house Jeopardy competition was held in 
the school hall. The four categories included pronunciation, 
speaking, reading strategies and idioms.

HAPPY HOURS (September 30, 2016)

Reading Lessons and phonics (2016-2017)

Reading lessons are conducted in the library for Secondary 1 and 2 students. Small group teaching 
allows for active learning, individual attention and group discussion.

Every September, an English program is 
held in the school hall for S1 students. 
Upper form students welcome the new 
students to the school by guiding them 
through a variety of English activities. 

The  s tuden ts  wa i t  the i r  tu rn  to 
participate in order to collect stamps 
and hopefully win a prize. 

Students carefully prepare the games 
and eagerly await the arrival of the 
students.

A wide range of activities are set up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speak in 
English. 

Phonics skills have become a priority for all students in the 
school. Students enjoy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that improve 
pronunciation, spelling and vocabulary.

Reading lessons are conducted in the library for Secondary 1 and 2 students. Small group teaching Reading lessons are conducted in the library for Secondary 1 and 2 students. Small group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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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were able to come up on the stage and perform an 
exciting dance.

Hysan and Rocky were the wonderful emcees.

Students were also asked to come on the stage and participate. 
A fun time and unexpected things happened.

Joseph and His Dreamcoat was performed 
by a local acting company which does 
some surprise things with the story. They 
also like to include the audience which 
is what they did here at CLS. It was an 
enjoyable show.

The story, Joseph and his beautiful coat of 
many colors, is taken from Genesis in the 
Bible. Joseph had eleven brothers and was 
the favorite of his father. He was given a 
beautiful coat and he was proud of it. His 
brothers hated him. Slave traders came by 
and the brothers sold Joseph as a slave. 
He was taken to Egypt where several years 
later the pharaoh needed a lot of help. 
Joseph was there at the right time to help. 
After time he even was reunited with his 
brothers and father. All was forgiven.

English Gospel Drama Performance
 28 October, 2016 – Joseph and His Dreamc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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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ordia Lutheran School is proud to 

present awards to the winners of the best 

English books. This is the fi rst ever Academy 

Awards Ceremony, designed by the English 

teachers, to promote English and reading. 

There was good acting, comedy and 

some great excitement as the books and 

wonderful characters were presented. It 

was a great way to introduce a variety of 

English Books. 

Best Character Award Nominees
James Kelly (Dear Dumb), Greg Heffley (Diary of a Wimpy Kid), Horrid Henry 

(Horrid Henry), Lola (Charlie and Lola), and Jack (Magic Tree House)

The Winner – Horrid Henry

Best Setting Award Nominees
Animal Farm,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Geronimo Stilton,

Life of Pi, and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The Winner – Geronimo Stilton

Best Magazine Award Nominees
Reader’s Digest, Story Box, All Plus Interactive English Magazine,

Live Interactive English Magazine, and Seventeen

The Winner – All Plus Interactive English Magazine

Best Picture Book Award Nominees
The Magic School Bus, Oxford Reading Tree, Somebody Loves You, Mr. Hatch,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and Lost and Found

The Winner –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Best Theme and Plot Award Nominees
The Hunger Games, Pay It Forward, The Little Prince, and

Percy Jackson and Cirque Du Freak

The Winner – The Little Prince

“Thank you. Thank you.”

Sze Lam acting as the role of 'The Wild Thing' in the 
award-winning book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Mandy and Leung Cheuk Lam, representing the 
Egyptians, accept the award for best setting in the 
series, Geronimo Stilton. They leave us with an 
important message – If you can read and imagine, 
you can travel the world. 

The Devil (Cheung Ka Yi) and the Angel 
(Wong Yiu Hing) come out to take a bow at 
the end of the award ceremony. 

The English Department, along with the school librarian 
Ms Lee Lai Fong and the participants, thank the audience 
for their enthusiasm and enjoyment of the show. 

ACADEMY BOOK AWARDS 
ASSEMBLY – Personal Sharing
“I felt anxious before the performance because it was my first time performing in a 
drama in front of my peers and teachers. I have no regrets now that the performance 
is over. I am elated that my fellow students enjoyed the assembly. Many of my 
schoolmates now call me by the character’s name. There are no words to explain how 
positive this experience was for me.”

Cheng Ka Yi 5C 

“Before the assembly I felt stressed because we had to dance in front of many students 
and teachers. Afterwards, my attitude became more positive. Now I feel grateful to 
have had this valuable opportunity to challenge myself to be brave and perform in 
front of an audience. I believe funny performances make the school assemblies more 
attractive for students.”

Leung Shuk Yin 5C

“I was very relieved when the assembly was over.  This was my fi rst time on stage in 
front of a large audience and I was afraid I would not do well in the show. I was so 
nervous! However, the show was a big success. All the school enjoyed it. I could hear 
their laughter and this was our goal.  I am no longer scared to perform in front of an 
audience.” 

Karen, Lam Cheuk Ying 5C

“I was stunned when I heard we had to dance in front of the entire school. I am now 
grateful that the teachers gave me the opportunity to improve my confi dence.”

Leung Hoi Ki 5B

Hosts, Sze Fong Laam and Lau Ka Ki,  
introduce the categories and presenters 
at the Concordia Lutheran School English 
Library Books Academy Awards ceremony. 

“Clap your hands! Clap your hands!”

Two conceited men, Chiu Kwok Yuen 
and Ho Lok Yin, accept the award for 
the winning book The Little Prince in the 
category of best theme and plot. 

Concordia Lutheran School Masked Dancers 
present a learning strategy for memorizing idioms. 

Academy Awards Assembly
 ( 1 1  J a n u a r y ,  2 0 1 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