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 訊
2015年 7月

地址：將軍澳毓雅里十號 電話： 2702 9033 傳真：2702 1170 
網址：www.lcp.edu.hk 電子郵件：lcp-mail@lcp.mysch.net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Yan Chai Hospital 
Lan Chi Pat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本學年成立的創新發明學會，通過定期舉辦多元化的活動，啟發

同學創意思維，提升同學對發明的興趣。近期最熱門的航拍及3D
打印，更成為創新發明學會啟發同學發揮創意思考的學習機

會。同學可透過學習拆解航拍的奧秘，認識有關遙控飛

行的原理，運用3D軟件Tinkercad，動手設計自己的
四軸飛行器，再運用校內先進的

3D打印機打印出來。同學
更可在手機下載模擬飛

行軟件，學習操控滑

翔機及四軸機。最後

更走出課室，到戶外

體驗飛行樂趣，激發

同學無限創意。

四軸飛行器，再運用校內先進的

3D打印機打印出來。同學
更可在手機下載模擬飛

行軟件，學習操控滑

翔機及四軸機。最後

更走出課室，到戶外

體驗飛行樂趣，激發

靚中校長及老師推動校內同學積極投入創新發明活動

  本學年成立的創新發明學會，通過定期舉辦多元化的活動，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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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學生潛能

實現飛行夢想實現飛行夢想



用3D軟件設計四軸飛行器 打印四軸飛行器需時約90分鐘

再練習操控航拍器材

須嚴格控制重量

34g

走出教室練習操控滑翔機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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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希望透過電子學習，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使教學

重心由老師主導轉為學生主導，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及效能。學

生透過平板電腦能進行更多不同形式的探究活動，並運用平板電

腦匯報課堂所學。本學年，英文科和通識科於中一級推行電子學

習，展望來年有更多科目應用平板電腦，進行虛擬實驗、閱讀多

媒體電子書、網上預習等。

  為了提升老師於電子教學的應用，學校鼓勵老師參加由教育

局舉辦與電子學習相關的培訓活動。老師平日亦不時會在共同備

課時分享課堂上應用電子學習的心得。除此之外，學校亦特別舉

辦了「電子學習分享會」，讓通識科和英文科老師進行跨科交流

活動，為應用電子教學打下穩固的基礎。

  於四月中，本校更應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AiTLE）邀
請，參與「香港電子學習嘉年華2015」展覽，由本校英文科和通
識科老師向公眾展示本校應用電子學習的成果。

電子學習嘉年華2015

於英文堂上使用平板電腦進行分享

電子學習分享會

增撥資源推動電子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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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Activities

  At LCP, there are many opportunities for our 
students to learn English. In the morning assembly, 
they share news reports and interesting things in 
newspapers with their peers. After school and during 
holidays, they come back for intensive programmes 
for various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mes. 
  This summer, about 30 students will fly to 
France and New Zealand for a two-week long 
English immersion programme. Before they go, they 
have come for a series of language courses run by 
our NET and English teachers. In these courses, 
they learnt team work through games. They formed 
groups to discuss issues and learnt how to solve 
problems. 
  The English Week is another showcase to learn 
English and it is a big success for us. During the 
week, our students joined the English Quiz Shows, 
an English cooking class learning how to make a 
dessert by using simple ingredients such as Oreo 
cookies, one of the favourite snacks at school, and 
whip cream to make a mouth-watering delicacy.  

Students are playing English games in the 
training programme.

Cheng Tsz Yan and Lam Wai Kei from 5C are 
doing an English news sharing in the morning 
assembly.

Students are listening carefully to the 
questions in the senior form Quiz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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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iety is the exact word to precisely depict the new elements 
added to this year’s English Week. We had a live band show in the 
School Hall at lunchtime in which our students, together with our 
English teachers, sang English songs and the audience danced 
along. Occasionally, they yelled for encores. The atmosphere 
is exceptionally strong. It was the first ever live show done in 
English at LCP, and we were completely moved by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The interactive movie viewing time also gave our 
students an opportunity to enjoy an English movie with their lunch 
boxes instead of their pop-corn and this is unbelievable. 
  The English drama ʻSherlock Holmesʼ is just the right thing 
to conclude the whole week’s activities. In the show, around 300 
students from F.1 to F.4 joined the actors from the U.K to showcase 
their talents in acting. They answered questions in English and did 
read aloud with the actors for a group competition.  
  Throughout the year, we provided a plethora of opportunities 
to expose our student to English and engage them in a wide range 
of authentic situations so as to develop their overall confidence 

and ability to effectively converse in English. However, all these could not have happened without the dedicated team of English teachers. 
Here, let me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m for their hard work and their passion. THANK YOU. 

The band, formed by our students and teachers, 
are playing music in the Hall.

Chan Suet Ting from 2A is singing an English song.

The students take picture with actors and actresses in the Drama Show. 5



通識教育
  本校通識學會主辦了「通識‧名人講座」系列。
  2月11日，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蒞臨本校擔任嘉賓。陳方安生
女士以一貫親切的笑容，詳細解釋了「一國兩制、民主與管治關係」。香

港回歸後的政情政事，聽陳太娓娓道來，實令本校師生獲益良多，一起上

了寶貴的一課。

  3月13日，學會亦邀請了中原地產、AM730創辦人施永青先生出席
講座，講題為「香港房屋問題及土地分配」。施生生對香港房屋問題

瞭如指掌，加上語調風趣幽默，觀點獨到，引起台下同學踴躍發問，

氣氛相當熱烈。

  通識學會舉辦「通識‧名人講座」的目的是引領同學思考社會關
注的問題，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

課室不教的

6



  本校花式跳繩學會已成立十七年，是其中一項最具特色的體育運動。多年來，跳繩隊參加「全港跳繩挑戰賽」，「全
港精英跳繩比賽」等比賽，屢次獲得冠軍，本校多名同學，更入選香港代表隊，接受艱苦訓練，代表香港參加亞洲賽和世

界賽，屢獲殊榮，為港爭光。

2007年    本校中七畢業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優秀教練

2008年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教練及技術培訓部召集人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資深教練

2011年    成立香港跳繩精英訓練社有限公司

2011年    香港大學工程學士（機械工程）畢業

莫利生  現職花式跳繩教練

    開設花式跳繩公司

吳柏麒  現職花式跳繩教練

    開設花式跳繩公司

鄒文威  現職花式跳繩教練

    開設花式跳繩公司

2009年    本校中七畢業

2011年    成立香港跳繩精英訓練社有限公司

           中國香港跳繩隊教練

2012年    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系畢業

2013年    加入中國香港跳繩代表隊

2013年    第七屆亞洲跳繩錦標賽15歲或以上
 團體公開組全場總季軍

賴宇恒  現職助理工程師

賴宇恒

2006年    中國香港跳繩代表隊成員

2008年    本校中五畢業

           香港專業花式跳繩學校教練

2010年     「世界青少年跳繩錦標賽」十八歲或以上

 男子組個人總成績冠軍（英國）

2012年    「世界青少年跳繩錦標賽」十八歲或以上

 男子組個人總成績冠軍（美國）

2013年    國際交互繩巡迴賽2013（比利時站）
 公開組冠軍

2014年    成立繩舞館有限公司

2007年   中國香港跳繩代表隊成員

2008年    本校中五畢業

2010年     世界跳繩錦標賽裁判

2011年     成立香港跳繩精英訓練社有限公司

2014年     中國香港跳繩代表隊副總教練

2014年    「第十屆世界跳繩錦標賽」表演盃

 總成績冠軍

2014年     國際交互繩巡迴賽2014（韓國站）冠軍

左起：吳柏麒、鄒文威、莫利生

跳出 一片天
校友傑出 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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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式跳繩
提升自己成為專業花式跳繩教練

  他們不約而同表示馮錦輝老師十

分嚴格，經常犧牲休息時間陪同他們

練習，積極推動他們參加不同的公

開賽及推廣活動，更安排他們走入社

區，義務教小學生跳繩，累積經驗，

讓更多人認識他們，後來更獲邀加入

港隊。

賴： 為爭取練習，我們午膳時間也不
放過，鞋也跳破了幾對。當時

我們已穩佔全港排名三甲之內，

但仍不斷觀摩參考外國的跳繩影

片，務求精益求精。

莫： 學校安排逢星期三及五練習，但
我們仍嫌不足，自行加時至一

星期訓練五天，直至天黑才肯回

家。雖然操場照明設施不足，但

就只靠聽聲也堅持繼續練習。

由課餘活動發展成專業、事業所面對的困難與挑戰

吳： 困難在於如何突破，令跳繩的花式更多變化。這要靠多與人交流，從別人口中認識自己，多參考別人的 

意見。成為教練後，如何啟發學員也是一項挑戰，學員多依賴教練，欠主動，我便安排多些比賽及表演

的機會讓他們增長見識。

鄒：缺乏資金及經常受傷也很令人苦惱。我們不時要出外比賽，即使只到就近的亞洲國家進行比賽，動輒也

要花上一萬元，但政府的資助較少，大部分的費用須學員自行籌措。另外，在練習各種花式時，很容易

受傷，致影響了訓練的進度。唯有多熱身，以及做好一切安全措施，例如鋪設軟墊，仔細評估該組動作

的難度及風險。不要急於求勝，一步一步來，便能減少受傷的機會。

而這四位靚中的畢業生，更憑著這根繩子跳出璀璨的未來。

花式跳繩啟發個人成長

吳： 成為教練後，要設法將自己的要求表達清楚，令學員明白。成立公司後，對內要和員工好好溝通，對外

則要跟不同的學校、機構洽談，了解他們的需要，以制定合適的課程配合學生的長遠發展。以前的我說

話較為直率，未能顧及他人感受，現在則會注意態度，耐心聆聽及講解，更懂得與人溝通。

鄒： 我學會了堅持，對人對事也抱著正面的態度，不會輕易放棄，只要肯付出，總會得到不同形式的回報

的。其次是更能控制自己的脾氣，只管責罵對解決事情是毫無幫助的，先了解事情，再冷靜分析，就能

減少出錯。

近年漸見普及，簡簡單單一根繩子，就能變化出不同的花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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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勵學弟學妹

吳： 做人不要太短視，例如學英語，並不是只求一個分數或名次，而是多了到外國發展的機會。學業及興

趣也要平衡發展，不宜偏執其中一面。

莫： 我讀大學時修讀機械工程，現在從事跳繩工作，似乎風馬牛不相及，有人會覺得未能學以致用，似乎
很可惜。事實是，當我跟機構團體推廣時，對方知道我擁有大學的學歷，會有優勢，更有信心將培訓

的工作交托給我們，所以盡力讀好書是很重要的。另外，不要怕吃虧。眼見有些初出茅廬的教練，以

為準時上課便盡了能事，若他們能早到15分鐘，為課堂先做好準備，便能給人工作態度良好的印象，

日後也會願意多給他們機會。

鄒： 不要輕言放棄，即使短期內未見成果，也要多試數次。為人不要自滿，要謙虛，這樣別人才願意教

導你。

賴： 做人必須有目標，具自信，才能令其他人對你有信心。不要老是認為自己做不到，或計較回報，以我

自己為例，就是透過不斷的參加比賽及表演，不覺間令技術提升，也因此多了機會讓人認識及提拔自

己，可以有更多方面的發展。

訓練、比賽、學業三者兼顧

  既要進行長時間的密集式訓練，

又要應付接踵而來的測驗考試及繁重

的功課，他們表示家長及老師也有微

言，並協議要交齊功課、表現良好才

可繼續跳繩。

莫： 每天訓練完畢，回家吃過晚飯
後，便開始溫習及完成家課，

運動後人更精神了，更能集中

應付課業。到考試時便暫停練

習，只要時間分配得好，便沒

有問題。

賴： 家人也曾反對，怕影響學業。

當時為了應付公開考試，曾兩

度暫停跳繩。我對自己說，若

能繼續升學，便會有更多時間

跳繩。最後我用行動證明了我

能兼顧學業，可以說，跳繩是

推動我讀書的最大動力。

而這四位靚中的畢業生，更憑著這根繩子跳出璀璨的未來。

賴：

  「認真、投入、堅持」的態度如繩子般不斷引領他們邁向目標，取得成就，闖出自己的一片天。

近年漸見普及，簡簡單單一根繩子，就能變化出不同的花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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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中五丁班學生劉家麟、吳俊鴻、何嘉晴、陳浩賢及郭志恆的參賽團隊，參加

由香港會計師公會舉辦的會計及商業個案比賽（2014-2015），奪得傑出表現隊伍獎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team）。參賽者需為六福珠寶有限公司的2013-2014年度
財務表現作出分析，並為未來兩年的營運安排作出建議。本年度有超過140間學校派
出隊伍參賽，成績為首10% （即20隊）的參賽隊伍方能獲得此項殊榮。

  本校龍舟隊參加由中國香港龍舟總會主辦Young Post第六屆香港學界龍舟錦標賽，勇奪標準龍男女子混合組金
盃  亞軍，小龍女子金盃  第四名，小龍男女子混合金盃  第五名，小龍男子銀盃  第五名。

獲獎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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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中六戊班柳家怡同學於2014-2015中國中學生
作文大賽（香港賽區）獲得高中組金獎。據大會統計，

是次比賽全港共有222間學校參與，參賽者共100,047
人，全港只有10位同學獲得高中組金獎。

（左起）中五丁班張浩、楊宇傑、陳賢雯、董趣之及李綺微

同學發揮創意，舉辦多元化戒煙活動，在校內及社區致力宣

揚無煙信息，獲得主辦單位頒發「傑出無煙青少年大使團

隊  亞軍」，以表揚同學推廣無煙文化的努力。

本校數學科老師帶領同學於下列大型比賽中取得豐碩成果，本學年有超過50人次獲獎，成績令人鼓舞！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2015（香港賽區）初賽及晉級賽
˙第十七屆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

˙2015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香港賽區初賽、晉級賽（初中組）及決賽（高中組）
˙新加坡數學競賽2015初賽（香港賽區）

連續十年獲頒關愛校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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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涌扶輪社與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合辦
「敬老護老、服務社群、中小學生齊參與」2015

  本校與葵涌扶輪社連續十年合辦不同主題的德育活

動，本年度的主題是「敬老護老、服務社群、中小學生

齊參與」，比賽項目包括：一、敬老護老展繽紛（填色

比賽）；二、敬老護老心得共分享（口號創作比賽）；

三、敬老護老三格漫畫展才情（情景對話創作比賽)；

四、敬老護老徵文比賽；五、敬老護老舊曲新詞創作及

歌唱比賽。而頒獎禮暨舊曲新詞創作及歌唱比賽於2015
年4月25日（星期六） 圓滿結束。
  「敬老護老、服務社群、中小學生齊參與」活動計

劃重點在於藉由生命關懷議題，推展社會敬老護老的觀

念，樹立學生參與社會福利工作之善良風氣，發揮「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精神，共同關懷社會角落裡被忽略

的長輩。是次活動不單能提升同學關注敬老護老的意

識，更能促使家長和同學從親子活動中共同感受敬老護

老的重要性。

  葵涌扶輪社3450區的現任、候任及前任社長均出席
主禮，區內友校校長亦出席擔任頒獎嘉賓。本年度共有

八十七所中小學參加，收到超過一萬七千份參賽作品，

兩者皆是歷年之冠。當天出席活動的老師、學生和家長

超過四百人。

現任社長呂朋先生（左一）12



  本校主辦第二屆小學五人足球賽於2015年3月14日在
本校操場舉行。比賽分兩組進行，上屆冠、亞軍列為種

籽隊，爭奪最高榮譽  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盃。
  比賽戰況激烈，各隊施展渾身解數，球場上的老
師、家長和同學都看得眉飛色舞。當球員臨門一腳，把

握命中，全場觀眾情緒高漲。宣基小學派出的女同學，

表現一點不讓男生專美，可謂巾幗不讓鬚眉，為賽事增

添色彩。

2014-2015 年度將軍澳區小學五人足球賽 

將軍澳天主教小學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曾樂圖同學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冠軍

亞軍

季軍

最有價值
球員

13



明日領袖義工計劃－

廣西五天當地義工及生活體驗之旅

小學沒有工友，日常事務由學生輪流負責，
同學表現主動積極，令人讚賞

第一天聚首，一同上課，感覺已像大家庭

靚中同學盡顯領袖本色

  31/3至4/4期間，本校20位同學透過參與訓輔
導組合辦的「明日義工領袖培訓計劃」，成功獲選

到廣西進行義工服務交流，內容包括到訪百色山區

平塘小學、與該校學生一同上課、設計及實踐課堂

義教、帶領集體遊戲活動、校園服務、山區農戶探

訪等。

  交流活動讓靚中同學通過體驗經濟條件較落後
地區的民生與教育情況，反思現在；亦從義教及帶

領活動等服務過程提升領導才能、團隊協作及解難

能力，獲益良多。

學生感想
3A 蔡忻恫

  對待生活，我們應有一份感恩、一顆知足
的心。相比平塘小學的孩子們，我們還有甚麼
感到不幸福、不滿足的理由？珍惜現在所有，
為自己的獲得感恩，多了解別人需要，盡力施
以援手，哪怕只有些許貢獻，也能造福別人。

4D 司徒逸成
  在義教和遊戲過程中，我遇到了很
多突發事件，雖然在老師的協助下，問
題最終獲得解決，但我體會到自己提升
解難能力及應變技巧的需要，這次交流
讓我汲取了寶貴的經驗。

3A 馮泳琪
  孩子們學習及遊戲時認真的神情、
積極的態度深深地感動了我。未來，希

望我能像他們一樣，即使在困乏的環境

中成長，也能不畏艱辛，奮力向上！

3C 陳 旭
  他們會主動遞上課本跟我們分享，一起大
聲朗讀，他們的學習能力與態度一點都不比我

們差。身為都市人，每天身處先進、舒適的生

活與學習環境，更應珍惜所有，自強奮進！

靚中同學盡顯領袖本色

小學生積極參與課堂活動

探訪農戶，了解山區農民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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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2-29日
  聖誕節假期間，本校師生參加了由福建省（南平市）人民政
府僑務辦公室舉辦的「福建『海絲情‧桑梓夢』文化交流活動暨

海絲文化大賽」。同學從活動中不但見識到武夷山的傳統文化，

更能與世界各地學生交流，以及遊覽福建著名景區，如泉州錦繡

莊民間藝術園、德化順美文化生活館、馬尾船政博物館、福州西

湖及九曲溪等等，獲益良多。本校同學更以優秀的表現獲得海絲

文化大賽優異獎。

福建「海絲情 ‧ 桑梓夢」文化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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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這裏的人很忙很忙。忙於生活，忙於奔命。這個晚上，有點不一樣，空氣彷彿凝固了，

時間彷彿停滯了，大家坐在地上，很安靜，站著的我反而顯得不尋常了。

  我害怕這個黑夜永遠不會過去，到處張望，在找我認識的人。他們年紀與我相仿，但始終找不

到我認識的人，統統都是陌生面孔，他們向我投以奇異目光。台上，有人一聲令下，使安坐的人紛

紛站起來了，一同向同一個方向衝，我又成了不尋常的一個。

  他們高呼同一個口號，同一個理念。我很認同，很佩服！他們都撐雨傘，我沒有。他們都穿黑

衣，我沒有。他們都繫黃絲帶，我沒有。這裏是一片氣勢磅礡的黑森森的海，上面開著大大小小，

紅紅綠綠的「傘子花」。與我同齡的人群，沒有上學。我問為什麼？人群說為了香港的未來，香港

的路而抗爭。我很高興他們如此懂事，但不尋常的我仍有所保留。這真是不二法門嗎？憑著他們的

理念，我鼓起畢生最大的勇氣表達我的見解。因為我相信他們會接納我，因為我相信他們會明白

我，儘管沒有人認同。萬萬想不到，我在他們口中竟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我犯錯了嗎？某角

落，有人亦發表了他的獨特見解，他被灌以無「個人思想」、「人云亦云」的「罪名」。某角落，

有人發表了更另類的看法，他被狠狠訓斥了一頓。我欲逃去，他們把路給堵住了，我很愕然，我的

未來還有路可行嗎？海中心突然翻起一個怪巨浪，在我頭頂十呎高直蓋過頭，來不及呼救，就已被

巨浪吞噬，我怕得從夢中驚醒過來⋯⋯

  我穿起校服，回到學校，今天學校被股不一樣的氣氛籠罩著。我看見我的同學在操場上坐著，

頭頂上頂著的是烈日。我在思考，坐？不坐？同行的朋友坐下了。「既然認同他們的理念，坐下

吧！」我一鼓作氣坐下了。坐下了我就掙扎了。我的心跳得很快、很快，很響亮，在胸膛內造成了

回音。我的未來，我的路，也許因為這一坐而改變，我不走！卻坐下，代表我認同夢中的人群。我

的手用力按捺著她，她始終不安定下來，跳動的幅度快大得撐破我的胸口，直跳出來。我該何去何

從？為什麼猶豫？一刻的猶豫就是不願意。我想站起來，但我怕昨晚的夢會再放映一次，我又再成

為不尋常的一個。倘若我繼續留守，卻心不在焉，對他們是何等的侮辱？我又豈對得起「她」呢？

我的未來，可能取決於去或留之間。

  我決定還是忠於此時此刻的自己，我不要給未來的我有任何抱怨。終究我是站起來了。我不想

再有那麼多一刻的遲疑，對我，對他們，是那麼的不尊重?我提起那沉如巨石的背包，「啪、噠」

一甩，甩到背上。只有我一個。人群中的我顯得非常異類，可我寧承受這種壓力，亦不想「她」責

備我。我在人群中走出條路來，我不知道未來的路會走成如何，但我盡量不讓未來的「她」後悔。

  我不敢回頭，頭也不回走過人群，我不願再看見如昨晚夢中的奇異目光。我的背包很重很重，

我的腳步很重很重。但我的心卻是前所未有的輕快，她很安靜，她不再抗議了，她說：「忠於現在

的自己，才對得起未來的你。」

柳家怡 中六戊

2014-2015中國中學生
作文大賽（香港賽區）
高中組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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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那獵犬誕生起，便是族群中的異類，牠不能隨心所欲地發揮自己英勇的天性，而恐懼著未來，被
膽小所困。牠的未來充滿着未知，使夢想和現實相隔千里。最後，獵犬連門前那片森林也不能跨越，彷
彿林中的未知向着獵犬張牙舞爪，不過身體的顫抖並不使心隨着顫抖。

　　獵犬一如往常蜷縮在羊毛毯子上，旁邊的火爐發出燃燒的啪啪聲，在獵犬心中，一切的未知都是存
有危險，不過，牠已經熟悉這間屋子。還記得當初被帶回來時，對一切未知都感到害怕，看着懸掛的野
豬頭，獠牙讓牠不寒而慄，身旁的火爐也花了不少時間摸索，生怕火舌一下子吞了牠⋯⋯。

　　「咔擦」木門被推開了，獵犬從可笑的回憶中回神過來，站起來督了木門一眼，見是獵人，又蜷縮
回毯子上，毛茸茸的尾巴左搖右擺。獵人把肩上的戰利品和弓箭擺到木桌上，然後一屁股坐在獸皮大椅
上，瞥了獵犬一眼後，便全身放鬆在椅上呼呼大睡。良久，獵犬迎門而出。

　　紅葉滿山，落葉知秋，在這個秋高氣爽，楓林盡染的時節，郊遊散心是一種不錯選擇，獵犬此番出
來是為了挑戰自我，挑戰自身和夢想之間的未知，並非散心。牠在森林附近徘徊，希望能熟悉門前這片
未知森林，一完自己夢想。

　　牠，一直希望能找回自己的天性，找回身為獵犬應有的勇猛，和主人挑戰闖關，當上一位神射手的
獵犬，而並非只是一隻忠心耿耿的看門狗。牠必須以勇猛的姿態襯托主人百發百中的神威。牠一直為這
個夢想而堅持，只要堅持，夢想終可實現。

　　日落西山，蕭蕭秋風迎臉而來，把身上幾根白毛連紅葉飄揚到半空中，獵犬抬頭一看，天色已晚，
便腳踏紅楓回家去了。今天依舊沒有任何收穫，但秋風並沒有把眉吹皺，把心吹愁。殊不知，除了堅持
之外，還要掏出一種東西方可追夢。

　　獵犬輕輕地推開了木門，肉香撲鼻而來，獵人在招呼着老獵人，獵犬逕自走到羊毛毯子上，低頭吃
晚餐。兩個獵人酒足飯飽，開始談天說地，直到酒過三巡，老獵人微有醉意才走。臨行前，老獵人看着
毯子上休息的獵犬，轉頭向獵人問了一聲：「老樣子？」他嘆了一口氣：「還是老樣子。」然後，老獵
人拋下一句：「還真像以前的你呢！」便帶着蹣跚步伐，醉薰薰離開小屋。獵人先呆了一下，酒窩在臉
上閃現後離去，牠走到火爐前，添上木柴，好讓獵犬暖和些。看著搖曳的火舌，獵人邊添上木柴邊自言
自語：「我小時候很害怕拿起弓箭，一拿手便不停地抖，但天下間哪有獵人會膽怯用箭？於是，我每天
向老獵人請教，但情況沒有改善。其實，你和當初的我一樣，缺乏的是挑戰心魔的勇氣啊！」獵人拍一
拍手上的木屑，便起身回房去。

　　秋去冬來，白雪連天，獵犬往常在森林附近徘徊，盯着一無所知的森林，欲要望穿林內所有，正在
聚精會神時，林內突然傳來一聲慘叫，飛鳥盡散。獵犬心中一驚，這慘叫確實是獵人，獵犬正當想衝入
林中，但又停了步。當初的心魔來了，所有恐懼湧上心頭，那未知令牠膽怯惶恐。獵犬無法預知太多，
牠因未知而害怕。牠那雙瞳孔因恐懼而放大，快要把頭蓋骨撐破，四肢軟弱無力，最後倒在雪地上顫
抖。但此時，獵犬預知了一種結果，驅逐了心中恐懼，「獵人會死！」這預知一直繞着獵犬心頭，獵犬
咬緊牙關，吼了一聲便向森林拔腿就跑。獵犬在林內穿梭，牠隨血腥味奔馳，心魔雖未消去，但勇氣使
牠不再猶豫，堅持使牠不再停步。終於，牠看見了獵人，他的身上滿佈傷痕，血流如注，昏倒在地上，
鮮血染紅了白雪，而包圍獵人的狼群，雖然被獵人射倒了幾隻，但因鮮血的氣味逐漸逼近。獵犬此時紅
了雙眼，衝向狼群。狼群冷不防有隻瘋犬襲來，心中怯了一下，瞪眼一看，只有一隻獵犬，便紛紛舉爪
朝獵犬攻擊，獵犬大吼一聲後，一口便是咬向狼群首腦。眾狼混戰，場面慘不忍睹。

　　這天，森林內的白雪被染紅成天上紅霞，地上再無白雪，彷似冬天還沒走，仍是紅葉滿山，只不過
紅的不是葉。獵犬站立血泊之中，身上滿佈傷痕，剛才牠的英勇，咬傷了幾隻狼，使狼群無心戀戰，夾
着尾巴逃走。獵犬現在顧不得身上的傷，牠必須把獵人帶到附近城鎮。牠咬着獵人的大衣，扯着獵人移
動，期間不時發出哀鳴，希望獵人醒來，當大衣破了便咬褲腳，最後褲都爛了，便用頭推，獵犬的身
姿，在雪地上推出一條鮮紅軌跡。最終，獵犬力盡倒下，牠躺在地上用全身力氣發出幾句有氣沒力的鳴
叫。牠任由白雪飄落身上，不過當白雪落下後便溶於熱血中。獵犬最後趴在獵人身上，用最後的體溫讓
獵人溫和些，把餘力都用盡在那血紅的尾巴上，替獵人掃走身上的白雪。

　　當獵犬醒來時，牠嗅出醫院的藥水味，還嗅出了老獵人的酒味，牠感覺到溫暖的大手正驅散小身軀
的寒意，這最熟悉不過的氣味，讓獵犬安心閉上眼。恐懼雖然仍在心中，但是勇氣已把它壓在心底裡，
未來不再恐怖，而是值得憧憬，未知帶來的挑戰，只不過增加追夢的樂趣。

張 浩 中五丁

第八屆大學文學獎
少年作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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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y people in Hong Kong may think that it is too early for children to work as this stage is their golden time to learn. All 
children should have a happy childhood before they go on to work in society. 

  However, there are many heart-rending stories that have not been told. In this century,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still have not enjoyed the fruit of global prosperity and child labour is still rampant in these parts of the world. Families are 
generally poor, and their parents are forced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lighten the fi nancial burden or the whole family starves to 
death. When facing survival or death, obviously, they opt for the former. 

  Thinking back, I think we are the lucky kids compared to them. I have learnt that some children in Pakistan have to 
manufacture footballs for just US$8 dollars a day. The amount they earn each day is far less in value than the amount of 
learning they can have with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No one knows where we will fi nally end up until the moment we come out of our mums’ tummies. If we are blessed, we 
should try our best to live it fully and offer our help to those who need us.   

Child labour
5D Chan Yin Man

Meaningful words
3A Fung Wing Ki

  Words are very important to people. We use them to express how we feel and think. Some words mean more than 
others. There are three words that have special meanings to me - commitment, trust and communication.

  I have a commitment to studying. Studying is important to everyone’s life. Every moment of everyday is a process of 
studying. So far, I am satisfi ed with my results, but I know I can do better. Before Form Two, I didn’t like to study. I even hated 
it because I thought it was boring and annoying. However, I found the way to study, and I realized there are many people 
supporting me to study hard. From then on, I started to study hard, and I was second in the form on the exams. That was 
inspiring. All the pains of studying were worth it when I got second.

  Trust! Trust is important to this world. We trust our families, teachers and friends. I trust my family as they take good care 
of me. I trust my teachers as they teach me very well. I trust my friends as we play together, study together and chase our 
dreams together. 

  Finally, it is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is important to a relationship. Only communication can let you know what 
people think and how they feel. If you don’t, you will have arguments.

  Last Sunday, I went to Mong Kok and enjoyed different street art performances on Sai Yeung Choi Street.

  When I arrived, there were already many people circling in different spots. The whole place was very crowded. If you like 
to see street art performances, you should go there because you will defi nitely fi nd your favourite performance, for example: 
folk music, Cantonese opera and tap dancing.

  Among all the performances I watched, the most impressive one is the tap dancing. Five tap dancers were beautiful. 
While they were dancing, they invited some onlookers to dance with them. Many passers-by were attracted by their dance 
and stopped to watch. Some children followed them too. It was the most entertaining tap dancing show I have ever seen! 

  I do not know much about Mong Kok but this experience has changed the way I view this place. It is not a dirty place, but 
a paradise for people to showcase their talents.

Street arts
2C Tang Choi Ha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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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Chau Wang Yik, Samuel
French students

  Every year, some French students come to our school for a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me. Not long ago, a group of 
French students visited our school and I did many things with them. We had a lot of fun together.   

  On the fi rst day, we visited the Big Buddha, which is the largest seated bronze Buddha in the world. It can be seen from 
very far away! We took a lot of beautiful photos there. We were happy.

  In the afternoon, we headed back to school to have Arts lessons. They learnt to do Chinese painting. The Art teacher 
gave them paintings as souvenirs, and they were surprised by her hospitality. 

  I enjoyed going to places with them as this lets me learn many things about the French culture. I am determined to apply 
for the Franco-Chinese exchange programme and visit them in France. 

My role model
2A Lin Xiaotong

  Do you know a pop star called Krystal Jung? She is my role model and my goddess! I really admire her.

  Many people know that she is a Korean pop star but in fact she is from America. She was discovered by SM Scouts in a 
Korean department store when she was six years old. She started training with SM in 2006 when she was 12 years old. Now, 
she is a singer and dancer in a k-pop group called ‘f(x)’.

  I admire her because of her determination and persistence. Although the training with SM is hard and fatiguing, she 
never gives up. She is determined to be a brilliant pop star and her persistence has paid off. ‘Never give up and you will be 
successful’ is her motto and this is also the thing I have learnt from her. 

  Krystal Jung is not only talented, but also generous. She always donates money to charities and takes part in charitable 
activities, such as Aid Food Children Sharing Activities. I choose her as my role model because she has affected people in a 
positive way. 

goo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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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香港龍舟總會主辦
Young Post第六屆香港學界龍舟錦標賽

標準龍男女子混合組金盃  亞軍

張朗琮 (2D)、郭耀東 (2D)、丁佳煌 (2D)、蔡穎怡 (2D)、王藝樺 (2D)、
郭鍶洋 (3D)、黃傾倚 (3D)、羅浚源 (4C)、 何明慧 (4C)、林津汧 (4C)、
黃佩儀 (4C)、蔡銀寧 (4D)、施偉豪 (5A)、 劉海賢 (5B)、鄭芷欣 (5C)、
何嘉晴 (5D)、張智雄 (6A)、林沛盈 (6B)、 曹曉珣 (6B)、成智豪 (6B)、
曹廣志 (6C)、張星棓 (6D)、 何理洭 (6D)、彭梓賢 (6D)
小龍女子金盃  第四名

蔡穎怡 (2D)、王藝樺 (2D)、郭鍶洋 (3D)、黃傾倚 (3D)、黃曉彤 (4B)、
何明慧 (4C)、林津汧 (4C)、黃佩儀 (4C)、 蔡銀寧 (4D)、鄭芷欣 (5C)、
何嘉晴 (5D)、林沛盈 (6B)、曹曉珣 (6B)
小龍男女子混合金盃  第五名

張朗琮 (2D)、郭耀東 (2D)、丁佳煌 (2D)、蔡穎怡 (2D)、王藝樺 (2D)、
郭鍶洋 (3D)、羅浚源 (4C)、何明慧 (4C)、 林津汧 (4C)、黃佩儀 (4C)、
施偉豪 (5A)、劉海賢 (5B)、鄭芷欣 (5C)、 何嘉晴 (5D)、張智雄 (6A)、
林沛盈 (6B)、 曹曉珣 (6B)、成智豪 (6B)、 曹廣志 (6C)、張星棓 (6D)、
何理洭 (6D)、彭梓賢 (6D)
小龍男子銀盃  第五名

林鴻斌 (1C)、 張朗琮 (2D)、郭耀東 (2D)、丁佳煌 (2D)、羅浚源 (4C)、
施偉豪 (5A)、劉海賢 (5B)、 張智雄 (6A)、成智豪 (6B)、曹廣志 (6C)、
張星棓 (6D)、何理洭 (6D)、彭梓賢 (6D)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港島及九龍地域中學

學界排球比賽第三組（九龍二區）女子組乙組季軍

陳家琪 (3B)、陳可欣 (3C)、 駱泳嵐 (4A)、羅嘉琪 (4B)、黃諾晴 (4C)、 
黃佩儀 (4C)、 劉美雲 (4D)、梁美婷 (4D)
學界排球比賽第三組（九龍二區）女子組全場總冠軍

趙家倩 (1A)、戴樂兒 (1A)、曾淑怡 (1A)、蔡敏儀 (1A)、陸凱盈 (1A)、
李美紅 (1B)、 謝靖韵 (1B)、 楊子穎 (1B)、 戴詠媚 (1C)、黃綽霖 (2B)、
蔡若維 (3A)、馮泳琪 (3A)、黃慧雯 (3A)、陳家琪 (3B)、陳可欣 (3C)、
駱泳嵐 (4A)、羅嘉琪 (4B)、 何明慧 (4C)、 林津汧 (4C)、黃諾晴 (4C)、
黃佩儀 (4C)、 莫青容 (4C)、 劉美雲 (4D)、梁美婷 (4D)、蘇嘉琪 (6A)、
蘇嘉欣 (6A)、蘇嘉儀 (6D)、鄧少敏 (6D)、鄒文兒 (6D)、陳羡瑩 (6E)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主辦
全港跳繩精英賽2015  表演盃

十五歲或以上組別 全場總亞軍

黃啟聰 (1A)、陳慶桐 (1C)、郭正義 (1C)、江志豪 (1C)、劉灝程 (2B)、
陳嘉俊 (4A)、廖國康 (4D)、李俊明 (5A)、高 旭 (5D)

中國香港跳繩總會主辦
全港學界跳繩比賽2015

男子組 2分鐘速度耐力跳第二名
徐英 (5A)
男子組 45秒個人花式第三名
李俊明 (5A)
1分鐘三人交互繩花式第一名
楊子浠 (2D) 、廖國康 (4D)、李俊明 (5A)
校際總成績第二名

黃啟聰 (1A)、陳慶桐 (1C)、郭正義 (1C)、江志豪 (1C)、楊子浠 (2D)、
陳嘉俊 (4A)、林籽緣 (4D)、廖國康 (4D)、李俊明 (5A)、徐英 (5A) 、
高 旭 (5D)、林師健 (4D) 

公益少年．濕地慈善環保行．生態遊踨

優異獎

蔡忻桐 (3A)、馮泳琪 (3A)、何嘉詠 (3A)、林曉恩 (3A)、譚雅元 (3A)、
曾凱鈴 (3A)、黃嘉欣 (3A)、王琼鈺 (3A)、黃慧雯 (3A)、葉美蘭 (3A)、
陳輝煌 (3A)、姜鈞淳 (3A)、郭嘉豪 (3A)、劉振東 (3A)、李健禧 (3A)、
麥烝耀 (3A)、唐源謙 (3A)、溫坤強 (3A)、楊家禮 (3A)、嚴志杰 (3A)、
楊安淇 (3A)

香港會計師公會主辦
會計及商業個案比賽（2014-2015）傑出表現隊伍獎

劉家麟 (5D)、郭志恆 (5D)、陳浩賢 (5D)、何嘉晴 (5D)、吳俊鴻 (5D)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辦

無煙身心  標語創作比賽（中學組）

冠軍  蔡敏儀 (1A)
亞軍  陳永熙 (1A)
優異獎  王碩婓 (1A)、盧君諾 (1A)

粵語正音推廣協會主辦
香港第一屆粵語正音測試大賽

優異獎

蔡銀鈴 (4D)、李俊賢 (4D)、曾靖霖 (4D)、何樂軒 (4D)

2014-2015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香港賽區）
高中組金獎

柳家怡 (6E)
初中組優異獎

周泓亦 (1A)、林雍儀 (2A)、陳雪婷 (2A)
高中組優異獎

劉智彬 (6E)、何潔雯 (6E)
香港浸會大學舉辦

第八屆大學文學獎 「少年作家獎」

張 浩 (5D)
西貢區公益少年團主辦

2014 至 2015 年度棋藝比賽跳棋比賽冠軍
鄭芷欣 (5C)
2014 至 2015 年度棋藝比賽象棋比賽冠軍
李梓暉 (2A)

保良局及香港數理教育學會主辦
第十七屆香港青少年數學精英選拔賽三等獎

趙俊杰 (2A)、李梓暉 (2A)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5（香港賽區）初賽
一等獎  趙俊杰 (2A)
二等獎  林曉桐 (2A)、陳惠東 (2A)、林偉俊 (2A)
三等獎  李建豪 (1A)、陳予湟 (1B)、林偉杰 (2A)、李梓暉 (2A)
「華夏盃」全國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 2015（香港賽區）晉級賽
二等獎  趙俊杰 (2A)
三等獎  李建豪 (1A)、李梓暉 (2A)

綜合奧林匹克學術研究所（新加坡）主辦
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協辦

新加坡數學競賽2015初賽（香港賽區）
銀獎

黃紀悠 (1A)、陳予湟 (1B)、 陳雪婷 (2A)、林偉俊 (2A)、陳 醇 (2A)、
趙俊杰 (2A)、林曉桐 (2A)、李梓輝 (2A)、鄧藝煌 (2A)、黎文寵 (2B)、
嚴志杰 (3A)
銅獎

李廣麒 (1A)、李庭軒 (1A)、溫晉銘 (1A)、聶夢瑤 (1A)、陳美華 (1B)、
雷迪洋 (1B)、 胡敏玲 (2A)、林芷璇 (2A)、鄧翠怡 (2A)、鄭欣雨 (2A)、
林偉杰 (2A)、鄒翔瑋 (2A)、洪朝淮 (2C)、 林子立 (2C)、楊安淇 (3A)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及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
2015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香港賽區)初賽 暨 

港澳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初賽

銀獎 

黃紀悠 (1A)、林偉俊 (2A)
銅獎

周泓亦 (1A)、陳予湟 (1B)、趙俊杰 (2A)、胡敏玲 (2A)、林芷璇 (2A)、
陳 醇 (2A)、吳艷紅 (4D)、鄧焜濱 (4D)、鄧焜涎 (4D)

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聯合會及香港數學奧林匹克協會主辦
2015亞洲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公開賽(香港賽區)晉級賽

銅獎

黃紀悠 (1A)、趙俊杰 (2A)、胡敏玲 (2A)、鄧焜濱 (4D)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主辦

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乙組標槍 季軍

羅浚源 (4C)
乙組跳高 季軍 

胡敏玲 (2A)
葵涌扶輪社主辦

「敬老護老徵文比賽 」（中學組）

亞軍  周泓亦 (1A)
優異獎  黃紀悠 (1A)、趙嘉倩 (1A)、盧君諾 (1A)、高天昭 (1A)、
     陸凱盈 (1A)
「敬老護老心得共分享」口號創作比賽 ( 中學組 )

優異獎  黃紀悠 (1A)
「敬老護老舊曲新詞創作及歌唱比賽」

冠軍  陳雪婷 (2A)
亞軍  楊 濤 (5A)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辦
無煙青少年大使領袖訓練計劃2014-2015

傑出無煙青少年大使團隊  亞軍

張 浩 (5D)、楊宇傑 (5D)、陳賢雯 (5D)、董趣之 (5D)、李綺微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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