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一年度全體教職員合照

第五行：布偉雄老師
梁栢恒老師

林經緯老師

張少波老師

楊振維老師

孔繁聰老師

任永恒老師

第四行：吳傲秋老師
劉伯文老師

何家輝老師
葉文傑老師

蘇健男老師
余榮耀老師

林燦偉老師
梁偉業老師

李良嗣老師
吳振浩老師

吳 賓老師
劉志輝老師

第三行：黎美琳老師
譚綺文老師
盧曼君老師

方明欣老師
楊小萍老師
黎敏慧老師

社工陳靜霞姑娘 鄭美寶老師 陳慧敏老師
林慧如老師 陳愷琳老師 鄭雅詠老師 袁惠珊老師
彭曉心老師 招詠珊老師

第二行：蔡燕蘭老師
陳靄渠老師
宋雪紅老師

張麗娟老師
黃玉萍老師
彭玉賢老師

鄭茂梅老師
衞家寶老師
許雪紅老師

黎美鳳老師
梁曼思老師
梁婉櫻老師

羅敏儀老師
成佩珊老師

馬麗霞老師
梁梓華老師

第一行：潘建成老師 袁振英老師 黃浩輝老師 梁竹欣老師 郭乃明老師 潘綺文老師
梁秉恩副校長 周應泰校長 黃美英副校長 林敏青老師 羅惠珍老師
黃年鳳老師 李國寧老師 葉建枝老師 黃健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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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大事記
（二零一零年四月至二零一一年三月）
二零一零年
一日
九日至十日
十日
四月

十五日、二十二日及
二十九日
二十一日
二十四日
二十四日及五月八日
三日
四日至六日
八日
十日
十一日
十二日
十三日
十四日

五月

六月

十五日
十七日
十九日
二十日
二十二日
二十五日
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
四日
七日至二十五日
十八日
二十三日及二十四日
二十六日
三十日至七月四日
三十日
二日

七月

八月

六日
七日
十二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四日
二十七日
一日

九月

十六日及十七日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

17位同學參加元朗下白泥考察。
學校團契生活營。
3位同學參加第十五屆全國華羅庚金杯少年數學邀請賽（香港賽區）。
21位同學參加隨時候命社區義工計劃（銅章）實習
探訪播道兒童之家。
中一級午間錄影帶播放

各行各業。

全港性系統評估（中三級）。
家長茶聚
「潮爸、潮爸」。
16位同學參加香港機械奧運會2010。
7位同學參加「政經中國」辯論比賽。
「青海地震賑災籌款」，共籌得$21,550。
數學週攤位遊戲。
36位同學參觀王氏港建科技城。
1位同學參與新城電台節目錄音。
20位同學出席法國五月
「智者的花園」音樂會。
12位同學參加Windows 7講座。
中一級班際音樂問答比賽。
中四選科晚會。
領袖生燒烤日。
8位同學參加東華三院中學上海世博之旅工作坊。
學生會舉辦點唱活動。
迷你音樂會2010。
9位同學及10位家長參加親子果撻製作班。
中四通識講座。
21位同學參加隨時候命社區義工計劃（銅章）考核。
11位同學參加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甜品製作班）。
師生乒乓球比賽。
中七級謝師宴。
學期考試。
3位同學參加無伴奏合唱講座。
全港性系統評估（中三級）。
8位同學參加東華三院中學上海世博學習團工作坊暨出發典禮。
8位同學參加東華三院中學上海世博學習團。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放榜，中七畢業生共89人。
56位中五同學及7位家長參加中五會考放榜講座。
中一至中四綜合表演。
歷史問答比賽。
中五級謝師宴。
結業禮。
暑假。
香港中學會考放榜，中五畢業生共206人。
中一級迎新日。
開學禮，本年度全校共有31班，64位教師及學生1124人。
中六迎新日。
四社周年大會。
中一級英語閱讀計劃簡介會。
中七同學聯招講座。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
二十七日至三十日
二十九日
三十日
二日
五日
六日
八日
八日及十一日
九日
十二日
十四日
十月

十五日
十八日
二十日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
二十七日及二十九日
二十九日
一日
四日至五日
八日至十一日
十一日、二十日
十一日及二十二日
十二日
十三日
十三日至十四日
十四日
十五日及十七日

十一月

十五日、二十二日及
二十九日
十六日
十七日
二十日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
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

十二月

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
三十日
一日及八日
二日
三日

2位同學參加國際可持續發展奧林匹克2011（香港區選拔賽）簡介會。
中一家長茶聚。
秩序比賽。
2010-2011燃點希望助養計劃，全校共籌得$17,528.90。
領袖生培訓。
學會迎新日。
領袖生培訓。
社、學會幹事工作坊。
182位同學參加城市大學課程講座。
東華三院舊生分享講座。
陸運會。
17位同學參加校際學界足球比賽。
中一級吸毒與法律講座。
1位同學參加朗朗用音符譜愛
大師級學堂。
177位同學參加浸會大學課程講座。
學生會選舉日。
12位同學參加香港工程挑戰賽2010簡介會。
17位同學參加足球友誼賽。
88位同學參加中大東華社區書院講座。
1位同學參加城市大學電腦科學系「Robocode」比賽2010工作坊。
中六地理考察。
學生會周年大會。
中一、二級中文講故事比賽。
社際高年級國學常識問答比賽。
東華聯校運動會。
測驗週。
49位中五同學參加地理考察。
20位同學參加校際學界足球比賽。
174位同學參加理工大學課程講座。
家教會周年會員大會。
中一跨學科專題研習
本區歷史建築物參觀。
領袖生訓練營。
4位同學參加香港工程挑戰賽2010獲決賽入圍獎。
5位同學參加東華三院中學
夢想啟航
青年交流大使訓練計劃。
中四級電影欣賞
東風破。
8位同學參加「愛、生命」計劃

「健康人生」系列工作坊。

上學期壁報比賽。
12位同學參加奧數比賽訓練。
學校團契燒烤。
20位同學參加童軍大會操。
旅行日。
東華三院聯校畢業典禮。
中一級數學問題比賽。
海童軍迎新BBQ。
13位同學參加救世軍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
重建組義工訓練。
3位同學參加電子創意科技獎勵計劃2011。
35位中四同學參加地理考察。
2位同學參加亞運体驗之旅。
捐血日，共109位師生參加。
12位同學參加奧林匹克數學比賽訓練。
中六及中七職業訓練局課程講座。
學校推廣活動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新會商會學校參觀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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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
四日、十一日及十八日
六日
八日
十一日
十二日
十三日
十三日及二十日
十六日
十八日
二十二日
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
三十日

一月

二月

三日至十三日
八日
十五日
二十日
二十二日
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
二十八日
六日至八日
十一日
十三日
十四日
十六日至十八日
十九日
二十一日及二十八日
二十一日至三月四日
二十二日
二十五日
二十六日
四日
五日
五日及六日
七日、十四日及二十三日
八日

三月

十一日
十一日及十七日
十六日
二十一日
二十三日
二十六日

學校推廣活動
深水埗小學家長參觀本校。
12位同學參加青少年發明家比賽2011簡介會。
13位同學參加救世軍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
重建組義工訓練。
火警演習。
20位同學參加「愛、生命」計劃
「健康人生」系列工作坊。
於東華三院羅裕積小學進行學校推廣活動。
20位同學參加東龍州考察。
4位同學參加機械人聖誕老人運動會。
9位同學參加多啦A夢玩轉Robot Show。
25位銀樂隊隊員參加星光大道聖誕表演。
200位同學參加禁毒攤位遊戲。
20位同學參加「愛、生命」計劃
「自強不息」系列工作坊。
400位同學參加關楚耀一年校園音樂分享會。
20位同學參加「愛、生命」計劃
「自強不息」系列之野戰訓練。
音樂節。
中五及中七同學舉行聖誕茶會。
便服日，為奧比斯眼科醫院籌得善款$9282。
學生會聖誕聯歡會。
海童軍3日2夜聖誕大露營。
62位同學參加燃點希望大使。
二零一一年
上學期考試。
13位同學參加2010-2011年度高級程度會考中國歷史科（卷一）聯校模擬試。
中一級同學參觀東華三院歷史博物館
華人生活。
243位中五及中七學生參加面試技巧講座。
135位中四級同學參加綠色音樂會。
20位同學參加自信心訓練營。
農曆新年活動。
中六級戶外考察營。
農曆新年點唱。
家長日。
中一級及中二級通識講座。
一人一利是活動，全校共籌得$4520。
6位同學參加電子創意科技獎勵計劃2011。
20位同學參加「愛生命」計劃
「關愛有你」系列工作坊。
中七模擬試。
中一至中四級數學問答比賽。
師生廚藝比賽。
27位同學參觀「香港故事」展覽。
14位同學參加中五數學比賽。
2位同學參2010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最佳創新及研究活動。
21位同學參加「愛、生命」計劃
「關愛有你」系列之義工計劃練營。
21位同學參加「愛、生命」計劃
「關愛有你」系列工作坊。
下學期壁報比賽。
清潔比賽。
35位同學參加學校團契佈道會。
中六地理考察。
電影填字迷宮。
中一及中二級欣賞英文戲劇表演。
智激校園活動。
21位同學參加「愛、生命」計劃
「關愛有你」系列之義工服務。
18位中四同學參觀勞工處青年就業起點。

同學獲獎項目
二十五日
四月

二零一零年
14位同學參加第三十八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獲中國舞公開組銀獎。

三十日

29位同學參加「香港學校戲劇節」比賽獲「傑出劇本獎」及「傑出舞台效果獎」，
1A林安琪獲「傑出演員獎」。

八日、十五日及二十二日

32位同學參加香港機械奧運會海洋探索尋寶機械人比賽獲季軍，海灘拯救及打撈
機械人比賽獲季軍。

七月

二十五日
十一日

14位同學參加首屆香港區青少年藝術精英文化交流選拔賽獲中國舞青少年組銀獎。
6C梁潤誼參加工程及科技學會香港分會舉辦青年會員展覽獲中學組冠軍。

八月

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

20位同學參加屈臣氏田徑會周年大賽獲男子甲組400米季軍、男子乙組跳高冠軍、
男子乙組100米跨欄季軍、男子丙組鉛球亞軍、女子甲組400米季軍、女子甲組
800米季軍、女子乙組400米季軍、女子乙組100米跨欄季軍。

九月

二十九日

7C曾參參加香港教育城舉辦校本專題研習計劃「2009-2010電視新聞」，獲20092010首十名最高成績學生獎及2009-2010首十名最高完成率學生獎。

九日至十日

20位同學參加2010年度特步香港青少年分齡田徑賽（賽事二）獲男子甲丙組鐵餅
冠軍及男子甲丙組跳高亞軍。

十五日

8位同學參加惠僑英文中學運動會友校接力邀請賽2010-2011獲男子組4×100米接
力季軍及女子組4×100米接力冠軍。

五月

十月

7B王寶璇參加上海世博會「精彩世博2010」攝影／徵文比賽獲優異獎。
二十四日

十一日至十四日
十二日
十七日至十八日
十一月

25位同學參加校際創新科技獎勵計劃2010獲金獎。
8位同學參加香島中學第五十七屆聯校運動會友校接力邀請賽2010-2011獲男子組
4×100米接力冠軍及女子組4×100米接力冠軍。
8位同學參加亞太區機械人錦標賽2010獲銅獎及中學組最佳科技獎。

二十日

21位同學參加2010年度特步香港青少年分齡田徑賽（賽事三）獲男子乙組跳遠季軍、
男子丙組鐵餅冠軍、男子丙組鉛球亞軍及男子丙組鐵餅季軍。

二十八日

36位同學參加南華會64屆學界田徑賽男子跳遠季軍、男子三級跳亞軍、男子鉛球
季軍、女子200米季軍、女子400米季軍、女子100米跨欄亞軍、女子4×400米接
力季軍、女子4×100米接力冠軍。

十二月

本校同學在6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獲2項亞軍及8項季軍。
二零一一年
13位同學參加第四十七屆學校舞蹈節獲中國舞組甲級獎。
本年度傑出品德獎：5B李偉欣、5B翟逸涵、5B鄧思華、6C黃榮泰、7C翟逸東

一月

十九日

二月

十七日

三月

32位同學參加中西區田徑賽獲男子400米亞軍、男子110米跨欄季軍、男子100米
跨欄亞軍、男子400米冠軍、男子4×400米接力亞軍、男子4×100米接力亞軍、
女子200米亞軍、女子100米跨欄亞軍、女子跳遠亞軍、女子100米亞軍、女子跳
高亞軍、女子4×400米接力季軍、女子4×100米接力季軍。

十二日

本校在2010-2011中學校際田徑錦標賽中獲女甲200米季軍、女甲400米冠軍、
女甲100米亞軍、女甲跳遠季軍、女子跳高季軍、女甲跳遠亞軍、女乙鐵餅冠軍、
女乙100米跨欄冠軍、女乙跳遠冠軍、女乙400米冠軍、女乙200米季軍、女乙跳
高季軍、女丙跳遠亞軍、男甲跳遠冠軍、男甲5000米季軍、男甲跳高季軍、男甲
400米冠軍、男甲800米亞軍、男甲鐵餅季軍、男乙100米跨欄冠軍、男乙三級跳
遠冠軍、男乙跳高冠軍、男丙鉛球亞軍、男丙鉛球冠軍、男丙鐵餅冠軍、男丙跳
高冠軍、男乙400米亞軍、女甲團體亞軍、女乙團體季軍、女子團體全場亞軍、
男甲團體冠軍、男乙團體冠軍、男丙團體季軍及男子團體全場冠軍。
4B張俊輝參加＜家庭實況劇一念之間＞徵文比賽獲高級組季軍。
3D丘愷欣及3E何穎琪參加2011香港工程週青少年科技創意「優化長者生活」設計
比賽獲長者家居用品創意設計中學組冠軍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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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社參加「香港學校戲劇節」獲傑出舞台效果獎、6B連啟茵及楊堡棋獲傑出導演獎。
本校同學在63屆香港學校音樂節中，獲1項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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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
6A 鄧綺敏

陳俊溢

學生會活動
10月 學生會改選及周年大會
		
萬聖節活動（派糖＋講鬼故）
11月 Wii Super Mario比賽        
		
千奇百趣picnic攝影比賽
12月 聖誕潮爆party
		
聖誕fashion show
		
音樂節邀請外校同學表演
		
便服日（為奧比斯籌款）
1月 農曆新年搞搞震
2月 農曆新年點唱活動
        	師生廚藝比賽
3月 智激校園
4月 學生會電台
5月 競技賽
6月 試後活動

會長感言
王嘉俊
由參選至現在，我和一眾幹事經歷過不
少珍貴時刻。
今屆選舉，競爭十分激烈，要脫穎而出
的確是個難題，所以我們經常開會商討政綱
和宣傳策略。競選期間，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製作宣傳物品和「洗樓」。經過十多天的努
力，「Oh！My閣」終於爭取到大部份同學的
支持而當選。
我成為學生會會長，也負起了巨大的責
任。但上任後才發現，學生會的職務並非想像
中簡單。舉辦每一個活動，都要寫詳細的計劃
書，還要作出多方面的配合，更要推動同學積
極參與，工作可算非常繁重。至於增添福利用
品方面，則先要四出「格價」，再訂定使用守
則；為了替同學向學校爭取福利，我們又做了
問卷調查。另外，幹事每天也在會房當值，借
康樂用品給同學。

作為學生會幹事，我們獲益良多。除了學懂組織
活動及彼此間建立一份真摰的友誼
外，還提升了責任感和應變能力。
另一個得著是：每次看到同學在參
加活動後露出歡悅的笑容時，我們
便得到很大的鼓舞。學生會的工
作，就是要為同學帶來繽紛和美好
的校園生活。

四社活動

四 社 幹 事

社際比賽成績（截至２０１１年４月）
勤社

儉社

忠社

信社

陸運會

殿軍

冠軍

亞軍

季軍

音樂節

季軍

亞軍

冠軍

殿軍

亞軍

冠軍

殿軍

季軍

男子高級組

冠軍

殿軍

亞軍

季軍

男子初級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女子公開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高級組

季軍

亞軍

殿軍

冠軍

男子初級組

／

／

／

／

女子公開組

亞軍

冠軍

殿軍

季軍

男子高級組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男子初級組

／

／

／

／

女子公開組

亞軍

殿軍

冠軍

季軍

男子高級組

殿軍

亞軍

冠軍

季軍

男子初級組

亞軍

殿軍

季軍

冠軍

女子公開組

季軍

亞軍

殿軍

冠軍

社際國學常識問答比賽  

社際手球比賽

社際排球比賽

社際籃球比賽

社際乒乓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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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一年度大型課外活動一覽表
2010

項目
9

10

11

2011

   
12

1

2

3

4

成績
5

6

7

四社周年大會暨幹事就職典禮

●

／

社際手球比賽（男子高級組）

●

冠軍：勤社

學會迎新日

●

／

四社、學會幹事工作坊（一）

●

／

陸運會

●

全場總冠軍：
儉社

學生會選舉日

●

／

社際手球比賽（女子公開組）

●

冠軍：勤社

社際排球比賽（男子高級組）

●

冠軍：信社

中文週

●

／

社際高年級國學常識問答比賽

●

冠軍：儉社

中一及中二級班際中文講故事比賽

●

冠軍：
2D 歐穎恩

學生會周年大會

●

／

聯校陸運會中三級啦啦隊活動

●

／

社際排球比賽（女子公開組）

●

冠軍：儉社

社際籃球比賽（男子高級組）

●

冠軍：勤社

旅行日

●

／

社際籃球比賽（女子公開組）

●

冠軍：忠社

英文週

●

／

英文班際串字比賽

●

冠軍：
1A、2E、
3A、4B、
5B、6A、7B

音樂節

●

全場總冠軍：
忠社

社際手球比賽（男子初級組）

●

冠軍：勤社

社際乒乓球比賽（男子高級組）

●

冠軍：忠社

社際乒乓球比賽（男子初級組）

●

冠軍：信社

社際乒乓球比賽（女子公開組）

●

冠軍：信社

社際籃球比賽（男子初級組）

●

未有成績

社際排球比賽（男子初級組）

●

未有成績

四社、學會幹事工作坊（二）

●

／

綜合表演

●

／

學會活動
中 文 學 會
10月 中文週攤位、遊戲日
		
低年級講故事比賽
11月 高年級國學常識問答比賽
12月 徵文比賽
3月 張明添論壇
5月 會刊製作

史上第一次張明添論壇

英 文 學 會
10月 萬聖節活動
10-5月   英文電台廣播
12月   	班際英文串字比賽
         	 英文週
		 4月 復活節活動
		 5月   英語日

數 學 學 會
9-12月 奧林匹克數學比賽訓練
11月 中一級數學問答比賽
		 1月 奧林匹克數學比賽
		 2月 中一至中四級數學問答比賽
		 5月 數學週

英文生字冇難度
計數易過食生菜

齊來參與

快閃卡出場啦！
精神抖擻

參加奧數比賽

音 樂 學 會

攤位遊戲

商 科 學 會
11月 競猜恒生指數
3月 投資考眼光

12月 音樂節2010
3月 午間廣播
Carpenters
		
歌曲精選、音樂電影
English Speaking Day

科 學 聯 會
12月 肥皂製造
3月 問答比賽
4月 雞蛋自由落
5月 斜塔高高

載歌載舞

明添斜塔？

全情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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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識 學 會
10月
		
11月 	
1月 	
2月
3月 	

東華舊生名人講座
李卓麟先生
電影欣賞
東風破
中一級參觀歷史博物館
通識講座
張明添論壇

歷 史 學 會
11月 中國地圖拼圖比賽
		
參觀本區歷史建築物
2月 	 徵文比賽

棋 藝 學 會
11月 北區文藝協進會主辦
		
中國象棋比賽
12月  	個人中國象棋比賽
3月  	中國象棋隊際賽
4月  	個人五子棋比賽

中國真的地大物博
高手過招
關心時事

鹿死誰手

集思廣益

攝 影 學 會

電 腦 學 會
11月 電腦常識問答比賽
2月 	 電腦中文打字比賽

入廟要拜神

11月 「千奇百趣」攝影比賽
1月   東龍島之旅
4月   日落攝影班及比賽

普 通 話 學 會
11月 中文週攤位遊戲
3月 普通話問答比賽
4月 電台廣播
中文打字誰稱霸

東龍島

美 術 學 會

電 影 學 會
齊來「煲冬瓜」點唱

10月／12月 牛皮匙扣製作班
1月 羊皮書籤製作班
3月 水墨畫班

中 樂 組
10-5月

看看我們的作品

浪淘沙

10-5月   電影展覽
11月 電影欣賞
12月 配對遊戲
		 3月 填字迷宮

古箏班、笛子班、二胡班

齊來學國樂

電影迷

快來也

紅十字會青年團
10-5月
10-12月
          	
          	
			11月 	
			12月 	
		 2-3月 	
					
				 3月 	
					
				 4月 	

海 童 軍

步操訓練
青年基本急救
聽講證書課程
宣誓、捐血日
公益金賣旗活動
校園健康大使活動
紅十字青少年基本訓練
課程
手語課程
急救課程
復活節派對

9-6月
10月
11月
12月
		 3月
		 4月
		 5月

集會
傑出旅團頒獎禮
童軍大會操、燒烤
聖誕節露營訓練
野外定向訓練
復活節露營訓練
宣誓

傑出旅團

少 年 警 訊
11-12月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賣旗日
少年警訊領袖訓練營
禁毒滅罪牛寮野外定向
比賽

大家努力

隊形多整齊

齊心協力

共創佳績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捐血冇有怕

野外定向

挑戰自我

12-3月 瑜珈基礎課程
5-7月 爵士舞課程

女 童 軍
10-11月 步操訓練
		12月 宣誓
1-5月 考取興趣章

2月 問答比賽
2-5月 手工製作
3月 小食製作
5月 校內定向

我亦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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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服 務 團
11-1月 救世軍市區重建社區服務隊
		
（重建義工組）
7月 群芳啟智活動日

施比受更有福

環境科學學會
10月 東龍島考察
3月 高考講座

科 技 學 會
12月 聖誕裝飾擺設製作活動
1月 賀年壓碟製作活動

東龍島你好

大功告成

家 政 學 會
12月 法式焦糖燉蛋
2月 師生廚藝比賽
5月 親子烹飪班
家政學會＋學生會＝第二屆師生廚藝比賽
服務顯愛心

集 郵 學 會
12月 郵票設計比賽
3月 問答比賽
5月 郵票欣賞

冠軍

集郵樂趣多

基 督 徒 團 契
11月 燒烤旅行
4月 生活營

藍天碧海

共享大自然

評判（校長、副校長）及工作人員
大合照

活動傳真
音 樂 節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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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迎新日

中一二級中文講故事比賽

便  服  日

社際手球比賽         

社際籃球比賽

聯校陸運會啦啦隊

陸 運 會

總 冠 軍 ： 儉 社

校 隊

銀樂隊

辯論隊

合唱團

設計與科技隊
設計與科技隊

劇 社      

男子及女子手球隊

T.W.G.Hs. Chang Ming Thien College Magazine 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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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隊專輯
   今年學校的田徑隊在學界田徑賽和多個校際比賽中都取得驕人成績，我們特別邀請田徑隊教練、老
師和同學分享他們的成果和感受。

同學一分耘耕，一分收
穫。十分欣賞隊員自強不息
的精神。

同學參加田徑隊主要
受同學的影響，以及獎項
能帶給他們成功感。

今年係收成期，創業
難，守業更難。希望隊員保
持佳績，更上一層樓。

獎項和歡呼聲對我們
來說是一種動力，為我們
加油吧！

初期接受田徑訓練的確
有點不適應，慢慢會成為習
慣，甚至愛上它呢！

乒乓球隊

打風落雨也要進行田徑訓
練，有時甚至練到抽筋和嘔
吐！不過一切都是值得的！

田徑訓練富挑戰性，講
求毅力，不怕辛苦的便來參
加田徑隊，為學校爭光吧！

中國舞蹈隊

足球隊

周 校長專訪   談談人生的方向
記者：6B 楊堡棋

6C 楊偉樑

6C葉汝新

今年對於張明添中學來說十分特別，全因張明添中學這艘帶領同學前進的巨輪有新的船長到任，他就是
周應泰校長了。不知道各位同學對於周校長的認識有多深呢？相信同學閱讀過這篇訪問後，大抵會對周校長
有更深的了解。

記者：眾所周知，教育是一項艱巨的工作，為什麼校長會選擇從事教
育呢？
校長：我選擇從事教育的原因與我的成長經歷有關。小時候，我已十
分喜愛運動，喜歡留在學校跟老師和學長們打球，大家關係很
好，對我的影響亦很深。中學時，我不但參加校隊，更有機會
帶領同學出賽，這些經歷使我認為從事教育是有意義的，並成
為自己的發展方向。
記者：校長為學校盡力工作，究竟校長對教育的熱情是從何處而來
的呢？
校長：我擔任校長工作已有18年了。我曾工作過的學校有成績較好的
學生，他們的學習動機較高、自律性強，也有成績較差的。當
中，有一位同學令我印象較深。由於他經常欠交功課，於是我要求他在校長室外留堂，直至完成所有
功課方可離開。結果，那位同學到晚上11時才可離校，更由我親自送回家。後來，那位同學漸見進
步，初時還得入夜後才能完成功課，最終能夠在下午5時回家了。可以說，我對教育的熱情是來自學
生，能夠看到他們成長和進步。我亦深信，我們今天的狀態是成長背景的反映，只要自己肯用心，每
一個人也能改善。
記者：現今的學生在性格上有什麼特點？       
校長：我認為在過去的社會中，年青人會以社會為先，小我為後。但現今的年青人比較自我，將社會放在較
次要的位置。就像最近，年青人衝動地上街遊行，到底有多少人是真的有想清楚遊行背後的意義，他
們的行動為幼小一代帶來怎樣的影響？其實任何年代的年青人也會衝動，只是，現今資訊科技發達，
任何消息輕易地傳遍整個社會，因此我們更要小心言行。我認為只要透過「看」、「想」、「聽」，
最後才動「口」和「手」就能改善問題。保持理性，兼聽各方意見，自然就能做出合適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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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現今的學生目標不清，校長有什麼建議給一班困在迷惑中的學生？  
校長：我認為每個人在不同階段都需要訂下屬於自己的目標，在過程中也要顧及身邊人的感受。我建議同學應
盡早訂下未來當走的方向，例如：同學希望從學校得到什麼？將來從事什麼行業等。相信肯努力，及
早計劃，達到目標的路便會變得平坦易走。我亦計劃邀請校友回校舉行講座，有助同學認清自己將來
的路向。
記者：校長認為人生的意義是什麼？如何達致美好的人生？
校長：「人生」是一個很複雜的話題，人在不同的階段，對人生都會有不同的看法。活到現在，表面上自己       
能夠掌握的似乎很多，但同時，我發覺還有不少是不能掌握的。像日常生活的一些細節，我們可細意
安排，但往往最重要的，例如是健康，我們卻隨著年紀漸大而失去掌握。「人生」最重要的是「活在
當下」。注重當下的感覺，過去的只是經歷。我們可以從經歷中學習，做到「吾日三省吾身」，做好
自己要做的事，計劃好明天要做的事。在日常生活中，面對壓力的最佳方法是要了解壓力來源，並且
盡力找尋解決辦法，若問題果真不能解決，則不需要再想，暫時放開一會。這樣，生活的壓力便會大
大減低，人生也會變得更美好。

後記：在訪問的過程中，我們感受到校長是很親切，很健談的，同時校長亦十分關心同學的情況。在訪問結束
後，校長仍抽空與我們交談，關心我們的人生目標和學習的進度，而且校長亦親切的鼓勵我們及給予
我們寶貴的意見。從專訪中，我們不單增加對校長的了解，更上了人生寶貴的一課。

張明添中學科技之星   梁潤誼
記者：F.6C 馮紹鴻、黃榮泰
設計與科技校隊人才輩出，前設計與科技校隊隊長7C班梁潤誼同
學曾代表學校參加多項比賽，包括多個國際盛事，她獲獎無數。現在
就讓我們共同分享梁同學的心路歷程吧！
梁同學與梁偉業老師、學妹們的合照
記：我們知道你曾代表學校參與多項比賽，不知你在比賽中有否遇過一些較難忘的趣事呢？
梁：真的有很多趣事，之前到韓國參加比賽，看到其他國家的學生作品十分有趣。例如電動滑動車，機械人等，令
我大開眼界。而且一些小學生的簡單發明更令我難忘，如在鑊鏟柄加上一個防護的東西便能防止被油彈傷。
記：你曾經是總領袖生、資訊科技總領袖生，同時又是設計與科技校隊隊長，請問你是如何兼顧學業和多方面的工作？
梁：我認為學業和課外活動是相輔相承的。有時經常對著課本可能會感到沉悶，但是每當在課外活動時遇到困難，
課本上的知識可能幫助你解決問題。而且參與一些課外活動也是一種學習，可以學到書本上沒有的知識，增廣
見聞。
記：為何你會如此鍾情於科技？
梁：這跟我的夢想有關。其實我特別喜歡「多啦A夢」，十分想要他的隨意門、時光機……於是我便喜歡科技，希望
有一日能製造這些法寶，而且我相信科技能夠優化生活，透過科技改善人們的生活和解決他們的難題。
記：當你在生活上遇到困難，你會怎樣做？
梁：我會向老師或家人求助，畢竟他們的人生閱歷比較豐富，能夠客觀地分析實際情況，並且給予我較好的意見。
記：你在張明添中學的七年讀書生涯中，有甚麼快樂的時光呢？
梁：這裡的老師、同學都十分親切。在功課遇上困難時，老師很樂意幫助我們，學校又給予我們很多機會參與比
賽。還有，自己所付出的努力能被人認同，成就被學校、同學肯定，令我非常高興。
記：你離校在即，有甚麼說話要贈給在校的學弟學妹呢？
梁：大家應從多方面發展自己的所長，不要只是集中讀書，尤其是低年級的同學，趁著自己還年輕，便應該發展自
己的長處，不要埋沒自己的才能，妄自菲薄。
記：多謝你在百忙中抽空接受我們的訪問，希望你在未來可以走得更高、更遠，高考成功，前程錦繡！

後記：採訪過後，發現梁同學也有樂觀童真的一面，想製造「多啦A夢」的法寶，這也正正是她成功的原因，向著
自己的理想出發。「有志者，事竟成」，各位學弟學妹，遇到挫折，樂觀面對；勝不驕，敗不餒，不要放
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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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品德大得主談感受
努力從不間斷   翟逸涵
F.4B 譚艷珊

學而不怠

助人不倦   翟逸東
F.4B 林惠玲

在現今社會，學習本來就是一門不容易的學問，若
從中一至中五，每年都考獲全級第一的佳績。家裏
要品學兼優就更難上加難；而翟逸東同學卻能在品德和
的一張書桌、一部電腦、一個堆滿參考書的書架便構成
學習上有良好的發展，並且獲得傑出品德獎，相信很多
了他的「學習天地」。連續三年在操行上取得「甲」，
同學都會視翟同學為模範和榜樣。
才可獲「傑出品德大獎」。對於翟同學取得此獎，不少
談到這裡，翟同學謙虛地說︰「其實我認為他們在
同學都很羨慕他，更有同學視他為模範。
學習上視我為模範和榜樣都只因為我學業成績較優異，
「你怎樣看『模範』這回事？」記者問。
但我認為『模範』不能夠只單看這一方面，還要顧及各
「我並不覺得自己是一個模範，其實很多人都可
方的發展。」
以做到。一個人的品德好不好，都是從小事體現出來
「你指的是哪方面的發展？」記
的。平時與老師、同學打招呼；有
者追問。
空時教同學學習上的事等，這些都
「我認為品德方面也是很重要
是瑣碎事，相信其他同學都能做得
的，即使你的成績多麼優秀，若果不
到。」
懂得尊師重道、幫助同學的話，都不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
能被稱上『模範』。」翟同學回答。
不為。」當中的意義大概就像翟同學
記者點點頭。現在的學生大都只
所說的那樣吧。
著重自己的學業成績，很多時都會忽
他的成績總是鶴立雞群，一定花
略了尊師重道、幫助別人，須知道建
了不少苦功吧！「我每天都花不少時
立良好品格也很重要。   
間在學習上。」他說。
「高年級學生的課業都比較繁
「午膳時間也不例外。 班上的
重，加上總領袖生的工作，你如何取
同學和我一樣都在這段時間一起溫
得平衡？」記者一臉疑惑。
習。學習氣氛很好。」他微笑着說。
「良好的時間管理對於高年級的
他似乎很喜歡與別人分享他的學習心
學生來說是不可缺少的。初升上中六
得。他接着說：「每天放學回家，我
小時候的翟逸涵（左）和翟逸東
時，要在學業和總領袖生之間的工作
會盡量用一小時完成所有功課，然後
取得平衡的確是有點困難，而且有點
用五至六個小時溫習。」「每天都花
不習慣。後來慢慢找到平衡點，既可以有效率地學習，
五至六小時溫習?」在場的記者都聽得目瞪口呆，覺得難
又能同時兼顧領袖生的工作。」翟同學說。
以置信。
「我知道你和弟弟都是修讀理科的，你們平時在功
「不錯，每天都如此。」他斬釘截鐵地說。
課上有沒有互相交流？」
難怪他的成績如此優秀，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從
       「在功課上我們只會作少許交流，始終我是舊學
他口中得知，他每天都會將做過的題目重複做一次。同
制的學生，所學到的知識一定比弟弟的多，在新學制
一幅圖，他可能會畫完一次又一次，所謂熟能生巧，日
中有很多課程都被刪剪了；雖然我們在功課上不能作
子久了，他的基礎知識便打得很牢固了。
深入的交流，但我也會盡力把我懂的教授給弟弟。」
除了自己溫習外，翟同學在學習遇到困難時可能就
翟同學說。
會請教他的哥哥或老師，但更多時候，他會幫同學解決
「果然兄弟情深，你們都是勤奮好學的學生。最
學習上的問題。
後，你有什麼說話想跟同學說呢？」
「你樂意教導同學嗎？」記者問。
「希望大家都能幫助身邊的同學，只要大家踏出
「當然樂意，見到他們這麼用心，自己就很想幫助
一小步，同學之間的紛爭便會減少，令關係變得更和
他們，而且我也可以更加鞏固自己的知識。」能夠獲得
諧。」翟同學笑說。
「傑出品德獎」，他果真是當之無愧。

後記：「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翟同學
的成功告訴我們，學習的捷徑就是勤奮。希望其
他同學都學會把握機會，努力學習，向著自己的
目標邁進。

後記：翟同學除了學業成績優異外，他也很樂意幫助別
人，而且他還對自己的時間作出良好的管理，實
在很值得我們學習！最後，記者們順祝翟同學在
高考中取得佳績！

面對困難

應付自如- 總領袖生劉曉晴、黃榮泰專訪
F.4Ｂ 黎銀珠

每天早會開始後，我們總會見到兩個忙碌的身影在
人羣中來回穿梭，他們是誰？他們就是每天努力為校規
把關的總領袖生
劉曉晴同學和黃榮泰同學。
所謂職位愈大，壓力也就愈大，再加上公開考試的
時間愈來愈近，老師和家人的期望漸漸形成一股巨石般
的壓力，使人透不過氣來；但兩位總領袖生卻認為那是
一股動力，一股令自己做得更好的力量泉源。
「無論是生活還是學業上的問題，壓力總會有的，
重點是如何在面對壓力之下做得更好！」黃榮泰同學真
誠地說，「其實，當我面對壓力的時候，我不會一聲不
響的獨個兒承受，我認為那是一件傻事，我會找辦法減
壓。例如跟朋友在一起就是一個很好的減壓方法，大家
一起聊聊天、開開玩笑，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
情，可以令我忘記壓力和不開心。」
「對！即使壓力很大，但我仍堅信『對就去做』，
只要肯堅持，什麼難題也挺得過，而跟朋友相處的確可
以減壓，什麼煩惱也可以拋光。既然壓力一定會存在，
我們要做的不是逃避，而是面對，只要自己做的是對
的，壓力也可以是正面的。」劉曉晴一邊微笑一邊說，
彷彿此刻在她面前的就是她的知心好友！
朋友的確是我們人生中一個重要的寶庫，一打開，
便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跑出來，酸甜苦辣，味味俱
總領袖生劉曉晴 （左）和黃榮泰同學
全，的確是我們生活不可缺乏的調節，所以我們一定要
好好珍惜這個得來不易的寶庫。
另一方面，即使兩人都找到了減壓的好方法，但壓力的來源依舊存在，其中一個主要來源就是學業方面，因為
他倆明年就分別要面對高考及文憑試了，既要努力溫習，又要應付總領袖生的工作，時間永遠也不夠用似的，所
以，學會分配時間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
「現在真的很忙，我們經常要補課，功課又多，再加上作為總領袖生，要經常巡視同學的儀容服飾和其他領袖
生的當值情況，當發現有問題時就要提醒他們要注意，還要和副總領袖生開會檢討等。」兩人異口同聲地說。
「曾經有一位老師跟我說︰『First things first』，重要的事要先做，只要時間管理做得好，即使再多的工作也可
以應付自如。」黃榮泰同學說。
「我則沒有像黃榮泰同學那樣對時間管理得那麼，因為我是一個比較任性的人，很多時候，我會做一些我想做
但沒有迫切需要的事情，真正須要做的反而放到最後。」劉曉晴同學有點兒不好意思的說。
「但是，我覺得不是所有事情都能放到最後，我們必須按照自身的能力來安排時間，有能力的，放得後一點兒
也沒問題。而我自認為能力普通，所以我說的『最後』是我給自己的限定時間，並不是呈交日期。」劉同學補充。
看似普通學生的劉曉晴同學和黃榮泰同學，原來面對頗大的壓力和困難，但幸好他們有一羣支持他們、可以
分擔壓力的好知己，讓他們得以在學業和工作上有良好表現。希望看完這篇專訪的同學可以向兩位總領袖生好好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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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教於樂

「寓學於樂，寓教於樂」，學校舉辦的朋輩輔導計劃，正好體現這
將學習樂趣作為主導的教學方式。朋輩，不僅縮短了教學的距離，讓教
學得到更高的效率，而且互利互贏、一舉兩得。身為朋輩輔導員的6B
羅倩雯和楊堡棋同學已兩度參加學校的朋輩輔導計劃，面對最後一屆的
舊制高考，他們仍抽出時間熱衷於此，實在是難能可貴！
「跟中一同學溝通很好玩，可以瞭解一下他們的心態，而且我和羅
同學的志願都是成為一位好老師。」原來成為老師是他們兩位的共同志
願，因此兩度參加朋輩輔導員，既能幫助同學，又可實踐，從中汲取經
驗，還可享受當中的樂趣。
「其實他們有部分也不知道有效的讀書方法，我們會將自己的讀書
方法跟他們分享。」他們指出，興趣是必不可少的，能讓興趣帶動學習
則事半功倍。得到正確的學習方法對同學的幫助很大，特別是剛升上中
學的中一同學。中學跟小學不同，對中一學生來說是一個新環境，更是
一個新挑戰，相信不少同學都在摸索新的學習方法，得到師兄師姐的分
享，無疑可大大減少他們碰釘的機會。
「我遇到過一位中一學生，當我第一次和他閒談，知道他很不開
心，未能融入同學之中。之後跟他傾談，到第二次見到他，他真能做到
打開心扉，並跟我說他認識到許多朋友。我真的很開心！」羅同學面露
喜悅地說。其實低年級學生面對的不單是學習問題，如何學會與人相

  朋 輩 輔 導 員 專 訪
寓學於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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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Ｂ 張俊輝

處、如何處理情緒，也是他們所面對的問題之一。
「只要見到他們成長，無論是成績或品行有所改善，我們也很開
心。」楊同學感慨地道。當同學在進步時，他
們固然開心，充滿成功感，並會鼓勵他們繼續
努力，「更上一層樓」。而當同學成績進步不
大時，他們也不感氣餒，不覺得白費心機，而
是尋找原因、改良輔導方法。因為他們堅信付
出終有收穫！
當訪問快到尾聲時，他們說非常鼓勵高年
級同學參加朋輩輔導，既幫到他人，又能令校
園生活更精彩，在此亦呼籲同學踴躍參加！

朋輩輔導員：6B 楊堡棋、羅倩雯

多一點希望 人間有情顯溫暖燃點希望大使的心聲
F.4B 胡嘉城
自第一聲孩啼起，便注定了這名嬰兒日後所生活的家庭，
他們不能決定這家庭是富有抑或貧窮，然而，這往往影響著他
們往後的一生。馬倩，一名來自中國雲南省一個貧困家庭的兒
童，因本校推行的「燃點希望助養計劃」而獲得上學的機會，
她曾致信給燃點希望大使之一，5E班的陳潤詩同學。
「看到她努力學習，我會自我反省，覺得自己懶散，有點
兒對不起父母。」陳同學直言。我們這些生活在香港這個富裕
城市的孩子，生活無憂，自小便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我們並
不懂得珍惜，總喜歡玩樂，對學業成績得過且過。陳同學強
調：「你在幫助他們的時候，他們也會改變你對事情的一些
看法。」這也是「燃點希望助養計劃」的一個理念，希望我
們能反思自己的生活和學習環境，學懂珍惜，為自己的將來
而努力！
「對於馬倩這些生活在貧困地區的孩子，他們的家庭經濟
困難，即使他們很聰明也有奮鬥的心，父母也不能供他們上
學，他們便不能用知識去改變貧窮的命運。」陳同學皺皺眉說
道。家庭的經濟狀況實是他們最大的局限，每天都要留在家幹
粗活，即使心裏有多熱切、多期盼去讀書，這個夢想仍然遙不
可及。要靠他們有上進心之餘，也要靠我們熱心公益，去幫助
受助養兒童馬倩親手繪畫的圖畫

他們，為他們創造一個上學讀書的機會。
     這個助養兒童計劃每助養一名失學兒童，每月需要港幣220

元，一年的費用只是2640元。陳同學也呼籲大家：「為善最樂，小小無區！」希望來年再推行這個助養計劃時，同
學們可以踴躍捐輸，樂善好施，福有悠歸！正所謂：「今天栽一棵樹苗，明天還你一根棟樑，現在撒一把種子，將
來收滿山蒼翠！」

陳潤詩：我會珍惜讀書的機會

「燃點希望大使」陳潤詩寫給馬倩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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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背後-音樂節點滴
F.5E 黃淑賢
本校的音樂節於去年12月22日舉行，比賽分別有獨唱組、合唱組、班際大合唱及社際大合唱。今年更額外邀請
了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的同學前來表演，令音樂節的節目內容更豐富。然而，在勝出的各個組別中，他們又曾遇過
甚麼困難，在面對困難時，最終又如何克服呢？從以下的訪問中，相信同學會得到一定的啟示。

團結就是力量
在班際大合唱中，6B班同學的「難兄難弟」，憑着別樹一格
的舞步和動人的歌聲，他們順利奪得班際合唱的冠軍。有6B的同
學坦言他們一直以勝出比賽為目標，但也遇到頗多困難，例如在
排練的過程中亦曾面對排練場地、出席人數不足的問題，更有同
學在排練時受傷。面對種種困難，6B班的同學並沒有因此而灰
心，在進入初賽後，同學對比賽有更大的推動力，令排練過程能
更加順行進行。對於能在多個班別中勝出比賽，6B同學除了覺得
心情興奮外，更覺得努力並沒有白費。
6B班獲獎後的大合照

平常心勝於一切
「從來沒有想過會勝出比賽，參加比賽只是為了興趣。」與
6C班周靖熙同學合唱的梁婉華同學表示，當初參加比賽是由於
在佈告版上見到有音樂節的比賽，受到朋友鼓勵下，才會決心嘗
試。選擇「心動心痛」這首歌，因它在音域上較易控制，而且容
易掌握。在參與初賽後，周同學與梁同學的表現不被看好，因此
亦沒有想過最終會勝出比賽。對於最終能夠勝出，梁同學認為決
賽時的表現及不上排練時，但或許我們保持着輕鬆的態度，抱着
平常心去唱好歌曲是致勝的因素。
合唱組冠軍

不斷練習，挑戰自我
對於參加歌唱比賽有着豐富經驗的5D班陳婉雯同學而言，在這次的比賽中
選擇了張惠妹的「趁早」這首難度較高的歌曲，除了是因為本身對張惠妹的欣
賞外，更希望藉比賽來挑戰自我。陳同學為了能對歌曲處理得更好，除了透過
聽原唱者的版本，從中汲取原唱者的技巧外，還會透過不斷翻看歌詞及看電影
來增加感情的傳達。對於能夠勝出比賽，陳同學認為能夠激發日後參加歌唱比
賽的自信。對於未來，陳同學表示希望能嘗試挑戰更多難度較高的歌曲。
獨唱組冠軍

排除萬難，做到最好
信社在社際大合唱中勝出，信社社長表示當中亦曾面對很多
困難，好像出席練習的社員不足，又要面對設計動作困難和練習
時間的問題。當初選擇「忘情森巴舞」，是由於這首歌可以有助
帶動氣氛，亦能方便編排舞步，希望能以舞步及娛樂性在眾社中
突圍而出。在整個練習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天要練習到晚
上六點半，更有社員因編排舞步時而出現爭執，幸好最終能夠透
過互相協調解決問題。信社社長坦言十分高興能夠奪標而回。
社際大合唱冠軍
比賽總會有勝負之分，在比賽中勝出的同學，當然希望能再接再厲，在其他的歌唱比賽中能得到更好的表現。
但對於落敗的同學，希望他們也能吸取經驗，再次努力。同學們，讀書也是一樣，一定要經過刻苦練習才有成
果，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便是這個道理。

光輝時刻-聯校陸運會有感
F.5E 陳潤詩
本年度的東華聯校陸運會，我校的運動員表現極為出色，在多
個項目都取得優異成績，更在十多間友校中奪得「全場第四名」，
成績突飛猛進，令人喜出望外。本校健兒獲得如此佳績，相信各位
同學也深感榮幸，所以找來當天其中一位觀眾，中五級的莊雅然同
學，向十家分享當天的情況與感受。

相片
受訪同學-莊同學的
記

者：你好！莊同學，請問今年是你第
一次親身參與聯校陸運會，為運
動員打氣嗎？                      

莊同學：不是。因為去年學校規定所有中
四級的同學必須出席，而今年中
五級又需要到場，所以我今年已
經是第二年到場為運動員打氣。
記

者：那你認為今年同學的反應和氣氛
與往年有什麼不同？
我校的啦啦隊同學熱烈歡呼

莊同學：其實今年比去年真的好得多！去
年出席的同學，不論是啦啦隊還
是觀眾，他們的反應也很冷淡，
可能去年我校的運動員未能完全
發揮，表現不算突出。當時我們
坐在看台上，聽著兩旁鄰校的同
學不斷為他們的健兒歡呼，真
的有種不知道為什麼要前來的感
覺。我想這可能也是為什麼我校
同學反應冷淡，氣氛沉靜的原因
吧！不過，今年運動員的表現出
色，多次在頒獎台上聽到「東華
三院張明添中學」，不論是啦啦
隊還是觀眾都十分投入，參與聯
校比賽不再是「陪坐」，終於能
夠為我校的運動員歡呼，大家反
應都很熱烈，尤其是宣佈我校奪
得「全場第四名」時，氣氛更達
致頂峰。    
一眾運動員獲獎後興奮留念
記

者：本校的運動員取得如此佳績，會
否感到驕傲?

莊同學：運動員取得這麼好的成績，身為
學校的一份子當然感到很高興，
尤其是今年應該是我能參與的最
後一年，我相信這次會成為我的
校園生活中一個美好的回憶。
記

者：多謝莊同學接受我的訪問。

後

記：其實我也是今年和去年聯校運陸運會的觀眾，今年的氣氛
真的比往年好多了，當天我完全可以感受到同學的熱情及
對學校的歸屬感。希望本校的運動員繼續努力，來年在聯
校陸運會再創高峰，為學校爭光！

T.W.G.Hs. Chang Ming Thien College Magazine 2010-2011

中文版專題

   25

中文版專題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校刊·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一

   26

學 生

衝出校園

創

作

園

地

校外比賽參賽作品

社會福利署《家庭實況劇 一念之間》徵文比賽
高中組季軍
愛與恕全在   一念之間
F.4B 張俊輝
正所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每個家庭都難免會出現
磨擦，如何避免磨擦加劇是每個家庭所面對的難題。家庭相
處之道隨時影響我們的決定，不同的解決方法便會帶來截然
不同的結果。
家，應是一個充滿著互助的天空。人生，無處不是崎嶇
坎坷，面對困難挫折，我們難免感到迷惘無助。但有家人為
我們撐起互助的天空，家人的激勵是我們克服困難的動力，
是陰霾中的絲絲陽光，終帶領我們衝出困惑。試問像《痛
愛》中的阿澤，每天回到家面對的只是無了期的爭吵，又何
來互助呢？最後家庭破裂也是意料中事。
家，應是一片洋溢著互信的海洋。互信是維持家庭和睦
的基石，家人之間應互相信任、坦誠相處。若終日互相猜
疑，難免會帶來一連串的誤會，難免會在心中產生隔閡。

而樂樺就是缺乏對丈夫的信任，小事化大，令到矛盾不斷加
深，最後一發不可收拾。
家，應是連接著一座座溝通的橋樑。溝通可令家庭成
員互相了解，是消除彼此間隔膜的良藥。缺乏關愛的家庭
就好比一間旅館，僅僅為我們提供容身之所。也許，這根
本不配是一個家。劇中的主人翁面對誤會缺乏溝通，從不
嘗試心平氣和地溝通，難道吵架就是他們的溝通方法？其
實，現時的父母只顧拼搏賺錢，早出晚歸，別說跟子女聊
天，就算連多看他們幾眼也可能沒有時間。面對青少年的
犯罪率不斷攀升，難道身為父母能沒有責任嗎？
「天空」、「海洋」和「橋樑」所構成的，才是我們理
想的家。其實，少一點猜疑、少一點隔閡、少一點代溝，要
實現也並不是一件難事。有家真好！

東 華 三 院 中、小 學「不 一 樣 的 人 生」
閱後心得比賽
不一樣的友伴
F.4B 譚艷珊
在我的成長旅途中，有不計其數的人陪伴著我，其中最
令我難忘的要數小芳了。
小芳是個長相平凡、學習成績一般的女孩。在她身上，
你很難發現她的過人之處。唯一不同的是她的家很富有，每
天她都是坐私家車上學的。
剛認識她的時候，我覺得她是一個非常吝嗇的人。可不
是嗎？她家裡那麼有錢，她卻每天帶飯盒回校作為午餐；每
次逛街買衣服時，她總是說家裡有很多，不用買；上完體育
課，同學們都買凍飲料喝，她卻總是拿出一瓶白開水，說：
「我喝這個就行了。」
有時候我會想，她未免太吝嗇了吧！像我們這個年紀的
女孩，不都是經常逛街，向父母拿錢買衣服的嗎？聽說她的
父母經常給她零用錢，她到底把錢花在哪裡呢？
有一次，我忍不住向小芳問道：「小芳，我看你平時省
吃儉用的，你家又不是沒錢，到底為什麼呀？你該不會是拿
錢去做一些違法的事吧？」小芳聽了，「噗哧」一聲笑了。

「你真的想知道？」
「當然啦！」
「那好吧，我告訴你。其實從一年前起，我每個月定期
捐款給志願機構，幫助一些內地的貧困學童，所以我平時日
比較節儉。」
「為什麼你會有這種想法？」
「那是一年前，我參加了一個暑期的內地交流團。我親
身目睹了當地的小朋友生活條件很差，甚至連讀書也沒有機
會，使我有很深的感觸。所以我下定決心要盡自己的一分
力，幫助他們。」
與小芳的一番談話，令我知道小芳不僅不是一個吝嗇的
人，而是我所認識的人當中最慷慨、心靈最富裕的一個。和她
在一起，我漸漸地變得慷慨。有時候見到募捐箱，我會毫不猶
豫地捐上一些，是她讓我懂得「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
她果然是個不一樣的友伴。

校園創作
繁囂中的一片淨土-南蓮園池
F.7A 譚玉萍

金卓爾

文雪華

「中國古代園林藝術收入了自然山水美的千姿百態，又凝集了社會藝術美的精華。園林中的借山借景的藝術手
法，可以使觀賞者產生一種遼闊的視野，這種遼闊也包含人和自然的和諧而又統一⋯⋯」趙永新《中國藝術的基本
精神》一文中這樣寫道。讀著讀著便一頭霧水，有點兒抽象，
又有點兒難懂。
可親身遊歷過就不一樣了。踏踏實實的走進南蓮園池，一
座具唐代建築特色的園林，感受一下思古之幽情，才會明白什
麼是「詩情畫意」，什麼叫「自成天然之趣」。中化科老師們
為我們中七同學安排這次別開生面的遊覽，讓我們能親臨其
境，從另一個角度，一個更有趣、更生動、更令人印象深刻的
方式去學習中國文化。
出發前，老師向我們簡介：南蓮園池是以「天人合一」的
意境建立而成，是一個不可多得的靜態舒閒城中古園。而當我
們從地圖上看到園池是座落在繁囂的城市建設之間，而且僅僅
與三條交通繁忙的高架公路一路之隔時，便相當好奇，究竟這
園池何「靜」之有呢？
過了好幾條馬路，到了園門，才知道原來園池被二百六十塊隔音牆圍繞著，且園內近四千棵樹木皆能幫助吸
音，達到別有洞天的效果。遊人踏過園門的一剎那，就好像投進了時間廊，近觀之內高樓大廈頓時消失無蹤，只是
滿目的松樹涼亭，流水小橋，猶如躲進了世外桃源。我們乍驚乍喜，不回頭看看身穿校服的同學，還真以為自己回
到古代了。
南蓮園池採用單向回遊的布局。隨著導賞員，
我們首先遊覽了公園西北角的中國木結構建築藝術
館。單看藝術館本身就是在欣賞一件藝術品，也領
略到中國建築藝術中常強調的平衡安穩，屋頂蓋兩
側優美的反翹弧線，讓整座沉重的木建築物有著翩
翩欲飛的輕巧美。藝術館內展出多個國家級重點
保護的木結構建築文物比例模型，如佛光寺和東大
殿，被視為中國建築藝術代表的山西應縣木塔等。
近距離欣賞著這些精緻的模型，加上導賞員的詳細
介紹，我們對中國的藝術建築的認識無疑更立體。
走出藝術館，沿著小徑向前走，我們在一處陰涼的
樹蔭下停步。本以為那裡只是平平無奇的休憩處，原來
大有來頭。那兒放著十來臺石塊，遠看似乎是隨意擺
放，毫無規則的岩石藝術
品。散亂中有種融洽的自然
美。走近了，撫摸到那一塊
塊六角岩石上平滑的剖切
面，隱約透現了一絲絲水墨
色紋理，才看出原來是一組
組烏黑亮滑的黑桌椅，並且
已有數千年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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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石組群，面前是圓滿閣。八角形的圓滿閣是一座高塔，座落在一个八角蓮瓣造型的水池上，四周都遍植
蓮花，伴著八竹古松，更添古意。圓滿閣有兩端子午橋的襯托，充滿了寧靜幽雅的氣息，遠觀更感受到園內獨有
的一股佛門清靜平和之意。

正當同學們沉醉在空靈的氛圍，後方傳來了一陣轟動，瞬間抓住了我們的注意力。那一抹背影很熟：項上架
著好不架勢的專業照相機、腳下紮著穩健的馬步、眼睛透過鏡頭全神貫注地聚焦在眼前的景物。余榮耀老師？這
個時間他應該在學校，怎麼會出現在這裏呢？大家一哄而上，問個究竟。原來老師特意抽空，為我們拍照留念而
來。這位不速之客確實讓大家驚喜萬分。
有余老師的相伴，大夥兒繼續前進。一塊奇怪的雕刻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平緩的白石上突兀地豎立著一根幼
小的石針，石針的旁邊圍繞著不明的圖案與文字。大家都十分疑惑，百思不得其解。在導賞員的介紹下才知道，
這正是古代的「時
鐘」
日晷。日晷
的原理是利用太陽投
射的影子來測定時
刻。日光把石針的影
子投射到石板的不同
刻度上，不同的刻度
表示不同的時間。隨
著日照的角度不同，
影子的方位也會有所改變，然後再用旁邊的換算表計算時間。
看看手錶，下午三點鐘。再看看日晷，一算，分秒不
差，也是下午三點鐘。記得課文中有提到：「中國科學是要解決人的問題」。在科技落後的古代，人們仍然懂得觀
察大自然，運用創意和智慧，將人和大自然互相融合，改善自己的生活，帶給下一代一次又一次的進步。日晷正是
中國傳統科技的智慧結晶。
遊園一圈，又回到了剛進園池時門前的
大榕樹下，遊覽終到尾聲了。
要不是這次遊覽，還真不知道原來在日
漸現代化國際化的香港，還保留了一處古色
古香的中式園林，在繁忙的公路中自成一
角，悠然自得。南蓮園池擺脫了繁華都市急
速的節奏，讓所有來者放慢了腳步。而我們
這群正面對緊張學習的高考生，來到這一片
淨土，也被感染了那難得的清幽，不徐不疾
地上了一節實在的中國文化課，更不其然放
慢了心靈的節奏。

風 雨中，我的獨白
F.6B 吳家琪
狂風呼呼地吹，像一頭兇猛的野獸在怒孔；暴雨
「呼啦呼啦」地灑，像萬馬奔騰般傾瀉而下。四周的
環境像蓋上了一層薄薄的紗布般迷濛。而正被無情的
風狂吹著；被冷酷的雨拍打著的我卻是非常平靜。因
為我認為這些風吹雨打就如人生的「風雨」，當與它
碰面時，不要驚怕、不要畏懼、不要逃避。因為人生
總不會每一天都是晴天，總會有烏雲密佈的時候。正
如我現在一樣──面對眼前的「風雨」，在不久之後
會發覺，其實這些「風雨」也沒什麼大不了。
風仍不停地吹，雨仍不斷地下。這條往日熙來攘
往的街道頃刻變得無比冷清，我努力地在街上走著，
卻發覺舉步維艱，狂風是在懲罰我的不妥協嗎？但我
偏要逆它的意，要是它一出來我便要躲在家的話，就
會一世也被它欺壓，最終可能會因壓力過大而犧牲了
自己寶貴的性命。看見不遠處有數名青少年因雨勢太
大而躲在屋簷下靜待雨勢減慢。可能他們會覺得站在
狂風暴雨中的我是瘋子，但我卻認為他們是害怕面對
挫折的懦夫。我想，縱使發生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會
有不同的感覺。難道這與人生中的風雨，挫敗有差別
嗎？面對困難時，有些人會擔心不已，意志消沉，甚
至逃之夭夭，正如那幾名青年；但有些人卻視為閑
事，坦然面對，甚至處之泰然，就如我一樣。能否解
決問題，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態度。
雨勢開始減退，我走在一棵魁梧的大樹前，眼前
的大樹在滂沱大雨裡任由風吹雨打，除了葉子上增添
了不少水份外，其他竟然絲毫無損。它的永不妥協的

精神終可助它解決所有問題。而我亦深信面對困難
時，如果輕鬆地面對，並沒有什麼事是解決不了的。
正如中國大文學家蘇軾的人生雖然經歷多番磨練，但
他仍能坦然面對。正如他的作品《定風波》記述他在
路上遇雨，他的同行者都狼狽非常，但他卻從容不迫
地行走，他更說「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所以，
無論面對現在的狂風暴雨，還是人生中的風雨，都應
該處之泰然，平靜地去面對，千萬不要放棄。
走著走著，雖然我的身體非常冰冷，但內心卻十
分熾熱，因為我感覺到剛才的狂風大雨已漸漸變成毛
毛細雨了。毛毛細雨能滋潤農作物的生長，正如人生
的小挫折也能激勵我繼續進步。就算遇到令我晴天霹
靂的事我也會冷靜面對，因為我知道日子總要過，要
是這問題逃避了，但它終究仍是存在的，它正等待著
我和它交朋友。不錯，我會與挫敗交朋友，我感謝它
讓我成長了，成熟了、成功了。今天，無論狂風和暴
雨多無情地欺負我，但我仍綻放陽光似的笑容，因為
我知道它並沒有惡意的。它是邪惡的魔鬼還是善良的
天使，只在乎我把它當成什麼，正如梁啟超所說：
「苦樂全在主觀的心，不在客觀的事。」
現在，雖然毛毛細雨仍然下著，但它明顯較之前
善良多了，只因我肯全然面對。大自然的風雨就好比
人生的風雨，因為我們不能奢望風平浪靜地度過一
生，正如天氣亦不會永恆不變，但只要我在面對風雨
時不畏懼、不退縮、不逃避，就必能度過重重考驗！

新詩《向日葵》
F.6B 連啟茵
盡情享受日光浴的美滿，
伸展着，向日葵
追隨着太陽，以它的巨輪。
越是威猛的太陽，
越是堅強的抖擻。
它看見了世界的廣闊，
在溫暖的光合作用下。
停止了對日光的追逐，
垂下頭，隨着太陽的沒落。
向日葵，卻沒有投降，
等待太陽的歸來，默默的。
終於早晨迎來，
忘卻挫折，向日葵
巨輪睡醒，享受新一天
太陽照出的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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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皮 擦
F.5B 李偉欣
我有數位好朋友，從小至今它們都不斷陪伴在我身邊，不離不棄地陪伴我渡
過人生中的考試，肩負着它的使命，為我擦開光明的大道。
它們都穿著白色的衣裳，像白色的天使。臉型方方的，身型修長，十分有線
條美。它們的身體軟軟的，可以承受來自各方的力度。然而它們平時都會把身體
板得直直的，一副隨時候命的樣子，準備接受不同的工作和挑戰。
它們就是小小的橡皮擦。
小小的橡皮擦看似毫不起眼，人們經常都把它忘掉。然而，當人們在紙上犯
錯的時候，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小小的橡皮擦而不是強而有力的塗改液。同樣都
是負責改錯的工作，但小小角的橡皮擦只要輕輕地擺動它的身體，就可以輕而易
舉地把錯誤帶走，不留一點痕跡，讓人忘記錯誤，重拾信心繼續創作。但使用塗
改液就會使你永遠都記得你曾在那一點犯過錯，即使改正了，也會留下痕跡。
一塊小小的橡皮擦，有着無比高尚的精神。然而現今社會上有多少人連一塊
小小的橡皮擦都不如。他們不但不會能屈能伸，而且不能包容別人的缺失，像塗
改液一樣，即使表面上原諒了別人，心裏依然對別人留有白色的污點，永遠不會
消失。若人人都像橡皮擦一樣，社會上或許會和諧許多許多……
有無數個星夜，平凡的橡皮擦都為無數的人擦出不平凡的人生。
它們為科學家擦去研究中的錯誤，使科學家重上軌道，找出原因；它們為數
學家擦去運算中的錯誤，找到最後答案；它們為掃描畫家擦去當中的敗筆，使他
們畫出一幅幅美麗的圖像。成功的背後原來一塊小小的橡皮擦都有功勞。然而有
多少人會記得它？人們還不是未完全利用完它就把它扔掉，重新買一塊，造成多
少個無言的結局。
然而橡皮擦都不會有半點怨言，它也不能有半點怨言。但它依然有肩負着自
己的責任，隨時候命，不會懷疑自己的價值。十年後你把它找尋出來，它依然是
當天的橡皮擦，依然敬業樂業。可是有許多人都不能像橡皮擦一樣，受不起點點
的風浪，一但被人批評，就會懷疑自己，甚至對自己失去信心，自暴自棄，一敗
塗地，永遠不能重拾當天的風采。
但一個人的價值可以由別人來評估的嗎？橡皮擦可以清楚了解自己的功能，
為什麼人不可以？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價值，就像橡皮擦一樣，不能有其它東
西取代的。
市面上有許多五顏六色，形狀可愛的橡皮擦，但它們卻比不上一塊正方雪白
的平凡小橡皮擦，不能擦掉紙上的所有污跡，甚至會因你用力過度而折斷。追尋
繁華美麗的外表，其實最後發現平凡的往往是最實用和耐用的。
人們說「人生如戲」，我說人生如橡皮擦。當我們出生後就有着我們的價
值，日後便為社會作出貢獻，利用我們的功能創造奇蹟，成就不平凡。年老後，
我們身上都有着不同的污跡，傷痕纍纍，但我們都無悔今生，因為我們盡了自己
的責任，以生命影響生命，甚至全世界。

畫
漫
的
又恨

叫人又愛

F.5D 張繼儀
那種矛盾，忽冷忽熱，叫人捨不得放手，又總不能不自制地拋卻的感覺總是纏繞著我。
不能自控，是因為我衝破不了對它渴求的衝動，不能抽離。從它身上得到的快感，這是感覺
上的不能自拔。
要放棄是因為生活的逼迫，生活節奏的不允許。時間總是不夠用。這個稀少，並不是真
正因為時間不夠而成，而是縱然有更多時間，就自然有更多的工作去完成。這是「人在江
湖，身不由己」，不得不自制的無奈現實。
這種感覺與現實的抗衡差不多每天都在我內心裡拼鬥著。縱然那一方勝出，我都不好受。
漫畫，總是反問著一個沒有確切答案的問題，是感覺重要？這真是叫人又愛又恨。
漫畫這東西，我四歲便接觸了，記得第一套看的是《遊戲王》，那是我哥教我看的。那
時候，我第一次接觸從閃卡裡走出來的怪獸，我第一次接觸男主角那種執著所爆發出來的熱
血模樣。整個認識過程就像是以前的人發現有外太空一樣震撼得直到心靈的深坎裡去！這種
「哇！怎麼可以這樣！」的興奮感覺正是令我愛上它的原因。
有些人認為漫畫只是娛樂這麼簡單，這就太膚淺了，錯！應該是說，他肯定沒接觸過漫
畫。漫畫就像一個鑽，鑽開困著你思想的地殼，讓那熱熾的幻想如湧泉般爆發出來。你從此
不再受限於這世界裡，你會幻想出自己的事物，幻想出屬於自己的不現實。這種天馬行空，
無中生有的樂趣正是漫畫所給我的。
這些都是我愛上它的原因。而我倆的感情延續是在於我對於下一期漫畫出版的期待，在
於揭書時的聲音，在於幻想出女主角的聲音和動作，在於看著男主角的成長，同時見證漫畫
家的成與敗，辛與酸。與漫畫交流的每個過度都是快樂和充實的。
然而這種愛是沉溺的，漫畫每期也在更新，功課如是，工作如是。人在這時總要放棄自
己的愛好。但漫畫就像毒品一般，十萬個幻想吸引你，十萬個美好經歷引誘你。不是說戒就
戒，當它出版了的時候，你不敢買，買了又不敢看。但腦海中的情節會不斷重複，重複，再
重複，每集的伏筆都寫得非常完美，你會急不及待，你會越加好奇。記得有一次溫書得悶
了，懷著「只看一回」的心態去看，結果卻是一本的接一本。理所當然，之後的工作完成不
了，明天的小測也不及格。這種誘惑就是我對它的恨。
另一種高層次的恨是源於漫畫本身。有一些好的漫畫卻有時因為漫畫本身或編輯的不配
合，弄得漫畫要腰斬或是被逼收尾。這是對失望的一種恨，《通靈王》便是一個好例子。
另一種恨是來自憤怒。憤怒漫畫家利用高讀者量來不斷無限延續同一個故事，但卻是沒
內涵和深度可言，為賺錢而利用讀者，《死神》就是一個好例子。
最後一種恨，是對文化腐敗的不滿。很多漫畫家流於色情或暴力，
以此作為賣點。他們不是透過改善畫質或技巧來做得更好，而是加入極
端元素。這種對漫畫的不敬，正是我的大恨！
我認為漫畫是人一生中不得不去接觸的東西。因為它所給予的，是
其他小說所不能有的。當然我們要好好分配時間，不要沉迷，不然漫畫
就會變成害人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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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內疚的事
F.3C 李麗兒
姐姐長得很漂亮，但她的臉上，有著一些凹凹
凸凸的瑕疵，以及左額的一道疤痕，那是因我而留
下的。
我小時候是個潑辣的女孩，遇上甚麼我認為不
公平的事情都可以嚷上一回，例如吃蛋糕時，覺得
姐姐那塊比我的大一點，便會說不公平；媽媽送我
們的記事簿，總認為姐姐的比較漂亮等諸如此類的
小事，不過在那時候，我認為那些事一點都不小，
那件事發生在小學一年級。
「祝你生日快樂！」姐姐的朋友送了她一個很
可愛的玩具熊作生日禮物，我很妒忌，為甚麼就沒
人送禮物給我呢？待她的朋友走了後，我便要求姐
姐把那玩具熊給我。當然，那是她的生日禮物，怎
會給我？我早就料到了，她不給，我便搶。不過，
她比我大，力氣自然比我大，最後我失敗了。
我老羞成怒，於是便趁她不在的時候，把那玩

考試成績發下來
F.2B 張珊珊
在偌大的教室裏，只有我一個人孤零零地坐在
座位上看着一張不及格的數學測驗卷發呆。心裡的
不安和沮喪對比着早上滿懷興奮的我，形成一個諷
刺的弧度。希望越大，失望越大，現在我總算體會
到這種滋味了。
回想起今天早上，我興高采烈地回到課室，恨
不得時間似箭地飛快流逝。在萬般煎熬中終於等到數
學課了。看着陳老師手上那一疊白花花的測驗卷，我
的心就像在箭弦上的箭，一觸即發，但陳老師偏偏要
吊人胃口，總是拖到最後一刻才肯發試卷。
上課其間，我心思全在測驗卷上，老師的話都
是右耳進，左耳出。所以當陳老師拿起測驗卷時，
我的眼睛登時亮起來，就像老虎看見獵物般。那時
我心裡想：平時我的數學成績都是班裡數一數二的
佼佼者，這次我一定有95分以上！
聽着陳老師唸着的名字，我開始忐忑不安。手
心滲透着汗，用力地捏着衣角。可是陳老師派了一
大半還未到我時，漸漸地，我的心往下沉了。當陳
老師派到我時，我飛快地拿了試卷回到座位上。看
到分數那一刻，我一下子就從天堂墮落到地獄。猶
如五雷轟頂般，沮喪的心情蔓延到心的每一個角
落。大大的紅色45分刺着我的眼，同時也刺着我的
眼，同時也刺着我的心。
從回憶中醒過來，我收拾好書包，一步一步地
走出教室，黃昏的陽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
驕兵必敗，恰恰地說明了我這個活生生的例子。驕
傲自大，往往都是失敗的原因。

具熊的耳朵剪掉，再把它藏好。姐姐發現後，當然
很生氣，便來質問我，我只記得我說了句：「哼！
誰叫你不給我呢！」姐姐氣得七竅生煙。最後，我
們打了起來，你打我一拳，我拍你一巴掌，好像真
的在擂台上格鬥，然後雙方因為勝出後有獎金而顯
得特別賣力一樣，我出手比她狠，用手指捏著她的
臉。用指甲嵌在她的皮膚，後來她掙脫了，告訴剛
剛從菜市場回來的媽媽，因為小時候的我不講衛
生，不剪指甲，指甲很長，媽又不理，姐告訴媽
時，臉上佈滿凹凹凸凸的指甲痕，最嚴重的是她的
左額，還流了血。
那次我被媽媽痛打了一頓，現在那些指甲痕已
大致消退，但較深的還留在臉上，令我愧疚的是她
左額那道小小的疤痕，那象徵著我當時的幼稚，雖
然她用劉海把前額遮著，但那小小的，幼幼的一線
已刻在我的心中。

我上了寶貴的一課
F.1B 周

健

二零零零年九月一日，我背著剛買的書包，在
媽媽的陪伴下，踏進了幼稚園的門口，戰戰兢兢地
走進教室……
「鈴鈴鈴……」，上課的鈴聲響起了，代表我
準備要上人生的首堂課。啟蒙老師走進了教室，二
話不說，只說一句「安分守己」。我看著老師，眼
神裡充滿了疑惑，似乎不明白當中的意思。過了一
會兒，老師就說：「孩子們！人與人之間總有著一
條界線，我們不可以超越那條界線，否則就違反了
自己的宗旨。今天是你們的首堂課，老師一定要在
你們的心中，種下一顆種子。」
當時，我覺得老師說的話太深奧了，只想著這
一顆種子生長以後，可以吃得嗎？老師望著大家天
真無邪的眼睛，又跟我們說：「孩子們！或許今天
你們不明白我說的話，但我相信，以後你們會明白
當中的道理。你們心中的種子，以後會生長得更強
壯，更茂盛。好了！今天的功課很簡單，寫『安分
守己』就行了。」說完後，鈴聲隨著響起，是否代
表這一課已結束呢？
放學後，我在回家的路上，腦裡不斷想起那四
個字，但還沒能明白。
直到我的思想越來越成熟了，對事情的看法也
越來越多，我才知道啟蒙老師已經深深影響了我。
他已經盡了最大的責任，當了我的園丁，不然那顆
種子怎能生長得那麼茂盛呢？

TEENAGER SLANGS
Example
A: I don’t like her, she is so plastic.
B: I totally agree with that! Just don’t understand how come she has
many friends.
USAGE
In text book: hypocritical (adj.) / unreal (adj.)
Between classmates: two-faced (adj.) / fake (adj.)
On the street: plastic (adj.)

Take the cake
贏哂

Plastic
假

Example
A: Who’s the NO.1 this school term?
B: There’s no need to discuss, Dick certainly takes the cake again.
USAGE
In text book: win (v.)
On the street: take the cake (v.)
“Take the cake” can also be satirical in meaning.

Example
A: I found an interesting online game ! Let’s play that tonight!
B: Don’t do what only computer geeks do. Read books to
improve yourself!
USAGE
In text book: an introvert who only likes surfing the internet(n.)
Between classmates: a nerd (n.) / a freak (n.)
On the street: a computer geek (n.)
Hong Kong Version (incorrect): tram guy (n.)
ter
A Compu
電車男

Diss
唱（講壞話）

Example
A: I heard that Susan’s boyfriend is ugly, poor her.
B: Really? Don’t diss others.
USAGE
In text book: defame (v.)
Between classmates: disrespect (v.)
On the street: diss (v.)

G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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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ingful Quotes from Teachers
Principal Chow Ying Tai: “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Vice Principal-Mr Leung Ping Yan: “He
who hesitates is lost”

   I learnt this quote before I became a principal.
It has helped me a lot. You may wonder what
the quote means. To me, it is very meaningful.
It means you have to encourage yourself not to
give up. If you don’t do anything to help yourself
but wait for someone to help you, you will be
doomed. Yes, it can apply in my life and my job
too. I received a letter recently about the school
green roof policy. It is an educational activity.
As I’m a new principal, I have littl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ject. I had to seek for more details
by myself. I checked my files and asked my
colleagues so as to reply to the letter. I also have
a lot of administrative work to deal with every
day. As all the work in school is interdependent, I
have to manage my time properly to avoid causing
inconvenience to my colleagues. If I can’t get my
job done, I will have a lot of backlogs and the work
will get continuously postponed. Then I will never
have enough time to finish them! What I want to
say is that your eagerness to take action matters
more than the results. I hope every one of you can
learn from this quote and try to apply it in your
lives.

   It means that if you hum and haw, you will lose
many opportunities in the end. We should take
every chance and understand that time is precious.
If we hesitate, we will lose the chance to reach
our goal. While we are waiting for the chance, we
should be well-equipped. I studied in Singapore
when I was young. The idiom ‘He who hesitates is
lost’ that my English teacher taught us touched me
deeply. Yes, I can apply it to my work! I have lots
of administrative work to do. If I hesitate in making
decisions, I will bring burden to my colleagues.
Bearing the quote in my mind, I can do things
smoothly and decisively.

Form Six and Seven Discipline Teacher - Mr.
Lee Leung Chi: “Do what you should do”
   This quote was often used by my teacher
while I was studying in secondary school. The
most unforgettable thing was his last lesson
where he quietly distributed the test script to his
students and simply reminded them to study hard
for the forthcoming examination. Not a word of
despair was uttered. It was the last time we saw
our teacher when he shuffled out of the classroom.
A few weeks later, we heard that he had passed
away. He had known that his days were numbered.
He came back to the school to complete his
job before going back to hospital. In each busy
day, I remind myself of what I should do, in the
same way that my teacher had done for so many
years. I hope that every young learner can really
understand that much effort has been put into
you. Do treasure your chance of cultivation. Be a
good student, and do what a student should do.

Discipline Mistress-Ms. Leung Chuk Yan:
“Work hard, play hard”
   My uncle, a successful businessman, taught
me this quote. He likes to enjoy life and go for trips.
I have always wondered how he can spare the time
to do so many things. He told me that although he
works hard, he would always spare time to rest in
order to refresh himself. “Work hard, play hard”
is one reason for his success. And, by following
the quote, I will very often spare a day in the week
to enjoy my life! Especially on Sundays, I will go
to a restaurant with my family or watch DVDs to
take a little rest. Although I work late at school, it is
worthwhile because I can wholeheartedly enjoy my
nice weekend.

Form Five Discipline teacher: Ms Lee
Ching Man: “Constantly strive to become
stronger”
   I came across this quote when I was studying
in primary school. My teacher wrote it to me
in my commemorative album. I thought it was
meaningful so I decided to make use of it in my
career.
   I do think the quote is of great assistance
to me. It keeps me working hard and refreshing
myself. It helps me particularly when I am
teaching Liberal Studies. As Liberal Studies is a
new subject, I have to do preparation work before
I have lessons. Keeping up with new information
is one of the ways to update my knowledge. What
I want to say is that the quote gives me power to
manage my time and provide me with innovative
ideas in my teaching.

Meaningful Quotes from Students
Students’ Union Chairman–Wong Ka Chun

Red House Chairlady–Tang Yat Ying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Try not to become a man of success, but
rather try to become a man of value.”

   I always have this quote in my mind and it
helps me to achieve many goals in my life.
   When I was in primary school, my studies
were not good so I set a goal in which I must
improve my academic results. Although at
first, I encountered many difficulties, I still put
much effort on learning the various subjects
and asked my teachers for help. I always
believe that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Eventually, I got a great result in my
exams.

Yellow House Chairman–
Kong Wai Chiu, Jeffrey
“Baby you’re firework, come and show
them what you are worth”
   This is a line from a Katy Perry song
called “Firework”. Whenever I am sad, I
will listen to it and it gives me inspiration. I
remember the time I was really upset at losing
in a debate competition when I heard this
song on the radio. The song cheered me up
and made me determined to work harder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Throughout the school
year, we may get poor results. However, it
doesn’t matter. Remember, you are firework!
Show your teachers how well you can do! Just
ignite the fire and let it shine.

   I learn this aphorism from a book about
Albert Einstein. I may not be perfect but
I believe I can be a good person to help
the needy better their lives. Becoming the
chairlady is a valuable experience. I did
much preparation work with my friends for
the nomination contest. It was laborious but
I didn’t give up. I will not only face problems
bravely, but also take my responsibility
seriously. I believe this quote can help to me to
lead a meaningful life.

Blue House Chairman–Wu Suet Fung
“Out of difficulties, makes miracles.”
When I saw this idiom, I thought it held
a lot of truth for our lives. As we meet many
difficulties in our lives, we should not evade
them. We should face problems optimistically.
I can apply this quote in my studies. Recently,
I have been facing many problems in my
studies. I may be trapped in the “trouble”
sometimes but I encourage myself not to give
up. If I evade these difficulties, my life will
become boring. That’s why I take the quote as
gospel.

Purple House Chairman–Chak Yat Ham
“There is no fluke”
This is my favourite quote. Every successful person has to sacrifice a lot before they become
famous. For example, we know that tycoon, Li Ka Shing is rich but we may not have given a
thought how he became so rich. His success is a result of his efforts. “No pain, no gain.” It’s
the key to becoming successful. I have a good academic result as I study very hard every day.
Someone asked me how I could get such a good result. My answer is “There is no fluke”. I know
the road to success is tough but, as long as we put in the effort and trust in ourselves, we can
overcome all obstacles.

T.W.G.Hs. Chang Ming Thien College Magazine 2010-2011

English Corner

   35

English Corner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校刊·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一

   36

TWGHs English Camp 2010
   In the summer of 2010, three Form 2 students, three Form 3 students and three Form 4
students had some fruitful experiences at TWGHs English Camp 2010 which was held from
26 June to 9 July at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They had a unique and exhilarating
opportunity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skills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a wide variety of interactive
activities. They had a lot of fun and enjoyed themselves to the full. Here are some of their
recollections:

3B Cheung Wai Ho
The English camp last year was unforgettable. We played many games too. Among all the
games, I enjoyed the detective game most. The teachers became suspects and we asked them
questions. I think we can all be good detectives in future. I met many foreign teachers and
friends in the camp. I won’t forget them.

4C Hon Pui Man
   I was very shy and scared on the first day. Luckily, my roommates were very friendly. They
even took care of me when I was sick. Every morning we had English lessons. Then in the
afternoon we could choose the activities we liked such as basketball, tennis, board game, dance
or drama. We had great fun in the excursion. We went to the Peak and interviewed tourists
there. I hope to join this camp again!

5E Cheng Man Lok
   I think the best part in this camp is that I learnt a lot from my group mates. They taught me
how to cooperate with others well. Although we had just spent two weeks together, we became
very good friends. It was really hard to say goodbye when we left. I believe that this will be one
of my best memories in my life.

5E Hui Lok Sze
In this English camp, what impressed me most was a teacher who wanted us to teach
him Cantonese. He asked us to teach him how to say the word “star” in Cantonese, but he
mispronounced it as “chimpanzee”. So we had a big laugh in class. I had a very good time. I will
never forget what happened in this two-week camp.

4D Leung Kwok Hung
   I made lots of friends in the camp. Now I still keep in touch with them. In the Mid-Autumn
Festival, I sent them some Chinese traditional food, moon cakes. They were happy and told me
that the moon cakes were delicious. At Christmas, they surprised me by sending me Finnish
traditional Christmas chocolates and a Santa Claus letter. The gifts were fantastic. Now, I speak
English with confidence. The English camp was such a wonderful experience.

3A Louie Wai Lam
   I learnt lots of new things about Geography, the galaxy and
the culture of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India during the lessons.
Moreover, the activities such as the disco party, fashion show
and dancing lessons made me feel more relaxed. The funniest
activity was the talent show. Everyone in the camp had to dress
like somebody. For example, my team put on a play about Lady
Gaga and Cinderella.

5A Li Siu Cheung
   Our foreign teachers told me many things about their home, their country and their
university. We communicated in English so I learnt a lot of daily life English. Before this camp,
I couldn’t talk in English with a foreigner, but I can do it now. This camp improved my interpersonal skills and really boosted my self-confidence in learning English.

3D Lou Kwok Pui
   In this camp we talked in English for 2 weeks. I was not used to that in the beginning but
I really learned a lot of English. Besides, I made a lot of friends. Now, we keep chatting on the
Internet. There were many interesting activities such as the mini fashion show and the mini
concert. I enjoyed the camp very much. I hope I can join TWGHs English Summer Camp next
year!

4D Tang Lok Hin
   I love this summer camp very much as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I acquired a lot of knowledge
and living skills. I met a lot of friends there. I missed my friends very much. In the coming year, I
will join this camp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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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rvellous Drama Show
This Year in CMT
   For the English show this year, we invited the Chunky Onion to perform an interactive drama
show in our school. The show is called Sherlock Holmes. It is a fictional detective story created by
Scottish author and physician Sir Arthur Conan Doyle. Sherlock Holmes is famous for his astute logical
reasoning. His ability to put on almost any disguise and use of forensic science skills to solve difficult
cases is amazing.
The plot wa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funny!
actor and the audience
are interesting!

That ’s s o co o l ,
great!

T h a t ’s m y
sheep!

It’s so funny to hear
the actors use some
Cantonese words!

The performers shared with us some
effective ways of leaning English
I think reading is good. When we were in college, Scott and I joined a book
club. We just read the books we were interested in. Read the books you
like such as language or fiction. Take it easy. Also I recommend having a
discussion with your friends after reading. It would help you to know more
about the story.

I think listening to music is quite good, you may learn the
vocabularies in the lyrics. Besides, watching English movies, reading
books and even comics can help improve your English. Just don’t
forget to look up the meanings of unfamiliar vocabularies in the
dictionary.

What Do You Feel About This Performance?
   There are some comments from our students and teachers about the show. Let’s see what they
think about the show!!

Ho Shun Bo (F.4C)

Chan Mei Hung (F.3D)

Leung Ka Pong (F.5C)

I love the story very much. My favourite part of the drama is the scene
where Watson fights with the kidnapper. It’s the funniest part in the
drama. They fight together. And then the kidnapper takes out a gun to
shoot him. Watson is very nimble at dodging it. Finally the kidnapper
loses the fight when Sherlock Holmes hits him. It’s a wonderful drama. I
like it very much.

I think the performance of the drama is very nice. I really love its style
very much. The actors and actress are all very funny. They always make
us laugh. It’s a very entertaining drama. They will go to the front of
the stage and interact with us. They will ask us some questions. For
example, where is Helen? Where is Watson? It was easy to fall into the
story and we really felt we were a part of the show, not just the audience.

My favourite actor is Watson because he is handsome. He
always makes many ridiculous jokes. It’s really funny to watch
during the drama. He is a clever boy in the story. He always
helps Sherlock Holmes to solve the cases. When he fights with
the kidnapper, he doesn’t fear getting hurt. Therefore he is a
brave b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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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Cheng & Sherlock
Holmes

The Butler

Ms Lam Man Ching

Dr. Watson

My favourite character is Sherlock Holmes because he is handsome and
can act very well. The story is quite interesting, for example the shepherd
asking the sheep for hints. This scene is really impressive. The ending
is unexpected with a modern twist since teenagers also use Facebook.
Finally, I think the drama is quite good. The show isn’t too long and there
ar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actors and students. I am so happy to have
watched this drama.

My favourite character is Sherlock Holmes. He is very active and
interesting. I think the story is easy to follow and the storyline is clear.
This drama is a comedy, so we can’t expect the story to be so logical.
Moreover, the ending is unexpected and the drama involved interaction
with the audience. I am so happy to have watched this drama.

Ms Cheng Mau Mui

Ms Yeung Siu Ping

Sherlock Holmes is my favourite character. With a good power of
analysis and a decisive mind, Sherlock is capable of solving problems
with acuity. He is really an outstanding detective. I like the scene in
which teachers were invited to perform on the stage with the actors.
Of course, I like it because I was there and I enjoyed the experience
very much. It's great fun. I quite like the ending of the story as it
was quite amazing and unexpected. This story is creative and full of
innovative ideas. It’s marvelous. I really like it.

Students’ Work
A Murder Story
5A Kuang Li Hua Cathy

I

used to
love my
husband
more than
anything. I had
been the perfect
wife who took
good care of my family.
I cooked, I cleaned, fed the cat and waited on
him, hand and foot. But he still cheated me with
Serena, my best friend. Now I realised why she
visited us so often.

L

ook, they were just ducks. So peaceful
above the water but always danced
enthusiastically with their feet under the water.
I couldn’t watch this. Jealousy was burning hot
inside of me.

pills to Chaptor’s drink and suffocated him with
a pillow. Then, Serena came. I gave her the
same pills. I had imprisoned her and killed my
husband. But, I was unnaturally happy and
satisfied with what I had done.

T

he most urgent thing now was to find
Serena and zip her lips. But where could
she go? Ah, I could ask the voice, ‘Voice,
tell me where she is?’ He laughed and said,
‘Catherine, the game is over. I let her go.
You’re not far from jail.’ I was so furious! I felt
like killing someone. I took a knife with me,
went out into the street and stabbed everyone
I met. I felt like as if some kind of evil spirit had
taken over me, or has it? So odd, I saw myself
killing people. So weird. Everything was like a
scene from a movie but I was the murderer.

Catherine, you don’t deserve this. Go. Kill
them. Then you can have peace of mind.
Catherine...’ Suddenly, a voice came from
above. But who was it? ‘Catherine, stab your
heartless husband and your shameless friend!
Catherine!’ There he was again. ‘Who?’ I yelled.
He didn’t answer.

‘

Ah!’ I suddenly woke up in my bed and
muttered, ‘It was just a dream?’ I soon
realised it wasn’t a dream. I saw my bloody
face in the mirror. I ran to the yard and dug up
my husband‘s remains and there they were.
Then I went over to my neighbours. They had
all been killed.

I

I

crouched in the corner of the cellar and
replayed the tape over and over. I swung
the video recorder over to the body. Where is
Serena? She is supposed to be here! I was just
stupid to call the police! I crawled to Chaptor
and dragged him out of the cellar. He was so
much heavier than I thought. So, I cut up his
body into pieces to make it easier to carry. Yes,
it was much easier. I remembered how I added

‘

t was true! It was an undeniable fact that I
was a murderer. I was frightened but I quickly
composed myself. I cleaned myself up and
drove far away from the town. Meanwhile, the
voice was giggling louder and louder. At first, I
hated hearing it but gradually I began to like its
familiarity. Now, I have to find Serena.

T.W.G.Hs. Chang Ming Thien College Magazine 2010-2011

English Corner

   41

English Corner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校刊·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一

   42

A Letter of Advice
7B Bony Yip Ka Fong
Dear Jenny,
   Hello! Are you okay? I know that you are
suspicious of the sudden increase in the money
that your boyfriend has. I understand your
worries as he is your beloved one. You must be
unwilling to believe that he is stealing money
from his company or is involved in some other
illegal activities. In my opinion, you should find
out the whole truth first before you turn your
boyfriend in.
   As you have recently realized, your boy
friend suddenly has more money than usual
and you don’t know where it came from. Maybe
the money came from a lucky draw, Mark Six or
repayment from his debtor. How can you make
sure that his money is not from illegal means?
As his girlfriend, you should trust him first and
try to find out the truth.
   If, unfortunately, you find that your
boyfriend is guilty, I advise you not to call the
police immediately. You have to be calm and
talk to him patiently. You can tell him that you
love him and will support him, as he is your
beloved boyfriend. Then, he can trust you and
feel safe to tell you the truth.
   If the sum of money involved is small and
it is the first time he has taken money illegally,
you can ask him to give it back to his company
or the briber. And then, he should bravely
apologize to his company for his wrongdoing
in order to be granted forgiveness. I would
also advise him to resign for his misconduct. I
think if he is sincere in correcting his mistake,
the company may forgive him by just firing him
as he hasn’t brought any loss to the company.
Though the company may decide to reprimand
your boyfriend, I don’t think your boyfriend
will be heavily punished as the situation can
be remedied and your boyfriend has already

confessed his wrongdoing. It proves that he wants
to turn over a new leaf.
   However, if the crime is so serious that the
situation cannot be remedied, he should surrender
himself to the police and confess his crime. At
least there is hope that, by turning himself in, he
will be asked by the police to be a witness so that
he can make amends for his crimes. In any case,
his punishment would be lighter than if he were
caught committing the crime.
   E v e r y o n e m a k e s m i s t a k e s , b u t n o t
everyone admits to their mistakes. Someone
who is willing to confess their mistakes should
be forgiven. Someone who is stubborn and
never acknowledges their mistakes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worth loving.
   I know you love him, but you should not
go against your conscience. If the man is guilty
and will not admit his mistake, then you are an
accomplice to his crime by not turning him in to
the police. He will only repeat his mistake. Your
decision today will ruin him.
   On the other hand, if your boyfriend does
admit to wrongdoing, you should tell him that you
love him for who he is and not for his money. You
should tell him that you will forever support him if
he does the right thing.
   In short, if he is willing to confess his mistake
and correct it, he should be allowed to turn over a
new leaf. I believe love can overcome everything.
I hope that your boyfriend is not guilty of any
wrongdoing.
Good luck!
Best wishes,
Sam

Poems

!

My Best Friend

My Family
2A Kwok Wai Kwan

1C John Ma
Kind
Enjoys reading
Never quiet
Favourite food is chicken wings
Usually plays online games
Naughty
Gets up early every morning

Ying and Keung are my parents
They are over forty
They love giving me lots of presents
They both like Hello Kitty
My sisters are Winnie and Eling
Winnie is tall
Eling loves to sing
They both like shopping in the shopping
mall
This is my family
We live together in perfect harmony

School Test
2A Fong Ho Nga
If you have a test
You want to be the best
You can’t always play
You need to practice the whole day
If you have a test
You can’t take a rest
If you do well
You can always y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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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Lo Wan Yu
   Dear principal, vice-principals, teachers and schoolmates,
   Christmas is coming soon and this year our school will hold a Christmas fair on 22nd
December. The purpose of this event is to raise money for needy people. This Christmas
party will feature many interesting activities.
   Firstly, we will hold a talent show. This activity is for schoolmates who have special
talents to perform for us. For example, you may sing songs, tell jokes or organise a fashion
show. I think these activities can enhance our schoolmates’ self-confidence. Moreover, we
will get joy in taking part. So, we welcome all students to join in the show and to bring your
talents into full play!
   Besides, we will have a ‘Royal Christmas meal’! This activity calls on all teachers,
students and students’ parents to participate. All of them will cook their best dishes for our
party! So, if you want to savour your teachers’ special dishes, you can join our fantastic
party!
   The last and most exciting activity is our stately awards ceremony. We will select the
best five performers in the talent show and the best five cooks in the ‘Royal Christmas
meal’. They will all get a special Christmas gift. In addition, all participants will get a small
Christmas gift. These will be contributed by our teachers and schoolmates.
   The Christmas Party will take place from four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to eight o’clock
at night. It will be held at our school hall which will be decorated by our schoolmates. We
need some volunteers to help us with the decoration so if can help, please get in touch
with me.
   The tickets for entry to the party will cost one hundred dollars. This may sound quite
expensive but remember it is for a good cause and we hope to raise as much money as
we can. All the money raised will be donated to the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to help
needy people. So, I hope many people will join the party, have fun and at the same time
help needy people in our community.
   Lastly,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Charity- Writing a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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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第四排：朱兆培
第三排：陳展強
第二排：簡佩瑩
第一排：顧詠寶

伍家耀
官鎮遠
岑小紅
周靜欣

黎學賢
蕭卓朗
李慧玲
張培紅

劉智成
何揚斌
吳卓芝
羅樂瑤

蘇頌然 李偉賢 梁頌賢 倪智博
黎嘉輝 劉震宇 羅嘉鴻 王啟霖 梁樂勤 趙樂軒 楊灝斌
歐秀嫻 陳靖君 袁嘉苑 陳怡穎 葉心安
黎敏慧老師 伍永軒 陳浩玄 譚嘉輝 葉翰文

梁博平
陸泳堅
黃寶梨
吳梓琛

羅嘉毅
李 文
楊茹婷
伍泳俞

周 健
梁如風
黃美英
鄧美鳳

李健林 黃靈聰 黎志桁 覃煒琪
何普輝 梁毅聰 詹龍丰 李俊廉 黃振裕
胡鈺梃 李豔珠 謝可兒 黃美兒 周 敏
成佩珊老師 李文
黃嘉豪 張正揚 周文傑

1B

第四排：何慧敏
第三排：鍾海城
第二排：倫穎儀
第一排：周 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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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第四排：林偉衡
第三排：伍臻權
第二排：吳穎嵐
第一排：楊紫妮

蔡潤潮
梁頌賢
馮敏儀
梁澤青

馬錦曉
馬健偉
蘇懿婷
陳佩詩

曹俊騫
李俊賢
歐淑賢
吳芷樺

馬家豪 徐智杰 李俊杰 羅偉峰
李榮忠 梁杰烽 陳潤民 蔣智泳 馮樂恒 黃肇驄 李源宝
楊詩樂 鍾嘉淇 鄧煒嫻 廖靜宜 鄭嘉蕙
陳愷琳老師 黃泊諺 龐逸輝 黃韞鋒 李諾勤

1D

第四排：黃俊榮
第三排：李柏彤
第二排：吳詠琪
第一排：彭悅苓

陳繼棠
王偉峰
鍾嘉瑜
陳詠怡

黎輝華
鄧浩鈞
鄺慧珊
黃曉晴

馮銘樑
周煌森
簡愷瑩
潘寧怡

區煒堅 黃信銘 彭家健 趙永健
范煒奇 廖俊丰 李駿傑 李梓樑 石桉昊
鄧雯慇 余寶儀 林婉芳 伍家鈺 陳芷晴
吳振浩老師 陳子軒 莫兆宏 譚國楠 黃永雄

1E

第四排：崔錦豪
第三排：江宗軒
第二排：姚雅欣
第一排：霍少珊

劉紹峰
張俊傑
陳卉欣
蔡喬儀

秦天銘
楊旻琛
劉詠兒
曾倩儀

謝永俊
岑宇漢
周朗怡
施樂儀

梁敏聰 劉佳豪 林永樂 林駿杰
黃基俊 張珀甄 潘有恒 黃敬業 霍俊鋒
黃美丹 姜媛媛 張穎琳 褚雅彬 袁詠恩 黃紹敏
林慧如老師 江瑋峻 周俊杰 何梓蔥 許柏康

李焜恒
林安琪
陳穎珊
黃曉虹

秦振亮
郭惠君
周嘉茵
林萃華

甄志誠
黃靖淇
甄琬翔
章小英

陳運聖 黃鑄明 鄺健鋒 賴俊穎 梁裕廷 曾兢偉
文寶儀 勞淑珍 李詩敏 伍美怡 羅詠兒 方嘉敏 方凱雅
鍾珮婷 陳立橋 楊 妍 梁菁兒 黃玉如 郭茹楓 楊靖雯
黎美琳老師 張樹源 彭卓峰 何灝俊 黃志恒

2A

第四排：陳志湧
第三排：周朗倩
第二排：余樂恩
第一排：梁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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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第四排：吳舒雅
第三排：梁鈞灝
第二排：馬嘉慧
第一排：李欣琪

周裕程
陳建有
劉嘉茹
鍾詠琪

吳振強
姚凱琨
張珊珊
陳彩玉

任懷超 游顯朗 羅釗鋒 周偉鋒 陸曼曼
梁家榮 石子康 梁浩堅 劉晉亨 陸頌榮 譚詠鴻
冼曉雪 關穎彤 朱嘉怡 符小翠 葉靜霞 黃綺瞳 雷曉霞 陳彩俐
歐陽梓茵 蘇健男老師 成浩威 甄藹林 陳學晉 李世昌

2C

第四排：陳倩娟
第三排：梁澤雄
第二排：陳錇儀
第一排：施采兒

周富豪
葉俊豪
黃燕秋
何小筠

陳振豪
盧嘉卓
劉曉昀
何碧慧

何家俊
梁穎川
湯曉彤
郭敏熹

高智朗 秦泳嫻
林子健 邱嘉健 施伯勳 梁子健 史煒豪 方啟耀
潘婉濱 楊慧儀 鄧泳棋 耿綺彤 梁敏琪 蔡穎霖
布偉雄老師 譚嘉俊 鍾振榮 歐陽沛霖 賴廣昌

2D

第四排：石穎詩
第三排：陳彥羲
第二排：吳凱怡
第一排：黃月明

區智燊
曾洛賢
黃釗淇
曾秋雪

陳可津
蕭活民
曾敏婷
陳思琪

馬天樂
高志健
王海媚
歐穎恩

伍浩瀚 鄒國龍 張婉兒
李元熙 廖子健 陳志威 鄭煒桐 黎俊毅
梁東華 蔡詠詩 陳寶儀 麥嘉琪 張天美 吳嘉怡
梁曼思老師 袁家康 李嘉華 湯家豪 林兆倬

王庭軒
周永杰
方彥嵐
王梓蕊

楊永昌
趙軍豪
劉麗娟
陳瑞好

鄺子泰
吳穎軒
唐詠森
盧思華

譚志宏 蘇文晞 胡嘉進
孔維銘 柳煒東 吳梓鍵 陸家信 梁振鴻 莫芷如
甘嘉然 聶嘉琪 鄭玲鈺 林思敏 龍素芬
羅敏儀老師 龍春曉 張浚洛 劉家豪 黃家明

2E

第四排：陳德潮
第三排：凌永麒
第二排：廖湘儀
第一排：杜綺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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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第四排：王婉頤
第三排：李漪文
第二排：余 燕
第一排：鍾佩如

蔡毅明
羅倩怡
孔結玲
陳嘉惠

廖煒健
雷苑婷
周澄茹
姚倩瑩

關樹忠
黎偉嫻
盧韻瑜
鄺倩君

潘文傑 鄒順偉 陳式軒 譚柏濤 黃杰輝 鄧兆樂 李冠聰 譚綺玲
雷慧琳 馬澤敏 馬澤華 張淑敏 劉嘉寶 徐倩欣 利曉君
李格域 周文慧 殷巧聰 李麗敏 鄧麗珊 梁藹媛 吳春玲
鄭美寶老師 馮大罡 陳宇鏗 梁德樂 麥洋銘

3B

第四排：李偉楠
第三排：蔡偉賢
第二排：麥可情
第一排：霍少怡

林 威
黃文軒
梁穗彤
張婉婷

陳國蔚
黃毅良
陳瑋晴
李淑嫻

翁偉誠
金偉明
李珊珊
梁婉珍

李永浩 黃卓廸 李松波 曾嘉權 張楚瑜
鍾鈞晴 鄭仕騰 黎慶燊 陳焯賢 周栢麟 朱沛賢 周嘉銘
陳頴思 李悅宜 陳曉彥 林溫妮 梁鎂瑩 蘇聰聰 伍慧婷 陳佩珊
吳傲秋老師 張煒豪 陳振威 賴泳霖 伍嘉文

3C

第四排：馬浚賢
第三排：湯嘉俊
第二排：梁翠玲
第一排：李麗兒

林佳鑫
張智珈
馬婉欣
陳彩玲

譚東成
黃鴻申
林富雯
李穎雯

許家成
盧凱堅
朱淑欣
官鎂盈

李冠杰 王耀聲 何冠衡 吳皓然
岑中德 李文皓 余嘉恒 鄭熹穎
柯穎彤 呂維賢 鍾栩妍 鄧美芳
葉文傑老師 柳德煇 梁浩鏵 何

林鴻軒 李源發
袁瀚聲 黃重鈞 陳敏聰
羅鎧俐 張芷瑜 勞佩妍
祐 陳毅謙

劉天保
劉國培
馮嘉穎
陳美紅

江嘉傑
陳添耀
黃鳳明
曾寶怡

廖詠豪
傅高升
陳詠恩
丘愷欣

蔡家熙 張偉鵬 黃民康 蕭永林 黎梓豪 張樂康 張耀謙 江 宇
郭鎮東 何卓然 何嘉俊 黃津宁 郭萬成 陳家俊 徐苗毓
譚永詩 曾燕婷 馬汶靜 倫穎怡 張詠詩 胡凱茵 周伊莉
招詠珊老師 蕭浩民 伍偉雄 彭俊發 黃溢銘

3D

第四排：黎承希
第三排：劉夢琪
第二排：林秋霞
第一排：賴秀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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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

第四排：凌淑齡
第三排：余耀燊
第二排：何穎琪
第一排：陳詠琳

馬仲輝
張棟新
梁詩韻
鍾嘉琪

張喬棟
李建新
董占敏
翁林彤

劉海宏
陳煬聲
蕭婷婷
于樂怡

呂家俊 黃筠傑 曾冠東 湯永康 陳志豪 馬敏儀
文國偉 劉志聰 陳家樂 劉家競 蘇少明 鄺錦源 葉嘉駿
陳凱琳 陳凱怡 韓聰茹 伍嘉欣 寧詩敏 許慧欣 劉曉晴
陳慧敏老師 張志洲 葉浚昀 梁煜民 林震宇

4A

第四排：譚發興 胡倬倫 何永德 黃敏聰 雷偉聰 劉宗明 董嘉樂 鄭祺聰 譚耀龍 楊嵊行
第三排：譚国榮 湯家榮 高智揚 李耀斌 劉偉傑 張裕恒 陳嘉明 劉駿傑 胡俊廷 余家城 林耀安
第二排：歐陽凱進 曾兆昌 陳竣傑 蔡國豪 張泳杰 李麗芳 江翹鋒 黃灝民 劉柏辰 黃立濠 李俊偉
第一排：張慧賢 陳家寶 鄭穎怡 鄧皓殷 彭玉賢老師 黃家譽 黃嘉俊 司徒柏林 黃嘉明

4b

第四排：陳達笙
第三排：劉學超
第二排：譚艷珊
第一排：黃詠儀

何炳安
鄧種德
鄭曉玲
余舒敏

錢浩祥
吳劍明
梁嘉儀
黎銀珠

張捷強
陸北海
譚舒慧
鄺寶怡

胡嘉城 吳佩源 王芳聖 胡明華 陳卓峯 溫浩銓 倫穎海 伍世鴻
鄧紀彬 黃嘉豪 曾志鵬 廖振健 夏定邦 李宏志 鄧凱傑
黎建樂 黃俊杰 項杰峰 劉熙怡 江穎琳 林惠玲 溫煒燕
馬麗霞老師 張俊輝 利嘉朗 賴偉良 韓冠光

甄子健   梁仕培
梁詠欣 賴嘉怡
何佩儀 楊芷喬
黃寶穎 薛曉彤

張文瀚
韓佩汶
李凱欣
凌寶怡

雷浩然 黃偉業 區應堯 黃健祠 黃頌豪 黃健恒
廖倩姮 夏穎欣 王倩欣 霍瑞堳 林佩怡 陳彩麗 孫詩敏
符樂賢 黃寶玲 周曉彤 朱慕君 李偉琪 方雅娟
孔繁聰老師 何順波 王群偉 馮祖輝 薛子軒

4C

第四排：楊樂熙
第三排：陳家敏
第二排：丘俏草
第一排：郭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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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

第四排：刁國豪
第三排：莫家裕
第二排：方佩如
第一排：梁幗紅

鄧樂軒
阮雄彬
甄雪清
陳洛怡

林家漢
李成軒
黃樂君
黃嘉慧

劉英朗
凌駿軒
鄧秀鈴
李寶英

李聞一 區健聰 黎卓明 黃俊旗
梁永聰 周健豪 梁梓冲 黃耀錦 余健斌 周偉志 王健鋒
張凱雯 劉俊怡 王美欣 高曉瑩 蒲小曼 李嘉詠
許雪紅老師 李嘉輝 羅俊德 鍾萬豪 黎政禔

4E

第四排：何建輝
第三排：吳梓浩
第二排：何嘉莉
第一排：何淑儀

梁江耀
黃俊華
魏嘉瑩
黃翠萍

吳淑湍
張穎琪
柳天欣
何艷玲

鄧澤升
駱君鳳
呂宛珊
梁奕好

張嘉軒 張曉峰 陳建燊 顏文傑 黃鍇泓 陳冠生
區杰盈 陳樂怡 羅君琪 杜小珮 鄭安婷 康嘉駿 阮焯熙
鄭嘉玲 司徒翠芬 余汶靜 藍穎雅 梁淑宜 謝加寶 周秋怡
劉伯文老師 蕭任傑 謝文舞 彭輝強 曾慶皓

5A

第三排：莊湧楠 李兆翔 劉天政 黃佑銘 林祥興 陸柏澔 徐永傑 陳海東 黎家宏 張皓翔 吳愷傑
第二排：關淑敏 黃天慧 黃綺雯 岑敏萍 何詠敏 黃嘉銘 黃皓軒 王嘉言 李嘉康 周炳霖
第一排：李美慧 潘芍盈 湯芷婷 郭芷欣 彭曉心老師 李培賢 伍健基 王俊軒 梁翔輝

5B

第四排：周奇成
第三排：陳嘉豪
第二排：曾家裕
第一排：朱詠欣

鄭家樂
葉坤倫
郭靜怡
郭嘉敏

蘇 毅
何家明
劉曉晴
黃嘉玲

尹國羲
毛家駿
黃思韵
李偉欣

馬潤誠 林庭兆 鄧思華 陳軍豪 胡雪峰
梁健樂 吳鎮通 黎耀祖 黎振華 梁志剛 萬偉昌
嚴嘉穎 譚艷玲 鄧穎君 邱仲儀 梁碧玲 黃慧琳 梁敏儀
鄭茂梅老師 翟逸涵 伍業亨 葉偉鴻 黃偉康

T.W.G.Hs. Chang Ming Thien College Magazine 2010-2011

各班合照

   55

各班合照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校刊·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一

   56

5C

第四排：梁家幫
第三排：黎雪霖
第二排：陳潔文
第一排：李澤君

吳俊豪
陳穎詩
陳嘉玲
張可儀

鄭栢年
潘穎美
張詠彤
梁詠欣

陳智昇
陳駿煒
龍雪兒
何淑瑩

李 朗 李越華
梁洛然 陳志航 莫健鋒 梁嘉儀 鄧子翹 彭麗華
馮丹丹 簡慧玉 黃美兒 梁嘉馨 陳詩敏 朱穎萍
盧曼君老師 楊穎棟 李子健 潘源龍 郭 青

5D

第四排：林家彥
第三排：秦學謙
第二排：陳靜儀
第一排：馮曉嵐

陳力恆
黎偉浩
鄧一瑩
江佩紅

倫智傑
余志偉
梁穎桐
梁倩霞

陳鴻興
趙俊偉
張曉麟
陳惠嫦

張俊傑 張俊榮
何駿軒 黃贊弟 張繼儀 胡智洛
黎世杰 顏雲詩 顏雲雅 戴結玲 陳凱彤
黎美鳳老師 李昭康 黃桂榮 梁凱樂 梁晉源

5E

第四排：陳偉健
第三排：許洛詩
第二排：謝惠研
第一排：陳潤詩

鄧兆揚
鄭文傑
麥馨華
嚴嘉慧

梁仲祺
張俊德
馮嘉儀
李凱欣

蔡偉程
王得熙
岑雙彩
黃淑賢

胡志維 江治豪 蘇偉斌 朱健強 何世輝
呂嘉豪 鍾宏興 李鴻飛 鄧泳茵
高敏瑩 黃嘉恩 潘梓澄 馬家碧 歐楚怡
譚綺文老師 林智鴻 鍾志溢 莊雅然 尹紹揚

6A

第三排：任思穎 翁馨婉 梁錦輝 林 鏘 江偉潮 黎健成 劉啟源 陳俊溢 溫卓穎 陳曉欣 麥愷泠
第二排：王 睿 柯美而 李詠霖 鄧綺敏 李欣欣 林嘉欣 周明翠 傅楓儀 黃曉彤 張穎兒 王芷晴 王甄渝
第一排：張安祈 陳裕敏 郭曉欣 王媛妍 梁栢恒老師 鄭春楠 張逸聰 何浩榮 潘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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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第三排：袁珮淇 吳美瑩 楊曉芸 謝穎妍 黎佩雯 鄧昆明 江廣彬 陳國頌 陳宏傑 黃澤銘 陳 俊
第二排：黃楚琪 劉沅詠 何紫琳 吳家琪 羅倩雯 黃詩頴 唐 曦 袁芷菁 陳伶亮 連啟茵 蕭芷楓
第一排：伍凱怡 張倩珩 蔡銘鏵 楊嘉麗 潘建成老師 楊堡棋 王嘉俊 周樂和 曾學輝

6C

第三排：黃家杰 馮紹鴻 陸國燊 葉汝新 李榮發 胡杰洪 黃嘉誠 林伯昌 譚曉斌 葉向榮 楊偉樑
第二排：梁婉華 莊珮怡 黃浚杰 文家豪 黃呈傑 周致文 吳漢城 黃煥東 林殷霆 黃艷芬
第一排：陳嘉雯 李嘉敏 曾淑嫻 廖慶如 何家輝老師 黃榮泰 陳榮駒 羅啟明 譚皓晴

7A

第四排：陳家立
第三排：黃敏瑤
第二排：馮慧宜
第一排：布卓橋

林宇德
陳慧怡
文雪華
余熙妍

譚震宇
吳翠婷
黎嘉雯
陳文燕

謝俊麒
鄭瑞雯
許耿鵬
譚玉萍

張偉濤 何鎮榮
薩詩琪 馬嘉儀 林浩媞 邵欣欣 吳婉君
鄧廣傑 金卓爾 陳嘉欣 李曉霖
余榮耀老師 陳文鋒 池棨康 黃忠偉 黃盛發

7B

第四排：黃力桐 孫嘉謙 黃澤彬 麥曙明
第三排：吳安琪 黃沛恩 霍穎琦 鄒恩玲 黃綺琪 徐樂怡 陳潤珠 王寶璇
第二排：司徒子晴 鄭嘉琪 鄺嘉欣 葉嘉芳 褚國欣 何翠怡 林曉澄 魏紫彤 黃加怡 關穎怡
第一排：盧嘉敏 倫紫琪 馬麗紅 曾曉君 黃王萍老師 曾曉誠 李德成 趙梓浚 李永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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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C

第四排：周宇軒
第三排：曾 參
第二排：黃海圻
第一排：郭澤蓉

許冠僑
湯景隆
陳朗晴
姚嘉燕

王嘉華
高智樑
徐穎儀
陸 茵

黃宇彤
劉祖謙
梁潤誼
莫艷嫦

張頌軒 邱卓安
何俊朗 顏詠衡 文德昌 屈俊晴
黃愛元 葉 俊 文德正 關偉豪 歐光星 黃文輝
張麗娟老師 翟逸東 伍梓堯 陳梓榮 傅嘉俊

我 們 的 心 聲
F.6C 黃榮泰
很榮幸我能夠成為今年
度校刊編輯的一分子。從中
我學會一些採訪的技考，編
寫記者稿，希望同學看過校
刊的文章後會有所得著。

F.6C 馮紹雄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受訪者
梁同學付出無數汗水和努力才換來今日的掌
聲，令我明白到任何一件事也要付出努力，
才能打開成功之門。

F.6C 楊偉樑
在這次編輯工作中，我學習到不少訪問的
技考。另外，透過與校長的交談，我亦對校長
有更深入的了解，希望各同學也能從這校刊中
有所得著。

F.6B 楊堡棋
新校長剛來到我校工作，我一直很想了解
他，很高興在是次校刊的訪問中完成了這個願
望。希望各位同學會喜歡今年的校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