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 園 拼 湊
校園生活，像是由不同畫面拼湊成多姿多采、色彩繽紛的作品！
當中有熱情的、興奮的、歡樂的；
有悲傷的、失意的、迷惘的，
就是這些拼貼，拼貼出我的校園，感恩不絕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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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位被甄選的學生在是次北京之旅中，透過各類訪問活動，
全面認識國家歷史，經濟發展，學術交流及社會民生等四方面的發展，

包括拜訪全國歸國華僑聯會、參觀公務機專屬候機室及停機坪、
航天博物館、青少年航天科學院等，到訪全國青聯及北京市第十七中學，

接受解放軍訓練及體驗北京四合院百姓家生活等。

一個寶貴的課堂經歷‧
一個珍貴的反思時刻

── 北京狀元旅遊萬里行

世人常道：「沒有免費的午餐！」但我，就在中五升
中六的暑假中，得到了免費前往北京作學術交流的

機會。

這交流團的全名是「狀元旅遊萬里行2011─北京之旅」
。狀元，狀元，名字的確威風，但對未考過公開考試的我

來說，何來「狀元」銜頭？適逢今年是創辦十周年，康泰
旅行社除繼續免費贊助應屆中七高考狀元外，計劃更擴展
至全港傑出中學生。幸運地，我是其中一位。通過面試選
拔後，我在八月十八至廿二日，和另外三十八位應屆高考
狀元及全港傑出中學生，一同前往北京交流，親身體驗國
民教育，加深對祖國不同方面的認識。

盧弘杰  中六

1



行程的第二天，我凌晨四點半便起床。天還未亮，
早餐還未吃，我們便出發到天安門廣場看升旗禮。
想不到，人竟多得水洩不通，我和幾個朋友好不容
易才擠到人群較前列的位置，靜靜等候國歌奏起，
旗幟揚起的一刻。

國旗終於緩緩升起了，我內心突如其來的顫動，究
竟我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對在香港土生土長的
人來說，我們都未必願意承認自己中國人的身分，
甚麼貪污，甚麼把弄人權……香港人似乎已經聽膩
了。但是，事實上，無論我們是不是中國人，我們
始終活在同一天空下。我們付出的努力，無一不是
為著香港的未來而奮鬥，為著中國發展而奮鬥的。

我聽著國歌奏了三遍，看著國旗徐徐地飄起，我知
道，那刻的我，頭腦從未嚐過那麼清醒。抬頭望著
漸見光明的天空，混淆的身分已經不再阻撓我冀盼
中國發展和進步的心。中國經歷了很多，好不容易
才走上今天富強的道路，雖然在人權、法制等問題
上仍要走很漫長的一段路，但我相信，只要我們團
結和奮鬥，路總會變得康莊平坦的。升旗禮，讓我
更迫切地渴想中國不只在經濟上取得成功，而是在
整體軟硬實力上，都得到所有人的認同。到時候，
我們不會再為自己的國民身分而感到兩難，我們會
因著自己是中國人而感到驕傲。我想，這就是我對
國民身分的一次認同吧。 

在行程中，每個到訪的地點也很特別，我們有幸拜訪全
國青聯，與當地傑出大學生領袖進行直接對話，大家圍
著長桌，坐得十分工整，禁止記者進入探訪拍攝，加上
我們香港學生提出的問題絕不手下留情，每每提問一些
中國政治敏感的話題，令現場氣氛更顯嚴肅。話雖如
此，當地學生對答如流，表現從容，盡展個人自信，這
實在是我最難忘的，也認為最叫我們香港學生學習的。

記得一個比我大幾歲的大學生，她不斷謙虛地強調其學
業成績不太出色，只積極踴躍參與學校事務，為社會出
一分力而已，但我知道，能代表大學生坐在我們當中
的，實非等閒之輩。她的話像在說明她並不旨在追求理
想的學業成績而已。而從他們身上也學會，成功乃來自
自信和抱負。我反思自己，我是一個缺乏自信的人。
每每看見別人拿了甚麼獎項、取得甚麼榮耀時，我很消
極地認為自己一定做不來的。但看見他們，我突然醒覺
到，我們只是平凡人，摒除天資的主宰，後天的努力和
信心，才是把自己推往理想的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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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他們充滿自信的表現，和努力不懈的毅力，突然，也
叫我振奮起來。我要鎖定目標，永不向困難低頭，永不說
「不」，永不放棄，永不言敗。我要鼓起勇氣，向著標竿
直跑。

另一深刻回憶，要算是到訪北京市什剎海體育運動學校
了。那是專門培養運動員的地方，出過不少世界冠軍級運
動員，其中包括我們熟悉的李連杰、吳京等。在那裡，
我們學了一套拳法，是由一名世界武術冠軍運動員教我們
的。之後我們便圍坐在地上，分享他訓練的辛酸經驗。原
來，國內的運動員一旦投身運動行業，便沒有退路，受傷
了也要硬著頭皮繼續練習。他們的生活只有訓練和訓練，
刻板，但從沒想過放棄。他們明白，冠軍只有一個，不是

每一個接受訓練的都可以在體壇上發光發熱。但他們仍
樂於堅持，運動就是他們的生命。比較起來，我們看似
比他們幸福的。我們的生活充滿著無窮歡樂，有選擇的
權利，可以對不喜歡的事情說不。但是，到底什麼才是
幸福？從物質而來的幸福並不是真正人們追求的幸福，
心靈的幸福才是人們追求的真正幸福。物質，我們是豐
盛的，但相較之下，為了追求自己夢想而努力付出，也
是一種幸福！

旅程結束了，赫然發現，這交流團並不是真正免費的，
乃因我多年付出的努力，學校才挑選我參與的。這交流
團實在擴闊了我的眼界，讓我反思和找回了一些人生道
理。我要繼續努力向前，不會忘記團中的所見所聞，這
五天的課堂，相信已夠我一輩子學習和受用呢！ 

「三三四學制」的推行，引入通識及專題研習等學習元
素，大大鼓勵學生們跳出課室，讓我們社會未來的主
人翁，擁有更遼闊視野，對國家歷史、政制規劃、學術
發展及社會文化等方面有一定的認知，對他們有莫大裨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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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段艱辛的練習，一隻隻出色的舞蹈，成了我們中學時難忘的回憶。時
間，累積經驗；汗水，灌溉情義。我們彼此之間，就多了這樣的一份的友
誼，一份叫我們珍而重之的友誼！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這句話我絕對能夠體
會！

記得中四那年，我們舞蹈同學首次參加香港學校舞蹈節和
沙田區舞蹈比賽，年紀輕輕的我們首次要自行創作舞蹈，
心情十分興奮，每次構思總是七咀八舌，誰個意見都像不
錯，但又不盡完美似的。因我們沒有集體編舞的經驗，誰
也沒料到要面對的困難比想像中多那麼多。由構思到落
實，由編舞到成形，幾乎每個細節都會遇上困難似的，而

最大的考驗不是創作的內容，而是團隊間的合作。團體舞
著重的是整體，大家要懂得放下自己獨有的風格，動作要
一致，然而，我們有時總會為著一兩個動作吵架、不和，
甚至板著臉跳舞，如此不團結的氣氛不時叫我冒出放棄的
念頭。但沒想到，在比賽當天，我們竟團結一致，努力拼
勁，盡力跳好每一個舞步，當下眾志成城的情景至今仍瀝
瀝在目。我們曾經花過的時間和汗水都是值得的，這是經
歷，讓我們建立了一份深厚的友誼。

舞出真我
    Set Up!!!

鄒可彤 中七

Pentecostal Lam Hon Kwong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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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總在讀書、興趣裡掙扎求存 
……幸運地，學校給予我們出路！
我總認為，學校把舞蹈放到上課時
間表裡，是明智之舉！他讓要同時
兼顧讀書和跳舞的我，更有效利
用時間。課堂，滿足了我跳舞的興
趣；課餘，讓我更有力量好 
好溫書。

面對公開考試的我，常面對人們一個問題：你天天都在
跳舞，不用溫習嗎？作為一個學生，當然要好好溫習；
但面對著自己喜歡的舞蹈，又忍不住跳起舞來。我相
信，不少同學也曾有過面對兩難的處境。我們很想很想
把所有時間都放在自己的興趣上，發揮自己，我們相
信，這才是真正的自己，這才是我們在校園生活的意義
和滿足。無奈地，讀書，又是同樣重要的，面對將來，
投身社會，總不能每每以興趣為先。在理想與現實的多
重掙扎下，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考慮，我終於在中五那年
放棄了校外的芭蕾舞課程，專心於學業。幸而，學校在
課堂上設有舞蹈課，這算是給我一點點安慰，也沒白費
我多年跳舞的苦功。我總認為，學校在上課時間表裡安
排舞蹈課，實在是明智之舉！一方面我可善用課餘時間
好好溫習，一方面又可給予喜歡舞蹈的我一點安慰，既
追得上學習，又有適量運動，實在是一舉兩得！ 

在考完會考那悠長的暑假裡，我曾到香港演藝學院參加舞
蹈學院的面試甄選，幸運地，我被選中了！會考放榜那
天，我再次面對掙扎──跳舞？讀書？最終，我選擇了在
原校升讀中六。不得不承認，面對著現實，讀書是我當下
要做好的事，我想，學校一直如此栽培我們藝術，學校也
會繼續給我發揮跳舞的機會吧。

中六那年，我跟中五舞蹈同學一起參與比賽和演出，雖然
年紀上比他們稍長一點，但與他們相處並沒什麼隔膜，

我們總是傻乎乎地排了一隻又一隻舞，那年排舞的快樂時
光，我相信，永遠都不會忘記……

在芸芸舞蹈中要數算最經典的一隻莫過於《纏》了。這是
中五同學在中四時期的作品，為了參加比賽，需要加長跳
舞時間，並深化主題內容，我們花上不少時間來討論、選
曲，和構思，然而，我十分享受那個過程。因有了以前的
經驗，我更懂面對集體創作所帶來的困難，我們努力練
習，到比賽那刻，雖然只是短短的數分鐘，卻足叫我回味
和感動！

《纏》獲得2010-2011年度學校舞蹈節(現代舞組‧群舞)優等獎，沙田
區舞蹈節(現代舞組)銀獎。同年，學校更獲得現代舞組中學組團體獎
項季軍。這些都是我們努力經營得來的成果！

我今年中七了，沒有舞蹈，專心溫書，應付考試，但我不會忘記在舞台
上、舞蹈室裡、操場上所留下的舞蹈痕跡，它培育了我，使我成長。衷
心感謝舞蹈課的每位老師一直以來的教導，和黃麗萍老師給予我們這麼
多機會和鼓勵。師弟師妹，你們要加油啊！讓林漢光的舞台繼續燃點光
芒，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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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ma performance is the most 
valuable part of my school life. 
Starting from Form One we have 
been receiving drama education and 
taking part in lots of performances
in the Drama Club.

Strenuosity behind the Glory
Hong Siu Na  S6

Pentecostal Lam Hon Kwong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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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st grade of drama examination

Last year, our drama teachers encouraged us to join 
the Trinity Speech and Drama Exam Grade 8. We 

were excited about the challenge because this is the 
highest grade of drama examinations. 

I still remember the mixed feelings of joining the Trinity 
Exam. We were not certain of our ability at first. It consisted 
of two sessions: with two rehearsed performances 
and two impromptu performances. To prepare for 
the performances, we spent lots of time checking the 
dictionary to find out the pronunciation of words and 
memorizing the whole script which was full of words new 
to us. Through this, I found that we have learnt a lot more 
vocabulary and their pronunciations. Another challenge 
to us was the interview with the examiner, during which 
English was the only medium of our communication. 

All this Hardship Worth the Effor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highest standard of this Grade 
8 Exam, we practiced after school for days. I learned 
to keep track of my studies and the progress in our 
rehearsals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really difficult at 
times. But seeing the improvement and the enjoyable 
moments with our teammates, all this hardship was 
worth the effort.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experiences in this exam was to 
be able to broaden our views of drama performance. For 
instance, our plays requested us to study the background 
of the play and its related history information, so that we 
could understand the play more thoroughly. A stronger 
sense of characterization with our vocal and physical 
techniques was built up through this. 

In the impromptu drama session, creativity is 
indispensable. We were given only a few minutes to 
prepare after gaining the topic. This has trained our 
skills of elaboration and imagination. 

We got the Distinction
Our efforts were paid off. Our team got the Distinction in 
the examination. This is the most glorious moment in my 
life. Be that, we see so surely that this honorable award 
was not possible without our drama teachers, Miss Wong 
Lai Ping and Mr Tsin Tak Shun, who have done so much 
to train us and encourag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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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我便被朗誦藝術深深吸引著，所以我在中、小學階段都充
滿著朗誦的愉快經歷。我很感恩能夠在光中生活，讓我對朗

誦的認識和得著推至高峰。

中一那年，我參加了普通話朗誦比賽，那是我第一次接觸普通話
朗誦，心情既興奮又戰兢。興奮的是，參加普通話朗誦，對我來
說，既是一個新嘗試，又是一個新挑戰。戰兢的，則因我除普通
話課堂外，就沒多機會接觸普通話，現在還要用普通話朗誦文學
作品，除要注意情感表達外，更最重要是要多加留意咬字，一旦
咬字錯誤，就會讓人對話語意思產生誤解。

符玲群老師及李春紅老師是我的普通話朗誦老師，在她們悉心指
導下，我第一年參加便成功奪得冠軍了，這大大增加了我的動力
和決心。她們教我先按文章內容分析演繹方法，並紀錄我對文章
的演繹，同時，我也發現我的普通話成績突飛猛進。在她們悉心
的栽培下，我在朗誦比賽裡獲得一個又一個獎項，肯定了我在朗
誦藝術上的成就。 

朗誦，十分有趣的。每
當我遇上文言文或含古
代修辭的誦材時，老師
給我的注釋，都令我對
誦材有進一步認識，有
助於表達當中的感情，
間接影響了我對中國優
美詩詞的愛好，對它們
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江迦琳  中五

聲情並茂，演繹百態
── 優美動人的朗誦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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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亞軍
第三屆《善言巧論!全港學生口語
講通大賽初中經典朗讀項目(決賽) 

冠軍(榮譽)
6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粵散文獨誦
女子組中學生四年級

亞軍(優良)
62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詩詞
獨誦女子組中學生三、四年級

亞軍(優良)
61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詩詞
獨誦女子組中學生三、四年級

季軍(優良)
60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散文
獨誦女子組中學生一、二年級

冠軍(優良)
59屆香港學校朗誦節普通話詩詞
獨誦女子組中學生一、二年級

朗誦，最困難乃在於要徹底感受文章的深層意義，要把它轉化成自然
的情感，準確地演繹出來，並感動在場的每一位聽眾。然而，我們還
很年輕，人生閱歷不多，有時對於文章內容未能完全了解，更難以演
繹得淋漓盡致。我們只好多加幻想，嘗試不同方法去表達文章中的真
正感情。

記得中四那年，我參加粵語朗誦，誦材是由張岱所寫的《西湖七月
半》，文中描述作者在七月中旬西湖的所見所聞。最初，我對這文
章完全沒有頭緒，只知敘述了四種不同境況。要把誦材處理得好，
則要處理好那四種情景，並其中所抒發的不同感情。黃麗萍老師、
葉愛明老師、鄭美莉老師為了我的比賽，不惜用心嘗試了不同演
繹方法，引領我體味文章的精髓。她們指導我用不同的情感語
調，演繹誦材，突出四種不同情景；又放棄私人休息時間，把我
訓練得盡善盡美。最後，我終於得到冠軍及榮譽獎，如此佳績，
實在是三位老師的功勞。 

學習朗誦藝術，增加了我對文學的興趣，提升了我的中文水平。每當我欣
賞文學作品時，我也會嘗試從不同角度去欣賞，用心探究當中的思想感
情，發掘它那動人韻味。

我知道，我不能每次都做到評判心中的完美，也不可能每次在
比賽中獲獎，但我仍會在舞臺上盡情享受，發揮所學。最後，
我再次衷心感謝各位用心指導和訓練我的老師，沒有你們悉心
的教導，我不會獲得如此卓越的成績。祝願學校的朗誦藝術繼
續發揚光大，讓更多人喜歡朗誦，為校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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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耶穌，接受救恩，成為基督徒──很多人都認
同在中學生涯中接受這個信仰是最好的。原因

是，當升讀大專院校，甚至投身社會後，會遇到很多不
同價值觀的衝擊，以及受到很繁雜的事務困擾。在中學
生涯中，即使未必在基督徒學校成長，身邊總會有一兩
位同學不停向你傳福音，邀請你參加教會活動，而中學
生涯除了溫習、上課以外，好像沒有太令人困擾繁亂的
事情；最重要的是，及早接受福音，有了這個正確的信
仰，及早經歷上帝，十五歲跟四十五歲的人比較，誰有
較多經歷神的機會呢？在林漢光裡，就有一班基督徒老
師，竭力向同學傳福音，組織學生團契，將這個信仰帶
給學生。

記得我中二的時候參加學生團契，由劉健邦老師帶小
組，這個小組約有七至八個中二男生。因為團契分組時

間太短，劉老師每星期都會找一個午膳查經，「聖經先
鋒隊」就這樣成立了。團契小組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同
學，因不是基督徒的同學根本不知道團契是甚麼，不會
參加團契，但是，參加先鋒隊的同學則有基督徒，有非
基督徒。非基督徒同學縱使不知道查經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也會當作與朋友老師吃吃飯，聊聊天，一起參與其
中。劉老師成立「聖經先鋒隊」的目的，是要把未信神
的同學帶到先鋒隊來，由聊天到查經，逐步讓他們認識
基督教，然後帶他們參加團契，參加教會，成為基督
徒。這看似一個簡單的計劃，但我深信，當中若沒有上
帝的工作，沒有上帝的帶領和祝福，這計劃一定不能做
出成果來。至今為止，先鋒隊成立已是第四年了，人數
逾四十五人，當中最少四分三是基督徒，人數比第一年
只六人的先鋒隊增多了七倍，這些數字證明了上帝的恩
典臨到這間學校當中。

黃鑑源  中六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
──充滿恩典的「聖經先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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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先鋒隊，有基督徒，有非基督徒，我們一起午膳，一起查經，
一起談笑風生，一起分擔，一起守望……一起成長。
上帝在「聖經先鋒隊」裡面興起很多領袖，因為先鋒隊
人數眾多，需要更多老師帶查經，劉健邦老師、陳訓基
老師及何樞熾老師就是在這四年裡帶領先鋒隊成長的三
位導師。

劉健邦老師，常給我們鼓勵，鼓勵我們反省自己的罪，
鼓勵我們從生活的細節中活出上帝的旨意；又鼓勵我們
事奉，無論是傳福音還是音樂事奉，他都給予我們很多
支持和意見。

陳訓基老師，常教導我們做一個稱職的基督徒，無論在
神面前、在人面前，都要做一個好的基督徒。神愛我
們，神看我們如一顆重價的珠子。當我們做好基督徒的
身分，未信的人看見，就能在我們身上看見基督耶穌。
這就是見證，就是陳老師常提醒我們的。

何樞熾老師，經常講解福音書內耶穌的事蹟及祂宣講的
比喻。若不是何樞熾老師帶查經，我也不知道福音書內

導師們不是以老師的身分跟我們講
解聖經道理，而是以朋友的身分，
跟我們分享，分享聖經裡的真理，
給我們作好榜樣。耶穌教我們要謙
卑，他們就這樣，真正地活出聖經
來。

那些內容是如此精彩。何老師將聖經內容講解得很生
活化，叫我很容易將所學的應用在生活上。此外，何老
師又教我們查經要從聖經找答案，這雖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當中需要細心，但這是一件正確的事，能幫助我們
明白聖經的道理。

除我以外，相信其他先鋒隊成員都能體會到這幾位老師
的努力，他們努力預備，努力做好每一次查經，為的是
要讓我們得著福音。當然，先鋒隊的成功背後，上帝才
是那位我們要感謝的主角，希望「聖經先鋒隊」繼續在
學校裡不斷成長、擴張，讓福音傳到每位同學當中。最
後，將一切榮耀頌讚歸予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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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是中一的小妹妹時，我對領袖生是既羡慕，也
害怕……每次早上經過學校大門時，我會特別注

視領袖生長們，他們真的很有領袖風範。從那時我便
想：有一天我也要當上領袖生長，為同學服務。

難忘的領袖訓練

中三那年，我獲老師推薦，當上了領袖生。

記得那年老師和領袖生長們為全體領袖生舉辦了領袖訓
練營。營內的活動，最令我難忘的莫過於「行夜山」。
我們被分作小隊，在黑夜中按指示前往指定的目的地，
我們不可以使用電筒，不可使用手機，步行時不能說
話，只要按指示完成任務。

我並不太害怕，我知道老師會沿途暗地看護著我們，在
遇到困難時便會現身支援，當然，老師也是監控着我們
是否按指引行事。各隊出發前，都會喊口號彼此鼓勵，
強化團體精神。

「行夜山」了，情況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容易，沿途比想
像中黑，泥地上的水氹最難察覺，有同學的鞋全濕透
了。晚上有很多聲響都叫人不安，腳上傳來動物竄過的
聲音，不知是鼠是貓，有同學竟說是蛇。最難抉擇的是
歧路，倘選錯了，便會在叢林中繞彎，在沉默黑暗的環
境下，使我明白默契是團隊成功的重要因素。在這夜途
中，我們體驗了信任和默契的真義，最後我們以最快的
時間抵達目的地。

愛上了當領袖生的日子
陳穎淇  中六

我是同學的模範麼？

中五那年，我有幸獲校方委任為領袖生長。肩頭的擔子
截然不同了，我要帶領全校的領袖生，提升他們的團體
精神，協助老師維持校風。

還記得剛擔任領袖生時，學校頒發給我《領袖生手冊》
，手冊的首頁便是校長撰文，開宗明義指出學校賦予領
袖生很高的期望，領袖生必須在品格和學業兩方面，成
為同學的模範。校長對領袖生的期望，是我成長的動
力。

作為一個領袖生長，我必須努力學業，倘我的學業成績
未如理想，不單是我個人的問題，更使整個領袖生團隊
尷尬。為此，我要管理好我的時間，一些我掌握得不太
好的科目，我便得參與外出的補習班。作為一個理科學
生，我給自己的目標是：爭取數理學科排名在全級首二
十名內，全班排名則在十名內。

我也有成績欠佳的時候。記得一次測驗成績未如理想，
剛好在小息前派發測驗卷，我哭了。作為領袖生長，我
沒有在班中哭，而是在小息時溜到洗手間內，獨個兒哭
着。我還得趕緊於十分鐘內抹乾眼淚，把愁緒暫置一
旁，整理好儀容，然後裝得若無其事的，到校園支援其
他執勤的領袖生。

作為領袖生長，要應付測驗比我的同學來得難。我每天
都要在早上七時半前回校，檢視領袖生們每一環節是否
妥當。我要暫且放下一切書本功課，在學校大門處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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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當我眼見同班同學們拿着書，為測驗趕忙作最後溫
習時，我真羨慕不已。然而，這使我培養了預早溫習的
習慣，我必須在測驗前一周使開始溫習，特別是數學和
物理這兩門學科，必須能多做一些難題，才能把概念掌
握好。

我遲到了！

《領袖生手冊》寫道，作為領袖生，不單在學業要作為
同學的模範，在品行上也要作為同學的模範。這正是我
對自己的要求！

每天早上，我很在意向老師點頭，說聲早安，尊敬師長
是學生的本份，特別是領袖生，而尊敬師長應由小事做
起。此外，我要求自己準時交功課，準時上課，我以為
這些都是學生基本的責任。

我也有違規的時候，就是考試遲到了。記得那天我按考
試時間表回校考試，眼見很多同級同學在我身旁飛奔而
過，多次四目交投，雙方總是大惑不解，我心想，還有
二十分鐘才開考，幹麼趕急回校呢？原來是我漏看了，
學校通告明列學生必須於開考前二十分鐘回校。結果，
我得了一次遲到的記錄，是我打從幼稚園至中五學習生
涯以來唯一一次的遲到記錄。

我哭了，這次是在眾人面前哭了，站在學校大門口，哭
了整整二十分鐘。

原來班主任因恐怕我們遲到，曾於班主任課提醒過我們
早二十分鐘回校，可是，自當上領袖生長以來，班主任
課正是我執勤的時候。那次記錄已留在中五級的成績表
上，在遲到一欄上，永遠留下一個「1」字。

快要過去

轉眼間，六年的中學生涯
快要過去，我也將要進入
人生另一個學習階段。在
我的學習過程中，身邊有
我的老師和同學一直支持
我、陪伴我，讓我能夠
跨過重重難關，這一切
的經歷，都成為我人生
中寶貴的經驗。 

陳穎淇課餘熱心義務工作，服務範圍甚廣，獲社會福利署署長簽發「義務工作嘉許金獎」。
此外，陳同學為羽毛球健將，連續四年為本校校隊成員，屢次為校增光，又多次在學校朗誦
節中獲得優異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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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芷瑄  中四

(「給愛因斯坦教授的信」徵文比賽 金獎)

猶記得周姍麗老師告訴我她會推薦我和另外兩位同學參
加徵文比賽的時候，我有點不知所措。雖然從小就知道
鼎鼎大名的愛因斯坦教授，但僅止於稍稍認識，並不了
解他，無論為人、背景、性格等，甚至何謂「相對論」
，都毫無認識。因此，當我要執筆寫文章時，我完全無
從入手，不知究竟該寫甚麼來，最後為了更深入了解愛
因斯坦教授，我只好從互聯網找找關於愛因斯坦的資
料，以及翻閱一些介紹愛因斯坦的書。就是這樣，我認
識了愛因斯坦教授，並十分贊同他一些理念，於是，我
便決定寫出我對愛因斯坦教授的最真實感受。

一篇好的文章總要經過多次修改的。我很感謝周老師，
她令我的作品更加完美。周老師看了我的文章之後，立
刻作出批評及修改，並讓我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

親愛的愛因斯坦教授：

……

 世人總說：「愛因斯坦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我認為您偉大的地方並不完全在於您顯著的成就，更值得學習的是您的
科學精神。牛頓在科學上的成就令人佩服，可是人們在學習牛頓法則的同時，卻往往忽略了探究的精神，他們對牛頓法
則深信不疑，甚至不容許任何人對它產生質疑。可想而知，當您提出相對論的概念時，會惹來多大的風波及引來他人嚴
厲的批評，令我佩服的是您並沒有因此而放棄，仍堅信牛頓的理論是有破綻的，進而做研究去證明自己的理論是對的。
這種精神是很重要的，在科學的領域中，沒有一種理論是永遠對的，宇宙是何其遼闊啊!您教曉我們要抱著一種懷疑的態
度及勇於探究的精神，去探知未知的世界，去突破人類的侷限。

除了科學方面，您在政治和社會方面亦有一定的影響力。據我所知，您是一位和平主義者，對於戰爭、民主社會主義、
人道主義，您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在我看來，戰爭其實是可以避免的，我對於人類將科技的進步用於軍事用途上感到很
不認同，科學的進步是人類文明的一大發展，卻不是人類互相攻擊的武器，原子彈、核子彈的發明，無可否認的確是很
令人震撼，可它的能量之大卻不在人類控制範圍以內，所帶來的傷害往往都是超乎人類的想像。我相信您一定同意我的
看法，所以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您一直為消除核武器而努力，這是一個值得努力的目標，或許有一天，經過我們的努
力，這世界會有真正的和平！

……

祝 生活愉快

敬佩您的學生
張芷瑄敬上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給愛因斯坦教授的信》徵文比賽  金獎作品 (節錄)

兩封「給愛因斯坦
教授的信」，

兩種不同的感受體會

Pentecostal Lam Hon Kwong School 

作品寄出後，我從不奢望自己能得獎。對我來說，能參
與其中，已經足夠。我並沒有抱有任何期盼，漸漸我也
把這事情忘記了。突然，科技大學致電給我，通知我獲
得了金獎，頓時，我完全不敢置信，腦袋一片空白，那
刻的感受實在無法用言語形容。後來，當我知道還有另
一位同學得獎後，我便懷著喜悅的心情通知周老師，她
也替我們兩個高興。

我覺得得獎最大的喜悅在於別人對自己文章的肯定，他
人的贊同是支持作者的最佳原動力，只有抒發自己最真
實的感受，讀者才會真正感受到作者的心意。在我讀完
其他得獎者的作品後，我也可以看出每篇文章背後的努
力，那是用甚麼東西都不能夠衡量的。

這次徵文比賽是一次難能可貴的經驗，除了對愛因斯坦
教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更學到了科學研究精神。得獎
與否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享受其中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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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瑞方  中七

(「給愛因斯坦教授的信」徵文比賽 銀獎)

我在今年六月獲溫紹武老師推薦參加由科技大學主辦的
「給愛因斯坦教授的信」徵文比賽。當時剛發生福島核
事故，可能因為大眾缺乏對核能發電的基本認知，導致
「盲搶鹽」、「誤認核能發電如同核彈」、「一克鈾可
殺死全球四分一人口」的錯誤資訊廣泛流傳，甚至有人
在網上撰文譴責質疑核能發電，認為研究核能的愛因斯
坦教授是罪魁禍首。對於讀物理科的我來說，這些說法
確實未能全面向大眾解釋真情。為了試着否定上述說
法，我打算為核能問題向核能研究者的愛因斯坦教授寫
一封感謝信。或許文中所提及有關核能的資料未必準

確，但確實是我們在學習高中物理得到對核能的印象，
我們都驚訝於愛因斯坦帶來核能的偉大，而這印象與坊
間所說大大不同。

除了核能問題外，溫老師亦提供了不少有關愛因斯坦教
授生平的資料給我閱讀參考。我被愛因斯坦教授那提攜
後輩、關心社會的事蹟所吸引，又他那有別於一般困在
象牙塔的學者的處事方式，給予我在選科上的指引。

老實說，這篇感謝信單純為我當時對核能問題及愛因斯
坦對科學界意義的一些見解及感受，能夠獲得銀獎是意
料之外。現在看，也感到文章帶點偏激，但要感謝老師
對我這些胡思亂想的接納，及敢於讓理科生代表校方參
與徵文比賽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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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倩盈  中五

教育劇場，人生轉捩點
──《點解你咁毒》獲「藝術正能量」銅獎

在人的生命中，總有著一個個重要的轉捩點。如果
用線串連起每一個不可或缺的小點，那將是我們

的人生。對我而言，參與禁毒劇《點解你咁毒》的演
出，便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點。

未料到參與了一項盛事

一開始答應老師參與演出時，我以為演出禁毒劇是一件
簡單容易的事，但原來不是，因為一齣話劇需要台前、
幕後每一個崗位的互相配合，排練時間亦相當長，而且
這齣禁毒劇是由五旬節林漢光中學與保良局莊啟程小學
的學生合演，還要代表多個團體向全港近萬名巿民和學
生演出，這些團體包括沙田區議會、警訊會長會、教育
局、保良局、衛生署等，這是我初時沒有想過的。

我還記得第一次與小學生一起排練的情境。我們一行十
多個中學生在禮堂席地而坐，稚氣而嘈吵的聲音由遠而
近傳入禮堂。大門打開，穿著黃色運動服的「小朋友」
魚貫而進。「哥哥！姐姐！」想不到這班小朋友竟然十

分熱情，主動跟我們打招呼、認識我們，讓我們很快便
打成一片。由於他們年紀較小，演出經驗不多，所以在
初時未能完全掌握身體語言、聲線、又或是舞台空間的
運用，但眼見他們進步神速，排練時認真專注的態度，
更提醒我們一眾中學生要加把勁！

其實與我們合作的小學生都十分懂事，可以照顧自己之
餘，有時候更能照顧我們，例如吃飯時，小學的同學會
主動派發餐具；排練時，又會協助我們找道具。當然，
他們亦有調皮的一面，例如在排練時跑跑跳跳，氣得老
師七竅生煙！ 

Pentecostal Lam Hon Kwong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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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近一年的相處中，我們彼此成
長了，我們能自信地在群眾面前表
達意念，並與群眾互動，當有一位
同學忘掉台詞時，我們已能輕描淡
寫的接上去，深信此次經驗能令我
們終身受用。

「健康校園抗毒行動教育劇場」《點解你咁毒》

再接再厲、做好主持人

在劇中，我是一個主持人，穿插於戲劇與現實，訪問觀
眾的意見，是與觀眾互動的主要角色。然而，這麼一個
重要的角色卻是難以揣摩──應以戲劇人物的誇張手法
表達自己，還是以現實中主持人的身份與觀眾溝通？我
和我的主持人拍檔作了多番嘗試，但仍未能達到指導老
師的要求。可幸，老師沒有因此對我們的表現失望，反
而鼓勵我們再接再厲，又與我們研究角色。終於，在一
次演出後的反省中，老師讚賞我們當天的表現，那時我
們又開心又感動，因為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最終都得
到老師的認同。

整個禁毒劇的演出，有悲，有喜，有汗水，有淚水，更
有豐富的收獲。日以繼夜的排練換來了舞台上、射燈下
一次又一次盡善盡美的演出。觀眾熱烈的掌聲、滿足的
笑容，讓我們更肯定自己的能力，並相信自己可以更上
一層樓。

多謝老師

最後讓我向老師們致以最衷心的謝意。在整個奇妙的歷
程中，老師功不可沒，因為老師的指導，我們發現自己
的不足；因為老師的鼓勵，我們有信心進步；更是因為
老師給予我們演出的機會，令我們有了如此一個成長的
轉捩點。 

禁毒劇是由五旬節林漢光中學與保
良局莊啟程小學的學生合演，還要
代表多個團體向全港近萬名市民和
學生演出，這些團體包括沙田區議
會、警訊會長會、教育局、保良
局、衛生署等，這是我初時沒有想
過的一項盛事。

由本地兩間學校（五旬節林漢光中學及保良局莊啟程
小學）聯手創作，並由一羣別具演藝細胞的中小學生
擔任演 員。通過學生親身在舞台上參與演出，加上與
觀眾的互動環節，定可引導青少年觀眾正視危害精神
毒品的問題，思考箇中禍害。

林秉恩醫生，JP
衞生署署長

教育劇場源於60年代的英國，按一特定學習主題而編
排的演出。它可探討不同社會問題。這類劇本有別於
一般作表演用的劇本，它預留了空間讓學生參與其情
節的發展。一般來說，戲劇發展到某一段落，劇中的
人物會遇上困難，需要在兩難中作抉擇。

香港教師戲劇會主席
黃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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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成功的最大敵人，它總
要跟我們競賽，稍不留神，它便
溜走，那麼，我們便會輸得一敗
塗地。在跟它競賽期間，我們要
全神貫注，集中精神，唯有這
樣，我們才能得到勝利，在時間
面前耀武揚威！

七年過去了，自從加入藝術體操隊後，表現不斷得到別人
的肯定和讚賞，加強了我做事的成功感和自信心，讓我

更有動力努力練習，取得更好成績。

然而，在享受溫馨學校生活的同時，要兼顧精英運動員密集的
訓練──每月訓練時數達四十多小時──日子好不充實，也獲
益良多。雖然嚴謹的訓練令我感到吃力，加重了精神和體力
的負擔，上課時很容易感到疲累，影響集中力，但這又教我學
會善用時間，把握課餘每一刻溫習，並堅持與「懶神」鬥爭下
去！靠著老師、父母和教練的引導，讓我明白到當一個學生運
動員的基本責任──必須正確地平衡忙碌的學業與專業體操之
間的時間安排，避免顧此失彼。 

黃駿盈 中二

學業與專業之間的兩難
──藝術體操精英運動員的生活

Pentecostal Lam Hon Kwong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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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我會盡力做好本份，以求達到學術要求，爭取機會融
入校園生活。這兩年，我幸運地被同學和老師推薦為班長，有
機會好好為他們服務，另一方面，也可讓我好好報答師長給我
的鼓勵和支持。記得在我心情低落，或學業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身邊總有一班好同學陪伴著我，他們是我在學業上的「同行
者」，常給我鼓勵和安慰的說話，還不時在學業上幫助我；在
我歡喜快樂時，他們也同樣陪伴左右，一起笑個不停，開心非
常。

透過本地艱辛的訓練，不知不覺提升了我的意志；而境外的訓
練，又讓我學會了照顧自己和隨機應變，變得獨立。我十分喜
愛境外訓練，至今，我已到過珠海、北京、新加玻等地作過不
同類型的藝術體操訓練，過程當然非常艱辛，但卻開拓了我的
社交圈子，讓我認識了來自不同地方的朋友，當中更能從國際
級的全職運動員身上學懂更多專業知識和技巧。這些都是寶貴
而難得的經驗。

經過多年勤奮的訓練，我們的比賽成績令人鼓舞，連續在本地
藝術體操分齡賽及公開賽中分別奪得冠、亞軍。另外，我們仍
不斷挑戰自己，參與境外賽事，像去年的全國青少年錦標賽中
便能獲取佳績。今年我們再接再勵，五月中旬將於匈牙利參與
國際賽事，我們現在都加緊備戰，盼望在當中汲取更寶貴和更
難得的經驗。

過去三年佳績
2011 全港藝術體操分齡賽/ 5人繩操 冠軍

Obuda Cup International  
Rythmic Gymnastics  
Competition Budapest 2011

第七名

2010 全港藝術體操分齡賽/ 5人球操 冠軍

全國青少年藝術體操錦鏢賽/ 集
體全能、單項總成績、集體5人
圈、集體5人絲帶

藝術表現、 
道德風尚獎 
季軍 
達國家一級運
動員資格

2009 全港藝術體操公開賽‧五人圈操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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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潘嘉駿

成功等待著裝備好 
自己及忠於自己的人

香港警務督察協會主席曾昭科校友專訪

謙謙君子、風度翩翩、成熟穩重，這是筆者初見大
師兄的第一印象。甫一坐下，大師兄便幽默地聊

起母校往事。一九八五年，他與我們一樣，每天穿著同
樣的校服，踏進同樣的校門，游走同樣的校園。他是我
們的大師兄───曾昭科。

老師令我脫胎換體

「選擇母校原因除了是校風純樸！我在母校經歷了八
年，中五會考那年，由於家境問題，每天要待到全家人
睡覺後才能溫習，成績未如理想。我決心讓自己再試一

年，日間到圖書館溫書，晚上到夜校，努力最終沒有白
費，順利升上中六，並於母校中七畢業。」

「在母校最難忘的人是譚廣能老師，他我中六級時的生
物科老師。他幫助了我很多，從前我的學業不是太好，
雖然勤力，但只懂死記硬背，升上中六後仍算是「掹車
邊」那類學生。母校是一所教學模式較靈活的學校，不
少老師喜歡利用活動教學方法教學生，譚老師便是其中
之一。在譚老師的教學模式吸引下，我脫胎換骨，對學
習融會貫通而非死記硬背，結果高考成績突飛猛進，最
後順利上了大學。當然，我高考成績最好的便是生物
科。 

Pentecostal Lam Hon Kwong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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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決定和最好的朋友

「從前我算是一個內向的學生，不太喜歡成為焦點，直
至入讀母校。母校的宗教背景十分濃厚，中二那年我便
決心成為基督徒，參與沙田堂至今。其時我當上了團契
組長，時常要站出來說話，又要負責安排活動，這無疑
訓練了我表達和決斷的能力，我相信這是上帝給我的磨
練及機會，對我現時在警隊處理一些組織及決策的事上
影響甚多。在母校成為基督徒，是我生中所作中最重要
的決定，不但多了一個父親(上帝)、一個家(教會)，也成
就了我今天。」

母校是一所教學模式靈活的學校，
不少老師喜歡利用活動教學方法教學生

籃球隊也一直『跟』著我。記得中三那年我向黃萬伶老
師建議組織籃球隊，他一口便答應，所以我是母校籃球
隊的開國功臣呢！籃球隊不但給了我身體上的鍛鍊，也
鍛鍊了我的恆心及耐性，學會克服困難，使我日後在工
作上面對困難時也能不屈不撓。此外，我也從中與一班
球員建立了深厚友誼，至今二十多年，我們籃球隊隊員
仍是好朋友，成敗得失也互相扶持。這些戰友、知己，
多少錢也買不到。當年若不是黃老師大力協助和鼓勵，
今天我們這十數位籃球員「老鬼」未必能得到如此堅毅
的意志，也得不到這份友誼，所以我至今仍很感激母校
給我的培育及機會。」 

成為警隊與巿民溝通的橋樑

今年六月，大師兄曾昭科出任為香港警務督察協會主
席，成為協調警隊與政府及市民的重要橋樑。師兄謙虛
地表示絕非太大成就，但他坦言，良好的品格及人際關
係，是成功的主要因素。他勉勵年青人及母校學生要了
解自我修養及人際關係的重要。

「警隊內，辦事能力高的人比比皆是，我較幸運在母校
時期已獲得很多待人處事的機會，故較善於處理人際關

在母校成為基督徒，是我生中所作中最重要的決定，
不但多了一個父親(上帝)、一個家(教會)，也成就了我今天。

在現今社會，工作十分著重團隊合作，
要成功不但需要恆心與才幹，
也很著重與人相處及溝通的能力，

係，算是稍勝別人的地方。在現今社會，工作十分著重
團隊合作，要成功不但需要恆心與才幹，也很著重與人
相處及溝通的能力，沒有人喜歡與野蠻人工作的。我的
工作要經常與傳媒市民接觸，對溝通能力及待人接物的
能力自然更加著重。品格同樣重要，要保持正直公義，
別人自然欣賞你，自然被你吸引，良好人際關係也從此
而來。」

成功非偶然，而是留給那些裝備充足，且忠於自己，嚴
守正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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