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倫敦奧運會雖已曲終人散，但一幕幕動人心弦的比賽場面，仍教人回味不已。而運動員為爭勝、為爭取更佳成績所
付的努力，所流下的血汗，應超越運動場的局限，成為我們人生的一點啟廸。在新學年開始，甚願跟大家從奧運中分享
幾個片段。

 奧運的口號是「更快、更高、更強」，運動員要爭取勝利，固然要將其實力發揮到極至，但也要鬥智鬥力。不過，
在今次倫奧之中，便發生了羽毛球場上，雙方運動員「鬥輸」的場面。看著原屬世界頂級的中國、韓國運動員，打起球
仿如中小學生，實在令人不忍卒睹！為求勝利而要鬥智，原本無可厚非，但鬥輸卻絕不符合競技的基本精神。在人生的
競賽中，當然不可能時刻都保持最緊張的狀態，需張弛有道，才能歷久常青，但放軟手腳的人生，實在不足取啊！

 另一個令人深思的奧運場景，發生在男子團體體操比賽上。中國隊的運動員在預賽中，頻頻失手，有從鞍馬上跌下
來，有在雙槓上失手的，最後僅能以最後一名的成績進入決賽。在決賽中，五位運動員頂著壓力，採取穩紮穩打的策
略，避免做一些高難度動作，而希望以穩定的表現完成各個項目。在最後一個項目中，反而是日本選手犯了嚴重的錯
誤，最後拱手將金牌送予中國。在不利的情況下，人真的要沉住氣，做好自己的本份，未到最後一刻，其實也不知在人
生的終點站，是甚麼在前面迎接自己！

 第三個要分享的奧運故事，發生在八十多年前。

 在1924的巴黎奧運會中，一名原本在100米賽跑穩操勝算的選手，毅然因著個人的信仰而放棄奪金的機會！這名選
手，是代表英國國家隊的艾歷克列度（Eric Liddell）。由於100米的比賽定於星期日進行，列度持守主日不參賽的原則，
毅然放棄了這個項目，而改為參與不是最擅長的400米比賽。令世界震驚的是，他最後竟然以打破世界紀錄的時間奪得
400米冠軍！列度這個故事，於八十年代被改編成為奧斯卡得獎名片《烈火戰車》
（The Chariots of Fire）。

 列度的精彩人生，還遠不止此。雖然身為英國人，但他其實於中國出生，最
後他選擇委身中國，甚至卒於中國。他的父親是一位宣教士，在中國傳教。列度
自少便受其父感染，要忠於上帝，要服侍這土地。這位奧運金牌得主，沒有戀棧
名 利 ， 毫 不 猶 疑 地 放 棄 了 再 踏 進 奧 運 場 的 機 會 ， 毅 然 回 到 自 己 的 出 生
地、當年仍貧窮落後的中國，跑人生的另一賽程……

 今年學校的主題是「知行並重　生命承傳」。在運動場上，需要知行並
重。單靠知識，不可能成為傑出的運動員；單單知道運動精神也是不足夠的，在
勝利的誘惑下，運動員也要甘於服膺於更高、更遠大的理念，不作假不放
棄。我期望李中同學，在生命的道途上也要知行並重。不單如此，更期望同學持
守生命的真理，如列度般承傳高貴的生命，走在正道之上。

錦明
2012年9月

凡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節制，他們不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我們卻是要得不能壞的冠冕。
哥林多前書 9：25 

知行並重　生命承傳

第十七期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那些年，我都跑過 

 今年二月二十日，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到李中參加

第一次校董會，有初到貴境的感覺。

 同年五月二十五日，再到李中參加第二十八屆畢業典

禮暨薪火相傳禮，感覺截然不同，內心湧起一陣陣激動和

說不盡的回憶，有回到中學及不願離開之感覺。

 看到畢業典禮程序表上表列之校外獲獎誌，當然首先

是對同學們努力之成果表示萬般讚賞，更開心的是得悉李

中的田徑隊和越野賽隊有非常突出的成績，心中有莫名的

親切感。我的中學年代，也離不開田徑賽和越野賽；那些

年，我都跑過，葵芳運動場和青衣橋是我練跑的地方。

 畢業典禮中表演的《同一首歌》「…… 水千條山萬座

我們曾走過……星光灑滿了所有的童年……春天把友好的

故事傳說，同樣的感受給了我們同樣的渴望，同樣的歡樂

給了我們同一首歌，同一首歌。」

 雖然對李中認識不深，也感受到老師們都以李中為

榮，也感覺到李中有淳樸的校風，有真摯的校長和老師，

冀望同學們把握這些年，專心學習，把握在學時光，多嘗

試，多努力，譜寫各自的童年星光。

 作為運動員，目標簡單不過，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向著標竿直跑。寄望

李 中 同 學 ， 無

論 是 否 運

動員，都能有伴同跑，互相砥礪，互相扶持，於學業上追

求卓越，每一天、每一年都能超越以往，百尺竿頭，更進

一步。

 小時候，我的家境並不富裕，我和哥哥把零用錢省下

來，買了一對專業跑鞋參加運動會。我的哥哥屬於甲組，

我在乙組；每當哥哥完成甲組賽事，他便要第一時間把釘

鞋從終點送到起點。我匆忙穿上釘鞋，便踏上賽道，參加

比賽。那些年我們有同一目標，一起克服困難，互相鼓勵

支持，困難最終都不能阻礙我們獲得好成績。今天娓娓道

來，我和哥哥都回味不已！

 同學們，或多或少我們都會遇到學習上的困難和生活上

的困乏，不要放棄，不要讓青春白白溜走，不要因遇到困

難而關起門來；那些年，當我有困乏擔憂的時候，我都會

想起「天空的麻雀，天父尚且養活」。願同學都能學習感

恩，學習數算天父的恩典，懂得欣賞身邊的人帶來的祝

福，透過李中校長、老師、同學們，生命承傳，一起蒙

福，同受造就。

 畢業禮上另一首詩歌《恩典之路》，「一步又一步，這

是恩典之路，祢愛，祢手，將我緊緊抓住。一步又一步，

這是盼望之路，祢愛，祢手，牽引我走人生路。」

 天父的恩典，足夠你用！

 感恩，無盡的感恩。近幾年，香港吹起馬拉

松風，眾人都追求著跑過終點那一刻的感覺，追

求完成挑戰自我的成就感。我慶幸，那些年，我

都跑過。

 校董黃德慶律師校 董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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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學弟、學妹：

我是去年的

中 七 學 長 吳 碧

琪，很想在《堯

聲》跟你們分享

我「追夢」的經

歷。那是一段又

艱辛、又刺激的

歷程。

去年十月，

我參加了一個協

助青年人實踐夢

想的計劃――「青年夢想啟航」，並進入了最後十強。大

約在上年年底我展開了實踐夢想的一連串行動，而我的夢

想是「推廣手語」。去年我有幸獲沙田新城市廣場邀請表

演手語歌，並得報章報道，在今年六月更成功聯絡到一家

出版社與我合作出版手語書。香港電台為此邀請我接受

TEENPOWER之電台訪問，同時邀請我成為香港電台電視

節目《地厚天高》其中一集的專訪對象。今年八月，我為

此計劃其中一個主辦單位開設的手語興趣班擔任導師。現

時我的手語書仍然處於編寫階段，計劃於今年年底出版。

 為什麼我會參加「青年夢想啟航」計劃？事緣一位校

友會幹事向我推介此計劃，他不單鼓勵我參加，還在我擬

寫夢想計劃書的過程中給了很多有用的意見。其實當初在

網上看到「青年夢想啟航」的宣傳海報時，我沒感太大興

趣，跟一般人的想法一樣：「怎會選中我呢？」不過，這

句話往往就抹殺了我們很多嘗試的機會，其實試一試無

妨，只是花點時間和心機，總好過虛耗在臉書上。原來機

會隨時都在身邊，誰肯踏出一步，誰便抓得到。

 我從小在一個聾啞人士的家庭中長大，父母一直倚靠

手語與我溝通，所以我自然學懂手語。雖然我不是聾啞人

士，並不知道活在一個完全無聲世界的感覺如何，不過在

和父母相處的日子裡，我多少也體會到聾啞人士的不便，

例如不能告訴醫生哪裡不舒服，不能在沒有裝置下車提示

鈴的小巴喊「下車」等，所以，我常想為父母及其他聾啞

人士改善身處的環境。我希望將懂得的手語和其他人分

享，把手語推廣出去，讓社會上有更多人懂手語，令聾啞

人士可更無障礙地融入社區。

 在製作手語書的過程中實在百感交集，例如第一次向

出版社介紹自己的手語書時緊張得冒冷汗，等候出版社回

覆時心情忐忑無比，收到出版社的答允時興奮得想在街上

大叫，重重複複地拍照和拼接相片令人十分煩躁，當我碰

上問題時便開始懷疑自己的能力，但在電腦面前一頁一頁

地看著手語書初稿時，強烈的成功感油然而生。除了百

感交集外，我還獲益良多，我學到最重要的功課是――碰

到困難千萬不要羞怯，要主動出聲找幫手。其實一個中七

女生要獨力出書看似簡單，但實情是困難重重！其一，手

語書需要用到大量示範手語的相片，開首我只找朋友替我

拍攝，但原來人手捧機的拍攝效果十分差，幸好有好心人

主動借我腳架，果然相片效果大大改善。

 你們或許覺得吳碧琪「幾叻女」，曾幾何時我也為

「吳碧琪」這個名字驕傲過，但現在我覺得自己沒什麼了

不起。一個人不可能「張張刀，張張利」，看到自己有不

足的人才會懂得補足自己。七年前剛來到李中的我只抱着

得過且過，不求建樹，只求無過的態度去過日子。如我所

願，初中三年，我安穩地做了一個不太起眼的乖學生。升

讀高中後，我的學業成績越來越好，獎學金、優異生、老

師和同學的讚賞和信任接踵而來，然後不負眾望順利通過

會考升上中六。一個無名小卒轉眼間成了大家眼中的好學

生，這一切都太順利了，彷彿我是不會失敗的。升上預

科，我面對的是一個會吃掉人的高考，加上在出書的路上

波折重重，而高考也失敗了，在兩年的預科中經歷了很多

的困難和挫敗，不但挫鈍了我的銳氣，也令我明白自己根

本不是什麼「叻女」。從優異成績的美好憧憬中醒來，現

在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學業成績，而是要成為一個怎

樣的人。我不要做高分低能，也不要做一條無目標的鹹

魚。共勉之！

2011-12七甲吳碧琪

二零一二年大專生活的新學期

相關連結：

「青年夢想啟航」：http://www.wehavedreams.hk/zhu_ye.html
2011年12月15日的都市日報：http://www.metrohk.com.hk/index.php?cmd=detail&id=177050
2012年7月18日的都市日報：http://www.metrohk.com.hk/index.php?cmd=detail&id=190903
電視節目「地厚天高」：http://programme.rthk.hk/rthk/tv/programme.php?name=tv/teen&p=5534
電台訪問TEEN POWER：http://teenpower.rthk.hk/program/teensky/archive_new.htm#

夢 想 青 年 啟 航夢 想 青 年 啟 航

手語歌表演（資料來源：都市日報11年12月15日）

「夢想青年啟航」之面試

碧琪示範「港鐵」之手語 黃貫中也來學手語
（資料來源：都市日報12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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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對談〉 林老師

九月，意義非凡。

九月，是學年的開始，是記憶新面孔的日子。

當年九月，在中二級的中史課堂上，我遇上一張甜
美、漂亮的面孔，看見一副比同級女生高大的身軀，感應
到一顆隱隱躍動的心。我跟自己說：我很想看見她真正的
成長、很想看見她發揮所長。

一次的梯間相遇，我留著她，簡單地叮囑了幾句，然
後，我們便繼續踏上自己面前的階梯。那一刻，我沒有想
過說的是什麼具力量的話，我只是單純地很想讓她感受老
師對學生的關心。然後，我知道，每個人都要自己選擇一
條自己想走、要走的路，並且為此負責。

讓我感動的是，我慢慢看到她對自己一步一步加深的
認識，然後，年復一年，我一次又一次看見她躍出她自己
選擇的、屬於她的美麗道路。

我為着我這個學生而自豪。

回望當日，在梯間相遇，我只是表達了老師對學生的
關心，是你，是你叫自己走上精彩、鮮麗的路；是你，在
每年的九月採摘收成
，從而為自己的路鋪
上新鮮、譜出意義！

陳怡，我為你感
謝神！

陳怡簡介：
2004年中七畢業，畢業後
於理工大學修讀設計，並擔
任本校中文科創意寫作班導
師。現與友人經營售賣各地
及自家品牌之潮流服飾的樓
上鋪。

〈九月〉　陳怡

九月對我來說意義非凡。

從前，九月是一個期待，
也是一個開始。經過七、八月
的洗禮，踏入九月，一切即將
重新計算，因此，我在李中的
那七年，最愛九月的開學天。

而真正讓我體會到開學如此美好，翹盼那一年將會過
得更刺激更有挑戰性的人，是我的第一位啟蒙老師。

記憶之中有一幕，在學校一樓的樓梯間，這位老師跟
我說，其實妳應該可以更好的。那一年，我初中二年級，
無心向學亦從不投入課堂，老師的這句說話隱隱敲動了我
的一些什麼，它似輕若重，無從測度，但，它的確改變了
我。

從那一年開始，我跟自己約定，每一個年歲，以九月
為限，要完成一件跟從前與別不同的事情，不能重複，只
要精彩。於是，那以後的記憶都是會發光的。

這位老師往後亦予我很多發揮潛能的機會，在我未曾
知道自己能走多遠的時候她已經先把我推上台，在旁邊說
妳可以的。

我總是在後來才發現原來我真的可以。

離開校園以後縱然不再有開學天，九月對我來說，依
然意義非凡。

它不再只是一個開始，它亦象徵了收割，每一個年歲
完成一個願望，月復月，年復年，把目標完成，讓夢想拉
近。

當我一再回看，彷彿仍然跟妳一同站在樓梯級上，向
妳點頭，心裡回應我可以做得更好。

謝謝妳，林老師。

李  中  情李  中  情李  中  情

 「希望我的子女可以很清楚自己的目標，並且付諸實行；他們總是努力在溫習看書，並且能在考試爭取佳績；他
不需要你的提醒，處事努力不懈，百折不撓、全力以卦、堅持到底，待人處事成熟。不單如此，他的志願是做醫生、
律師、會計師及建築師等。」這是我在講座中最常聽到的家長們的「泡沫期望」。

 我用「泡沫期望」一詞，是因為我們甚少去「認識」自己、孩子及所處環境的交替關係，以至我們不能建立合理
且實在的期望。有機會和一位顧問醫生談及他的「成醫之路」，確實一點也不容易。他的父母出於基層，工作當然辛
勞，但他們的生活態度卻十分正面，且願意接受種種挑戰。「不放棄」這詞語不單是父母口中常常提及的，且在他們
的生活中也常常察覺得到。在學習英語上，雖然父母不太懂，卻願意花時間陪他一起背字典，每天二十個，從不間
斷。他現時在醫院工作最起碼是「Seven Eleven」，即工作時間是早七晚十一。令他能夠承受這種磨人的工作，每時每
刻都要作重要決定的原因，不是他有多聰明，而是家長對他由細至大在信念和態度上的培養與磨練。

 另一方面，家庭的生涯方向也相當重要。我曾經探訪過不同的家庭，嘗試觀察他們的客廳及其家庭的主題，有些
是「睡夢天堂」，即大部份的家人一起的時候都是睡覺；有些是「任天堂」，即全屋都是遊戲機。當然，也有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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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城」及「辦公室」。其實父母的這些佈局，某程度上已引導了孩子的生涯方向。多發現家庭的信念與方向對生涯
規劃是相當重要的。

 引導青少年進入生涯規劃的過程並沒有既定的公式，但當中卻是一種藝術與挑戰。讓他們有信心及嘗試不同的學
習經驗是十分重要的過程。回想起一年前帶七歲女兒去迪士尼，我鼓勵她玩Space Mountain。所有情緒釋放技巧都教了
她，最終成功完成了，卻換來她三十分鐘的嚎哭。她說很「驚」，當下的我確實也十分無奈，只有等待。我知道要接
受她的感受。哭過後，我問她這個經驗學習到什麼，她說中文作文又多了一些新經驗了。兩星期後我再問她同樣的問
題，她說我在班上分享這經驗時被讚賞「勇敢」，那時我便知道她在這過程學習了面對挑戰了。製造一些經歷與奇遇
是重要的。父母可鼓勵孩子多參與一些另類學習活動。

 要達至第一階段的期望，實在要有很多信念、價值和技巧上的配合，當然亦要相信上天也按著我們的能力、興趣
及特質為我們預備了當行的路。作父母的不時需要多認識以至重新認識子女的性格和變化，並作出相應的配合。多與
他們建立互信、多溝通是幫助青少年生涯規劃的最重要的基礎。

打破「生涯規劃」的神話
周文就老師

現職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個人成長課講師
前李賢堯紀念中學學生輔導主任



6C 葉愛華
 由於是大領袖的關係，讓我有機會可以參與師徒計
劃。是次計劃讓我有機會跟隨陳有樑校監，讓我可以在陳
校監身上學到很多人生的道理。

 今次的師徒計劃真的讓我學習了不少，特別是在做人
的道理方面。陳校監不斷提醒我們要不斷學習，努力不
懈，方可達到成功的一步。本年度我已經是一名中六的學
生，要面對著公開考試，壓力
難 免 ， 但 是 只 要 不 斷 的 學
習，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已經
可說是踏出了邁向成功的一大
步。

6C 郭婉儀 
 本年度我有幸入選師徒計
劃，並由劉文健校董作為我的
師傅。

 首先，在是次師徒計劃中，
劉校董分享了他自己的經驗。
在考試前，他更為我們建議不
同的溫習方法，令我們能在最短時間複習。其次，劉校董
也就我們的理想職業給予意見，提出方法讓我們裝備自
己，令我明確知道未來的方法。

 我們當中有一位同學就讀文科，校董便介紹了他也是
讀文科的太太給我們認識，令我們感受到劉校董對我們的
關心。我覺得參與師徒計劃實在令我感到非常難忘。

5A 馮加玟
 在活動中，校董會分享他的人生
經驗，告訴我們不但要有良好成績，
懂得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也是重要一
環；聽過這些忠告後，我感覺到將來
的社會並非像校園裡那麼簡單，也是
時候好好裝備自己了。

 當校董知道我們對醫護行業有興
趣，更邀請了他一位任職護士的朋友
與我們分享。當中令我們對護士這份工作有更深入的了
解，使我們對將來的前途有一份新的看法。

 最後，我認為這個活動對我的前途及做人處事都有很
多幫助，是一份寶貴的經歷。

6D 羅恩嫻 
 今年好榮幸能夠參加師徒計劃。

 我要多謝我的師傅――劉穎校董。
在學習英文上，他鼓勵我們多留意英
文電台及報道，同時鼓勵我們多嘗試
不同事物，發掘興趣。在討論中，也
令自己見識更廣闊。當談到時事，師
傅特別的見解令我明白要從多角度思
考，從而增加了我對時事的興趣。

 整個活動令人獲益良多，領悟到很多書本以外的知
識，這個活動對我來說真是可貴。

 「希望我的子女可以很清楚自己的目標，並且付諸實行；他們總是努力在溫習看書，並且能在考試爭取佳績；他
不需要你的提醒，處事努力不懈，百折不撓、全力以卦、堅持到底，待人處事成熟。不單如此，他的志願是做醫生、
律師、會計師及建築師等。」這是我在講座中最常聽到的家長們的「泡沫期望」。

 我用「泡沫期望」一詞，是因為我們甚少去「認識」自己、孩子及所處環境的交替關係，以至我們不能建立合理
且實在的期望。有機會和一位顧問醫生談及他的「成醫之路」，確實一點也不容易。他的父母出於基層，工作當然辛
勞，但他們的生活態度卻十分正面，且願意接受種種挑戰。「不放棄」這詞語不單是父母口中常常提及的，且在他們
的生活中也常常察覺得到。在學習英語上，雖然父母不太懂，卻願意花時間陪他一起背字典，每天二十個，從不間
斷。他現時在醫院工作最起碼是「Seven Eleven」，即工作時間是早七晚十一。令他能夠承受這種磨人的工作，每時每
刻都要作重要決定的原因，不是他有多聰明，而是家長對他由細至大在信念和態度上的培養與磨練。

 另一方面，家庭的生涯方向也相當重要。我曾經探訪過不同的家庭，嘗試觀察他們的客廳及其家庭的主題，有些
是「睡夢天堂」，即大部份的家人一起的時候都是睡覺；有些是「任天堂」，即全屋都是遊戲機。當然，也有些是

良 師 啟 導 計 劃良 師 啟 導 計 劃良 師 啟 導 計 劃

6C 葉愛華(左一) 
6C 郭婉儀(左二)

6D 羅恩嫻

5A 馮加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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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城」及「辦公室」。其實父母的這些佈局，某程度上已引導了孩子的生涯方向。多發現家庭的信念與方向對生涯
規劃是相當重要的。

 引導青少年進入生涯規劃的過程並沒有既定的公式，但當中卻是一種藝術與挑戰。讓他們有信心及嘗試不同的學
習經驗是十分重要的過程。回想起一年前帶七歲女兒去迪士尼，我鼓勵她玩Space Mountain。所有情緒釋放技巧都教了
她，最終成功完成了，卻換來她三十分鐘的嚎哭。她說很「驚」，當下的我確實也十分無奈，只有等待。我知道要接
受她的感受。哭過後，我問她這個經驗學習到什麼，她說中文作文又多了一些新經驗了。兩星期後我再問她同樣的問
題，她說我在班上分享這經驗時被讚賞「勇敢」，那時我便知道她在這過程學習了面對挑戰了。製造一些經歷與奇遇
是重要的。父母可鼓勵孩子多參與一些另類學習活動。

 要達至第一階段的期望，實在要有很多信念、價值和技巧上的配合，當然亦要相信上天也按著我們的能力、興趣
及特質為我們預備了當行的路。作父母的不時需要多認識以至重新認識子女的性格和變化，並作出相應的配合。多與
他們建立互信、多溝通是幫助青少年生涯規劃的最重要的基礎。

 「師徒」的組合，是一對三的小組關係。參與這個計劃的「師傅」，都是對學校或教
育有認識的專業人士，關心青少年的成長，也不吝分享個人經驗和處世之道。「師傅」將
會在下學年內，在升學、職業導向等方面，指導或協助「徒弟」，以期幫助他們成長。

師傅：  陳有樑校監﹕專業會計師(現職銀行財務管理部高級經理)
  劉　穎校董﹕專業會計師(現職時代華納亞太區稅務副總監)
  鄧怡中校董﹕石油化工業高級行政人員，已退休，現任石油化工顧問
  劉文建校董﹕中文輸入法「快碼」、「九方」創造者，曾營運軟件公司，曾獲選十
    大傑出IT人，現職國際軟件開發公司

簡 介簡 介簡 介

徒弟：  曾參加高級領袖訓練課程的尖子，再透過學生的自述文章、實踐匯
  報、小組面試及學業成績甄選。

 師徒計劃的成立，是希望高級領袖課程中的尖子學生進一步認識和學習職場上領袖的
生活實況，從而學習做人處事、待人接物、人生方向等。

　  啟動禮

劉穎校董(前排左一)
陳有樑校監(左二)
劉文建校董(左三) 
鄧怡中校董(右一)



 歷時半年，以「理想校園由我造」為題的第一屆《青年建造探索挑
戰賽》已於五月完結。過程中，每所參賽學校均由一位建造界的專業人
士跟進指導，包括提供建築、測量等方面的知識、為同學提供意見、協
助同學構思。從一無所知，到認識學校、了解學校環境的不足、構思
改善方案、設計理想校園、製作模型，過程雖然辛苦，但獲益卻大。

6C 陸麗賢
 參加了這個比賽，讓我更加了解構建一幢建築物所涉及的人
力、物力、建築材料等因素。比賽由我們十多人分工，由構思、
購買材料，以至親力親為建造模型，過程繁複，需要的是組員
間的合作及互相鼓勵。雖然完成後的模型不太完美，但已包含
了組員們的心機及堅持的精神。

6C 李逢馨
 機緣巧合之下參加了這個比賽，我們由設計、選材、開工，直至完成
比賽，每一個步驟都必須深思熟慮。比賽當日的情境至今仍歷歷在目。簡介我們
的作品時，考驗到我的膽識和急才。面對著現任建築界代表的評判，我們這些所謂
「建築師」真是小巫見大巫。評審的時候，評判即時發問，對模型少一點認識都回答不了
提問呢！雖然我們沒有勝出，但我學習到認真的處事態度。獲得應付大人物的經驗，更是預料之外的得著！

我們心中的

「理想校園」

認真地向評判
介紹理想校園

大哥哥大姐姐午間活動大哥哥大姐姐午間活動

Cooking Mama舞台版Cooking Mama舞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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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麗雯老師教烹飪也教英語 Pancake製作中

一起分享李中的生活 遊戲令大家距離拉近

同學認真講解實驗的原理 肥皂泡變成火團？ 中五參觀大埔林村有機種植社 同學們感受到種植的樂趣

一眾家長落力表演

中四參加浸大「實踐生涯規劃」講座

1
2

3

青 年 建 造 探 索 挑 戰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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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地理科學生參觀埃克森美孚石油 學生會歌唱比賽

第二十八屆畢業典禮

中五地理科學生參觀埃克森美孚石油 學生會歌唱比賽

第二十八屆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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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都耐心聆聽職員講解

參賽同學聚精會神思考答案

觀賽的同學也很投入

演員的演出帶動同學的參與

透過互動，令同學明白廉潔的重要

營內飽嘗主恩的喜樂

試後福音營大合照

中樂團演奏示範

嘉賓為同學們作簡單介紹

中國隊的表演

英國隊的表演

比賽完，友誼第一

奮身一躍是誰呢？

參觀完畢後留影

畢業典禮的主禮嘉賓一同唱詩 薪火相傳儀式
合唱組亞軍得獎者的黃
愷亦是獨唱組的冠軍

組合冠軍人馬――Fire 
Fingers

大會表演嘉賓――Back Street Bo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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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佳作　5B林松輝

 左邊是一家人山人海的電器店，右邊是一家顧客熙來攘往的鐘錶行，後方又是一
家人頭湧湧的手機店……置身在這車水馬龍的旺角西洋菜街，可能你也有過耳邊聽
到普通話比廣東話多的情況。
 這是全港最熱鬧的街道之一，這裡的商店林立，可是這裡的商家的主要服務
對象並非本地人，卻是我們口口聲聲所謂的「蝗蟲」。店員為了工作，不得不辛
苦學「煲冬瓜」；商家為了吸引顧客，也要追隨內地的潮流，在店門前高掛「給
力大減價」、「價格最牛」等等內地潮語。你會不會覺得港人說一套，做一套呢？
一方面對內地人大吵大鬧，控訴他們不講禮貌，不懂衛生，搶掠資源；一方面笑容
可掬，服務周到地去迎合他們。
 內地遊客的一些行為，固然不對，但我們有否去接納他們，包容他們？有否諒解別
人是故意如此，抑或是因為知識文化水平仍較為落後而出此問題？港人正面奉承，背面咒
罵，這種說與做南轅北轍，大相逕庭的行為也合乎道德標準嗎？港人一味指責別人，有反省自身
的問題嗎？
 正所謂「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密不可分，港人與內地人身上都流
著中華祖先的血。近年兩地政府都經常強調二字――和諧。即便內地人有錯在先又如何？我們也可先邁出第一步，不再指
責他人，相信內地同胞也必會邁出朝向中港和諧發展的第二步。

 導師分享　林嘉寶老師

 閱讀創作，就是透過閱讀不同的文學作品，激發創作靈感。過程好像飲食一
樣，閱讀是前菜，創作才是主角。在閱讀創作會裏，同學們讓我上了寶貴的一
課。
 在班上，同學積極地閱讀不同的文學作品，從認識作家，到了解內容，再去
欣賞文章鋪排、遣詞造句，過程中積累了一定的素材，擴闊眼界。同學們認真投
入的態度，是我所欣賞的！他們能用心感受作者的心意，彷彿發芽的植物，努力
吸取養份，為之後的創作路作好準備。
 去年，閱讀創作會的主題是「香港文學」。同學們親身探察香港不同地區，是
名副其實的「捐窿捐罅」。他們以之前從閱讀中學到的技巧作基礎，篩選了有趣、具
代表性的內容，用文字、聲音、影像來展現他們所體驗到的香港生活文化，實在讓我眼界
大開！
 閱讀創作，其實就是人生的寫照。我們一邊經歷（閱讀），一邊開展新的一天（創作）。盼
望同學們能從閱讀創作中學懂用心體驗生活，感受生命的可愛之處。

 學生分享　5E吳蕙賢

 上年度我參加了閱讀創作會，這個課程讓我獲益良多，令我對文學創作有更豐
富的認識。
 從前的我以為文學創作是一件很沉悶，也毫無新意的事情，而且我對香港文
學及其作家也沒有深刻的認識。我誤會了文學作品一定是深奧難明，而個人的語
文水平不高，所以一直也沒有好好欣賞出色的文學作品。不過，參加了閱讀創作
會後，我對香港文學有另一種看法和感受。
 上年度的閱讀創作會主題是「香港文學」，課堂不是我想像中的沉悶和無聊。
老師會介紹香港文學的作家和香港文學的發展，亦會引導同學一起欣賞香港文學。我
閱讀了不同類型的文學作品，並發現有很多出色的作品並不艱深，也適合中學生欣賞，
我們一班同學不需要花很多時間也能理解作者的深意。有些作品風格幽默，逗人會心一笑。
而且，文學作品中所滲出，屬於香港特有的人情味，令我對香港這一個地方有更深的感情。
 透過老師的介紹和各式各樣的活動，例如短文創作、短片欣賞、分組討論等等，我對文學創
作產生了興趣，我亦開始嘗試文學創作，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夠感染其他人，這也是文學創作其中一個重要的精神。

引言
 去年閱讀創作會之主題為香港文學――寫出新變奏。是次閱讀創作會與教育局協作，就其中國語文及文學科
資優培育計劃進行試驗，期望透過賞析多篇香港文學作品的創新內容及表達手法，以及觀賞有關香港文學的短片，
幫助同學了解並發掘更多香港的地貌與人情，藉此提高同學的本土意識及創作香港文學的意欲。經過七節與老師、
同儕的討論、分享及交流，同學最終會自選香港其中一地區作創作材料，或化情感為文，或製作短片，以展示創意
及學習成果。同學樂於分享，也積極參與活動，試驗成果令人滿意。讓我們欣賞其中一篇學生佳作：

中 文 科中 文 科中 文 科 閱讀創作會閱讀創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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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旺角我們的旺角

我上了寶貴的一課――閱讀創作會我上了寶貴的一課――閱讀創作會我上了寶貴的一課――閱讀創作會



 This is the fourth year our school has held an English 
Drama Night. More than 250 students consisting of actors, 
actresses, dancers, backstage crew and MCs were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On 30th April, 2012, our last 
year’s JS2 students performed “East Side Story” in the 
school hall. It was an absolute roaring success. Our show 
was adapted from the well-known Broadway musical and 
Hollywood film “West Side Story”, which in turn was 
adapted from Shakespeare‘s “Romeo and Juliet”. In our 
play, teenagers from Mainland China strove for their dream 
and dignity as well as breaking the stereotypes imposed on 
them by their peers from Hong Kong. It was ended with the 
resolution of the tension between two gangs who called an 
end to the hatred, who later united to call themselves the 
“True Colours”. Let’s have a look at the sharing from 
several students about their drama learning process and 
the performance on Drama Night.

3E Cheung Hoi Sze
 Last year, I had an invaluable experience in drama. In 
the show, I played the role of Suki who was the leading 
actress’ best friend and was participating in the big school 
dance. I recalled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rama 
lessons, two foreign drama teachers taught us how to 
express ourselves in English with proper voice projection 
and articulation as well as convey our emotion with facial 
expression, gestures and body movement. I found it 
difficult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teachers in English. How-
ever, Miss Chiu encouraged me not to be scared and to 
grab every chance to practise English in this fun and 
dynamic environment. I became more confident in speak-
ing English in drama lessons. My spoken English was thus 
improved. I was able to read the English sentences more 
fluently and loudly. On the drama night, all students were 
very nervous and kept rehearsing their lines or dance 
steps. With a common goal of performing well in front of the 

audience, we finally succeeded 
and won rounds and rounds of 

applause. I would like to say 
thanks to all English 

teachers for all their 
patience and assistance. 

3E Wong Cheuk Ying Cherry
 Form Two is the best 
time in my life so far 
because of the memo-
rable and fruitful 
drama experience. I 
could not believe that 
I could act on stage. 
All Form Two students 
were extremely excited 
about performing in our 
English drama show. My 
character was Suki in the 
prologue. It was the first 
time for me to perform the 
role of a wealthy girl. Although I only had a few lines, I tried 
my best to act in a creative way.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Miss Lai who was always strict to us. Under her 
guidance, we improved a lot in oral and acting skills. After 
this show, my English proficiency was enhanced. I also 
learnt the importance of teamwork as we helped each other 
by reminding those who forgot the lines or correcting those 
who mispronounced the words during the practices.

3E Wu Ho Lam
 I had an English drama performance with all Form Two 
peers last year. I have learnt a lot of things from drama. First, 
it greatly improved my English ability in terms of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itially, I was too shy to speak English on 
stage. However, with the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of 
English teachers, I gradually built up my confidence and was 
willing to speak up. In the end, we put in four-month’s hard 
work and efforts into the drama show and made it a success. 
We also enjoyed the learning very much. It was my pleasure 
to have been given this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drama so as to brush up my English.

3E Chan Tsz Hong
 My most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in this school is the 
English drama. Our show was an awesome one. Since I did 
not have much previous drama experience, I felt very proud 
of but worried about being the leading actor Sunny. After 
several months of continuous practices, I was trained to 
further open up myself and to be more expressive. In addi-

tion, I learnt many acting skills. Originally, I 
did not know the true feeling of falling in 

love with a girl. Then the 
director explained to me 

in details and showed 
me with appropriate 
voice, tone and emo-
tion. If I am offered a 
chance to take part 
in a drama night 
again, I will certainly 
say yes.

Soldiers, fight with our glory.
There is fire in our eyes and keep 
us sparkling on stage.

We sing with our heartful voice 
and dance with our passion.

Drama Night 2012Drama Nigh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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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our show time.

We are the brightest.



越野

游泳

遠足

籃球

足球

排球

柔道

武術

劍擊

其它

學術

朗誦

音樂

視覺

藝術

社區

田徑

越野

澳洲數學比賽

「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初賽2012(香港賽區)

香港財務會計協會  財務會計員

基礎考試卷――會計及商業元素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主辦

「我的學校」攝影比賽 2012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AYP)

葵青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葵青區中學校際越野錦標賽

優異

二等獎

三等獎

銅獎

冠軍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亞軍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季軍

季軍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亞軍

優異

優異

優異

優異

優異

優異

優異

優異

季軍

優異

銀章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團體冠軍

亞軍

亞軍

亞軍

亞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第四名

第四名

第四名

第四名

第四名

第四名

第四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五名

第五名

第五名

團體優異

團體優異

團體優異

總冠軍

冠軍

冠軍

散文獨誦　粵語男子組中三級

散文獨誦　粵語女子組中六、七級

散文獨誦　粵語女子組中五級

散文獨誦　粵語女子組中四級

散文獨誦　粵語女子組中二級

散文獨誦　粵語男子組中三級

詩詞獨誦　粵語女子組中五級

詩詞獨誦　粵語女子組中一級

散文獨誦　普通話女子組中三、四級

散文獨誦　普通話女子組中五至七級

散文獨誦　普通話男子組中一、二級

詩詞獨誦　普通話女子組中三、四級

詩詞獨誦　普通話女子組中一、二級

英文組中五、六、七級女子二人對話

英文組中三、四級男子二人對話

英文組中五、六、七級女子二人對話

英文組中三、四級女子二人對話  

英文組中五級女子獨誦

英文組中三級女子獨誦

英文組中二級女子獨誦

英文組中一級女子獨誦

英文組中四級男子獨誦

外文歌曲女聲獨唱14歲以下

中文男童歌曲聲獨唱14歲以下

中文女低音獨唱18歲以下

外文歌曲女聲獨唱16歲以下

中文女聲歌曲獨唱16歲以下

女聲二重唱18歲以下

鋼琴四級獨奏

鋼琴五級獨奏

箏獨奏中級組

男丙  400米        

男丙  800米        

女甲  800米        

女甲  1500米       

女甲  4X100米       

女甲  

男丙  4X400米      

女甲  400米         

女甲  800米         

女甲  跳高          

女甲  4X400米      

男乙  1500米       

男乙  3000米       

女甲  跳高          

女甲  100米         

男甲  800米       

男乙  400米       

三級跳       

男乙  4X400米     

男丙  400米     

女甲  200米         

女乙  1500米      

女乙  4X400米     

男丙  鐵餅         

男丙  跳遠         

女甲  200米      

女丙  鐵餅        

男乙  

男丙 

女乙

男子組

男甲團體

女甲團體

3D伍鈞豪、3E潘穎豪、4B郭國謀、4B陳永鏗

1D陳俊朗、2E陳梓恒

1C王海坤、1D謝鎮江、1D陳婷婷、2D張雄昇、2E陳浩鏵

6A蔡彩麗

3E王維鈞

6A羅　玲

5C郭婉儀、5E吳楚合

4F余瑋庭

2E張曼桐

3A連培添

5C關秀易、5C陳煒彤、5C張希嵐、5C李逢馨、5D周螢沙

1C陳玟頤、1D吳嘉惠

4C梁妙蓮

5F唐蓍蓮、5F沈倩琪

2E李楊力

4B吳惜芬、4C梁妙蓮

2D留雯雯、2D余珊珊、1B王嘉麗、1C王倩婷

5C鄧可兒、5C郭婉儀

3E陳信銘、3E王維鈞

5C黃嘉貞、5D黃麗琪

3A劉芷霖、3E郭曼茜

5C陳煒彤、5C鄧曉穎、5D周螢沙、5F沈倩琪、5F唐蓍蓮

3A陳煒坊、3E顏詩瑩

2D區善雅、2E李迦希、2E李紫晴、2E黃芍盈、2E楊樂心

1C樊子晴、1C羅曉桐

4A陸永翹

2E高嘉欣

2E簡嘉良

5F唐蓍蓮

4A馮加玟、4A張樂頤、5A謝芷恩

5A鄧可兒、5A蔡泳儀

5A冼嘉雯、5A李逢馨、5A鄧曉穎、5A鄧可兒、5A蔡泳儀、5F唐蓍蓮

2B何湘倩

3E何紫澄

5F沈倩琪

5B梁鎮庭

3E李欣華

6F方俊邦

2C馬健朗

3D夏永貽

5C葉愛華、5D葉美琪、5E陳秀盈、5C關秀易、4B唐麗茹

2A陳子宏、2B夏偉民、2C孔君濠、2C馬健朗、2C柳彥良

5D黃美嫚

5E陳秀盈

1B黃美翎、3D夏永貽、4C高家欣、5D黃美嫚

3B李城濤

5C葉愛華

5D葉美琪

5D譚志偉

3A杜宇澤

2A呂均烺、3A杜宇澤、3B李城濤、3D李志洪

2C柳彥良

5D葉美琪

3D許　盈

1D曾卓馨、3A彭子菁、3C彭康遙、3D許　盈、4D魏詩蓓

2E王鎧謙

2B黃偉森

5C關秀易

1D肖華倩

4E陳強富、4E林嘉豪、5D譚志偉、6A黎超煒、6A袁皓雋、

6C黃暐璁、6F關振鵬、7B梁浚彥

1B黃美翎、2E楊樂心、3A劉芷霖、3D夏永貽、4B吳惜芬、

4C高家欣、5D蔡雅瑤、5D黃美嫚

  
男乙團體 

男甲               

男乙                

女乙
               

女乙團體

男甲                

男丙
                

男丙團體 
 

女甲              

女甲              

男甲

女子組團體

男子組團體

男子A組

女子學界隊際賽       

男子學界隊際賽       

男子全場個人

女子青年組         

女子少年組

女子青少年組200米 背泳

男子青少年組 (10至12歲)

50米背泳

100米胸泳

女子青年組200米背泳

男子青年組200米四式

男子青年F組50米蝶泳

女丙 200米四式

男甲 100米胸泳

男甲 50米自由泳

男甲 4x50米自由接力

男丙團體

男甲 200米胸泳

男乙 50米蝶泳

男甲團體

男丙 4x50米自由接力

女乙 50米胸泳

女丙 100米背泳

男丙 50米蝶泳

男丙 200米四式

男丙 200米自由泳

綠行組        25KM 

綠行組        50KM 

(連續八年衛冕兼破紀錄)

青年組        25KM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女子甲組

中學組

男子甲組

女子甲組

女子組

女子初級組――52kg

青少年組 (山莊詠春館――李舉)

個人組花劍

學校傑出運動員獎

亞軍

亞軍

亞軍

亞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五名

冠軍

冠軍

第五名

冠軍

季軍

季軍

亞軍

第五名

季軍

季軍

季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殿軍

殿軍

殿軍

殿軍

殿軍

殿軍

第五名

第五名

第五名

冠軍

冠軍

亞軍

冠軍

冠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第五名

冠軍

季軍

金獎

季軍

葵青區中學校際越野錦標賽

New Balance 10K 學界邀請賽

Giga Sports 越野賽

2011-12深水埗越野賽

2011荃灣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1 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

葵青區游泳比賽 2011

葵青區中學校際游泳錦標賽

綠色力量――環島行

葵青區中學校際籃球賽

第三屆文協盃籃球賽

葵青區中學校際足球賽

葵青區中學校際排球賽

2011粵港盃柔道邀請賽

柔道總會41周年香港柔道錦標賽

第二屆九龍城武術節

田家炳第九屆聯校邀請賽

屈臣氏集團

2A呂均烺、2E梁文浩、3A杜宇澤、3A梁浩楠、3B陳珈翹、

3B李城濤、3D李志洪、3D邱悅瀚

6C黃暐璁

3B李城濤

3D許　盈

1D曾卓馨、3A符淑怡、3A彭子菁、3C彭康遙、3C鄧卓然、

3D許　盈、3E古宣恆、4D魏詩蓓

4E林嘉豪

2C馬健朗

1B陳楚文、1B黃楚霆、2D洪梓浩、2A陳子宏、2B夏偉民、

2C孔君濠、2C馬健朗、2C柳彥良

5D黃美嫚

3D夏永貽

6A黎超煒

3D夏永貽、4C高家欣、3D許　盈、5D黃美嫚

4E石杰松、6A黎超煒、6C黃暐璁、7B梁浚彥

6C黃暐璁

3D夏永貽、4B吳惜芬、5D蔡雅瑤、5D黃美嫚

6A黎超煒、6A袁皓雋、6C黃暐璁、7B梁浚彥

6C黃暐璁

5D黃美嫚

3A符淑怡

2B李宛霖

2A郭灝軒

2B李宛霖

4D林耀聲

2B李宛霖

7B陳家陽

4D林耀聲

7B陳家陽、6C趙俊健、6E朱烙謙、4D林耀聲

1A溫文軒、1B朱日楠、1C潘嘉安、1D黎頌賢、1D黃政傑、

2A張嘉盛、2A郭灝軒、2C柳彥良

7B陳家陽

4D林耀聲

4D林耀聲、5E毛智釗、5F黃海強、6C趙俊健、6D謝偉綸、

6E朱烙謙、6E何俊燊、7B陳家陽

1A溫文軒、1D黃政傑、2A郭灝軒、2C柳彥良

4D魏詩蓓

2B李宛霖

2C柳彥良

1A溫文軒

袁達枝老師、4E林嘉豪、3D夏永貽、5D黃美嫚

黎可基老師、3B李城濤、4E石杰松、魏　賡(校友)

5D譚志偉、5F黃煒森、4F石澤源、4E陳強富

4D朱柏林、4E林嘉豪、4E林耀星、5F朱少偉、6A羅康橋、

6A袁皓雋、6B伍梓峰、6B葉景輝、6D王瑋琪、6E袁偉康、

6F陳旭輝、6F劉嘉樂

2B梁偉豪、2B黃浩能、3A馮顯惟、3A吳焯斐、3A杜宇澤、

3B唐鎮濤、3C楊瑞鴻、3D陳建良、3D李志洪、4A吳榮森、

4D蔡作明、4D葉幸寶

3D夏永貽、5B羅伊麗、5C葉愛華、5D蔡雅瑤、5D黃美嫚、

5D葉美琪、5D曾麗珊、5E陳秀盈、6A陳嘉穎、6A李偉靖

4D朱柏林、4E林嘉豪、4E林耀星、5F朱少偉、6A羅康橋、

6A袁皓雋、6B伍梓峰、6B葉景輝、6D王瑋琪、6E袁偉康、

6F陳旭輝、6F劉嘉樂

3C莊世圖、4B溫家勝、4E陳嘉明、5B吳潤文、6A黎超煒、

6B伍梓峰、6D許國超、6D王瑋琪、6E朱烙謙、6E梁宇鞍、

6F陳旭輝、6F黃裕軒、6F方俊邦、7A劉　健、7A袁栢銘、

7B馮日勤

6A陳嘉穎、6B梁潔倩、6C李小冰、5A楊雅清、5C鍾亦喬、

5D曾麗珊、4C高家欣、1B黃美翎

4D魏詩蓓

5A潘鎮江

2C吳晉匡

6A黎超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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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校 外 獲 獎 誌



越野

游泳

遠足

籃球

足球

排球

柔道

武術

劍擊

其它

學術

朗誦

音樂

視覺

藝術

社區

田徑

越野

澳洲數學比賽

「華夏盃」全國數學

奧林匹克初賽2012(香港賽區)

香港財務會計協會  財務會計員

基礎考試卷――會計及商業元素

第六十三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主辦

「我的學校」攝影比賽 2012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AYP)

葵青區中學校際田徑比賽

葵青區中學校際越野錦標賽

優異

二等獎

三等獎

銅獎

冠軍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亞軍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季軍

季軍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亞軍

優異

優異

優異

優異

優異

優異

優異

優異

季軍

優異

銀章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冠軍

團體冠軍

亞軍

亞軍

亞軍

亞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第四名

第四名

第四名

第四名

第四名

第四名

第四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五名

第五名

第五名

團體優異

團體優異

團體優異

總冠軍

冠軍

冠軍

散文獨誦　粵語男子組中三級

散文獨誦　粵語女子組中六、七級

散文獨誦　粵語女子組中五級

散文獨誦　粵語女子組中四級

散文獨誦　粵語女子組中二級

散文獨誦　粵語男子組中三級

詩詞獨誦　粵語女子組中五級

詩詞獨誦　粵語女子組中一級

散文獨誦　普通話女子組中三、四級

散文獨誦　普通話女子組中五至七級

散文獨誦　普通話男子組中一、二級

詩詞獨誦　普通話女子組中三、四級

詩詞獨誦　普通話女子組中一、二級

英文組中五、六、七級女子二人對話

英文組中三、四級男子二人對話

英文組中五、六、七級女子二人對話

英文組中三、四級女子二人對話  

英文組中五級女子獨誦

英文組中三級女子獨誦

英文組中二級女子獨誦

英文組中一級女子獨誦

英文組中四級男子獨誦

外文歌曲女聲獨唱14歲以下

中文男童歌曲聲獨唱14歲以下

中文女低音獨唱18歲以下

外文歌曲女聲獨唱16歲以下

中文女聲歌曲獨唱16歲以下

女聲二重唱18歲以下

鋼琴四級獨奏

鋼琴五級獨奏

箏獨奏中級組

男丙  400米        

男丙  800米        

女甲  800米        

女甲  1500米       

女甲  4X100米       

女甲  

男丙  4X400米      

女甲  400米         

女甲  800米         

女甲  跳高          

女甲  4X400米      

男乙  1500米       

男乙  3000米       

女甲  跳高          

女甲  100米         

男甲  800米       

男乙  400米       

三級跳       

男乙  4X400米     

男丙  400米     

女甲  200米         

女乙  1500米      

女乙  4X400米     

男丙  鐵餅         

男丙  跳遠         

女甲  200米      

女丙  鐵餅        

男乙  

男丙 

女乙

男子組

男甲團體

女甲團體

3D伍鈞豪、3E潘穎豪、4B郭國謀、4B陳永鏗

1D陳俊朗、2E陳梓恒

1C王海坤、1D謝鎮江、1D陳婷婷、2D張雄昇、2E陳浩鏵

6A蔡彩麗

3E王維鈞

6A羅　玲

5C郭婉儀、5E吳楚合

4F余瑋庭

2E張曼桐

3A連培添

5C關秀易、5C陳煒彤、5C張希嵐、5C李逢馨、5D周螢沙

1C陳玟頤、1D吳嘉惠

4C梁妙蓮

5F唐蓍蓮、5F沈倩琪

2E李楊力

4B吳惜芬、4C梁妙蓮

2D留雯雯、2D余珊珊、1B王嘉麗、1C王倩婷

5C鄧可兒、5C郭婉儀

3E陳信銘、3E王維鈞

5C黃嘉貞、5D黃麗琪

3A劉芷霖、3E郭曼茜

5C陳煒彤、5C鄧曉穎、5D周螢沙、5F沈倩琪、5F唐蓍蓮

3A陳煒坊、3E顏詩瑩

2D區善雅、2E李迦希、2E李紫晴、2E黃芍盈、2E楊樂心

1C樊子晴、1C羅曉桐

4A陸永翹

2E高嘉欣

2E簡嘉良

5F唐蓍蓮

4A馮加玟、4A張樂頤、5A謝芷恩

5A鄧可兒、5A蔡泳儀

5A冼嘉雯、5A李逢馨、5A鄧曉穎、5A鄧可兒、5A蔡泳儀、5F唐蓍蓮

2B何湘倩

3E何紫澄

5F沈倩琪

5B梁鎮庭

3E李欣華

6F方俊邦

2C馬健朗

3D夏永貽

5C葉愛華、5D葉美琪、5E陳秀盈、5C關秀易、4B唐麗茹

2A陳子宏、2B夏偉民、2C孔君濠、2C馬健朗、2C柳彥良

5D黃美嫚

5E陳秀盈

1B黃美翎、3D夏永貽、4C高家欣、5D黃美嫚

3B李城濤

5C葉愛華

5D葉美琪

5D譚志偉

3A杜宇澤

2A呂均烺、3A杜宇澤、3B李城濤、3D李志洪

2C柳彥良

5D葉美琪

3D許　盈

1D曾卓馨、3A彭子菁、3C彭康遙、3D許　盈、4D魏詩蓓

2E王鎧謙

2B黃偉森

5C關秀易

1D肖華倩

4E陳強富、4E林嘉豪、5D譚志偉、6A黎超煒、6A袁皓雋、

6C黃暐璁、6F關振鵬、7B梁浚彥

1B黃美翎、2E楊樂心、3A劉芷霖、3D夏永貽、4B吳惜芬、

4C高家欣、5D蔡雅瑤、5D黃美嫚

  
男乙團體 

男甲               

男乙                

女乙
               

女乙團體

男甲                

男丙
                

男丙團體 
 

女甲              

女甲              

男甲

女子組團體

男子組團體

男子A組

女子學界隊際賽       

男子學界隊際賽       

男子全場個人

女子青年組         

女子少年組

女子青少年組200米 背泳

男子青少年組 (10至12歲)

50米背泳

100米胸泳

女子青年組200米背泳

男子青年組200米四式

男子青年F組50米蝶泳

女丙 200米四式

男甲 100米胸泳

男甲 50米自由泳

男甲 4x50米自由接力

男丙團體

男甲 200米胸泳

男乙 50米蝶泳

男甲團體

男丙 4x50米自由接力

女乙 50米胸泳

女丙 100米背泳

男丙 50米蝶泳

男丙 200米四式

男丙 200米自由泳

綠行組        25KM 

綠行組        50KM 

(連續八年衛冕兼破紀錄)

青年組        25KM

男子甲組

男子乙組

女子甲組

中學組

男子甲組

女子甲組

女子組

女子初級組――52kg

青少年組 (山莊詠春館――李舉)

個人組花劍

學校傑出運動員獎

亞軍

亞軍

亞軍

亞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五名

冠軍

冠軍

第五名

冠軍

季軍

季軍

亞軍

第五名

季軍

季軍

季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亞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殿軍

殿軍

殿軍

殿軍

殿軍

殿軍

第五名

第五名

第五名

冠軍

冠軍

亞軍

冠軍

冠軍

季軍

季軍

季軍

第五名

冠軍

季軍

金獎

季軍

葵青區中學校際越野錦標賽

New Balance 10K 學界邀請賽

Giga Sports 越野賽

2011-12深水埗越野賽

2011荃灣區分齡游泳比賽

2011 黃大仙區分齡游泳比賽

葵青區游泳比賽 2011

葵青區中學校際游泳錦標賽

綠色力量――環島行

葵青區中學校際籃球賽

第三屆文協盃籃球賽

葵青區中學校際足球賽

葵青區中學校際排球賽

2011粵港盃柔道邀請賽

柔道總會41周年香港柔道錦標賽

第二屆九龍城武術節

田家炳第九屆聯校邀請賽

屈臣氏集團

2A呂均烺、2E梁文浩、3A杜宇澤、3A梁浩楠、3B陳珈翹、

3B李城濤、3D李志洪、3D邱悅瀚

6C黃暐璁

3B李城濤

3D許　盈

1D曾卓馨、3A符淑怡、3A彭子菁、3C彭康遙、3C鄧卓然、

3D許　盈、3E古宣恆、4D魏詩蓓

4E林嘉豪

2C馬健朗

1B陳楚文、1B黃楚霆、2D洪梓浩、2A陳子宏、2B夏偉民、

2C孔君濠、2C馬健朗、2C柳彥良

5D黃美嫚

3D夏永貽

6A黎超煒

3D夏永貽、4C高家欣、3D許　盈、5D黃美嫚

4E石杰松、6A黎超煒、6C黃暐璁、7B梁浚彥

6C黃暐璁

3D夏永貽、4B吳惜芬、5D蔡雅瑤、5D黃美嫚

6A黎超煒、6A袁皓雋、6C黃暐璁、7B梁浚彥

6C黃暐璁

5D黃美嫚

3A符淑怡

2B李宛霖

2A郭灝軒

2B李宛霖

4D林耀聲

2B李宛霖

7B陳家陽

4D林耀聲

7B陳家陽、6C趙俊健、6E朱烙謙、4D林耀聲

1A溫文軒、1B朱日楠、1C潘嘉安、1D黎頌賢、1D黃政傑、

2A張嘉盛、2A郭灝軒、2C柳彥良

7B陳家陽

4D林耀聲

4D林耀聲、5E毛智釗、5F黃海強、6C趙俊健、6D謝偉綸、

6E朱烙謙、6E何俊燊、7B陳家陽

1A溫文軒、1D黃政傑、2A郭灝軒、2C柳彥良

4D魏詩蓓

2B李宛霖

2C柳彥良

1A溫文軒

袁達枝老師、4E林嘉豪、3D夏永貽、5D黃美嫚

黎可基老師、3B李城濤、4E石杰松、魏　賡(校友)

5D譚志偉、5F黃煒森、4F石澤源、4E陳強富

4D朱柏林、4E林嘉豪、4E林耀星、5F朱少偉、6A羅康橋、

6A袁皓雋、6B伍梓峰、6B葉景輝、6D王瑋琪、6E袁偉康、

6F陳旭輝、6F劉嘉樂

2B梁偉豪、2B黃浩能、3A馮顯惟、3A吳焯斐、3A杜宇澤、

3B唐鎮濤、3C楊瑞鴻、3D陳建良、3D李志洪、4A吳榮森、

4D蔡作明、4D葉幸寶

3D夏永貽、5B羅伊麗、5C葉愛華、5D蔡雅瑤、5D黃美嫚、

5D葉美琪、5D曾麗珊、5E陳秀盈、6A陳嘉穎、6A李偉靖

4D朱柏林、4E林嘉豪、4E林耀星、5F朱少偉、6A羅康橋、

6A袁皓雋、6B伍梓峰、6B葉景輝、6D王瑋琪、6E袁偉康、

6F陳旭輝、6F劉嘉樂

3C莊世圖、4B溫家勝、4E陳嘉明、5B吳潤文、6A黎超煒、

6B伍梓峰、6D許國超、6D王瑋琪、6E朱烙謙、6E梁宇鞍、

6F陳旭輝、6F黃裕軒、6F方俊邦、7A劉　健、7A袁栢銘、

7B馮日勤

6A陳嘉穎、6B梁潔倩、6C李小冰、5A楊雅清、5C鍾亦喬、

5D曾麗珊、4C高家欣、1B黃美翎

4D魏詩蓓

5A潘鎮江

2C吳晉匡

6A黎超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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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名單如下：

評判吳良媛老師與普通話組冠軍

普通話組得獎者合照優異獎得獎者與嘉賓合照

評判黎耀庭先生與粵語組冠軍

粵語組得獎者合照

 比賽過程中，參賽者透過互相觀摩、交流心得，提高學習中文科及普通話科的興趣、提升演說能力和技巧。大家如想

感受比賽當日的盛況及得獎同學的喜悅，可以到以下網頁瀏覽：

http://web.liymss.edu.hk/~websubject/web/school/album/1112/Award%20&%20special/20120225_Chi/index.html

初賽預備中
初賽現場

 不經不覺，葵青區小學即席演說比賽已來到第七屆。

承蒙大家的支持，今屆參賽者的人數是歷年之冠，粵語組

及普通話組別的參賽人數共279人，這也許反映了越來越多

人認同即席演說這門學問對學生語言能力提升的重要性。

在此，我們要感謝教育局荃灣及葵青區學校發展組總學校

發展主任林漢荃先生、青衣區及葵涌區小學校長會主席王

雲珠校長及胡艷芬校長繼續擔任榮譽顧問；香港普通話研

習社老師吳良媛老師擔任普通話組決賽評判；教育局高級

學校發展主任(語文教學支援/中文) 黎耀庭先生擔任粵語組

決賽評判。

冠
亞
季 
 
 
 
 
 
 
 
 
 
 
 
 

優
異
獎

姓名

朱力恒

馬俊欣

吳邦成

陳東海

曾慧欣

古  鈺

彭宣瑋

鄭喜嘉

江祉穎

譚詠文

郭靜瑤

鄭曉玟

何斯敏

何沚澄

繆蓉儀

譚倩盈

陳文軒

陳曉嵐

呂詠萱

麥詠儀

黃澤權

毛天一

胡文雅

姚祖兒

陳卓言

匡智盈

朱芷晴

溫卓熙

黃丹妮

陳智軒

邱振翺
姚曉晴

所屬學校

聖公會仁立小學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亞斯理衛理小學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李一諤紀念學校

祖堯天主教小學

荃灣商會學校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郭怡雅神父紀念學校

郭怡雅神父紀念學校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慈幼葉漢小學

慈幼葉漢小學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聖公會主愛小學

姓名

郝思媛

譚天宙

鄧宇鍵

李佩兒

鄧秋怡

黎雅雯

孫嘉寧

鄭園薺

陳雯熹

程曼琪

練麗芬

關心怡

鍾海榮

陳寶兒

黃詠儀

雷妙婷

劉琳娜

李鵠志

陳嘉盈

梁麗瑩

李景恩

袁心亭

羅緯珺

廖展鴻

王漫俐

梁洛維

胡嘉鎣

曾瑋貽

所屬學校

祖堯天主教小學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李一諤紀念學校

祖堯天主教小學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東華三院黃士心小學

保良局世德小學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李一諤紀念學校

祖堯天主教小學

祖堯天主教小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郭怡雅神父紀念學校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聖公會主恩小學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聖公會青衣主恩小學

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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