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懷著充滿期盼的心情，迎接新學年九月的來到。

踏進2011年，便是李中三十周歲，屆時將舉行一連串校慶活動，而校慶將以「生生不息」為主題。 

「生」：代表基督耶穌所賜予的豐盛生命，滿有生機和活力； 

「生」：代表每一位李中學生； 

「不息」：代表繼往開來，承傳使命之意。

為著校慶，學校已開展各樣籌備工作。第一項最奪目的工作，一定是位於操場旁的大型壁畫了。經過連月來的籌

備，老師和近二十位同學，終於在六、七月的盛夏中，為這幅壁畫，一筆一筆添上亮麗悅目的色彩。

壁畫的意念，是模仿一本活頁的畫冊，上面載有李中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古語云三十而立。李中的第一個十年，

是起步的階段；第二個十年，學校不斷吸收養份；第三個十年，李中已經穩健成長，成為滿有動力和理想的青年。這正

正展示了校慶主題中「不息」之意。

為了避過似火驕陽，我們多安排同學們於下午稍後的時間才開始繪畫的工作。每一次六時許離開，看到同學們一起

動筆，天氣雖仍悶熱，但同學們的臉上仍是掛著笑容。壁畫竣工了，我們看到的，是一幅鮮艷而龐大的畫作；我看到

的，更是每一筆油彩背後，同學的青春笑臉和對校園的熱愛！

另一個校慶大型建設，將會是學校後花園的一條生態徑。第一期的工程，將包括一條60米長的綠色園圃及小徑，以

及接連的一系列馬賽克壁畫。我們會在園圃種植不同的香草、瓜果和花草，而馬賽克壁畫亦會以花為主題，與園圃互相

呼應。這條生態徑，除了回應校慶主題、充滿生氣之外，更重要的是整個興建過程，都會有學生的參與。一磚、一木、

一花、一草，將盛載同學的汗水和努力。待生態徑落成後，我們更會將硬件與課程結合，同學們可利用生態徑進行各式

各樣的學習活動，如科學研習、戶外寫生等，屆時，校園每一角落都將會是學習和知識緊扣的角落。

這些基建，為校園添上了生氣。稍後四月份的校慶主體活動，如感恩崇拜、開放日匯演、英語話劇、紀念特刊及校

友聚餐等活動，將進一步凝聚各位李中人，讓大家共聚一堂。我們除了懷著感恩的心共敍當年情意，更盼望能凝聚更多

李中人的強大資源，令李中未來發展更添動力！

聖經傳道書 3:1-11(節錄)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 

栽種有時……建造有時……。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

鄧校長與視藝科老師及二十多位有份參與繪畫壁畫的同學合攝



「舞台工作組」是去年新成立的服務團隊，成立目的如下︰

1. 讓同學透過一系列嚴謹訓練，掌握舞台表演中之作業技巧，如舞台管理、監督、音效、燈光和道具佈景等； 

2. 協助同學在表演中，取得更佳的舞台視覺效果。

工作組成立至今已漸見規模，經過半年多時間的籌備，組內已經添置相關器材；同學亦已完成培訓，成為核心成

員。誠然，舞台工作組仍在擴充階段，在未來的日子，熱切期望有更多同學能參與其中！

本團隊以「同儕師徒制」給予新學員培訓。顧名思義，已受過適當培訓之同學會成為新學員的「師傅」，幫助新學

員學習舞台的作業技巧及服務時應有的態度。在培訓的過程中，「師傅」也可透過與「徒弟」間的互動而獲得「教學的

回饋」，達至「教學相長」的目的。

此外，「同儕師徒制」旨在擴闊師傅和學員的學習知識、技能，同時增強他們的溝通技巧、解難、領導及規劃等能

力，令同學體會群體工作的團結精神。這一切，都有助培養、建立同學的自信心及責任感。因此，師傅們要經常開會檢

討，對自己的教學作出適度調節，以達至成效。從實踐中學習及成長，莫過於此吧！

各組員除了為禮堂進行的各項表演提供技術支援服務外，我們更開始為有蓋操場新建的小舞台提供服務。對於我們

來說，過去最具挑戰性的任務莫過於四月份舉行的英語話劇公開表演了，全體人員於表演前兩個月已開始參與籌備及綵

排工作，過程雖然艱辛，但同學們均能透過如此大型的演出，獲得了寶貴的經驗。

最後，我們衷心期望學員能學以致用，每一場演出均成為 「GOOD SHOW」！

短短半年的光陰，舞台工作組的成員

們一起開會、受訓、演出、為着這個

剛誕生的小寶寶不斷注入養分。作為

學校新成立的舞台工作組的一員，身

負着史無前例的重任。老實說，我享

受着每一份關於工作組的任務。每當

大家聚在一起共商大事的時候，心中

的一腔使命感油然而生。我希望將這

個任務薪火相傳，讓我的學弟學妹亦

感覺到那種使命與責任感，學習到管

理與領袖技能，領略到平日校園生活

中少有的滿足。因此，我要與一眾成

員上下一心，為着茁壯成長的寶寶加

油。戰友們，我們一同向着標杆直跑

吧！

5F 劉加威 

(0910年度舞台工作組舞台總監)

轉眼間，舞台工作組已成立了半年。曾老師當日找我擔任後台監督這個職

位，與另外七位成員一起做「開荒牛」的情境，到現在仍歷歷在目。老師

與同學都是「由零開始」接觸這個舞台，大家都是沒有經驗的。所以，我

們由低做起，不論是清潔每一樣器材，還是編寫教材，大家都是盡心盡力

地，一起學習新事物、新知識。

我們的成員都是來自中三、中四的學生，大家還有許多其他職務，所以日

常的空閒時間很少。因此，很多時候我們都需要在假期中回到學校開會和

做各樣預備工作。每次，所有成員都是非常合作的，願意為工作組，以致

學校付出自己的私人時間。

我們的工作很多時都是隱身於黑暗中，很少會被人注意到。但其實，每一

次禮堂有演出，都是我們為大家服務的時候。不要小看任何一個周會，在

大家眼中看來是普通的，但對我們來說，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學習和考驗。

回想每一次與成員相處的時光，回想每一次演出的時候，回想每一次操作

器材的時間，這些都成為我的寶貴回憶，因為當中滿載著大家的努力。儘

管學校舞台組未來的發展仍是充滿著變數，但我希望大家仍會繼續為這個

舞台盡一分力。

5F 吳美珍 

(1011年度舞台工作組舞台總督及0910年度舞台工作組後台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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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校舉辦的第五屆葵青區小學即席演說比賽，已於本年的二月二十七日早上舉行。

比賽的目的除了提昇同學的演講技巧及語文能力，亦希望加強學校之間的聯繫，互相觀摩

及交流心得。我們感謝教育局荃灣及葵青區學校發展組總學校發展主任溫啟良先生、青衣

區及葵涌區小學校長會主席王雲珠校長及許繼祥校長繼續擔任榮譽顧問；香港普通話研習

社理事會主席林超英先生及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的李曉京老師擔任普通話組決賽評判；資深

演辯及朗誦培訓導師、香港學校朗誦節評判周勤才先生擔任粵語組決賽評判。 

160多名來自15所小學的同學以抽籤形式分組進行初賽，每組成績最佳的首三名進入決

賽。經過緊張激烈的比賽，最終順利誕生了粵語組和普通話組的冠、亞、季軍，如大家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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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名單如下：

粵語組 普通話組

獎項 參賽者姓名 所屬學校 參賽者姓名 所屬學校

冠 杜國滔 祖堯天主教小學 黃嘉怡 祖堯天主教小學

亞 何卓勳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劉浩思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季 傅欣怡 慈幼葉漢小學 陳瑋琦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優異獎 

(決賽入圍)

翁瑀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梁綺霖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樊曉怡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李盛坤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梁家灝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何曉可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 

李一諤紀念學校

林曉雪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  

李一諤紀念學校
岑子晴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丘家寶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黃詩聰 聖公會主恩小學

雷妙婷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孫顥溵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招栢穎 聖公會仁立紀念小學 曾誌烽 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

優異獎

許綺晴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 吳婷詩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梁婉儀 石籬聖若望天主教小學 李家玲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陳雅薇 石籬聖若望天主教小學 曾上容 中華傳道會許大同學校

黃嘉欣 石籬聖若望天主教小學 謝沅靖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林錦濠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朱麗珊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彭佩儀 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 謝梓瑩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 

李一諤紀念學校

何循豪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葵盛信義學校
列梓晴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卓若斯 慈幼葉漢千禧小學 余莉菲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杜國滔同學已蟬聯了兩屆粵語
組冠軍

優異獎的得獎者大夥兒拍照留念 等候決賽的同學心情緊張 決賽開始前的一刻 初賽的其中一個分組，大家心情各異

http://web.liymss.edu.hk/~websubject/web/school/album/0910/activities/ 
20100315A/album/index.html

粵語組別的優勝者

普通話組別的優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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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別會及畢業典禮

試後福音營

歌唱比賽

長跑訓練營

中六迎新營

中四級企財科「走出課室」

製作壁畫
馬賽克廊

主禮嘉賓──教育局總學校發展主任
（荃灣及葵青）溫啟良先生與杜仁廉
校監率領一眾校董準備進入禮堂

迎新營中合演話劇

工程進入第二部分──上色

視藝科的同學分成多個小組，
合作拼砌出一幅又一幅精緻的
馬賽克畫

已經畢業了的師兄師姐，因著愛回
到我們當中與一班學弟妹分享生命

為了讓自己精神飽滿地聆聽神的
話，大家先在體力上補充一下

來到福音營的最後一天，大家帶著
飽足的靈來張大合照

最後一屆會考的中五畢業班與
中七的畢業班

歌唱比賽的籌委為我們載歌載舞

李中跑手大合照

來自不同中學的中六新生來一個互相認識

一切由零開始，視藝科的同學
分工合作，為壁畫鈎畫出輪廓

同學們預先準備了不少問題，
爭取發問的機會

嘉賓郭字寧先生正耐心地向
同學暢談他創業成功之道

採訪完畢來張大合照 

李中管弦樂團的表演

李中的同學也愛夾Band

訓練中

同學正在預備馬賽克畫中的材料──
馬賽克迷你磚

完工了！大家露出喜悅的神情

分成小組與已畢業的師兄暢談
高考生活的苦與樂

集體熱身

合唱組中的一班同學為
歌曲設計了特別的舞步

上英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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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的牛丸，質感是多麼的煙韌彈牙，令人懷念……

寒風驟起。坐在有蓋操場的椅子，沒有牛丸，喝著微暖的維他奶，看見遠處奔跑的影子，想

起了以前自己也是個愛亂跑的孩子……

那些年天氣又悶又熱，我總是跑到一身臭汗回到教室，閒暇就和身旁的阿超唱歌，或是和前

面的阿聰講講笑話。老實說，我不喜歡上課（老師對不起了）。我喜歡作自己想作的事，喜歡

唱飛輪海的歌，喜歡講有關金泉的笑話……不時在長長的走廊，與一班死黨談著說著，看著鄰

班那可愛的女孩，又或推著笑著，跌坐在地上，有一次更給外籍老師破口大罵。

或許初中的我是個「壞學生」。年少輕狂的我做過不少亂七八糟的事情：上課吃雞翼、跳

窗、「非禮」男同學……回想初中的我，最擅長的就是睡覺，嗜好是玩樂。那時年少無知的我

常常睡得很死，玩得很癲狂！想起那昔日的影子，連自己都感到可怕！若我的初中生活用圓形

圖表達的話，大約45%是用來睡覺，45%用來玩樂，只有10%用來上課學習。與別不同的學生特

別吸引老師注意，當我知道自己已被學校「劣童關注處理組」看上時，我仍臉無懼色，依舊我

行我素，闊步走自己的路。我經常被老師大罵，但我卻不妥協地與他們抗衡。其實我不喜歡與

別人作對的，可惜我崇尚的自由與校規背道而馳──直接說，沒有人喜歡被處處限制。

我的初中生活真是一個悲劇！可幸幸運之神給我機會，讓我可以升級。而且，長期與老師對

抗的我也開始感到疲累，我也不想這對抗生活成為羈絆纏繞自己。

我想有轉變。

中四那年，我有所頓悟，我不能繼續以初中的態度來上學。我低頭想想，初中的我究竟做過

什麼呢？我是不是太「過火」呢？是不是太笨呢？沒錯！我真是一個多麼愚蠢的小孩！過往許

多與老師的抗爭都是無理的，根本是我自己的問題，我錯了，真的錯了。我不想將來成為一堆

爛泥，我要改變！

看著時鐘分分秒秒總是爬得很慢，其實時間流走飛快。眨眼一個又一個學期過去了，如白駒

過隙。踏入中五階段，數算日子，我還有多少留在校園的日子呢？浪費了的時光一去不返，也

留下不少無法挽回的遺憾，究竟過去的日子有營養留給我的成長嗎？可幸，那些有點無知、有

點癲狂的歲月也成了一點養份，讓我由無知小孩漸長成會用腦思考的人。隨時間流逝，我漸漸

長大，慢慢學會了用腦思考；用心感受。驀然回首，每個人都有那一段叛逆的歲月，不打緊，

但要從幼稚之中學會聰明，然後去改善、進步。

人生觀、價值觀，和那人所處的時代背景究

竟有多大關連呢？我心裡感到恩惠，因為我的青

少年時代，並不像我父母經歷的那一個經濟剛恢

復再起步的時期；亦不像我祖父母經歷艱辛的二

次大戰的混亂時期。我不得不由衷地感謝我的父

母，他們在極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奮發工作、克盡

己任，讓我能在一個安舒的環境下成長。

從小到大，我都是一個平凡的學生。我沒有

過人的才華，也不是同學中的領袖。還記得小學

時，學業上的競爭十分激烈。考試過後，我總害

怕向父母交代自己的成績。到了初中，我最感吃

力的是中、英文科。漸漸，語文基礎薄弱成為我

在學習上的阻力，即使亡羊補牢，下定決心改

善，但我已錯失了學習語文的黃金時間。現在回

想起來，真是後悔莫及！

少年時哪一件事是我最感恩的？那就是中五

畢業後，我能在李中升讀預科。李中的老師都是

愛護學生，盡心盡責的。他們嚴謹的教學態度、

對學生親切的關懷、在信仰上給同學的啟迪，都

令我印象深刻。其實從事教育工作是一件很有意

義的事，這種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工作，所付出的

精神和心力是超越一般人所想像的。我謹向每一

位曾教導我的老師說一聲：「謝謝！」

數年前，為了提高個人的藝術涵養，我開始

學習彈琴。學習過程極艱苦，一個成年人，五音

不全又拍子不準，每天卻要乖乖坐在鋼琴前練

習彈奏，是一件刻苦又挑戰意志、耐性和體力的

事。當我反復練習一首樂曲，我常感到挫敗和氣

餒。但我會幻想，若能成功彈奏，那是多麼令人

感動的場面，旋律會如何優美，這樣，我便有力

量繼續練習。

轉眼間，我已在李中生活快八年了，而我亦快要離開

了。有人可能會問：快一點離開被校園束縛的生活不是更

好嗎？昔日的我確實恨不得盡快離開這裡，但如今我卻想

時間就此停住，讓我可繼續沐浴在母校的愛顧中。可惜，

時間流走不回頭。幸好，在這快八年的時光，我得著很

多，我可以滿足地離開。

初中時黃毛小子的我在校園快活的生活，光陰就在嘻

嘻哈哈聲中給虛渡了。前途問題？我從沒放在眼內，放在

心中。我的學習生活得過且過，成績只求中規中矩，只要

足向老師、父母交代就可以了。青春，就這樣被揮霍掉

了。

一位老師曾對我說：「讀書時讀書，遊戲時遊戲」，

似乎是一句極普通的尋常話，當時年少無知的我也沒放在

心，當然也不會實踐。不，這句話我也可以做到一半，遊

戲時我十分投入其中，但讀書……那一次，我醒覺了。到

了今天，我身邊的同學朋友就知道我在努力地實踐老師的

教導，我不但只愛玩，也懂得認真學習了。

嘗過中五會考失敗，我的校園生活發生了變化。放榜

那天，我的世界好像灰暗了，可幸我仍感到校園的溫暖。

那刻呆站走廊的徬徨仍然歷歷在目，那真是一場惡夢！本

以為在原校重讀的希望落空，最後卻失而復得，身邊更有

許多朋友一直陪伴在旁，連聲安慰。重讀那年面對多方的

挑戰，不免感到挫敗，不如意的事也接二連三發生，但有

一眾師友的鼓勵，我走這條

路也不感到孤寂。

今天，我成長了不少。

我 沒 想 過 會 待 在 李 中 這 麼

久，沒想過自己有能力應付

整個中學課程，更沒有想過

得的遠超過失的。雖然校園

生活總有無形的束縛，但這

束縛無疑在塑造我的成長。

在李中的一切，全是恩典！

時間如流水飛逝，眨眼已是中五。各班教室分散至各樓層，

長廊彷彿失去了聯繫感情的功用，或許當你升上中五時會為此

感到點點的寂寞……

鐘聲響起，看著阿靖和她手上的墨魚丸，我催促她快點吃

完。我所惦念的依然是已停售的牛丸，是鄰班那女孩，是初中

長廊的光景……

《我是這樣成長的》  

5A 羅康僑 7B 韓楚琪

龔錫雄老師《成長的鑰匙》     
我的鋼琴老師給我很多支持和鼓勵。無論我

彈奏得有多差勁，看譜的速度有多慢，手指的反

應有多笨拙，她總是循循善誘。她也常勉勵我：

「優秀的演奏家是透過每天刻苦而漫長的練習磨

練出來的，沒有其他捷徑！」

雖然成長的過程中難關重重、挑戰處處，但

仍然遍地生機。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家人、良

師、好友，均給我鼓勵和扶持。讓我們在生命的

低潮時，仍能記得：「讓生命重燃新的希望，讓

希望燃亮你我生命的光芒！」要知道，生命中仍

然有很多令人驚喜和讚嘆的地方呢！

有 時 候 我 想 ， 現 在 學 生 所 面 對 的 挑 戰 和 機

遇，和五十年前或一百年前的有什麼不同呢？

我 們 這 一 代 所 面 對 的 挑 戰 是 前 所 未 有 的 艱

巨，是難以處理，又急於解決的普世挑戰。例

如：城市人口膨漲及老化問題；地球暖化和能源

危機；在全球化的進程下的地區經濟及文化侵略

和保衛戰；基因改造技術及食水食物供給分配等

等問題，皆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在這獨特的

時代背景之下，同學們如何在中學時代，好好發

展自己，並延續上一代的貢獻和努力，去迎向這

些挑戰和機遇？我想分享一下個人看法，若有不

足之處，還望大家體諒。

我看過一本書──《一生的忠告，一位外交

家爸爸給孩子的信》，作者身處的年代雖距今約

三百年，但當中所寫的人生道理，有很多值得我

們參考的地方。例如書中第三封信，作者教導他

的孩子：「切忌成為一個凡事怠慢的人。」

所謂怠慢的人，就是指凡事都毫不努力的人。
他們在行事過程中，只要稍遇困難，就立即感到沮
喪；他們在目的還未達成之前就已輕易地放棄；僅
僅獲得一點皮毛的十分表面化的知識就感到非常滿
足；他們還自作聰明地認為那些努力工作的人是傻
瓜、是白痴。i 

我覺得怠慢是成功的敵人，但更危險的是，

它往往會形成享樂和放縱的生活態度。現代社會

資訊發達，上網打機和網上交友是時下青少年的

玩意。若同學過份沉迷，不能自拔，往往會防礙

學業和身心成長。其實，很多有益身心的興趣，

例如跳舞、演奏樂器、運動，不但可以使頭腦保

持清醒，還可以讓我們擁有終身興趣，一生受用。

其次，學習歷史對我們成長是很有幫助的。 ii

它讓我們更認識身處的社會環境，讓我們能較客

觀地去分析身邊發生的世界大事和社會現象。特

別是對修讀理科或商科的學生而言，歷史是非常

重要的學習資產。 

另外，多參加校內課外活動、校外的聯校比

賽等也非常重要，例如多參加學生會所舉辦的活

動，各種的文化交流活動、領袖訓練活動。同

樣，多閱讀優秀的雜誌，例如中國評論、亞洲周

刊、Newsweek、Economist等，能更了解本地和

全球的時事新聞和經濟資訊，擴闊視野。

最後，一個健康的生活態度也很重要。學習

以謙虛、感恩的心去生活，不要為名利、錢財、

權力迷失自我。以敬畏神的心去過每一天的生

活，努力做好每一件工作，學習去尊重、愛惜、

寬恕自己和別人，都是發展自己，迎向挑戰和機

遇的重要質素。

i「一生的忠告，一位外交家爸爸給孩子的信」，查
斯特菲爾德爵士著，劉樹林、崔舨麗譯，海湖出版
社，第十三頁。

ii「一生的忠告，一位外交家爸爸給孩子的信」，查
斯特菲爾德爵士著，劉樹林、崔舨麗譯，海湖出版
社，第八十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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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理能力

最近傳媒經常形容香港新一代的青少年為

「港孩」，究其原因是香港很多孩子皆由家庭

傭工照顧，生活上一些簡單的事情自己也不懂

得完成，亦養成意志力薄弱，少許失敗便不能

承受，動輒更以輕生來解決問題。要培養青年

人的自理能力，當然在子女年幼的時間開始是

最好的，到了初中高中的年紀，家長更應放心

子女擔任家庭的職責，讓他們自行解決生活上

的瑣事。每年我會安排家庭旅行，大多數都是

自遊行，我會要求我的小朋友自己閱讀旅遊資

料，為一家人設定行程，到旅行當地了解交通

和膳食安排，這樣可以大大提升孩子的解難能

力。此外，我十分鼓勵兒女參加制服團隊的活

動，除了增加課外知識外，透過歷奇訓練，讓

他們擴闊視野，鍛練體能，磨練鬥志，建立友

誼。這些經驗令他們擁有未來在社會立足所應

有的個人素質。

《教子方程式》簡永源老師

(二) 理財

自從孩子上中學後，他們需要自行上學，

午膳，再加上日常消費，社交活動等，父母必

須給予零用錢，亦必須教導他們如何「洗錢」

。這世代消費主義高漲，青年人很容易就受不

著引誘，養成了亂花錢的壞習慣。家長首要

的是為子女決定一個合理的零用錢的金額，這

金額亦應具有彈性，讓孩子在所有基本開支以

外，還有少許剩餘，借此鼓勵他們，喜歡的可

以偶爾花費多一點，但也可以把錢儲下來，建

立儲蓄的習慣。我和太太亦會透過孩子的一些

索求，教導他們一些花錢的重要觀念，就是「

需要」和「想要」、「價值」和「價格」的分

別。現今科技發達，電子產品不斷推陳出新，

款式、功能各有不同，令人花多眼亂。我們跟

孩子討論他們使用手提電話的需要，讓他們明

白他們不應只想擁有最新款的手機，只需要找

一款符合他們的需要就夠了；也令他們知道雖

然手機價格各有不同，但因應他們使用上的需

要，不同手機的價值也是差不多的。最後一家

人經過一些討論，在店舖前互相比較，孩子滿

心高興地買了最合適的手機。

(三) 友情與愛情

新一代的少年人敢愛敢恨，感情易來快

走。孩子上中學後，我們已留意他倆所結識的

朋友，多了解他們和朋友相處時會遇到的問

題。子女踏入了青春期，父母當然也關心(更加

擔心)他們有否「心思思，有件事」，我們也

放膽的和他倆談情說愛，在家中看電視劇、時

事新聞的時候，可趁機與兩姐弟分析問題，灌

答應了編輯老師寫這篇教子方程式，坐下來想一想，我家中的孩子已到了高中階段，早已離開了幼童的塑造期，為他們建立習慣，培養興趣。我

只想到兩姐弟正邁向成年，作為父母的，不再是他們的話事人，最好是擔當一個同伴的角色，也趁他們還在自己的身邊，教導他們一些在學校裏的正規

課程中，沒有太多教導的東西。

袁達枝老師、張廸生老師熱心教學，關懷學生，對教育付出的熱

忱及努力大家有目共睹，而他們的優秀表現亦獲肯定。

敬師運動委員會主辦的第十五屆表揚教師計劃頒發了表揚狀予袁

老師，以表揚袁老師在教學專業上力求進步，教學投入，關顧學生，

啟發學生學習潛能，並能以身作則，作學生典範。

另外，張老師於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辦2010年優秀教師選舉 

（教學組）獲得殊榮。張老師表示要感謝同工的支持，尤其樂於看到

「生活教育科」得教育界的重視。他認為「生活教育科」可讓老師與

學生作真誠深入的分享，並一起尋索生活的智慧。

本校「跑步基」黎老師以鐵人意志努力平衡教學工作及長跑夢，

他付出的汗水實不足為外人道。本年度他再闖長跑生涯的另一高峰，

入選香港田徑隊，代表出戰十二月份於印度浦那舉行的亞洲馬拉松錦

標賽。黎老師現時為全港排行第二名的華人馬拉松好手。

二零一零至二零一一年度乃本校創校三十周年

的大日子，三十周年校慶的主題為「生生不息」，

期望本校優良傳統，李中精神能一直承傳下去。

黎可基老師跑步英姿

雷淑銘老師(左)携同千金與鄧錦明校長(右)一起
恭賀張迪生老師(中)獲獎

袁達枝老師（右後）與一眾男籃愛將

輸正確的觀念。可幸的是他們自少就在教會長

大，深信他們在信仰的基礎上、在感情的問題

上也可以有堅定的立場，能夠抵禦社會日趨敗

壞的風氣。

(四) 人生規劃

所有父母皆望子成龍，但香港的教育制度

實在給子女太大壓力了。縱使我們可以安排孩

子不在主流的學校就讀，對學業的關注和憂慮

還是不絕的。兩姐弟在學習上的表現竟也是天

淵之別，一個主動積極，一個卻愛理不理。理

智上提醒我們不要每每比較，但感性上卻無可

避免，家庭的吵鬧也不時發生。其實學業成績

只是人生的小部份，呵責他們是要他們為自己

的事盡責任，最重要的是讓他們有生活的目標

和理想，懂得認真地過日子。最近大女兒預備

升讀大學，我們一家人分享了個人興趣，學業

成績，以至職業的選擇，生活的憧憬，我們不

是要為她作甚麼決定，只想給她支持和鼓勵，

希望她可以充滿自信的走一條自己最想走的

路。

結語

聖經說兒女是上帝給父母的產業，既是這

樣，我們就要好好地管理上帝的產業了。我肯

定自己不是一名理想的父親，也不希望在此向

大家說教，我只想分享一些我在家中嘗試做的

事，就是要孩子建立自己的人生。子女終究都

會獨立，要自己面對自己的生活，他們不一定

要做名人，賺許多的錢，身為父親的只期盼他

們走一條對得起人，也對得起自己，更重要的

是忠於上主的人生路。

為慶祝三十周年校慶，將有一連串慶祝活動舉行：

15/4/2011 感恩崇拜

15/4 -16/4/2011 開放日

30/4/2011 英語話劇表演及三十周年校慶聚餐

三十周年校慶三十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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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year, all Form two students had to join English Drama. My 
character was Joey. When I knew I played Joey, the whole class 
clapped for me. I was scared, but, at the same time, I was very excited. 
Huge pressure was put on me and I was afraid I could not meet the 
teachers’ requirements because my English was not so good. I kept on 
asking myself if I could do the job well. Soon,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teachers and schoolmates, their encouragement and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I got, I had much more confidence than before. Finally, the 
drama was a great success. I was so grateful and I really have to take 
this chance to thank all my teachers and schoolmates. It was such a 
valuable experience that I am sure I will never forget.

I appreciate the chance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drama so much! It was 
such a valuable experience that it had built my confidence. Also, I 
have learnt a lot of useful skills from it, especially how to cooperate 
with others and how to use my voice properly so that I can speak 
loudly without actually shouting. These two skills help me a lot 
in my studies. I do better in oral presentations and group projects 
afterwards. Moreover, acting as an orphan in the drama made me 
realize how precious our families and love are. Finally, I want to 
thank the teachers for giving me such a great opportunity to learn.

Last year, we performed an English drama. In the beginning, I felt 
angry during rehearsals because we had lunch late. Teachers shouted 
at us loudly when we did something wrong. Later, we were worried 
but we enjoyed the drama. We were very happy to complete a 
great performance. I have learnt many things such as acting and 
voice projection. You may not think they are very important but I 
think you will use them in the future. Thank you for all the English 
teachers and I hope F.2 students will like English drama.

I am very glad that I could be a performer in last year’s Drama 
Night. It took me a lot of time to get things ready. I learned that 
it is very hard to perform a drama successfully. We need to be 
earnest and have to cooperate with others. Although I acted a funny  
character﹣a tooth in a TV commercial, it was very hard to perform 
it well. But in the Drama Night, when I appeared, many people 
laughed and I felt it was a success.

The Drama Night was a memorial experience of mine. At first, it 
seemed to be a simple task as I just had to say three lines on the stage. 
However, later I started to realize that it was very difficult. I spent 
plenty of time practising the lines. I was under pressure because I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start the drama and I had to arouse the audience’s 
interest and get their attention. 
After this show, I understand that team work is very important. I have 
to communicate and cooperate with my classmates when moving 
chairs and tables on the stage. I have learned that self﹣confidence and 
communication are important in a drama performance. I have much 
pleasure to have been given the chance to learn from the Drama Night.

I enjoy drama very much.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had ever participated 
in a big play. I had a good experience and learnt how to work in a 
big team. Actually I thought it was a difficult job, but I felt excited 
about it. I never heard the story ‘Joey’. It was difficult for me to act 
the role of a bad woman ‘Mrs. Han’ as I was actually a very happy girl 
but I tried my best. I learnt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my classmates 
and be a good actress. Finally, I had confidence in standing on the 
stage so I really want to thank all the teachers for helping me in the 
lessons. 

Witnessing the Miraculous: The NET view of LIY’s Drama Program
When asked to write an article about the drama program my initial reaction was: “I only trained the M.C.’s – why not get someone who 
was more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whole production to write it!” But upon reflection, I realized being a little removed from the whole process 
gives me a special perspective – the viewpoint of the observer. Most of what I witnessed gave me a sense of awe, or even, to be honest, terror! I 
felt terror of the immensity of the task faced by students and teachers alike and I felt terror when I thought about how much was at stake for 
students, teachers, and even for the school. I saw stress and worry, conflict and derision. Frequently my heart sank as I overheard more stories 
of disaster and woe. Inwardly prepared for the worst, I nervously readied my MC’s for their part in the dress rehearsals. 

A school drama; what a gargantuan task – hundred of students working together through six acts, replete with costumes, choreographed dance 
and musical parts, all coordinated with state of the art stage technology. The enormous coordination and careful timing required generated a 
vast minefield of potential pitfalls. If Murphy’s Law had been in effect (Anything that can go wrong, will go wrong) Drama Night would have 
been in for a very rough go. But, thanks be to God, it seems a different law ruled the day, and program as a whole, for drama productions both 
in 08﹣09 and 09﹣10 turned out to be absolutely roaring successes. At least from my perspective.

And my perspective on Drama night was that of an appreciative member of the audience. Goodness knows, there must have been countless 
little mistakes, but they didn’t detract from the show. The product for us was pure enjoyment. And I know without doubt that the products 
for the students continue to touch their lives still. Months after the performance was over I repeatedly heard groups of JS2 students laughingly 
recalling their lines while in the English Corner. They were happy with their experience and proud of their accomplishment. Surely, English is 
not merely a dry core academic subject for them anymore. Surely drama has helped br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to life. And, for any language to 
be learned well – it must spring to life in the hearts and souls of its learners. LIY’s drama program, from my perspective, is not merely another 
worthy initiative offered by the English Department, but an absolute necessity in LIY student’s journey of language learning. 

3A Wong Yu Chit Estee  JOEY

3E Pun Hiu Ching  TESSIE

3D Lai Man Lung Billy  OSCAR 3D Tung Ka Ki  TEETH 2

3B Tang Tsz Yan  JOEY’S MOTHER

3E Wong Tsz Wai  MRS. HAN

And a final note, m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ticipant – was how wonderful it was to see the growth in confidence of the MC’s. The heat of the spotlight made some of them sweat 
more than others, but from the shyest to the boldest, I saw all stand a little taller after having accomplished this great task. Such roles provide opportunities to grow as young men and 
young women that classroom learning could never provide. I shall continue to cheer and pray for another miracle as I observe the slow unfolding of another year’s performance.

Mr. Du Pre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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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比賽項目 獲取獎項及成績 參賽學生

數 
學

第二屆香港中學 
數學創意解難比賽

初賽銅獎 2E 羅楚昊、2E 董嘉祺、1E 曾家俊、1E 伍鈞豪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學校網絡 

(SMAP數學課後網上課程)
成績傑出獎及數學學習獎學金 3D 陳卓弘、4F 黎倩美

 <希望杯>國際數學競賽 5E 伍俊峰

朗 
誦

第六十一屆  
香港學校朗誦節

英文中三級女子組獨誦 亞軍 3D 陳煒彤

英文中三、四級女子組二人對話 亞軍 4A 溫慧君、4F 吳欣怡

英文中二級女子組獨誦 季軍 2E 潘曉晴

英文中一級男子組獨誦 優良 1E 陳信銘

英文中二級女子組獨誦 優良 2A 鍾玉珊

英文中三級女子組獨誦 優良
3C 吳楚合、3D 黃倩恒、 3E 陳珩璇、 
3E 沈倩琪、3E 葉愛華

英文中四級女子組獨誦 優良 4A 陳  怡、4A 林婷婷、 4A 羅  玲、4D 馮婉彤

英文中三、四級女子組二人對話 優良
3A 黃嘉貞、3A 黃麗琪、3C 吳婕瑩、3D 羅恩嫻、 
3E 李家雪、3E 鄧可兒

英文中三級男子組獨誦 良好 3D 梁鎮庭、3E 林駿軒

二人朗誦　粵語女子組中三、四級 冠軍 4A 溫慧君、4F 吳欣怡

散文獨誦　粵語女子組中二級 冠軍 2B 余瑋庭

詩詞獨誦　粵語女子組中一級 亞軍 1D 顏詩瑩

詩詞獨誦　粵語女子組中三級 季軍 3E 關秀易

詩詞獨誦　粵語女子組中三級 優良 3D 陳煒彤、3E 郭婉儀

詩詞獨誦　粵語女子組中一級 優良 1D 林宇麗、1E 陳愷敏、1E 方素洁、1E 古宣恆

散文獨誦　粵語女子組中三級 優良 3C 麥靄怡

散文獨誦　粵語女子組中五級 優良 5E 鄭傲華

散文獨誦　粵語女子組中二級 良好 2B 黃華閩

散文獨誦　粵語女子組中三級 良好 3A 黃麗琪、3C 劉皓文、3E 郭婉儀、3E 劉嘉雯

散文獨誦　粵語女子組中四級 良好 4A 陳  怡、4A 林婷婷、4A 羅  玲

詩詞獨誦 普通話女子組中一、二級 亞軍 2D 吳惜芬

散文獨誦 普通話女子組中三、四級 亞軍 4E 宋  玉

散文獨誦 普通話女子組中五、六級 亞軍 6A 施瑞卿

散文獨誦 普通話女子組中三、四級 季軍 3E 陳珩璇

散文獨誦 普通話女子組中三、四級 季軍 4E 莊清儀

詩詞獨誦 普通話女子組中一、二級 優良 1E 林穎真

詩詞獨誦 普通話女子組中三、四級 優良 3E 陳珩璇

散文獨誦 普通話女子組中一、二級 優良 2D 吳惜芬

散文獨誦 普通話女子組中三、四級     優良 3A 黃嘉貞、3C 吳婕瑩、3E 沈倩琪

詩詞獨誦 普通話男子組中三、四級 優良 4F 劉加威

散文獨誦 普通話女子組中五、六級 優良 5E 莫嘉敏

散文獨誦 普通話男子組中五、六級 優良 6A 潘穎強

散文獨誦 普通話女子組中五、六級 良好 5E 黃敏兒

音 
樂

第六十二屆 
香港學校音樂節

香港樂器獨奏獎詠聲教育基金盃 季軍 6A 羅天慧

港島區鋼琴七級獨奏 亞軍 4E 鄧  淳

古箏深造組獨奏 優異 6A 羅天慧

女子(高級組)中文獨唱 優異 4A 張文敏

女子(中級組)中文獨唱 優異 3C 吳楚合

男子童聲獨唱 優異 2A 袁偉興、1D 葉承謙

鋼琴三級獨奏 優異 2E 蔣婷姿

女子高級組二重唱 良好 4F 吳欣怡、4F 陳  怡、3E 蔡泳儀、3E 邱玉蓮

鋼琴六級獨奏 良好 2E 張采頤、2C 何承峯

色士風高級組獨奏 良好 2D 陳卓謙

古箏中級組獨奏 良好 3D 陳紫筠

男子童聲獨唱 良好 1E 鄧  昊、1E 李卓謙、1C 李志洪

女子中級組英文獨唱 良好 2E 張樂頤

舞 
蹈

第四十六屆學校舞蹈節

乙級獎

2A 蔡麗思、2A 呂穎妍、2B 陳慧思、2C 黃予婕、 
2E 李錦恩、3C 吳楚合、4B 何美玲、4B 譚惠婷、 
4B 黃曉君、4D 陳佩儀、4D 蘇靜儀、4F 區泳如、 
4F 吳美珍

視 
覺 
藝 
術

「時間」－ 攝影比賽 優異獎 4A 李秀屏

「影子」－ 攝影比賽 亞軍 5C 張素芬

優異獎 5B 仇朗婷、5C 黃雅文

中日文化交流會－ 
中日交流賽

銅賞 2E 張德儀

心 
理 
健 
康

第一屆全港中學生 
心理健康常識問答比賽

優異獎 4E 鄧  淳、4E 董宗翰、4E 何俊燊、4F 劉浩能

蜆殼/港島青商 
弱能學童獎學金

最佳融合教育獎 2E 潘曉晴

游 
泳

葵青區中學 
校際游泳錦標賽

男乙50米蝶泳 亞軍 2C 林耀聲

男乙50米自由泳  第四名 2C 林耀聲

第八名 4E 朱烙謙

男乙200米自由泳  第六名 4E 朱烙謙

男乙50米蛙泳      第四名 4E 何俊燊

男乙100米蛙泳    第五名 4E 何俊燊

男乙200米四式    第六名 4C 趙俊健

   第七名 4D 謝偉綸

男乙4x50米自由接力 第六名 3A 陳子健、3C 黃海強、4C 黃暐璁、4E 朱烙謙

男乙4x50米四式接力 第四名 2C 林耀聲、4C 趙俊健、4D 謝偉綸、4E 何俊燊

男乙團體 殿軍
2C 關肇賢、2C 林耀聲、3A 陳子健、3C 黃海強、 
4C 趙俊健、4C 黃暐璁、4D 謝偉綸、4E 何俊燊、 
4E 朱烙謙

女乙50米蛙泳      亞軍 2B 魏詩蓓

女乙100米蛙泳    第七名 2B 魏詩蓓

女乙200米蛙泳    第六名 4A 陳嘉穎

越 
野

葵青區中學 
校際越野錦標賽 男甲

殿軍 6B 陳浩銘

第七名 5C 魏  賡

第八名 5E 梁俊彥

男乙               
冠軍 4C 黃暐璁

殿軍 4A 黎超煒

男丙             第七名 1D 李城濤

女甲               冠軍 5A 許永慧

女乙              

亞軍 3B 黃美嫚

殿軍 1B 夏永貽

第五名 1D 許  盈

男甲 團體冠軍
3C 石杰松、3B 韓景泉、4C 林偉斌、4D王瑋琪、 
5C 魏  賡、5E 梁俊彥、6B 陳浩銘、7B 陳家煒

男乙 團體冠軍
2C 陳強富、3E 黃煒森、4A 黎超煒、4A 袁皓雋、 
4C 黃暐璁、4E 朱烙謙、4F 關振鵬、4F 黃裕軒

男丙         團體第六名
1B 杜宇澤、1C 黃百謙、1C 莊世圖、1D 邱悅瀚、 
1D 李城濤、2A 何嘉銚、2D 莊卓榮、2D 董承翰

男子組 全場總冠軍

女甲           團體季軍
1B 彭子菁、1D 鄒靄婷、1E 黃海蕎、1E 古宣恆、 
4A 溫慧君、5A 許永慧、5D 葉淑君、6B 房曉彤

女乙           團體冠軍
1B 夏永貽、1D 許  盈、2B 魏詩蓓、2D 高家欣、 
3B 黃美嫚、3D 蔡雅瑤、3D 葉美琪、3E 關秀易

女丙                   團體第五名
1C 符淑怡、1C 郭苑婷、1D 彭康遙、1D 高詠琪、 
1D 鄧卓然、2C 郭詠琳、2D 盧芷慧、2D 謝美玲

2010長洲元旦 
健跑同樂及越野賽

男子青年組        冠軍 4C 黃暐璁

2010元旦長跑公開賽
女子青年組      

第六名 3B 黃美嫚

第七名 1B 夏永貽

女子成年組      第九名 5A 許永慧

類別 比賽項目 獲取獎項及成績 參賽學生

越 
野

2009-2010 
葵青區越野賽

女子青年組        
     

冠軍 3B 黃美嫚

季軍 1B 夏永貽

男子公開組        殿軍 6B 陳浩銘

男子青年組        亞軍 4C 黃暐璁

2009-2010 
深水埗越野賽

女子青年組        
       

冠軍 3B 黃美嫚

殿軍 1B 夏永貽

女子少年組        

季軍 1D 許  盈

第六名 1E 古宣恆

第九名 1C 符淑怡

第十名 2D 高家欣

男子青年組        
冠軍 4C 黃暐璁

第九名 4A 黎超煒

男子少年組      第七名 1D 李城濤

男子公開組      第五名 6B 陳浩銘

2009 New Balance  
黃金海岸15公里挑戰賽 校際組 亞軍 4C 黃暐璁

遠足

2009-10綠色力量環島行
慈善行山比賽

綠行組50km        冠軍 黎可基老師、6B 陳浩銘、4C 黃暐璁、劉震聲(校友)

綠行組25km        冠軍 袁達枝老師、4D 王瑋琪、3C 石杰松

青年組25km        冠軍 4A 黎超煒、4A 袁皓雋、4F 關振鵬、4F 黃裕軒

田 
徑

2009葵青區田徑比賽 女子乙組800米 冠軍
3B 黃美嫚

女子乙組1500米    冠軍

女子乙組800米      季軍
5A 許永慧

女子乙組5000米    冠軍

女子乙組400米  冠軍 3E 關秀易

男子乙組1500米               季軍 6B 陳浩銘

男子丙組800米     冠軍
4C 黃暐璁

男子丙組1500米 冠軍

女子乙組4x400米    冠軍 3B 黃美嫚、3D 葉美琪、3E 關秀易、4A 溫慧君

女子丙組4x400米    季軍 1B 夏永貽、1D 鄒靄婷、1D 許  盈、3E 葉愛華

南華會全港學界體育大會 女子乙組4X400M接力      亞軍 2B 魏詩蓓、3B 黃美嫚、3D 葉美琪、3E 關秀易

2009葵青區中學 
校際田徑比賽

男子甲組100米 冠軍
6B 陳子揚

男子甲組200米 冠軍

男子甲組800米 季軍
6B 陳浩鉻

男子甲組1500米  亞軍

男子甲組5000米  第五名 3C 石杰松

男子甲組110米欄 第七名 6A 黃俊瑯

男子甲組 跳遠    第七名 6A 周惠國

男子乙組1500米 冠軍
4C 黃暐璁

男子乙組3000米 冠軍

男子乙組1500米 亞軍
4A 黎超煒

男子乙組3000米 第四名

男子乙組100米  第八名
4F 方俊邦

男子乙組400米 第五名

男子乙組800米  第六名 3A 譚志偉

男子乙組100米 第六名 3A 陳子健

男子乙組200米 第六名 3A 陳子健

男子丙組1500米      第四名 1D 李城濤

男子丙組 跳高 第六名
2D 莊卓榮

男子丙組100米欄 第八名

女子甲組100米 第七名
1B 彭子菁

女子甲組200米 第六名

女子甲組800米 第八名
1E 古宣恆

女子甲組1500米 第六名

女子乙組800米  冠軍
3B 黃美嫚

女子乙組1500米 冠軍

女子乙組800米 亞軍
1D 許  盈

女子乙組100米 第六名

女子乙組1500米 亞軍
1B 夏永貽

女子乙組 跳遠 第五名

女子乙組200米 季軍
3E 關秀易

女子乙組400米 亞軍

女子乙組400米 季軍
2B 魏詩蓓

女子乙組200米 第八名

女子乙組 鐵餅    第七名 3E 鍾亦喬

女子乙組 鉛球    第七名 4A 郭艷媚

女子乙組 標鎗    第四名 4A 陳嘉穎

女子乙組 跳高 第七名 3D 陳秀盈

女子乙組 跳遠    第六名
3E 葉愛華

女子乙組 跳高 第七名

女子丙組800米   第八名
1C 符淑怡

女子丙組1500米 第七名

女子丙組 標槍    第七名 1E 陳晞穎

男子甲組4x100米 第五名 4C 許國超、6B 陳子揚、6A 周惠國、6A 黃俊瑯

男子乙組4x400米   亞軍 3A 譚志偉、4A 黎超煒、4A 袁皓雋、4F 方俊邦、  
4C 黃暐璁

男子丙組4x400米   亞軍 1B 杜宇澤、1C 黃百謙、1C 莊世圖、1D 李城濤

女子乙組4x400米   冠軍 2B 魏詩蓓、3B 黃美嫚、3D 葉美琪、3E  關秀易

女子丙組 4x400米 第七名 1C 符淑怡、1C 郭苑婷、1D 彭康遙、1D 高詠琪、  
1D 鄧卓然

女子乙組       團體冠軍

男子乙組       團體季軍

男子甲組       團體優異

男子丙組       團體優異

2009-10香港渣打馬拉松 青年組半馬拉松 季軍

5A 許永慧2010美津濃  
香港半馬拉松錦標賽 女子青年組 冠軍

2010港鐵競步賽 青年組             亞軍

屈臣氏集團 學校傑出運動員獎 6B 陳浩銘

羽 
毛 
球

2009葵青區中學 
校際羽毛球比賽 女子乙組 第五名 3B 劉佩欣、3E 鍾亦喬、3E 馬化彤、4A 林婷婷、 

4D 陳靄心、4E 莊清儀

女子丙組 第五名 1B 梁穎琳、1B 容潔嵐、1C 黃曉敏、1D 張依婷、 
1E 陳晞穎、2B 鄧子忻

籃 
球

2009葵青區中學 
校際籃球賽 男子甲組 殿軍

3B 韓景泉、4D 王瑋琪、5A 盧卓晞、5A 黃小炎、 
5B 伍梓峰、5D 葉劍平、5E 翁嘉杰、6A 周惠國、 
6A 何其封、6B 陳子揚、6B 黃家謙、7A 陳嘉輝、 
7B 羅杰權

女子甲組         第五名
4A 李偉靖、4E 林佩芬、5A 馬嘉綿、5A 黃淑玲、 
5A 黃泳茵、5C 沈雁茹、5E 陳嘉兒、5E 刁廣玲、 
5E 梁齡心、5E 黃敏兒

女子乙組         第五名
2B 唐麗茹、2B 魏詩蓓、2C 吳倩儀、3A 曾麗珊、 
3B 羅伊麗、3B 黃美嫚、3D 陳秀盈、3D 蔡雅瑤、 
3D 葉美琪、3E 葉愛華、4A 郭艷媚

成長希望基金主辦  
青少年入樽計劃2009 公開組 殿軍

2B 朱柏林、2B 林嘉豪、2D 林耀星、3A 陳子健、 
3B 韓景泉、4A 羅康橋、4A 袁皓雋、4D 王瑋琪、 
4E 袁偉康、4F 陳旭輝、 4F 劉嘉樂、 4F 劉港誠

成長希望基金主辦  
青少年入樽計劃2010 社會服務(女子組) 優異獎

2B 魏詩蓓、2C 吳倩儀、3A 曾麗珊、3B 羅伊麗、 
3B 黃美嫚、3D 陳秀盈、3D 蔡雅瑤、3D 葉美琪、 
3E 葉愛華、4A 郭艷媚、4A 李偉靖、4E 林佩芬

夢想「Goal Go 高」 
飛躍夢想大獎

3D 蔡雅瑤、3A 陳子健、4A 袁皓雋、4F 劉嘉樂、 
4F 劉港誠

卓越義工 2B 林嘉豪、4A 羅康橋、4F 陳旭輝、4F 劉嘉樂、 
3B 黃美嫚、3D 蔡雅瑤、4A 李偉靖、4E 林佩芬

最有價值球員榜   第五名 4D 王瑋琪

最有價值球員榜 第十九名 3B 韓景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