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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

踏入新的學年，《思風》亦走進新的年頭，翻開了新的一頁。作為銘賢的校刊，她除了
記錄校園內外的大小片段，也滿載同學珍貴的回憶。一如既往，本期《思風》由此出發，讓
我們一起細訴銘賢同學各種難忘的經歷，並一起窺探銘賢校園優化後的新景象。
當大家翻開下一頁，我們會和大家一起坐上時光機，回顧數月前「五十周年校慶音樂劇」
的盛況，一起回味音樂劇中精彩的點滴。此外，為讓同學拓闊眼界，我們的老師和同學過去
一年曾走訪各地，而本期《思風》將跟大家分享師生們跨出校園的所見所聞所感。同時，《思
風》會帶大家一一細看本學年上學期的新鮮趣事和大型活動，為大家獻上精彩的內容，希望
大家享受這趟時光之旅，樂在其中。
承蒙老師的信任，讓我們有幸擔任總編輯一職。從這次的編輯工作，我們體會到出版校
刊的艱辛和樂趣。對我們而言，這是一次寶貴的學習機會。從訂立方向、取材、組織到整合
校對，再從修正到出版，《思風》的編輯並非一項簡單的工作，然而，在過程中能讓我們更
加了解和投入銘賢的生活，這是快樂的。
我們感謝《思風》顧問老師的協助和各編輯的努力，亦特別鳴謝所有接受訪問及為《思
風》撰文的老師和同學，你們的參與和真摯的分享，讓《思風》實在生色不少。感謝大家細
閱《思風》和支持我們，期待在下期《思風》再和大家分享更多銘賢事 。
F.5A 蔡雅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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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FROM THE PRINCIPAL
MY College    Past, Present and … Let MY Students Shine
The inaugural Secondary One Admission Talk of CCC Ming Yin College (MY College) was held on the 25th of
November, 2017. We would like to thank God for giving us in this opportunity to share ‘Our Stories’ with the
public. MY College has always been a popular secondary school in the Sham Shui Po district. Although not
much promotion was done before, our quality and strong values in Christ have already helped us retain the
trust and faith from our stakeholders and attracted prospective students from around the neighbourhood.
The decision to hold our first Admission Talk, on our 50th Anniversary, was to reach out and connect with
the people living in the community we serve. Through the dedication of teachers and staff, MY College
is committed to contributing and providing quality secondary education in our district. A thousand places
were offered in the admission talk through our online application platform and they were all reserved within
a fortnight. We feel humble and encouraged by their overwhelming response. We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interested parents and prospective students for supporting this event.
During the admissions talk, the participants, mostly students studying in Primary 5 and 6 and their parents, had
an opportunity to learn about our school’s history, the way our students learn, our pedagogical approaches, and
the support services for our students. Participants could also find out more about our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both the academic and non-academic areas. In the sharing session, our alumni shed some light on their
own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feelings of growing up in MY College. We received positive feedback from the
participants, most of whom felt that our students were given room to discover their individual strengths and
talents so that they can grow and shine in different areas.
MY College will continue to excel. As a school that embraces our students with love and care, I hope that
MY College will continue to grow as a learning organisation that leads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In order to
prepare MY students to face challenges and rapid changes in the 21st century, our leaders, teachers, and
staff of MY College will continue to incorporate IT in learning and teaching. We believe we can equip our
students with the latest knowledge, skills, and a positive attitude so that they can learn effectively in an everevolving educational landscape.
Anchored in God’s love and teachings, MY College will continue to grow. I am sure when we celebrate our
60th, 70th or even 100th Anniversary, we will have a chance to revisit our touching old ‘storie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sharing new ones which we create every day.
In everything we do, we give thanks to our Lord, and in Him will we pray and trust our future with Him.
Dr. Anne Chan
CCC Ming Yin College
Novem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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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th Anniversary Musical
— Our Stories
To celebrate our school’s 50th Anniversar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ctivities held was the
original English Musical    Our Stories, which tells major episodes of our school’s history to
the audience. Through the drama and the music, the audience could enjoy the stories in the
past, and hav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our school.

Production team
Having around 200 members of Ming Yin, including
the cast, the crew, the choir and the orchestra,
the scale of our production was large.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 professional music-related service
provider, our team eventually put on the musical
after months of preparation.

up and running. The students also get to meet the
legendary school janitor Mr Lau Fei (Papa Lau),
who looked after the students as if they were his
own kids. The audience are also able to take a
glimpse of how Mrs Wong Poon Yuen Fong (Mrs
Christina Wong) spent her whole life teaching in
Ming Yin as a kind and loving teacher who finally
won the heart of the students.

Synopsis
Macy from F.5A and Max from F.5B initially do
not like each other, but they, together with some
other students, have been locked up in the school
storage room accidentally. Other than only arguing
with each other, they have the chance to uncover
the school’s turbulent history in the 1960s. Only
then do they realize Mr Rex King, the founding
principal, had to risk his life just to keep th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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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tories is an original musical that tells a story
of the legacy, truth and love. It also presents the
history of Ming Yin College for the past 50 years.
Connecting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it is a story
about how the flame of MY College lingers in the
heart of everyone.

Performances
There was a total of 3 shows for our musical, which
were held on 7 July and 8 July at our school hall.
Honorable guests, for instance, our alumni, paren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were invited to watch the
shows. The actors unleashed their full potential
to give a superb performance which captured
the hearts of the audience. They were not only
impressed by the remarkable acting skills of the
cast, but also their charisma on the stage. The 50th
Anniversary Musical has left both the performers and
the audience fond memories. They also have ha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chool’s history.

F.6D Chan Man Hei, Max. (Cast)
Q: Use one word to describe the show.
A: Extraordinary.
Q: Did you face any difficulties during the rehearsals?
A: The songs are hard to sing.
Q: What is the most unforgettable part about this
experience?
A: We made up many quotes from the director’s
speech.

What our students thought…
We have interviewed some students joining the
musical to talk about this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F.5D Fong Wai Lan, Joyce. (Choir)
Q: Use one word to describe the show.
A: It must be 'wonderful'!
Q: Did you face any difficulties during the rehearsals?
A: There were too many people joining the production
team, so it was rather chaotic sometimes.
Q: What is the most unforgettable part about this 		
experience?
A: One of our jobs was to rush out the hall after we
have sung the songs. There were many choir
members, so when the music was over, all our
members had not run out of the hall and it was
out of schedule.

Facts about our musical...
1

The songs in musical were performed live by
the cast .

2

Some cast members had to change their
customs within 10 seconds.

3

The scriptwriter had interviewed Mr King and
Mrs Wong before writing the script.

4

Some moves were created by cast members
themselve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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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五大組織的領域
   銘賢的校舍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校園生活一樣多姿多彩。除了去年欣逢本校五十週年，在眾師生的努力
之下完成了一連三場精采絕倫的音樂劇演出，新的學年，新的開始，我們也迎來新的五大組織領袖班底，新的
校園面貌以及新老師的加入，並在上學期舉辦了一年一度的陸運會及水運會。本期《思風》「校園內望」部分，
將帶大家回顧這些珍貴的活動片段，以及認識校園的新氣象，寄望同學能更積極參與和了解校園的大小事務，透
過這些銘賢事、銘賢人，建立一份我們獨有的銘賢情。

薪火相傳

培育學生領袖

   五大組織一直是本校的核心之一，包括領袖生、輔導生、學生會、生命教育委員會和學生團契。我們薪火相
傳，見證著銘賢一代又一代學生領袖的誕生，一屆又一屆學生領袖的成長。踏入新的學年，我們也迎來了新一屆
的領袖。作為學生的領袖，他們身負重任，除了要履行宣誓時的承諾，還要帶領其他同學執行職務。以下我們訪
問了各位領袖，一起看看他們的工作目標和感想，從而認識銘賢的五大組織。

2 作為五大組織的領袖，你們的工作是甚麼呢？

1 自我介紹

4 你們有甚麼話想對讀者說？

3 成為組織領袖，你們有甚麼感想？
領袖生

2. 今年訓導組的目標是同
學能好學上進，為不同的目
標而努力；自強不息，積極面對
困難；嚴於律己，自律守規。

1. 大家好，我們是今年的男領袖
生長 5B 陳普怡和女領袖生長
另外，我們想營造良好校風，而且會提倡領
5B 余妍葦。
袖生在出「紅紙 」時向同學解釋犯校規的原因，
以防同學再犯。還有，我們希望能多舉辦聯
誼活動，增強領袖生們的歸屬感，營造
一個「家」的感覺；希望在我們及一
眾資深領袖生長帶領下，領袖生
們能應付日常工作上的挑戰，
並團結整個領袖生團隊。
3. 得知被選為領袖生長，
既感到驚訝，又覺得榮幸，
因為這意味着大家對我們的認同
和信任。其次便是覺得自己多了一份
使命感和責任感，管理龐大的領袖生團
隊並不容易，然而我們仍有不足之處，有賴
老師和同學的支持，使我們不斷成長進步。我
4. 銘賢在區內校譽昭著，
們也會竭盡所能，為學校及同學作出貢獻
校風良好，全賴大部分同學
及服務。
能敦品力學，就此領袖生亦擔任
監督的角色，因此希望同學能與領袖
生合作，並能自律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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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對領袖生長這個崗位尚在摸索階段，
如有任何不足之處，請老師及同學們指正及
包容，讓我們能從中學習改善。

輔導生

校園
內望

1. 大家好，我們是輔導組的輔
導生長，5D 班的蔣佩姍和
5C 班的梁浩堃
2. 我 們 希 望 透 過 不 同
的活動讓同學更認識銘
賢，適應校園生活，例如大哥
哥大姐姐組在測驗週前會協助低
年級同學溫習，並提供一些活動讓剛
進銘賢的同學能融入銘賢大家庭，從而
培養高年級的師兄師姐對師弟師妹的關心。
3. 作為活動籌辦者我們
另外，我們亦有許多為高年級同學舉辦
認為我們的責任重大。因
的活動。例如升學及就業組會提供不
為我們是銘賢五大組織的其中
同的升學教育資訊和就業資訊，
一部分，並要秉持輔導組一向的
並在生涯規劃室中發放最新的
目標，透過活動促成同學間的交流及
大學資訊，讓同學們為自
成長，讓銘賢有更融洽的風氣。
己未來做好規劃。

4. 作 為 組 織 的 領 袖，
我們接受訓練，像如何計
劃事情，學習待人接物，使我
們有足夠勇氣和細心舉辦活動面
對未來，希望同學們踴躍參與輔導組
的活動。

2. 作 為 學 生 會 的 領
袖，我們希望能作為師生
1. 大家好，我們是本年度銘賢書
之間的橋樑，促進校方與同
院學生會的主席團：5C 班何
學之間的溝通，加強雙方了解。
曉媛、劉启恒及 5D 班劉
亦希望為同學舉辦不同的活動，透過
雅妍。
這些活動，提供不同平台讓同學能一展
所長，並有更多交流機會，讓同學發展
3. 能得到同學們的信
潛能。我們期盼這些活動能為同學的
任及支持，成為本年度的
校園生活增添樂趣，畫上不同的 學生會，我們感到很榮幸，
色彩。望能力臻完美，履行我 我們定必以此作為服務同學的動
閣的承諾和目標，締造一 力，盡力達致我們的目標，為同學
道屬於銘賢的彩虹。
的校園生活增添樂趣。

學生會

4. 我們很感謝同學們
的支持，我們將會竭盡所
能為同學服務，盡力做好每
一件事，履行競選時的承諾，過
程中或會偶有紕漏，但希望同學們會
包容我們的不足，讓我們能從中學習，
從而改善。最後，希望在未來一年，我
們能夠一同創造一段屬於銘賢人的
美好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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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民及國民教育組，
將透過不同活動提升同學
生命教育委員會
對時事的關心和對社會的了
1. 大家好，我們是生命教育委員會公
解。道德教育組則希望同學能養
民及國民教育組組長 5D 老結雯、
成環保、惜食及節儉的習慣，同時
道德教育組組長 5B 梁穎雯和
能尊師重道、主動關心同學。義工組希
義工組組長 5A 黃慧孄。
望同學多參與社會服務，獲取相關經驗、
提升自信心和了解各階層的生活現況。

3. 我 們 得 知 擔 任 學 生
領袖時感到驚訝，同時自
個人方面，我們希望能促進組員之
覺壓力、擔子比以往重，因為
間的溝通感情，讓生命教育大使
擔任領袖比起上年協作者的崗位
從各項活動中吸收經驗，發
更需要三思而後行，要顧及後果和責
揮所長，並為同學提供不
任 ，不能再衝動行事。作為組長，跟老
同類型的活動。
師及組員甚至一些校外機構商議舉辦活動時
亦要敢言，勇於提出意見和說話精簡，一
4. 希 望 同 學 不 要 吝 惜
語中的。
自己付出的努力，因為總
會有人看見，同時能多參與
義工活動並關心身邊的弱勢社
群，獨居長者在本區十分普遍，需要
我們的關懷。期望銘賢的同學亦能互相
關心，營造和諧的校園氣氛，讓銘賢成為我
們第二個家。對生命教育委員會工作有興
趣的同學，歡迎在下年度加入我們這
個大家庭。

團契
1. 大家好，我們是今年度團契的
團長 5C 班梁泳欣、周秀玲和
副團長 4C 班翁彩嵐。
4. 團 契 並 不 是 一 個 學
會，而是一個以耶穌基督
為首的信仰群體。我們希望同
學在團契生活中能互相建立親密
的屬靈關係。團契可能是銘賢最忙碌
的一個組織，但團職依然願意花時間在
當中事奉，因為我們心中有神。我們希望同
3. 擔 當 團 契 團 長 的 角
學們認識上帝，學習倚靠衪亦效法基督去
我們今年的團訓：「在山上報佳音，傳
色，讓我們有機會重新審
關心別人的需要。我們一直有著一顆熾
平安，報好信息，傳揚救恩，那人的
視自己基督徒的生命，思考怎
熱的心去事奉，你們感受到了嗎？
腳蹤何等佳美啊！」( 以賽亞書
樣為主作鹽作光。我們作為團長，
52:7 上 )。這句經文時刻提醒
今年的目標就是帶領團職一起將福音
我們要將福音傳揚開去。
傳遍校園為主作見證。

2. 今年度團契的主題：
「薪火相傳 Pass It On」。
我們想將救恩這份美好的禮物
及上帝的大愛傳揚開去，讓更多
同學能夠認識神。團契透過舉辦不同
的活動讓同學認識信仰，藉此與上帝建
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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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
內望

校園新貌

   新學年伊始，在此祝賀銘賢跨越第五十個春秋，繼續秉承「學以明道，榮神益人」的宗旨，老師
們春風化雨，同學們品學並進。
   近年學校開展了不少工程，相信同學一定發現了不少特別之處吧！以下就讓我們玩一個小遊戲，
考考同學對銘賢新面貌的認識吧！

1

4

3

2

5

6

對於以上轉變，老師和同學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我們特意訪問了他們其中幾位，看看他們有甚麼想法 :

蔡劍雄老師 :
   我覺得有好有壞，由於部分維修
如地板及外牆是由政府資助的，故大
多工人、判頭和材料都由政府負責提
供，適逢全港大多學校都在長假期進
行工程，人手不足，時間趕急在所難
免，而用料顏色都是政府規限，令地
板無法選取傳統的銘賢綠。如果同學
有興趣一睹銘賢綠的顏色，只可以在
校史館門外的牆壁找回昔日的痕跡。失去銘賢綠，我
確實有些許傷感，但人總需向前看，我高興的是改善
後的設施可以為學生帶來舒適又安全的校園環境。

吳志輝老師 :
   我並不對銘賢更換了
這些硬件（校史館、地板和
外牆等）感到可惜，因為
這些硬件始終要更換，現
在新的設施不是更安全和
美觀嗎？在銘賢教了二十
多年書，我反而更懷念一
些以前的軟件，這些是由
人所維繫的事物，好像舊有的 Mass Dance 和
校舍外牆上同學所製的拼畫，這些我認為值
得保留的都消失了，我反而感到失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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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B 陳普怡同學 :

F.5C 何曉媛同學 :
   我很開心銘賢能有新的
樣貌，各方面都更完善，變
得更好。校史館加深了同學
對銘賢的認識和歸屬感，也
令新生更投入這個大家庭。
可是我卻認為校務處失去了
原來的人情味，現在一層玻
璃阻隔了人與人之間的聯
繫，少了一份親切感，也有一些不方便。

   我對這些轉變感到可惜，但若能
提高同學的學習效能也無妨。校務處
的保安設施增強了，而且現在設有按
鐘，令校務處職員能更有效率地解答
同學的疑難。校史館增強了同學的歸
屬感，也讓原本空置的房間和資源可
以得到善用。雖然地板由銘賢綠轉成
灰色，但不用灰心，我們校服上的綠
永不變改，好像師生間的感情一樣歷久不衰。

校園新貌全景圖

2

1

3 樓外牆

3 樓地板

4

3

校史館

校務處

6

通告櫃

總括而言，時光飛逝，時代的交替不知不覺間來到第五十一
年，為讓銘賢同學有更優良的學習環境和設施，這些轉變是必
要的，儘管在不斷翻新與維修後，部分原有的特色難免會消失，
但銘賢師生情卻永遠不變，一直長存於所有銘賢人的心中。

思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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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榜題名

答案
1. 地板（教員室 / 三樓） 2. 外牆（三樓）
3. 校務處
4. 校史館
5. 通告櫃（教員室）
6. 金榜題名

5

校園
內望

新老師專訪

新的學年又開始了！本學年有任教數學的陳鈞傑老師加入我們銘賢的大家庭，大部分同學或許對
陳老師不太了解，希望透過以下的訪談，可以加深同學對陳老師的認識。

Q：為何您選擇來銘賢教書？
A：其實我也是隨緣。我知道銘賢是一間挺不錯的學校，故欲嘗試。
Q：對銘賢學生的第一印象？
A：我覺得銘賢學生都是十分乖巧的，能力亦不俗。
Q：您期望一個怎樣的教學環境？
A：我認為課堂上有更多互動能協助教學，因為教書與學習是互相影響的，
所以我希望能與學生有更多的互動，令教學更有趣、輕鬆，學生們能更
投入，因而有所得著。
Q：您對銘賢學生有甚麼期望和勸勉？
A：我希望銘賢學生能更有自信，並且珍惜寶貴的中學時光，尋找人生目標。

關於新老師：你可能不知道的四件事情……
1 座右銘：「兵貴神速」
2 數學最難的題型：證明類
3 興趣：音樂 ( 鼓 )

4 偶像：不能盡錄，如日本的數學搖滾（Math-rock）

當水運會遇上陸運會
本學年學校的陸運會及水運會分別於九月十三至十四日以及十月四日舉行，兩者舉辦的日期僅僅
相差半個月，不知道會有甚麼火花呢？
   作為校內一年一度和兩年一度的體育盛事，同學都會全力以赴，盡情投入在比賽中，突破自我。儘管得獎與否
並不重要，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成功的背後往往有著不為人知的心酸和堅毅不屈的精神，運動員努
力不懈的態度，正是各位同學值得學習的地方。
   以下我們訪問了本學年陸運會及水運會的男女全場總冠軍，F.6D 吳家亮同學和 F.5B 余妍葦同學，以及 F.6D
鄧加禧同學和 F.4B 黃貝珈同學，好讓他們向各位同學分享一下他們得獎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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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Q

1. 今年陸運會比往年的提早了，你對此有甚麼感受？

Q

2. 你有沒有為陸運會做過甚麼準備？

3. 在陸運會中得到那麼多獎項，你有甚麼感受？

Q

4. 你有沒有甚麼秘訣和建議給其他同學？

1. 陸運會提早了有利有弊，好的是剛開學就有從繁忙課業中放鬆一下的機
會，不好的就是要在炎熱的天氣下競賽。
2. 今年陸運會提早了，練習時間較倉促，未能作太多準備。由於今次陸運
會可能會是最後一年，所以我希望能突破自己，創下新的跳高記錄。我
曾不斷上網觀看有關的片段，研究跳高的動作。
3. 自然是感到高興及榮幸，特別是取得女子個人全場總冠軍，畢竟我一直
希望能取得這個獎項，今年終於如願以償。

F.5B 余妍葦同學（右）

4. 最重要的是保持平常心，以輕鬆的心情面對，搏盡無悔。至於建議，我
認為擅長運動與否，同學都要積極參與。比起得到獎項，好好享受，投
入其中更為重要。

1. 身為中六的我當然很開心，因為可以參與多一年陸運會。
2. 其實我沒有特別做準備，僅在比賽前到運動場去練習，計一下時間，看看
自己的成績。身為籃球隊隊員，每周都要練習兩至三次，暑假亦不例外，
故我能一直維持一定的體能，算是為陸運會作準備。
3. 我一直希望能以五金贏得全場總冠軍，但每年都差一點。我知道這是最後
一次機會，故我盡了全力，最後成功獲得五金，為我中學生涯的陸運會畫
上完美的句號。

F.6D 吳家亮同學（右）

思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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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實沒有甚麼秘訣，最重要的是要按個人能力，選擇適合的項目，其實只
要肯努力練習，一定有所進步，獲獎機會也較大。此外，你們可以參加校
隊訓練。校隊的成員都很團結，訓練的過程除了有很多樂趣外，也能有效
提升體能及技術，有興趣的師弟師妹可以積極加入校隊。

Q
Q
Q

校園
內望

1. 你認為你有什麼致勝關鍵 ?

2. 水運會令你有什麼得著 ?
3. 你為什麼會喜愛游泳 ?

1. 我雖然有腳傷，但仍參加了三場
F.6D 鄧加禧同學 （左）
比賽，每場比賽我都堅持不懈地完
成。我認為永不放棄是致勝的關鍵。

1. 我練習了約一個星期的
時 間， 我 亦 喜 歡 與 朋 友 們
一起玩接力的部分。
2. 我自小有游泳的基礎，懂得游泳，
因此較易取勝。
3. 自由式游泳比賽令我印象最深刻，
畢竟自由泳是我的主項。而且
我上屆破了大會記錄，可惜我
今 年 卻 未 能 破 記 錄， 有 點
遺憾。

2. 水運會讓我體會到體育精神的重要性。
比賽不在乎輸贏，乃是志在參與。當每個
選手都盡力比賽，比賽才進行得有意義。
3. 我喜愛游泳，是因為平日在體操訓練時，
教練都會帶我們去游泳以鍛鍊體能。久而
久之，我便喜愛游泳這項運動。
F.4B 黃貝珈同學（左）

水運會中的物理實驗……
水運會當天，除了激烈的游泳比賽以外，
物理科老師亦在泳池中進行了一個實驗。前物
理科主任李觀粦老師，帶同他備有魚眼鏡的攝
影機，潛到泳池底，從水底的角度拍攝了一些
魚眼視域的影像 ( 此乃物理光學中全內反射的
例子 )。物理科彭嘉欣老師表示希望能藉著這
次活動，讓魚眼視域的物理現象更真實生動地
呈現出來，並提高同學們對物理科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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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世界 拓闊視野
為讓銘賢同學拓闊眼界，發掘潛能，我校安排了很多跨出校園的學習機會。《思風》「跨出校園」
部分，讓大家跟參與各個交流團的師生，一起重溫交流時難忘的片段。從深圳、北京，到大連、杭州，
再衝出中國，走上日本富士山山頂。讓我們走進他們珍貴的回憶，了解各地的歷史和文化趣事，一起
跨出校園。

深惠音樂交流之旅
銘賢師生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到了深圳及惠州，透過音樂交流及參觀當地學校，加強學生認識
內地文化及學生的學習生活。
   第一天，同學們剛抵達深圳便隨即參觀深圳博物
館，展覽館共三層，分別介紹從古至今深圳的人和動
物、文物如瓷器字畫，以及當地歷史的展覽。透過遊
覽不同展區，從各方面深入了解深圳的歷史和發展，
擴闊視野。此外，當天同學亦前往了深港夢工場，惟
無法入內參觀，著實可惜。

同學表演弦樂合奏

華羅庚紀念館外

   第二天早上，同學們先抵達惠州市華羅庚中學進
行參觀，了解內地學生的學習生活。在該校學生的帶

思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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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下，一眾銘賢師生雀躍地在校園內遊覽，如各項運
動的專用訓練室、寬闊的運動場等。一眾銘賢人對其
宏大的校園面積及豐富的設施感到驚嘆不已。參觀過
後，兩校師生便齊聚大禮堂進行交流，兩校學生皆有
多項演出。銘賢師生的表演包括合唱團合唱、弦樂合
奏、二胡獨奏等；華羅庚中學的表演則包括鋼琴獨
奏、合唱等等。他們精湛的演出，令同學獲益良多。
眾人皆陶醉於演出及欣賞友校學生的表演。

深港夢工場入口

跨出
校園

籃球友誼賽

   本次交流另一個特別的環節是一場籃球友誼賽。
四節的交鋒中，銘賢隊和華羅庚校隊的球員都全力以
赴，迸發出令人敬佩的意志力。比賽的中段，蔡劍雄
老師獲邀作賽，他在球場上展現的拼搏精神，頓時掀
起了高潮。場外的銘賢同學拉起橫幅為我校打氣，彰
顯銘賢同學上下一心的團結精神。在一輪激戰後，銘
賢隊最終以四分之微惜敗於華羅庚隊，不過球員為校
出征的勇氣和不留餘力的表現卻絕對值得我們欽佩。
   華羅庚中學的交流後，師生們前往了惠州西湖觀
光。陽光明媚、微風吹拂，正是大家欣賞中國三大西
湖之一的好時機。老師同學也和各自的朋友結伴而
行，觀賞西湖美麗怡人的景色。旅程的最後一天，同
學們也先後參觀了惠州博物館及當地一所大型民營企
業，加深了對內地文化的認識，為三日兩夜的交流之
旅畫上完美句號。

潘朱文芳老師
問：在這個交流團之前，學校有否舉辦過其他音樂交
流團？
答：這是第四個交流團，在這之前，我們分別去過廈
門、廣州、澳門珠海等地方 。
問：為甚麼會計劃這樣的一個交流團？
答：我留意到同學們經歷完五十週年音樂劇，身心都
疲憊，因此希望藉此交流團讓同學有機會休息，
增加同學在學校外的知識。透過在陌生人面前表
演，同學亦能提高自信心，也讓銘賢人的音樂精
神得以發揚光大。教育局的津貼亦是這個交流團
得以舉辦的主要原因之一。

問：交流當中有甚麼難忘的經歷嗎？
答：這次交流團有不少籃球隊成員參加，因此行程中
有一個友誼籃球賽。球員的表現相當出色。而兩
校的同學和隨行的老師皆落力為雙方球員打氣，
場面熱鬧，讓我非常難忘。
問：在籌備整個活動的過程中有否遇到困難？
答：籌備過程中，花上不少時間與其他單位接觸，務
求設計出一個不會令同學感到沉悶的流程。行政
工作方面，則包括撰寫申請書及活動報告給教育
局。另外，為了減少同學的財政負擔，亦需要向
教育局申請資助。整個籌備過程可謂非常艱辛。
幸好交流團能順利進行，沒有白費到老師和同學
的汗水。
問：有否考慮再次舉辦類似的交流活動？
答：我正在籌備下一次交流團，希望能衝出內地，若
能得到更多的資助，當然希望能讓同學到歐洲進
行交流。

潘朱文芳老師指揮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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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劍雄老師

F.5B 陳振揚同學

問：旅程中有哪些較深刻 / 難忘的時刻？
答：我認為最難忘的事是同學在華羅庚中學準備獻唱
詩歌時，林浩鋒老師突然被邀請作鋼琴伴奏。他
在事前並沒有任何準備，但是琴聲和同學的歌聲
非常配合，聽著詩歌很好聽，令我十分感動。

問：兩校音樂交流的是如何進行？
答：兩校輪流表現，首先有我校合唱團演唱，再有友
校男低音的表演，接著是我校部分管弦樂團成員
的表演，並由我校同學指揮。

問：你認為同學在這次交流活動的整體表現如何？
答：對於交流團，我認為同學整體的表現是投入的。
參觀深圳博物館和惠州博物館時，館內的藏品未
必能引起同學的興趣，顯示同學對這兩個地區的
文化共鳴較少。而在音樂交流上，因為較有互動
性，所以同學有較大的共鳴。

問：你在是次交流中有何得著？
答：是次交流令我見識到中港兩地音樂文化的特色，
例如香港學生普遍會學習或演奏西方的樂器，而
內地學生普遍學習中式樂器，如二胡、琵琶、古
箏等。另外，我亦體會到內地很重視音樂教育，
友校同學的演出水平甚高，令我更有決心好好學
習聲樂。

F.5A 卓軒正同學
問：旅程中最深刻的活動是什麼？
答：最深刻的是內地同學的表演。他們彈奏出美妙的
鋼琴聲，與我校同學平分秋色。他們的表演將中
西音樂文化融合，例如以中國的歌唱方法搭配鋼
琴伴奏，而不是傳統的中國樂器如琵琶和二胡。
這些表演令我欣賞到獨特的曲調和風格，是新的
體會。
問：內地的校園是怎樣的？
答：內地的校園很大，幾乎每一棟大樓都是為一個獨
立學科而設。當我們去其中一棟大樓，拿譜架
時，發現當中整層都擺滿樂器，顯然是為音樂科
而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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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團合唱表演

同學表演二胡獨奏

跨出
校園

北京前門大街大柵欄，鮮魚口小吃街，吃飽就齊齊整整影返張相！

北京之旅
   北京是中華民族的文化搖籃，有見及此，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至二十四日，中文及文學科聯合舉辦北京交流
之旅。同學透過此行，除了增進不少歷史和文化知識，亦得到了一幕幕珍貴的回憶。

F. 6C 李嘉禧、譚文芳同學  
   北京是一座古舊交替的城，錯綜複雜的胡同就如穿
梭在這繁忙都市的人群。同學第一次真正踏足什剎海、
盧溝橋及長城等享負盛名的名勝古跡，感受這濃厚的歷
史和人文氣息。
   我們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八達嶺長城之上那壯闊
的美景。原本一開始被安排搭觀光纜車上長城，但在機
緣巧合之下，我們最後需要自己一步一步踏上最高峰的
北八樓。遠處連綿不斷的高山，都被我們盡收眼底。伴
著清風微微的吹拂，我們邊行邊談笑，心情好不放鬆。
登上長城最高處的這段路崎嶇難行，稍不留神便可能會
摔倒。美麗的景色，還需我們付出代價才可欣賞。斷斷
續續地攀登後，我們終於越過所有烽火臺，到了北八樓，
站在此處吹著風，能夠一嘗古人登高遠望，俯瞰天下，
一覽眾山小。
   這次的北京之旅，除了遊覽長城、盧溝橋這些充滿
歷史事跡的景點外，我們也體驗了當地獨有的文化和特
色食物，更與當地的中學生一起上了一節形體課，學習
新疆民族舞，那獨有的舞姿及音樂，現在仍深深印在我
們的腦海。這次交流讓我們認識祖國的另一面，亦讓我
們在這裏留下難忘的中學回憶。
長城留下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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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大連歷史及文化探索之旅
古語有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十位中五同學隨鄭亦殷老師參加了「瀋
陽、大連歷史及文化探索之旅」，到瀋陽尋找清末民初時留下的歷史痕跡。旅途中，他們參觀了軍閥張學良的府
邸，富麗堂皇的瀋陽故宮，亦到重點學校同澤高中交流。我們有幸訪問鄭亦殷老師和參與交流計劃的同學，了解
他們的所見所聞。
問：帶隊途中有沒有遇到甚麼困難 / 挑戰？
答：當地建築、歷史等背後都牽涉較多日俄歷史及晚
清軍閥的知識。由於我任教地理科，較少涉獵這
方面的知識，所以出發前也需要做一些資料搜集
才能向同學說明，不過比較深奧的歷史資料還是
需要導遊來講解。整體來說旅程挺順利的，也沒
有遇到語言不通的問題。

瀋陽故宮前的合照

鄭亦殷老師
問：旅途中遇到甚麼有特色的人和事？
答：最令人難忘的是在九月十八日發生的事。那天我
們到瀋陽參觀九一八事變博物館，在九時十八分，
全城響起了防空警報，眾人彷若置身於戰場中，
那人心惶惶的氣氛至今仍難以忘記。原來每年的
九月十八日，這個防空警報都會鳴響，以紀念及
警示民眾毋忘九一八事件帶來的傷痛。另外，我
發現中國的東北地區也有很多與香港不同的特
色，譬如我們遊覽的地方很有日俄建築風格。而
旅途中也接觸到不少大連人，在短暫的相處中
仍能感受到他們的友善熱情。香港人一般比較
冷漠、實際，相比之下，大連人顯得較有人情
味。我們的團餐有富有當地特色的鴨血湯，而
因應香港人比較清淡的口味，餐廳特別為我們
調整菜式，十分貼心。除了正餐之外，外賣的
服務也十分方便快捷。付款時不需要現金，只
需用支付寶。下單後，店家專屬的車隊便會盡
快把美食奉上，食物送到時還冒着熱氣，熱騰
騰十分新鮮。

問：同學整體的表現如何？
答：我的帶隊經驗比較多，而每次都有與同學相處。
課堂中對同學的認識始終有限，課堂外的接觸
更能讓我加深對他們的認識。整體來說，他們
的表現不錯。即使是全男班，但他們也是八間
學校裏較乖的一群。我認為同學在旅途中比較
少接觸交流團裏其他學校的同學，若能在別校
同學有需要時多伸出援手會更好。通過這個活
動，我意外地發現了他們天真、可愛，像小男
孩的一面，如在參觀瀋陽故宮時，他們趁著水
景噴泉的水柱變細，想跳進去玩呢，想不到他
們這樣童心未泯。在第四夜的分享會中，我十
分讚賞他們認真的態度。他們分享了五日來的
所見所聞，如運輸和東北的關係等，可見除了
玩樂，他們在這個交流團中也獲益匪淺。

兩地男生互相交流

旅順日俄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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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5B 張澤雄、廖梓華同學

跨出
校園

問：在大連交流時有沒有遇到趣事呢？
答：同澤中學裏有一個「誠信水站」，飲品都放在一
個櫃子裏，付錢找贖也沒有任何人看管，顯然是
在考驗同學的誠信呢 ! 校內另外有一個「誠信教
室」，在考試時沒有老師監考，進一步考驗學生，
這些都是我們從未想過的。再說，那所中學大得
誇張，轉堂時，學生們都得跑着趕去下一個課室
上課，真是讓我們大開眼界了。

清昭陵

F. 5B 陳普怡同學
問 : 在交流中有沒有發現大連與香港之間的文化差異？
答 : 當然有。在建築方面，大連有很多歷史悠久的傳
統中式建築，例如建於 1625 年的瀋陽故宮，即
清兵入關前皇太極稱帝的宮殿，和建於 1643 年
的清昭陵。那裏也有些西式建築，如旅順日俄監
獄，充分反映中國受列強入侵的歷史。相比之下，
西式建築在香港較常見。在飲食方面，當地氣候
較為嚴寒，因此平日以較濃味，多油、多糖、多
鹽為主。最可惜的是當地的古蹟商業化，商業設
施在歷史建築裏竟然隨處可見，究竟文物保育和
經濟發展，那個較重要呢？

F. 5B 陳孝狄同學
問 : 大連與香港的學習風氣有甚麼不同之處？
答 : 我們探訪的同澤中學有 9 科必修科，同學由中一
開始就學習物理、化學、生物，而香港大部分初
中生只需學習綜合科學，因此他們的科學知識比
香港的初中生豐富。而且學生上堂時十分嚴肅，
最令我驚訝的是同澤中學的學生可以同聲回答老
師的問題，整齊非常。

交流團一眾成員

軍閥張學良石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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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傳」杭州、紹興文化及
創新科技探索之旅內地交流計劃
在生命教育委員會公民及國民教育組馮可安老師的帶領下，本校中六學生在二零一七年七月三日至七月七
日，前往杭州紹興進行為期五天的交流。不知道在完成是次交流團之後，各位中六的同學又對杭州和紹興有什麼
新的認識和感受呢？
  
  

這裡的暑熱實不亞於香港。在這麼一種環境之下，還
哪有心情欣賞景緻？好在湖上遊人還不算多，不必摩
肩接踵，否則更有一番說不出的難受。
   看著我們香港來的同學因悶熱而失去了神采，導
遊仍是一臉氣定神閑，拋下一句「心靜自然涼」。我
們失去了一直賴以生存的冷氣間，竟然也失去了活動
的能力和靈魂，導遊的「心靜」已經到了一個我們無
法企及和理解的境界。

   古有文學家張岱寫《西湖七月半》，近又有詩人
徐志摩寫《醜西湖》。不知在馮老師眼中，杭州和西
湖又是怎麼樣的呢？

馮可安老師
   袁宏道說：「西湖最盛，為春為月。一日之盛，
為朝煙，為夕嵐。」可惜我這次踏足杭州，見不著袁
中郎筆下的「西湖最盛」。不過在夏日午後悶熱的湖
畔走一趟，算是明白了袁中郎所指。
   下午陽光毒辣辣的時候，我們來到濃妝之下的西
湖。這裡水天一色，一片澄碧，堤岸兩旁綠柳濃蔭，
湖光染翠，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本應留與
山僧遊客受用，可惜我乃一介俗士，豈有欣賞其中之
味的能耐？
   當是之時，太陽照得目為之眩。風，不曾怎麼感
覺到，不管走到哪裡，都是似有還無的。我只是覺得
渾身悶熱，就算什麼都不做站在那裡，汗還是涔涔地
滴下，「揮汗如雨」原來也不必奔走勞碌已能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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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跟我一樣不耐熱的大有人在。歷代描寫西湖
的詩文汗牛充棟，多是對西湖讚譽有加的，唯獨徐
志摩曾大力貶損西湖。徐志摩在《醜西湖》說一見西
湖就想逃，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其熱力。這個層面
的文學西湖我總算見識過了，對袁宏道的說法也已會
心，下次大概還會擇期重遊。
   但西湖的確是進步了，至少徐志摩筆下的腥臭氣
我已感受不到，據說管理當局從江中引入活水，使湖
水清如許，腥氣自然不會再有了。管理者也是很用心
經營啊。

跨出
校園

並一直延伸至今天。因此，我們在
當地時常會看到特別的水運交通工
具「烏篷船」，為我們還原了古代的水
運交通面貌。在建築方面，紹興古城的民居依水
而建，前街後河，前面營業，後面踏石級可下河。
街道多為石板鋪築，緩緩前行，滿街滿城的白牆
青瓦，小橋流水人家，有別具一格的水鄉風貌。

F. 6A 葉朗澄同學
   在湖邊的食肆吃晚飯時，忽然驟雨狂作，我們都擔
心晚上要看的室外滙演怎麼進行下去。原來演出方為
每位觀眾準備了一件便利雨衣，演出如常在室外舉行。
我們坐在露天的觀眾席上，面對著以西湖為背景的空
曠的水上舞台，看著天上不時閃過的銀蛇，心中一凜：
這麼惡劣的環境真的適合室外演出嗎？演員會有危險
嗎？他們會不會為了這場演出而要作病了？在一腦子
的疑慮和擔憂下，第一幕的演出者徐徐登場。各種舞
台裝置在西湖上緩緩移動，燈光配合著樂曲時明時暗，
樂曲襯托著情節忽高亢忽低迴。演出者或彈或唱，或
獨舞或群舞，或展示氣勢之恢宏，或呈現高超之藝業，
或表達中華文化之渾厚，或融冶中西藝術於一體。整
場匯演異彩紛陳，一幕比一幕驚喜，一幕比一幕叫人
歎絕！但最叫我們折服的還不止於此。其時天上不時
閃過駭人的電光，轟隆之聲不絕於耳，雨勢也隨著演
出越來越猛，我們甚至看見漆黑中大雨如注。表演者
卻沒有任何退縮，歌聲依然漫妙，舞步依然俐落，其
專業與敬業實在叫人欽佩！謝幕時的掌聲不比天上的
雷聲弱，因大家都感受到這一份專業不容易！

問：在旅程中有什麼得著呢？
答：我們遊覽了東湖、沈園和西湖等地，欣賞到如
詩如畫的景致。我們亦參觀了魯迅紀念館，透過
參觀魯迅故居及欣賞其作品，如《孔乙己》，讓
我對魯迅先生有更深入的了解。當中的照片和手
稿生動地重現了魯迅先生的一生。「橫眉冷對千
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可謂魯迅一生的真實寫
照。此外，我們拜訪了浙江理工大學。透過教授
與學生的分享，我們了解到當地的教育與科研，
青年人的生活文化與發展空間。

   許多的遺憾，本就是美好事物的一部分。我們能
在暑熱下欣賞西湖之濃妝和湖畔之人的閑適，又能在
天公不造美下欣賞到真正的專業演出，這晚的掌聲一
定會在我們的腦中迴盪。

F. 6B 梁清兒同學
問：當地有什麼文化特色 ?
答：杭州和紹興位於長江下游，兩地水文化饒富特色。
以紹興為例，其水文化源遠流長，從有文字記載
至今，已有二千多年歷史。由於紹興地勢低窪，
平均海拔僅 4 米，水流速度很慢，形成了大大小
小的河流湖泊。紹興更因水形成了「開門就見水，
舉步可登舟」的獨特現象，這是因為古時交通運
輸主要靠水運，形成了城鄉水陸二路渾然交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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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6D 吳詠欣同學
問：本次旅程有什麼新奇事物？
答：這次旅程中，我們參觀了兩條商業街，包括紹興
老街和清河坊，當中最令我感到新奇的是店鋪的
宣傳模式。這些店鋪為了吸引遊客，都為自己的
店鋪設計了一些有趣的語句，例如「進入本店講
價時請撒嬌」、「距離百年老店還有 98 年」、
「有美女不打烊，全是爺們提早打烊」。這些店
鋪不像一般的大型商店般只用折扣和優惠來吸引
顧客，而用一種較有趣味、輕鬆的方式來吸引顧
客，顧客反而更能感受到老闆的心思。

F. 6A 陳俊琪同學
問：不知道杭州與香港有什麼分別呢？
答：我認為杭州對協助青少年創辦企業、實現夢想方
面比香港更優勝。杭州配套措施完善，如夢想小
鎮是一個支持青少年創業、孕育夢想的地方。青
少年透過勝出比賽，就能得到政府資助實踐自己
計劃書中的理念，創立一番事業。對比香港，青
少年剛投身社會，沒有足夠資源支撐他們創業，
最終只能面對現實，放棄夢想。

F. 6D 伍艶紅同學
問：這次旅程有否改變你對內地的看法？
答：還未去杭州前，我一直認為內地科技較香港落後，
直至參觀完當地的高科技公司，我開始對內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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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該公司的高科技產品向全球提供，例如家居
機器人，監控產品等，在香港也有採用。參觀這
家公司使我看到中國創新科技的進步。在建築活
化方面，杭州在保護歷史建築及活化方面做得頗
不錯，清河坊自南宋以來就是著名的商業區，近
年經重整，變成中國式商業街，吸引更多遊客，
使人在逛街中感受明清風味。

銘賢富士特攻
銘賢富士特攻隊經過長久的訓練，互相支持，終於在二零一七年七月成功登上富士山頂，展現了銘賢人堅毅
不屈的精神和團結的力量。
   由於胃口欠佳，我並未用餐，匆匆收拾一下行裝，
便在狹窄擁擠的空間裏休息。未料小睡過後，許多隊
員們卻越感不適，甚至嘔吐大作，但沒有一人放棄登
頂的念頭。大家沿途互相扶持，向著山頂邁進，終於
迎來了御來光。這個日出是我看過最美也最有意思的
一個日出，因為能一個不少、全員登頂，靠的不只是
個人的毅力，更重要的是大家團結一心的力量。

登山前的合照

柯瑞真老師
銘賢富士特攻隊全體二十一人經過多月訓練和籌
備，終在七月二十四日迎來登富士山的大日子。出發
往日本當天，知道日本附近有雙颱風逐漸形成，大家
都不禁擔心登山之旅會因天氣關係受影響，甚至被逼
取消。幸而天公造美，我們可順利依原訂計劃登山。

   在此，實在感激童軍 147 旅細心的籌備，尤其許
多童軍領袖在背後默默出力，才令這趟登富士山之旅
得以順利完成。各位樂行童軍不論在登山過程或是餘
下的行程中都一直對年輕的師弟妹們細心提點、照顧，
盡顯你們成熟的一面，是他們極佳的榜樣，亦證明了
147 旅如何令人成長。童軍、深資童軍及女童軍，你
們年紀小小便能完成登富士山的壯舉，我實在為你們
感到驕傲。回想十五、六歲時的自己，根本從未想過
踏足日本的最高峰。而你們不但想了，還做到了！盼
望你們將來能走得更高、更遠，為自己創造更多美好
的回憶！

特攻隊一行人於早上九時多抵達富士山五合目，
待身體適應海拔二千三百多米的高度後，大家便於
十一時開始登山。原以為碎石路會比較好走，卻發現
每向前踏一步，總會向後滑半步，頗費勁才能走完一
段斜路，但卻有數之不盡的斜路綿延至山上。由五合
目緩緩步至七合目，大家沿途欣賞雲海之美，頗覺輕
鬆寫意，戰意亦十分高昂。可是隨著海拔愈來愈高，
不少隊員均出現頭痛、作嘔、渴氧等高山反應，但大
家都咬緊牙關，拾級而上，互相為對方遞上氧氣瓶和
輕吐問候。
   由八合目開始，我感到腳步虛浮，舉步維艱。眼
見天色漸沉、氣溫驟降、冷風颼颼，我十分擔心能否
在入黑前抵達旅館。本可早早到旅館歇息的隊員，為
支援身體不適以致落後的隊員，刻意放慢步伐，令我
感到非常窩心。其他走得稍前的隊員亦不時回頭察看
我們的情況，使我頓覺必須打起精神，堅持到底，才
對得起全體隊員。當聽到先鋒部隊在旅館遠遠呼喚，
我便一鼓作氣走完最後的一段斜路，抵達御來光館。

黃志忠老師與同學在山腰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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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佩玉老師
   全體二十一人經過大半年的訓練，負着共同的目
標，一同登上富士山山峰看日出，既興奮又期待！出
發前，天氣報告預測登峰之日的天氣不宜上山，故此
一直擔心會否取消行程。幸好，感謝天父的眷顧，
宜人的天氣讓我們整隊人平安上山看日出 ! 由五合目
到七合目走過無盡「之」字路，每踏前一步都會溜
後半步，更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不致雙腳陷入沙
泥中。一步一步的向上攀，俯望白雲的景象簡直嘆
為觀止，使人起勁。經過八合目後，我們已經身心
俱疲，飢寒交迫，四肢乏力。我們經過千錘百煉後，
終於抵達山上小屋。進入小屋後，即使隊員們累得不
像話，但他們臉上仍掛著勝利的笑容，能夠一同抵達
三千四百五十米的高峰，一切辛酸也不足掛齒！凌晨
二時，我們出發前進，盼望能於四時半前抵達山峰。
冷酷無情的寒風迎面刮來，不但不損戰意分毫，更使
我愈戰愈勇！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深中，跟隨著志同
道合的戰士們上山，一直告訴自己要迎難而上，克服
一切困難。到達頂峰的一刻，心情竟然是平靜、安穩。
於等候日出時，看著一個個隊員到達目標，此時大家
難掩喜悅。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山上的日出見
證著我們二十一人無分彼此，互相砥礪，以及難能可
貴的友誼。最後，感謝同行三位老師無微不至的照顧，
特別鳴謝樂行童軍團員對師弟妹們的呵護，相信他們

不能停下來吧？」雖然艱辛，但為了完成目標，我們
最後決定在寒冷的凌晨再次出發，繼續拾級而上。
   那時候我們胃口極不佳，都沒有吃早餐，起初繼
續上攀時感到雙腿無力，頭痛欲裂，步速十分緩慢，
那瞬間真想蹲在地上大哭一場。但在隊友的支持、鼓
勵、陪伴下，本著女童軍「食得玩得又行得」的精神，
找回信心繼續走下去，身體漸漸地適應高山環境，生
理不適慢慢消退。終於，大家一同在四點前成功到頂，
那束御來光覆蓋整個天空，驅走烏雲和黑夜，耀眼光
芒散落各處，代表我們完成了一個畢生難忘的創舉！
   登上海拔三千多米高的山峰，相信大家都感疲
倦，但內心有無比的滿足感，實在難以言喻。再一次
感謝一四七旅童軍邀請我們參與這次旅程，也感謝一
直照顧我們的老師和隊員們。互相砥礪，永不放棄的
精神會在我們心底長存的。

獲益匪淺 ! 銘賢精神，也是一四七的精神，薪火相傳。
與日本童軍進行交流

F. 6B 陳皓琳同學

F. 6C 譚文芳同學    

   那天我們幾經辛苦，強忍著抓心撓肝的高山反
應，一邊吸著氧氣，一邊上山。每到一個合目，便稍
作休息，與隊友互相鼓勵，心裡也不斷為自己打氣：
再多走幾百米就可以到旅館吃飯休息了！為了食物，
請繼續堅持！就這樣一直咬緊牙關向上爬。
   旅館並非市區的五星級酒店，內裡既狹窄又侷
促。轉輾反側，徹夜無眠，身軀疲憊不已。我倆不禁
擔憂到底自己能否繼續跟隨大隊，在早上四時前登
頂，又想親眼一睹御來光，內心忐忑不安，一時之間
不知如何是好。抵不住旅館空間狹小，於是走到屋外
空氣較流通的地方，吹吹冷風，靜思一會。剛好是午
夜，伸手不見五指，萬籟俱靜，只有夜行登山客的交
談聲、腳步聲，呼吸聲。坐在屋外木椅上，看著登山
客不斷往來，冷風讓頭腦清醒起來，彷彿吹走了滿腦
愁思   「小小苦楚等於激勵，難得來到富士山，總

思風

出發前先來張自拍

黃可嘉老師跟兩位女童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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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6D 許卓業同學

F. 4B 方寶瑩同學

   為了登上日本第一高峰富士山，我特意在前一晚
提前睡覺，養精蓄銳。一覺醒來，我一早起牀梳洗，
經過一小時多的車程，終於到了起點五合目，富士山
行正式開始。

   一年前，懵懵懂懂地穿上一身筆挺的童軍制服，
便正式成了 147 旅團的一員，未想過有機會能與團員
們成就這一大壯舉！經過大半年的籌備，銘賢富士特
攻隊終在七月二十四日登山了！

   身為長跑隊的隊員，我接受過多次行山訓練，起
初以為登富士山沒難度。可是，富士山行讓我發現我
實在高估了自己。在登山過程中，我見識到一些瘋狂
隊友，面對此等高山，絕不屈服，好像有無窮無盡的
氣力和腳力，永遠走在團隊的最前面，向着終點長驅
直入。看著他們，我發覺自己的實力追不上。本著銘
賢長跑隊「上完斜就落斜」的隊訓，我緊隨他們的腳
步，不知不覺便到達了御來光館。

   出發前，整團二十一人齊聲高呼，互相打氣！這
一刻，我感受到心裡有團火在熊熊燃燒。幸運地，我
沒有高山反應，看著同行的隊友頭痛、作嘔，唯有一
步步踩著碎石迎難而上。看見背後深深的足印和每個
集合點烙上的金剛印，心裡滿是感動。

   這一晚，我們在御來光館休息。可是，由於登山
客眾多，小屋內空氣焗促，十分難受。醒來後，頭昏
腦脹。幸好有一班貼心的隊友，不斷關心我的狀況，
我也感覺好多了。 最 後我們到達了山頂，一起看日
出，看見這無與倫比的景色，登山的汗水也是值得的。
不幸的是，我在下山時不慎扭傷，當時我還想忍痛撐
著到終點，結果黃老師察覺到我受傷了，於是幫我包
紮，減輕痛楚，我才得以到達終點。
   這次經歷令我體會一個團隊內，每個人都很重
要，不分你我。隊友之間的互相扶持和鼓勵，是我攀
上高峰的最強後盾。這段追夢的故事，我深信未到終
點。過程中學到的待人處事的態度，適當的自信和應
有的承擔，一定有助我日後勇闖高峰。

   苦苦掙扎、堅持了八小時後，大家已經精疲力盡
了，一頭沈睡過去。凌晨，凜冽寒風猶如利刀一般在
黑夜中肆意揮舞，這段攻頂路不易行啊！路上大家一
個緊貼一個，向後一望，大家的頭燈在黑夜中是多麼
耀眼，壯觀得我不敢再向後望了。一步一腳印，不知
走了多少步終於到山頂了！寒風撲面而來，都敵不過
手中暖呼呼的粟米湯和互相的慰問。到太陽徐徐升起
時，我已不懂如何稱讚這個磅礡的場面，只能靜靜用
雙眼欣賞從未看過的美景。
   下山的路上大家齊齊談笑唱歌，早已忘記腳下的
痛楚，能與大家結伴同行，是多麼幸運和難忘。過程
讓我成長，知道年輕人有夢便要追，在適當的時機積
極進取，或許下一個成功的人就是自己。回想之前的
籌備工作，我發現一切都值了！無論在準備功夫或是
旅程中，儘管犯下很多錯，各位老師和童軍領袖都包
容我，鼓勵我。感謝所有領袖、老師、戰友的鼓勵和
帶領，成就了登上懸崖峭壁的我。

   此行讓我一嘗成功的滋味，這個值得驕傲自豪的
成就，也是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美好回憶。

富士山小知識 :
富士山比原來的高度矮了 2 米（1885 年的官方
紀錄：高 3778 米）。
在富士山上，我們離地面越高，自動販賣機價格
就越高。
富士山並非全年覆雪，夏季時雪會融化。
富士山別名叫「不死山」：《竹取物語》中輝耀
姬向皇帝獻上長生不老藥的傳說。輝耀姬返回月
亮後，傷心悲痛的皇帝決定在日本最高的山頂將
長生不老藥燒掉，因此產生了「不死山」之名。
老師、同學和童軍在登山後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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