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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
F. 5A 陳量賢

F. 5B 黃美茵

經過一番努力，第八十二期《思風》出版了。
在今期採訪中，我們十分感激《思風》創刊初期的大師兄師姐們接受訪問，
分享過往作為《思風》編委的寶貴經歷。他們有的親身與我們暢談歡聚，有的
透過大氣中與我們在電話訪談，有的用文字和照片跟我們分享，好讓我們認識
到《思風》早期，甚至創刊時期的艱辛和趣聞軼事，使我們認識到當初滿懷抱
負和理想的學長們如何憑着滿腔熱忱，親力親為地創立屬於銘賢的校刊。時光
荏苒，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有幸藉着一筆一墨，與同學一起窺探學長們的
堅毅、智慧和胸襟，這是讓我們編委樂在其中的。
時間悄然流逝，那十年前還穿著銘賢校服，為理想奮鬥的莘莘學子，已成
為了幹練成熟的社會棟樑，再度回到屬於我們的母校。今期《思風》也會為大
家報道校友們的「十年之約」，他們於本年三月回到銘賢聚首一堂，開啟時間
錦囊，見證昔日一起共度的青蔥歲月，同時亦提醒了我們不忘初心，感恩戴德，
堅守理想。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思風亦會帶大家走訪各地，分享師生們在交
流參觀的所見所聞所感，並獻上精彩的遊歷趣聞，以拓闊眼界，盼望大家亦能
樂在其中。
最後，感謝《思風》顧問老師的協助和各編委多月以來的付出和投入，亦
特別嗚謝所有接受訪問及為《思風》撰文的校友、老師和同學，你們真摯的分
享，實為《思風》生色不少。當然，不能不感謝大家用心細閱。期望《思風》
繼往開來，為大家分享更多銘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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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from the Principal
MY Home Coming Memories
Ming Yin College is MY (my) college. It belongs to me
and I am part of it. I think most of our alumni will agree
with me.
In CCC Ming Yin College, we are a Christian family where
the culture of love and care prevails. In the past 50
years, our school leaders and teachers made this school
a place to nurture talented youth in the community.
In the 2019 March Homecoming Day, our alumni from
various fields came back to school and gave advice on
Career and Life Planning to our students. MY students
are blessed.
Members of the Ming Yin family can share and unite to
do good for the community because we believe that the
blessings we gained can be passed on to our students,
from generations to generations.
I believe the children are our future
Teach them well and let them lead the way
Show them all the beauty they possess inside
Give them a sense of pride
To make it easier
Let the children’s laughter remind us how we used to be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Whitney Houston

In this issue, the editorial group of Sze Fung has lined up a few exciting interviews with our alumni.
The students found that these successful role models can help to motive and give them directions in
their studies. Besides, our students continued to explore the world and learn to experience different
cultures in their ‘See the World’ overseas trips. In the coming academic year (2019-2020), with the
help of the Life Wide Learning Fund provided by the EDB, we will be able to organize more study
tours to help MY students see the world. If God allows, we may be able to set our footprints beyond
Asia, onto other continents like Australia, Europe and even America.
Thank you God for leading us through a very fruitful year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Dr. Chan
Ma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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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思風》編委專訪

左起：F. 5A 陳量賢、F. 4A 司徒健超、蕭惠蓮副校長、馮麗康校友、區劍龍校友、朱啟文校友、何展才校友、F. 5B 黃美茵

念那天起步—《思風》緣起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校報《思風》的緣起呢？
於上年度第八十期《思風》，前任編委在採訪時有幸認識到《思風》創刊號總編楊炳光校友，瞭解到《思
風》創刊的由來。楊校友憶述，原來當年校方推薦了幾位中六同學參予教育司署（現稱教育局）舉辦的青年
領袖訓練營，營會中他們見識到其他「名校」有自己的校報，於是「見賢思齊」，認為銘賢也要擁有屬於自
己的新天地，營會過後便向陳和通校長建議創立校報的大計……就這樣，在陳校長的支持和譚松壽老師的指
導下，以及他們滿腔熱忱、實踐理想和排除萬難的勇毅，親自造就了這樁何等有意義的事！繼往開來，時至
今天，《思風》已是第 82 期了！
感謝蕭惠蓮副校長為我們邀請到《思風》創立初期的編委們於 2019 年 5 月 2 日回校歡聚暢談，讓我們更
進一步瞭解編委在《思風》創刊初期的心路歷程。他們分別是（1976 年）第一屆創刊號英文編輯馮麗康校友、
第三屆編輯區劍龍校友、第四屆總編輯朱啟文校友及第五屆總編輯何展才校友。此外，我們亦與第四屆編輯
委員楊美玲校友進行電話訪談，也感謝創刊號中文編輯冼劍華校友為我們撰文。最後，不得不特別鳴謝創刊
號總編輯楊炳光校友，他不辭勞苦地越洋為我們提供當年創刊的資訊，並熱心地為這篇專題作最後審訂。

母忘初衷
在此我們先向大家介紹《思風》首三屆編委，感謝他們並各編委為校報奠立穩固的基石：

第一屆創刊號總編楊炳光校友（圖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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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第二屆英文編輯郭婉嫻校友、第一屆創
刊號總編楊炳光校友、第二屆總編區劍雲校
友、第二屆中文編輯趙國慶校友

第二屆總編區劍雲校友（圖左一）
第三屆編輯區劍龍校友（圖左三）

左起：第二屆總編區劍雲校友、第七屆
總編區秀芳校友、第三屆編輯區劍龍校
友。他們三兄妹皆曾擔任《思風》編輯
工作，可謂一門三傑！

•歷屆《思風》編委專訪•

專訪：馮麗康校友、區劍龍校友、朱啟文校友、何展才校友
細說當年

思風緣起

《思風》於 1976 年度創刊，《思風》命名的意
思乃希望藉校報為同學提供一個思想交流的園地，

第三任校長楊寶坤先生的訪問，當時校報把校長的
資料一一登出，甚至令同學得悉兩大校長的年齡，
同學的反應也十分雀躍。」區校友笑道。

使學習的文化蔚然成風。昔日《思風》以報紙形式

事實上，《思風》歷屆編委對每期的專題內容

出版，其功能有三：（一）讓同學多留意身邊的事，

選材都十分認真，一絲不苟，他們親力親為，不遺

以引發思考、（二）向同學報道學校資訊，以聯繫

餘力地搜集資料，如在一個多月中訪問了七十三位

銘賢師生、（三）鼓勵同學在校報上投稿，以推廣

分別來自中一至中七的同學，以瞭解同學閱讀報紙

思考和創作的風氣。

的習慣。區校友更跟我們分享道，有次為讓報道更

採訪趣聞

為精闢深入，編委主動跨出校園，親自拜訪香港中

精益求精
談 起《 思 風 》 的 製 作 過
程，何校友憶道當時各編委無
分彼此，工作十分融洽。區校

文大學著名的傳播學院院長余也魯教授。編委們主
動求真的精神、廣闊的眼界和對知識的追求，實在
值得我們學習。

友回憶第三屆採取集體領導，
六位編輯無分正副，從構思、
採訪、撰稿，以至排版、校對，
大家合作無間，氣氛融洽。他
更專誠在家中帶來早期出版的
《思風》，為我們帶來驚喜，
我們也珍而重之，把它們安放
在校史室。

左起：第三屆編輯李慶宏校友、
區劍龍校友、葉偉強校友、
方佩琼校友
拍照地點：香港中文大學

俯首甘為孺子牛

當年編委為能夠
深入報道，特意跑到
香港中文大學親自拜
訪著名的傳播學院院
長余也魯教授。
這幀照片是區劍
龍校友（圖左二）受
訪當日帶回來與我們
分享的，他多年來妥
善地珍藏這照相，可
見他多珍視當年擔任
《思風》編委的一點
一滴。

百般滋味在心頭

他們又與我們談及在出版路上所遇到的困難。
首先，在排版和印刷等方面，區校友道：「相對我們，
早年的《思風》以報紙形式刊印

你們這一代算是十分幸福，有電腦協助，一切可以
透過互聯網和編輯軟件完成。當時我們需拿著一大

早年《思風》的每一期均設立專題，以吸引同

批文稿『過海』，到銅鑼灣的藍馬印刷廠印製《思

學們閱讀和思考，故內容大都圍繞同學生活，十分

風》。印刷廠將文稿打字，成為直排每行字數一致

貼地，近至平日閱讀報章的習慣，遠至關於流行歌

的長條形『條稿』，我們須以人手把這些『條稿』『就

曲，例如從黃霑的歌詞

「變幻原是永恆」中探

位』貼版，再加上大小標題，可謂『粒粒皆辛苦』。」

討中國文學。有趣的是，《思風》更不時向同學揭

當時由人手排版訂位非常考功夫，稍一不慎將文字

露校園秘聞，以及一些鮮為人知的小事。「使我印

字條剪接錯誤，接續的文字位置便會出錯，就得重

象深刻的是我兄長與銘賢第二任校長陳和通先生及

頭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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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思風》編委專訪•

而且在校對方面，「需要很多人手負責文稿校

儘管他們面對繁重的事務，仍然堅守崗位，盡

對的工作，一位編輯要心思縝密，有前輩曾說過：

心盡力地為同學服務，這份如魯迅般「俯首甘為孺

『校對如掃落葉。』每一個位置和訪問內容都要不

子牛」的赤子之心，實在是難能可貴，也是值得我

停重複校閱，以找出當中的錯別字，這樣便能培養

們學習的。如今，在他們心中，當初編製校報的困

到日後工作行事謹慎的特質。」區校友更笑道，到

難和苦澀，在經歷多年後回首，皆化成難以忘懷的

今天受訪，再看這報紙時還找到個錯字呢！

美好回憶。

在訂定報道方向上，朱校友也指出，編委在制
定專題內容時也有機會出現不同的意見，但這樣能
令他們學會抓緊每次會議的機會，提高了協調和解
難的能力，讓他們一生受用。

繼往開來 薪火相傳
最後，我們又跟校友們談上對《思風》的期望。
他們均不約而同地表示，希望透過《思風》能加強
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認識母校更多，發掘和瞭解

另外，在資金問題上，原來當時《思風》需要

學校內外的人情世態，引發思考。同時透過《思風》

每期收費七毫，以七十年代的物價而言，對同學來

為各位同學記下大大小小的回憶，希望同學在十年

說算是昂貴。楊炳光校友憶述，當年他們明白到經

後，二十年後……，仍不忘記在銘賢學習、以及和

費不足的問題，在創刊前跟陳和通校長陳明這憂慮，

人相處的快樂而寶貴的時光。臨別，大家更打趣相

怎料，陳校長得悉後表明一力承擔。如此，編委們

約在《思風》出版第 100 期時回來，一起見證這歷

便如釋重負！《思風》創刊號就在陳校長的支持下

史性時刻。

得以付梓。區校友亦說道，往後同學對《思風》的
反應也十分踴躍，令校報在出版當日已獲訂購達七
成之多。

經歷了這次別具意義的專訪，小編們不但對
《思風》的緣起作了深入的瞭解，更反思到擔任《思
風》編委的所得。我們不僅擴闊眼界，接觸到不同

聽著他們分享昔日《思風》製作的過程，原來

界別的傑出校友，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層面上有莫大

並非如我們想像般輕而易舉，但卻能在艱辛中孕育

的得著。雖然我們付出了不少時間製作這本刊物，

出認真和細心的態度。我們追問校友們既然《思風》

但都是值得的。期望我們庶竭駑鈍，發揮自己最大

工作這麼繁複，為何會加入《思風》？

的 才 能， 並 抱 着 一 顆「 非 以 役 人， 乃 役 於 人 」 的

三位校友齊聲一笑並回應：都是一時衝勁，出

心，去把前任編委們用心建立的校報和其背後的精

於主動和自願！其實，面對當時競爭激烈的公開試，

神

全港僅數千人能考進大學的情況下，擔任各種職務

他們的努力了。

「思考的風氣」薪火相傳，這樣便不愧對於

實屬吃力不討好。馮校友更說曾為了《思風》大開

最後，再一次感謝各位校友撥冗親臨學校接受

夜車，不眠不休也義不容辭，而馮校友亦身兼多職，

訪問，並再一次鳴謝創刊號總編輯楊炳光校友越洋

包括學生會主席、美術學會主席等等。又像區校友，

為這篇專題作最後審訂。

他除了專注學習外，還需幫忙父親在工廠的工作，
幫補家計，生活繁重得不可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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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訪談後在校史室留影，大家更打趣相約在《思風》出版第 100 期時回來，一起見證這歷史性時刻。

•歷屆《思風》編委專訪•

電話訪問：
楊美玲校友（《思風》第四屆編輯委員）
（問：《思風》總編黃美茵同學 F. 5B）
問：請問師姐是哪一年的《思風》編輯成員？為何
選擇成為編委？

問：師姐認為《思風》的價值和重要性在於什麼？
答：對於參與編輯的同學而言，由蒐集資料、校對

答：我是第四屆的《思風》編輯委員。當時對文字

到印刷發行，都可以學會自發學習和思考，加

編輯感興趣，所以主動希望成為編輯，認為這是

強主動性。對閱讀的同學而言，可以加強同學

一個難得的經驗，後來老師得知，讓我有幸成為

思考的風氣，從中獲益。

其中一員。
問：編輯工作中有沒有什麼難忘的經歷？
答：印象比較深的是排版編輯的工作中所學到的技
巧，畢生受用。此外，看着一本《思風》由無到

問：師姐對《思風》編輯委員有沒有什麼勉勵的
說話？
答：參與《思風》的編輯工作實在是一個很好的學
習機會，希望各位師弟妹好好珍惜。

有，由構思題目，蒐集資料，編輯文稿，到最後
出版，都有著莫大的成功感。

文章分享：
冼劍華校友記略（《思風》第一屆創刊號中文編輯）
記憶所及，《思風》是 1976 年創刊的。好像是

員協商之下，對「思風」這名字仍是情有獨鍾，在

當時的學生會成員中有人萌生辦校報這意念，在幾

與校方溝通後，終於通過採納這創刊名字。現在回

位志同道合的成員支持下敲定。對於一班中六生來

想，我可以感受到校方昔日的寬大心懷，讓學生們

說，其實當時大家都忙得不可開交，既忙於學業，

可圓夢！

又忙於身兼多個會社的領導角色。大家還未懂得計

另一難忘的印象，是一篇題為「中學生應否談

算能否再百上加斤，就憑一股衝勁和幾分傻勁就踏

戀愛？」的專題文章。編委會覺得這題目應能引起

上這創刊列車了！

同學的興趣。走訪了幾位老師和同學撰寫而成。其

事隔那麼多年，印象實在模糊了。而僅有的三
兩足印卻仍歷歷在目。第一個難忘的印象是「思

中的觀點既能反映青少年人的心態，亦能讓老師們
分享見地，當年同學們對這篇文章也津津樂道呢。

風」的命名。當時一班編委提議採用「思風」這名

第三個難忘的印象是有份參與《思風》製作的

字，大概是表達：這校報想提供同學們一個思想交

團隊，大家都不計較付出（尤其是總編輯楊炳光同

流的園地；鼓勵同學愛思考，蔚然成風。但對於校

學），眾志成城。終於《思風》創刊號面世了，雖

方來說，「思風」這名字較為敏感，好像風潮甚麼

然對比起今天師弟師妹們所創作的，是那麼相形見

的，大概不想見到同學有可能被社會不良風氣帶

絀，但在當時編委的心中卻是那麼珍如拱璧！

動，埋下專好質疑問難、好批判的種子……。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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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生
重聚日

   銘賢書院舊生會於本年三月二日舉辦舊生重聚日，讓銘賢舊生跟離
任及現任老師聚首一堂。當天舉行了一連串豐富的活動：校友職業分享
講座、前銘賢美術科老師馬桂綿教授與美術學會有個約會、參觀校史
室、前銘賢老師王潘畹芳女士帶領師生們跳土風舞、盆菜宴及抽獎等
等，大家濟濟一堂，十分熱鬧。而今年更是第一次進行開啟時間囊的儀
式，實現「十年之約」的大日子，真是萬眾期待！現在就讓我們跟大家
報道當天活動的盛況！

校友職業分享講座
在校友生涯規劃資訊分享這個活動中，很感激九位不
同職業範疇的舊生：劉定中校友、鄺梓軒校友、歐錫熊校
友、張正才校友、王志強校友、顏雲婷校友、羅菊芳校友、
林佩珊校友和董嘉宏校友，回校分享他們在職業生涯上寶
貴的經歷。參加者主要為中三和中四級的同學，他們根據
興趣選擇不同範疇的講座，相信從校友的分享中他們都獲
益良多，對不同的職業範疇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們訪問了兩位參與活動的中四同學，與大家分享他
校友職業分享

們在活動中的得著。

F.4B 梁穎晴
起初我們大部份中四學生都
對活動不太感興趣，都認為自己
距離工作還有一段時間，但最後
在完結時，每一位同學都在熱烈
地討論剛才嘉賓的分享，都顯得
對活動十分感興趣。經過我們分
同學認真地聆聽職業分享講座

開到不同自己有興趣的範疇的職
業分享後，我覺得各位校友的分
F.4B 麥詩敏

我們聽了關於酒店和集團方面的介紹。校友清楚地敘述該
行業的學歷要求、性格要求、工作範圍。在酒店行業中的分享
中，校友講述整個行業有數十個職位，每個職位都要經過一段
時間的培訓等。在集團行業的分享中，校友更說明了整個公司
的運作程序，並提及各個崗位互相合作和扶持是公司其中一個
成功因素。
這次各校友的分享令我們對不同行業的工作模式和環境加
深了解，讓我們對將來就業方面有初步認識，開始思考自己對
什麼行業感興趣或適合什麼工作，為自己未來做好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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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生動有趣，他們會在分享中加
入一些有趣的互動，令教室的氣
氛活躍起來。而且當我們向他們
提出問題時，他們會說出自己的
經驗之談，真的讓我們獲益良多。
可惜的是每個工作範疇的分享時
間不是太多，我們意猶未盡，離
開時，大家都表示希望能繼續再
聽呢！

•舊生重聚日•

開啟時間囊
在晚宴和開啟時間囊前，
先是校監陳應城教授為我們致
辭，並介紹校友捐款成立的獎
學金。接著，陳綺雯校長也為
我們致辭，介紹學校發展基金
的新方向。

然後，就是萬眾期待開啟時間囊
的環節了。
十年前，銘賢學生於畢業那年為
自己留下珍貴的東西存放於時間囊；
今天，經過十年的光景，眾同學以校
友身分回到母校一起開啟時間囊。回
望昔日於銘賢生活的點滴與年少時立
下的宏願，美好的往事一一在腦海裡
浮現。
在蕭惠蓮副校長的主持下與校友
們一起正式開啟時間囊。校友們與當
年的班主任和老師一起在台上合照，
並一同打開時間寶箱，回味當年美好
的中學生活，大家都感到十分興奮！

開啟時間錦囊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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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生重聚日•

十 年 前， 當 時 中 五、 中
七的銘賢學生寫了一封信給
十年後的自己，並將信件伴
隨著每班的「寶物」放進時
間囊中。如今，看著十年前
自己寫的信，真是別有一番
滋味在心頭！
給自己的信

盤菜宴及大抽獎
在開啟時間囊後，迎
來盤菜晚宴。校友和老師
一邊享受美食，一邊談天，
十分愉快。

（左起）謝裕富副校長、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蘇成溢牧師（前任銘賢
校監）、校監陳應城教授、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學務總監陳紹才先生（前任
銘賢校長）與陳綺雯校長合照

最後以合照作為當日的尾聲，為這次重聚日劃上完美的句號。

歡 聚 暢 飲 過 後， 由 蕭 惠 蓮 副 校 長
（圖左）與舊生會會長何展才先生
（圖右）主持大抽獎環節，大家都
十分雀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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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生重聚日•

校友分享：

《思風》採訪
趁著這特別的日子，我們編委亦採訪了六位校友。

黃穎欣校友
Q：當年在銘賢的校園生活有沒
有什麼難忘的回憶？
A：我曾是英文學會主席，那時學會的活

左起：呂梓汶校友、趙豪章老師、

動已非常豐富，有不少聯校活動。雖然身為主

黃穎欣校友、鍾慧欣校友

席比較忙碌，但我也學會了如何擔當領袖。
Q：請問你現在從事什麼？

呂梓汶校友

A：我大學畢業後便到南華早報當編輯，而現在於政府
部門工作。

Q：當年在銘賢的校園生活有
沒有什麼難忘的回憶？

Q：你會如何勉勵銘賢的師弟妹？
A：我明白大部分銘賢同學學業繁忙，但

A：最難忘的莫過於擔任學生會主席，

大家在努力讀書之餘也要發展其他

很慶幸能與一班好友一起服務同學，令我成
長了許多。

興趣，放鬆自己。

Q：時隔十年重回銘賢有什麼感覺？

鍾慧欣校友

A：我感到莫名興奮，大概是因為見到昔日好友。銘賢
的事物沒有太大轉變，使我勾起很多快樂回憶。
Q：你會如何勉勵銘賢的師弟妹？

Q：你會如何勉勵銘賢的師弟妹？
A：銘賢同學要積極發展個人興趣，除了注重
學業，亦應參與更多的活動，提昇溝通能力。

A：希望銘賢的同學們積極培養自己的環
球觸覺，多留意現今世界的變化，盡
早為自己前路打算。

Q：畢業後最大的感想是？
A：中學的友誼最為純潔、可貴。畢業之後，人
際關係變得複雜，難認識到交心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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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生重聚日•

張家倫校友
Q: 再次踏足母校，有什麼感覺？
A: 校舍翻新了，但仍然保持樸素的
風格。
Q: 當年選擇了什麼信物擺入時間錦囊？有何

張家倫校友（圖右二）接受《思風》訪問

意義？
A: 當時放了《念奴嬌》這首宋詞。希望以這首詞來
提醒自己。
Q: 畢業後有何最大的感想？
A: 要珍惜朋友，畢業後回頭看才發覺
中學時期的友誼難能可貴，所以
真的要好好珍惜自己的朋友。

陳嘉儀校友

Q: 再次踏足母校，有什麼感覺？
A: 重遇以前的同學，既感到高興，亦難免
有時間飛逝，光陰似箭的感慨。

Q: 當年選擇了什麼信物擺入時間錦囊 ? 有何意義？
A: 牛公仔。當年銘賢會擺年宵攤位，我們班售賣這
隻牛公仔，它自此成為了班的吉祥物。
Q: 畢業後有何最大的感想？
A: 學生時代要努力讀書，對未來做好
規劃，並積極地活在當下！

黃詠珊老師（圖左一）、陳嘉儀校友（圖中）、黃可嘉
老師（圖右一）和兩位曾是女童軍的校友的合照

伍振榮校友
Q: 再次踏足母校，有什麼感覺？
A: 我感到很開心，班上的同學終於能在這次
十年之約活動中齊齊整整聚在一起。
Q: 當年選擇了什麼信物擺入時間錦囊？有何意義？
A: 我放了一封信，但現在還未達成信裡寫的目標。
Q: 畢業後有何最大的感想？
A: 在中學時真的要努力讀書，讀書能
影響一個人的人生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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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振榮校友（圖右一）接受《思風》訪問

跨出校園

放眼世界

歷史科及宗教事工委員會：

澳門歷史文化考察團

   源於西方的基督教與香港及澳門的發展息
息相關，歷史深厚。於十九世紀中期，修讀神
學的馬禮遜，為了履行宣揚基督福音的使命，
親身來華，積極學習中文，希望在這片中華國
土傳播福音，而香港的基督教發展便由此開始。

為讓團契更了解基督教在港澳兩地的歷史發

旅途中同學們遊覽了許多名勝、歷史悠久的宗

展，進一步加深其對信仰的信心，同時亦希望歷史

教建築物，包括馬禮遜中心及大三巴牌坊等，除了

科的同學能跳出課本，實地觀察歷史所遺留下來的

讓同學們加深了基督教歷史發展的認識，更在宗教

事物，讓其思考歷史文化與現代社會的聯繫。因此

信仰及歷史學習層面上有更深刻的體會和得着，藉

宗教事工委員會聯同歷史科於二月二十五日合辦澳

此增廣見聞。

門歷史交流文化考察團，邀請團契團員及修讀歷史
科的中四及中五同學參與。
馬禮遜中心
瞭解馬禮遜對

馬禮遜教堂及馬禮遜墓

大三巴牌坊

獻花以表達對馬禮遜的敬意

宗教的貢獻
聖若瑟聖堂
參觀接近三百年歷史

澳門觀光塔

普濟禪院參觀

午膳

簽署中美「望廈條約」的地方

的天主教教堂

官也街

聖老楞佐堂
參觀接近三百年歷史的天主教教堂

感受澳門現代文化及發展

？

。

交流團抵埗澳門的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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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出校園

放眼世界•

團契職員分享 :
澳門憑着其無數珍貴的歷史文化，以及多不勝

上帝的大能，加強了我們對信仰的認識。而今年我

數的名勝景點，一向是香港人喜愛的旅遊地點。我

們宗教事工委員會的主題是：「裡外更新」，此行

在是次澳門學習團之前，已經有數次遊歷澳門的經

正好洗滌我們的心靈，讓我們因著神的大能大愛再

驗。然而，這一次澳門學習團讓我留下了對宗教方

次立志，堅守上帝給我們的大使命！

面深刻的得著。
澳門學習團的首站是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 澳門馬禮遜紀念中心，中心的副主任賈若暉先
生向我們介紹了馬禮遜先生的生平事蹟，使我們
對馬禮遜先生有了基本了解，更驚嘆於他一生所
做的事。作為一個基督徒，他的一生更是讓我體
會到上帝的大能。
馬禮遜先生本來對中華民族沒有半點了解，
對中文字沒有絲毫的認識，竟能憑着自學的方法
學習中文字，然後再花費一生把聖經翻譯成中文，

團契職員到馬禮遜墓前獻花

他當中遇到的困難，你能想像嗎？他憑著上帝的
大能大愛，活出基督的樣式，致力宣揚福音。他
讓我們看到歷代宣教士委身事奉的偉大。
及後，我們亦到了馬禮遜的墓地，由陳校長
帶領我們獻花致敬。馬禮遜先生孑然一身，從英
國來到中國傳揚福音，死後甚至被葬於異鄉，可
見他真的付出了很多。其實每一位基督徒亦是如
此，在傳福音的時候定會遇上不少阻礙，但只要
相信上帝，再難走的路也能走過。
在墓園的旁邊，有一座簡約的教堂，在教堂
內寫着「太初有道」四字，這進一步加深了團契

聖若瑟修院聖堂前的大合照

信徒對上帝大能的認識。「道」是有時間的超越
性，在未有時間的時候，「道」已經存在，這道，
就是上帝。願我們在軟弱無力的時候，放下心中
的牽掛，依靠擁有大能的上帝。我們可做的事情
有限，但只要凡事相信上帝，祂必定會在我們身
旁扶持。
這一天的行程，加深了我們對基督教信仰的
認識，由馬禮遜來華的歷史中，看到歷代宣教士
委身事奉傳揚福音的偉大，讓我們進一步認識到
16

在馬禮遜墓園內的小教堂，十字架下的聖經寫上
「太初有道」四字。這裡很少對外開放，難得在此留影。

•跨出校園

歷史科同學分享 ( 一 )：

放眼世界•

舉凡到澳門，大家都會到澳門最有名的標誌性建築朝
聖。大三巴牌坊，作為澳門的地標，當是必去之處。
400 多年前，葡萄牙人侵佔了中國澳門，也把天主教帶
到了澳門。隨後他們於 1583 年在澳門建成了一座名為「聖
保祿」的教堂。葡語「聖保祿」發音接近粵語中的「三巴」，
所以教堂很快就被華人喚作「大三巴教堂」。今天所見的牌
坊模樣，便是當年聖保祿大教堂的前壁。
前壁的巍峨壯觀確實令人歎為觀止，細看壁上精緻的浮
雕，也引發我們思考其象徵意義。牌坊上有各種富有中西文
化特色的雕像、文字與圖案，例如中國佛教式的石獅子半身
像；骷髏白骨一具，其左邊有漢文句為「念死者無為罪」；
又有一聖母足踏七頭之龍，其右上角有漢文句為「聖母踏龍
頭」等等。一眾同學比較大三巴與同時期的天主教堂的雕
像，發現只有大三巴是附有漢文圖解說明。這獨有的漢文解
說，顯示出這一系列栩栩如生的雕像有着濃厚的中國文化特
色。
是次遊覽在欣賞大三巴的同時，我們能聯想到它是西方
文明進入中國歷史的見證。在教堂建成之年，意大利傳教士
利瑪竇從大西洋彼岸駛來，在中國澳門實踐在華傳教的使

中二及中三學生及老師在大三巴牌坊前留影

命。同時，他不斷學習和研究中國文化，更翻譯了不少中國
經典著作。大三巴見證著這位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把天
主到以及許多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帶到中國，與此同時，他
也向世界介紹中國，可見大三巴在歷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
到訪大三巴當天，遊客多如過江之鯽，人人都在壁前拍
照留念。有一句當地流行的語句：「到澳門不到大三巴，不
成一遊。」的確，這幅堪稱「立體聖經」、中西合璧的牌
坊，不愧是澳門世界遺產歷史城區中的領銜代表建築。雖然
再也不能發揮教堂的功能，但它的光彩，在半世紀後轉換了
型態，依然綻放。
每一座建築物的背後，都承載著或多或少歷史的重量。
而大三巴牌坊，則成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位重要歷史見
證者。

F. 5B 方寶瑩同學
中四五歷史科學生及老師在大三巴牌坊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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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得到苟安，便派大臣耆英
與美國談判，於是便在 1844
年在澳門普濟禪院簽定中美
第一條不平等條約

《望

厦條約》。
而那張在禪院內的圓桌
子便是當時簽訂條約的地方。

就讀歷史科的同學在馬禮遜墓園的合照

歷史科同學的分享 ( 二 ) :
澳門是一個毗鄰香港的城市，有一段與香港相
似的殖民地歷史，當中有個地方叫 「普濟禪院」，
它與清朝時期的歷史有著密切的聯繫。

究竟對清朝時期的中國有多大影響呢？
從歷史角度看，《望廈條約》無疑加快了列強
侵略及瓜分中國的腳步，擴大了當時外國在中國的
利益，更奪走部分中國軍事主權（美軍在中國水域

普濟禪院建於明朝末年，是澳門三大禪院中規

可以隨意停靠貿易船，中國政府無權干涉）。對於

模宏大、歷史悠久和佔地廣闊的一間。為什麼這間

當時的居民造成了極大困擾，大眾萌生起「仇洋」

寺廟與中國歷史有關？玄機就在於禪院後花園的一

情緒。條約更像「枷鎖」，牢牢鎖住中國的主權，

張桌子。

國家主權理應不被他國操縱，但條約無疑加快暴露

老師與同學們跟隨著導遊繞過了禪院的內部，

了清朝內部政府的腐敗疲態，正處於「外患內憂」

來到了後花園。我們看見了一座平平無奇的亭子，

的情況，令他國更能肆無忌憚地瓜分中國利益，不

在前方放著一張圓桌子，我們猜想這張桌子必定大

利中國長遠發展。事實上，在清朝後期，中國的確

有來頭。果不其然，導遊告訴我們在 1842 年，鴉片

繼續衰退沉淪。由此可見，《望厦條約》對中國歷

戰爭後，中國大敗，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

史烙印下不可磨滅的痕跡，是國人都需要銘記於心，

此條約為中國史上第一條中英不平等條約，也成功

以史為鑒的寶物。

打破中國的閉關政策，外國列強從中取得相當大的

普濟禪院用歷史的血與淚教訓了我們，即使我

利 益。 而 美 國 惟 恐 自 己 會 落 後 於 其 他國家，便於

們處於這個相對和平友愛的社會，可能不會再有類

1843 年派特使顧盛，偕同三艘戰艦往中國叩關，望

似的情況出現，但也應該以史為鑒，要懂得在任何

可以與中國簽訂一條比《南京條約》更完善的條約。

時候都需要團結一致，守護自己國土家園，不可因

顧盛恐嚇當時清朝的官員，導致廣州掀起大規模的

害怕而退縮。

反美示威，於是美艦便出兵壓制。而腐敗的清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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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簡簡單單的一紙條約

普濟禪院後花園簽署望廈條約的桌子

F. 4B 朱倩嬈同學

馬禮遜墓園景觀

體育科：
四川成都交流之旅

   一眾長跑隊成員於聖誕節假期，12
月 20 至 24 日，到了四川成都進行交流
活動。在旅途中，她們都各有得着。

第一天行程
F.3A 楊㯋妍

F.3B 譚櫻芝

我們分別參觀了成都騰訊大廈以及成都規劃館。成都騰訊
大廈本來不對外開放，因此我們對能參觀騰訊大廈感到十分
榮幸。在那裡我們認識了騰訊的發展歷史。之後，我們便出發
到成都規劃館去，它是以成都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為線索，集
中展示成都發展的歷程，導遊帶領我們去觀看成都總規劃的模
型，那裡實在令人眼前一亮！

駱敬環老師與長跑隊成員在機場合照

到訪四川香港馬會奧林匹克運動學校

第二天行程
F.3B 林垣儀

F.3C 梁倩盈

F.3C 藍璐

早上，我們來到了四川香港馬會奧林匹克
運動學校進行體育交流。過程中，我們體驗
了跆拳道、中國武術、柔道和摔跤四項體育項
目。我們了解到很多平日接觸不到的體育項
目，這次交流實在是令我們難忘。
到了下午，我們參觀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
工程參觀，都江堰一共分成三個部分：魚嘴分
水堤，寶瓶口以及飛沙堰。最美的莫過於寶瓶
口，它和魚嘴分水堤一樣，用處為控制水流大
小。都江堰由戰國時期興建至今兩千多年，它
與四川香港馬會奧林匹克運動學校交流照

與四川青城山於 2000 年一同被列入世界文化
遺產，可見其極高的歷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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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日行程
F. 3C 吳海琳

黃雅儀

我們到了中國臥龍大熊貓自然保護區、臥龍自然
與地震博物館及汶川大地震汶川縣映秀鎮遺址參觀。
首先，臥龍大熊貓自然保護區是四川大熊貓棲息地最
重要的核心保護區，區內共有一百多隻大熊貓，約佔
全國總數的百分之十。我們不但近距離觀賞了大熊
貓，更學到了有關大熊貓生活方面的知識。其次，臥
龍自然與地震博物館是四川省面積最大、自然條件最
多樣、珍稀動植物最多的自然保護區之一。我們除了
能在那裡看到各種珍稀動植物的品種外，還學到了一
些關於地震成因及備震措施等知識。最後，我們在映
秀鎮的地震遺址

中國臥龍大熊貓自然保護區

漩口中學，目睹了汶川大地震所

帶來的傷害。

第五天行程
F. 3A 陳淑敏 F. 3B 余詩莉
在整個四川交流團中的第五天，我們到了位
處成都市浣花溪公園旁的杜甫草堂去。杜甫草堂
又名草堂博物館，在1916年3月4日成為第一批全
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公元759年，杜甫因安史
之亂流亡成都。在友人嚴武的幫助下於浣花溪畔
蓋起了一座茅屋，那正是杜甫草堂，一住便是四
年。直到嚴武去世，杜甫才離開成都。中國著名
中國臥龍大熊貓博物館

作家馮至更在他所著的《杜甫傳》中說到：「人
們提到杜甫時，盡可以忽略他的生地和死地，卻
總忘不了杜甫草堂。」由此可見，杜甫草堂對中

第四日行程

國的文化價值很高。從大門沿途前行，草堂大門

F. 2C 陸嘉敏
我們到了四川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災後重建及管理
學院、成都武侯祠和錦里的街道參觀。在四川香港理
工大學災後重建及管理學院裡，我們學會了如何運用
一些日常用品來做繩結，然後又學會如何使用滅火
筒，用 T 恤來做擔架等等一系列災害防震預防知識。
之後我們到了武侯祠。成都武侯祠始建於公元 223
年，明朝初年重建武侯祠時將它併入相鄰的漢昭烈
廟，形成了君臣合祀祠堂與陵園為一的格局。最後，
我們到了錦里的街道遊覽，那裡設計古色古香，令我
難忘。
20

額匾上刻有郭沫若手書的「杜甫草堂」四字；在
展覽區大雅堂裡，我們更能看到屈原、陶淵明、
李白、王維和陸游等等中國著名詩人的雕像，實
屬難得且珍貴的體驗啊！相信大家都是滿載而歸
的呢！

中三級：
開平陽江文化之旅

   全 體 中 三 同 學 與 十 三 位 老 師 於 二 零
一九年四月十一日至四月十三日到江門開
平市及陽江市，通過參觀當地中學、博物館
與一些文物建築，從而幫助學生增加對文物
保育和內地文化的認識。

銘賢全體中三同學及隨團老師與台山越華中學大合照

第一天，同學到達開平市後便隨即參觀台
山越華中學。在紅牆綠瓦的教學樓裏呈回字形
的佈局，數根希臘式的石柱立在禮堂中，壯觀
宏偉、中西合璧，風格特別。據台山越華中學
伍校長介紹，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日軍的
投降儀式就在教學樓的二樓舉行。這對於越華
中學而言，是一個值得銘記於心的歷史時刻。

男子籃球友誼賽合照

在這次交流中的一個特別環節便是與越華中學的男子籃球以及女子排球友誼賽。雙方的隊員皆全力以
赴，默契十足。縱身一躍的完美上籃，迅速爆發的殺球，令操場
沸騰起來，同學們都看得非常投入。相信球員們認真拼搏的精神
都令同學難以忘懷。
第二天，師生到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進行參觀。展館裏除了
展示不少珍貴的文物外，還設有多項互動設施，讓同學們通過不
同的體驗對海上絲綢之路有更深了解。此外，當天同學們亦前往
女子排球友誼賽合照

梅家大院，感受大院所融合的歐美風情及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精神。
於旅程最後一天，老師同學則參觀了開平自力村。村內環境

優美，水塘、荷塘與錯落有致的碉樓相互映襯。而碉樓裏還保存着完整的傢具、生活用品等等，都是當時華
僑文化的歷史見證。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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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平自力村

同學分享
我們訪問了參與交流的同學，現在便一同了解他們在活動中有何難忘的體驗和得着吧！

F. 3B 鄺明宇

F. 3C 梁倩盈

我認為開平充滿着濃厚的華僑文化，是中

在這次旅程中，我對碉樓文化的印象加深

西文化匯聚的地方。
在「僑」的方面，我在是次旅程中發現開
平到處都留有外國的風味。譬如在立園及自力

彈飛》，但在見識了南樓和立園後，才知道碉
樓獨特的建築風格和歷史背景。

村的碉樓，便包含了如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建築

除此之外，我們在第二天去的海上絲綢之

風格。而在梅家大院的建築群，甚至地上最不

路博物館也令我眼界大開。「南海一號」裝載

顯眼的紅色花紋地磚也隱若流露出異國韻味。

著無數的文物，不禁令人瞠目結舌；除此以外，

縱使開平到處滲透外國風味，也難以掩蓋

它們也對探索海上絲路的考古學家提供了莫大

她本來的「華」文化。碉樓身上的紅磚青磚處

22

了；以前我對碉樓的記憶還停留在電影《讓子

的幫助。

處都突顯出中國的建築特色。來到梅家大院、

在這次開平陽江之旅中，我不但可以從中

南樓、立園等地方；隨處可見刻在建築上的詩

學習，還可以藉此欣賞中西合璧的建築物和秀

句，都別有一番韻味。

麗美好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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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3C 周尤晟
本次旅程中我覺得新奇的事物有兩件。
其一是碉樓。碉樓興起的原因有很多，例
如地理環境、治安欠佳、華人海歸等，這裡的
每一點都與香港有天壤之別。我們何曾否想過
自己的家中有槍與土匪駁火呢？又曾否想過每
逢佳節便要上樓參拜神龕？這些對我們來說都
是再新奇不過了的吧！
其二是開平陽江當地不疾不徐的生活節
奏。越華中學的同學在小息會嬉戲打鬧，朝氣
蓬勃，放學後便慢慢地回到宿舍；開平居民晚
上會到咖啡廳休息，和朋友聊聊天；商店的老
闆會默默地看你挑選商品，時不時推薦一下，
但從不催客。作為繁忙都市中的一份子，這些

梅家大院

是令我們感到新奇的，卻又是難得的。

F. 3D 勞卓瑤
眾所皆知，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發展迅速，高樓林立，再不是昔日的
漁村。在這趟旅程中所認識的開平，相較而言，是個發展還沒那麼成熟的地區。
首先，開平的大廈平均都比較矮，建築物之間距離亦較遠，抬頭都能看到一
大片天空。在酒店附近的地區，雖然較有市區的感覺，但還是沒有香港那麼侷促。
當然，開平佔地較大也是當中一個很大的因素。反觀香港，摩天大樓隨處可見，
像一道道高牆擋住了天空，很有壓迫感。
第二，如剛才所言，香港是一個「石屎森林」，缺乏了一點綠色，頂多也只
有街道邊的樹木或者大廈特意建出來的綠色平台。在開平乘搭旅遊巴時，只要稍
微欣賞一下窗外的景色，不難看到大片大片的農田，其中很多都是水稻田，一排
排整整齊齊的秧苗構成一幅美麗的圖畫。雖然導遊曾說那些田地已不算大，但是
在香港，特別是對於可能連新界亦從未踏足的千禧孩子，真的難以親眼見識。
最後，交通配套方面，我認為香港的交通規劃較完善，路面情況較安全且有
秩序，指示也較多。在開平的旅遊巴上，總覺得當地交通系統相較紊亂，設施指
示等較香港簡單。因此，我在車上也不禁要盯著路面。這是我經歷在開平陽江的
三日兩夜後的小小感想，開平與香港之間實在存在許多差異，感謝這次交流活動
讓我能見識更多，感謝校方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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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史科及文學科：
貴州文化探索之旅
首兩天行程：
西江千戶苗寨及西江苗族博物館

   中四、中五級修讀中史科、中國文學科的同
學，連同四位老師，於五月七日乘搭高鐵，展開
了一連五日的貴州文化探索之旅。從中，我們了
解到貴州不同少數民族的文化及歷史，並從飲
食、住宿和參觀等各方面，深深體會到當地的民
族風情與文化。

翌日，我們環繞西江千戶苗寨遊覽了一遍。古
樸的吊腳樓是一種多依山傍水，鱗次櫛比，層疊而

我們剛踏進首晚的住宿，便對眼前宏偉壯觀的

上的乾欄式建築，樓上住人，樓下架空。由此可見，

苗寨建築群留下極深刻的印象。西江千戶苗寨是一

在幾千年前，人民已懂得依勢建起這種做工精細、

個完整保存苗族「原始生態」文化的地方，十多個

通風防潮，可避暑禦寒的吊腳樓，極具實用和觀賞

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連成一片，清澈見底的白水河

價值。隨後參觀的西江苗族博物館，以苗族的歷

穿寨而過。千百年來，西江苗族在苗寨上游地區開

史、生產、生活節日、歌舞和服飾等作主要內容，

闢出大片的梯田，形成了農耕文化與田園風光。那

讓我們從不同層面了解古老的苗族，這無疑是一種

晚，一行人深深感受到苗族人的熱情好客。他們以

保護民族

「長桌宴」迎接賓客，主人敬酒勸飲並對酒當歌，

文化和歷

令不少同學盛情難卻，喝下醇酒。不過，我們眼見

史的好方

所有來賓都得以這種苗族最高形式與隆重禮儀的宴

法，能全方

席所接待，不禁令人反思這些擁有幾千年歷史的少

位地向遊

數民族之風俗，是否還存在一個崇高可敬的膜拜價

客展現苗

值？抑或只能在源源不斷的來客和旅遊業的帶動下， 族 的 獨 特
和發展。
這些風俗才得以承傳？

一眾團員與帶隊老師於貴州師範大學前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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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千戶苗寨外觀

•跨出校園

第三天行程：
貴州師範大學及青岩古鎮

放眼世界•

第四天行程：
黃果樹大瀑布

在第三天，我們來到了貴州師範大學。在大學

休息一夜後，我們大清早便啟程前往期待已久

中，導賞員細心地為我們講解貴州苗族的文化，亦

的黃果樹大瀑布。素聞黃果樹大瀑布是中國最大的

和我們介紹了他們的學校和院系。在交談之中，我

瀑布群，以水勢浩大著稱，我們皆迫不及待想一睹

們得知：原來貴州苗族的文化得以完整地保存下來， 其風采。抵達景區後，我們先遊覽了位於上游的陡
不僅是靠一個個古跡的保留，更多的是靠行動和教

坡塘瀑布，瀑布水流沿著寬廣和緩的瀑面均勻撒開，

育去傳承，例如苗家的傳統蠟染文化。看著同學們

仿若透明輕紗，令大家不禁眼前一亮。及後，我們

一個個手忙腳亂，在布上努力地用蠟作畫，再看著

抵達下游地區，走過由天然盆景區、天星洞區和水

講解員們輕輕鬆鬆便完成了一幅作品時，我不禁思

上石林區組成的天星橋，親眼欣賞「石上流水，水

考：香港現時的文化保育又是否做得足夠呢？

上有石，石上又有長樹」的奇特風景。最後一眾師

接下來，我們去了青岩古鎮。青岩古鎮建於明

生長途跋涉，終於看到最大的黃果樹瀑布，更從瀑

朝洪武年間，被一道城墻所包圍，是貴州的軍事要

布後的水簾洞經過，感受其飛流直下的恢宏氣勢。

塞。當我們登上城牆時，便馬上被眼前遼闊的景色

不少同學都是首次看到如此大型的瀑布，人人打從

所吸引。不同於萬里長城，青岩古鎮城墻的景色偏

心底裡佩服大自然的傑作。然而，得知中國政府正

向於秀氣，卻比江南水鄉的高樓景色壯觀和硬氣。

準備申請將瀑布列入世界自然遺產，我們不禁思索：

登上城墻的高處，方才還帶著些暖意的風逐漸變得

申遺是否真能夠加強對自然生態的保育呢？抑或此

蕭瑟，遠方的阡陌、房屋和人們盡收眼底，此刻我

舉只是為了大大增加景點的經濟收益而已？

才明白，古時將士、文人保家衛國的使命感是從何

最後一天行程：
貴州省博物館

而來

或許，便是因為登高所見的這一幀安居樂

業圖吧！
走過充斥著商業元素的大街，小巷裡的民房依

在旅程的最後一天，我們於早上抵達了最後一
個目的地

貴州省博物館。我們參觀了各種貴州

舊保留著最原始的那副風貌，不受外界所打擾。古

重要的歷史和民族文物，結合前四天的遊覽所見，

樸宏偉而又嚴謹精緻的建築群無聲地為多年後的我

我們更切實地了解到具有深厚文化內涵的貴州少數

們訴說著明朝的特色。

民族文物，以及透過圖片、模型、影像等展覽認識
當地的古今歷史變遷與獨特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匆
匆走完全館，我們便乘車前往高鐵站，踏上回港的
歸途，正式結束五天四夜的貴州之旅。

交流團團員及本校帶隊老師於瀑布前合影

西江千戶苗寨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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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青少年大交流計劃：

日本之旅

   2018 年 12 月，我有幸獲學校推薦參與
21 世紀東亞青少年大交流計劃，獲選為香港
代表前赴日本進行為期 9 日的交流。

F. 5A 姚科蕊

背景
日本政府在 2007 年 1 月第二屆東亞首腦會議（EAS）
上，宣佈成立 350 億日元的青少年交流計劃，邀請約 6,000
名 EAS 成員國，包括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澳洲、中國、
印度、新西蘭及韓國的青少年往訪日本，以期透過青少年
的交流建立亞洲的團結基礎。日本政府自 2007 年起展開此
計劃，香港及澳門的青少年，於 2008 年起獲邀請參加此交
流計劃。代表團在日本逗留 7 至 9 天，期間會參觀文化、
經濟及環保等設施、探訪學校並在日本人家庭住宿，以體
驗當地的教育及文化。
這是我第二次踏足日本，卻是煥然一新的體驗，這次

F. 5A 姚科蕊同學（圖前排右三）
與組員在香港國際機場合照

的旅程更具深度和廣度，亦提供了與日本國民交流的寶貴
機會，使我深刻地理解日本在各方面的發展。

比較來比較去，又有什麼意義呢？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呀！我喜歡音樂嘛！」。在讀書方面，問到壓力大
不大時，他們也是燦爛一笑 :「還好啦！」。於是

對於一個天災頻現卻屹立不倒，而且能持續發

到了傍晚離別之時，還固執地問他們在一整天交流

展的國家而言，其國民性是成敗關鍵。這次旅程中

活動後回家會做什麼，怎料回答也是異口同聲地說

我深刻地認識到日本國民一絲不苟的精神。從陪伴 「做功課。」。後來回想，當真當頭棒喝，醍醐灌頂。
我們全程的中日友好會館翻譯員貼心的陪伴和豐富 其實，日本的社團活動取得卓越的成就不是因為學
的講解，到日本高中生對社團活動的認真和專注，

生讀書壓力不大，而是因為他們擁有極度認真的態

再到寄宿家庭的植田爺爺奶奶對我們無微不至的照

度和願意全盤付出的熱誠。

顧，日本人民對凡事盡善盡美，要求做到最好的態
度鼓勵了我們，也感動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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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裏都有競爭，哪裏都有壓力，比較來比較去，
又有什麼意義呢？當別人正在埋首努力之時，自己

起初，我打著日本高中生沒什麼讀書壓力的如

卻百無聊賴地享受著閑情逸志，並心存僥幸，然後

意算盤，斷定他們在社團活動（或稱部活 / ぶかつ）

就一味羡慕別人，這有什麼可能達到目標的彼岸呢？

發展與讀書之間之所以能均衡發展，就是因為輕鬆

與其臨淵羨

的課程允許學生花較多時間參加社團活動。然而，

魚，不如退

在京都府立山城高中欣賞畢銅管樂團的精彩表演，

而結網，所

出於好奇詢問綵排時間，怎料團員每天放學練習長

謂苦海无涯

達三個小時，週末更要投放八小時。再問，你願意

苦作舟，成

付出那麼多時間嗎？ 女孩不假思索地回答 :「願意

功從來都沒
有捷徑。

京都府立山城高中劍道部

•跨出校園

於寄宿家庭一同準備的午餐

金閣寺合照

放眼世界•

茨城縣立土浦湖北高中茶道部表演

人與人之間相處的精髓，
不正是這份真摯和單純嗎？
記得寄宿在植田爺爺奶奶家，大家雖然相隔千里，卻在一陣寒
暄後自然而然地準備晚餐，按部就班，其樂融融。第一晚的晚餐是
大阪燒，其中一個步驟是切高麗菜。植田奶奶拿出砧板和刀具，一
塊砧板、兩塊、三塊、四塊……又拿出刀具，一把、兩把、……五

京都府立山城高中銅管樂團表演

把！我不禁好奇為何他們有如此多的廚具。待當晚寫紀念冊時，我
才恍然大悟。一本本的紀念冊堆砌成一座小山，他們早已接待過很
多人，翻開冊子，盡是滿溢著溫情的語句。有來自東南亞的學生，
來自印度的學生，來自中國內地的一家，林林總總的人，千變萬化
的生活與文化背景，卻都曾相聚在這棟屋子裏。多少次的招待，多
少次的大阪燒，多少次的陪伴，都是那麼的細心和盡心，他們款待
的熱情從沒有消減。在我們心中留下的，只有感動。日本人對我們
熱情的款待和單純的交流，都讓我感到無比舒服！這也令我反思到
人與人之間相處的精髓，不正是這份真摯和單純嗎？

京都府立山城高中集體照

京都府立山城高中弓道部練習

茨城縣立土浦湖北高中啦啦隊部表演

寄宿家庭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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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以明道

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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