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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界區 十大 傑出 學生 選舉 」活 動程 序相 當嚴 謹， 參加
斬六 將。 首先 ，參 加者 要提 交作 文「 心目 中的 傑出 學生
論進 行， 亦是 佔分 最重 及最 緊張 的一 環。 曹家 誠憶 述「
會議 題， 同學 發表 己見 ，同 組組 員都 選了 本地 新聞 ，而
了中 美貿 易戰 。在 討論 期間 ，我 學會 了在 具爭 議性 議題
容對 方的 發言 ，令 我獲 益良 多。 」

作力 。其 後的 筆試 更是 對參 加者 知識 廣度 及對 身邊 事件
題目 十分 刁鑽 ，其 中兩 道題 問到 「港 珠澳 大橋 總長 多少
今仍 令我 印象 深刻 。」

小組 討論 要求 同學 選取 近期 受關 注的 一個 社
且論 點獨 到精 闢， 而我 因較 後發 言， 故選 擇

時， 如何 表達 意見 ，過 程中 ，亦 學到 尊重 包

的資 訊， 有助 擴闊 見解 層面 和知 識儲 備。 他們 特別 提到
數據 分析 ，能 更有 趣而 準確 地獲 得知 識。 此外 ，他 們亦
分最 重的 是小 組討 論， 可見 得舉 辦方 較為 著重 學生 的談

的敏 銳度 的一 大考 驗。 李嘉 豪表 示「 筆試 的
米」 以及 「粵 港兩 地的 車牌 號碼 區別 」， 至

通識 科訂 閱的 信報 文章 ，裡 面有 不少 插圖 和
建議 可以 從口 才方 面準 備， 「這 次的 選舉 佔

吐技 巧與 表達 能力 」。 他們 舉例 說， 加入 辯
的能 力， 還能 與其 他同 學合 作時 候學 會表

   「新 界區 傑出 學生 選舉 」由 新界 青年 聯會 舉辦 ，活
動程
會負 責統 籌各 「地 區傑 出學 生選 舉」 ，各 「地 區傑 出學
出學 生選 舉」 總決 賽， 務求 能於 眾多 的參 選者 當中 ，挑
十大 傑出 學生 。

4A 曹家 誠（ 右二 ）出 席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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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禮

位傑 生提 議要 多留 意時 事「 大至 世界 小

統文 化」 。同 學可 以從 新聞 報紙 吸取 到不 同

論隊 可訓 練口 才； 加入 學生 會， 不僅 能訓 練到 談吐 方面
達， 加強 溝通 能力 。

，分 數最 高的 三位 初中 及高 中生 ，獲 邀

員之 間要 共同 合作 拍攝 視頻 ，考 驗同 學的 協

   對於 有意 參加 「傑 出學 生選 舉」 的鄭 中學 弟學 妹們
，兩
至西 貢區 的日 常新 聞， 也要 多瞭 解不 同地 方的 特色 與傳

者要 經多 輪面 試， 選舉 過程 可謂 過五 關

」， 其後 要進 行面 試與 筆試 。面 試以 小組 討

   當選 傑出 學生 ，選 舉的 環節 不止 於此 。通 過上 述評
審後
到大 灣區 作三 天兩 夜的 參觀 ，後 再次 進行 筆試 。期 間會

記者 4C鍾 佩恩

序相 當嚴 謹。 首先 主要 由聯 會八 大區 屬

生選 舉」 的優 勝者 再獲 推荐 進入 「新 界區 傑
選出 十名 新界 區最 傑出 的學 生， 成為 新界 區

6A李 嘉豪 （右 三） 出席 頒獎 禮

環保種植設施
科研小隊研自動灌溉系統揚威
設計比賽
環保種植設施比賽獲得亞軍殊榮
【本 報訊 】家 中有 種植 的朋 友， 未知 有否

學便 發明 出「 自動 灌溉 系統 」， 利用 氣壓

的原 理， 當系 統感 應到 植物 水份 不足 時，

時澆 水的 問題 。而 系統 更於 全港 學界 STEM

環保 種植 設施 設計 比賽 中， 勇奪 亞軍 殊榮

本校 去年 四名 中四 學生 4A陳 穎遙 、4B
201 9年度 全港 學界 STE M環 保種 植設 施設

試過 因忘 記灌 溉而 導致 植物 死亡 呢？ 一群

林泳 彤、 4B劉 梓俊 、4C 翁佩 茗以 「自

（去 年） 中四 的鄭 中同

便會 自動 灌溉 ，解 決了 要定

。

本報記者4A陳穎遙
動灌 溉系 統」 參與 了20 18至

計比 賽。 構思 初期 ，同 學們 想到 人們 外出
時植 物會 缺水 的問 題， 因而
設計 了一 個不 用任 何電 力的 加水 器， 以氣
壓的 原理 ，使 水位 下降 到一 定高 度時 ，加
水器 會自 動加 水。 設計 主要
以一 些循 環再 用的 物品 如水 樽來 製作 。翁
佩茗 指， 「市 面上 都有 一些 電動 裝置 有此
效果 ，不 過利 用氣 壓更 能節
能， 符合 環保 效益 」。
比賽 並非 一帆 風順 ，同 學們 也遇 到多 個考
驗， 例如 ：營 養液 分量 的調 節以 及加 水器
的容 量等 問題 。另 外，
原來 選擇 種植 何種 植物 都有 學問 。劉
梓俊 表示 ：「 我們 在選 擇時 要考 慮植
物的 收成 期， 因比 賽在 春夏 之交 舉
行， 若植 物在 該時 間沒 有收 成， 便未 能展
示系 統的 作用 ，所 以最 後選 擇了 蕃茄 」李
詠思 老師 補充 ，評 判來 到的
時間 ，都 驚嘆 植物 的茂 盛， 「我 們的 設計
算不 上高 科技 ，但 由於 成果 不俗 ，相
信這 是致 勝關 鍵」 。
全港 學界 STE M環 保種 植設 施設 計比 賽，
旨在 讓同 學發 揮創 意及 運用 數理 的
設計 設施 及加 入環 保元 素， 還需 要短 片拍
攝技 巧及 向評 判匯 報， 能高 度訓 練同
學應 對外 界的 新事 物。 這次 比賽 共有 70多
隊報 名參 加， 鄭中 同學 的「 自動 灌溉
系統 」獲 得亞 軍殊 榮。

設計概念圖

過程

拍攝 短片

環保 種植 設施 的種 植果 效不 俗

收割 巧克 力蕃 茄

第一 次收 成

設計 概念 圖

評審

參賽 組員 合照 （左 起： 劉梓 俊、 翁佩 茗、

林泳 彤、 陳穎 遙）

亞軍 頒獎

評審 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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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沛成老師

大家好！我是李沛成老師。
不知不覺間，已經在鄭裕彤中學將近一個學年了，很高興今年能夠加
入鄭裕彤中學這個大家庭，在這充滿愛和美好的校園工作，實在感恩！
教育，是要用心去教導，身為學生的同行者，最大的滿足感，就是
陪伴同學成長。看見同學們學會以堅毅的精神面對困難，在過程中學
習，這一切都成為我的原動力，亦讓我記起當初選擇做老師的初心。
學習的過程中少不得會遇到困難和挫折，但只要同學們抱着不輕易放棄、
勇於嘗試、堅毅謙遜的精神，我深信每一位鄭裕彤中學的同學都是可造之材，
漸漸發掘到自己的長處和潛能。期盼在往後的校園生活中，能認識多些同學，
一同分享愉快的校園生活。

李啟斌社工
各位同學最近有到102室嗎？有發現到陳姑娘已經不在嗎？在2月停課的時候陳
姑娘已離開了學校，尋找自己的發展。而我是剛剛接替陳姑娘的社工，Ben Sir。
談及社工，大家可能覺得自己是「問題學生」才需要見社工，但見社工不一定
是有問題。社工室是歡迎每一位同學的地方，我亦預備了不少桌上遊戲與大家一起
玩，有零食與你一起分享，讓社工室成為你一個能夠放鬆的空間。此外，我是一個
很喜歡戶外活動及旅行的人，如果同學有好玩的活動或旅遊資訊，都歡迎你到來與
我分享。
最後，希望不久的將來能與你們每一個在社工室相遇，與我分享你的生活點滴
和零食。

馬化鴻老師
各位好，我是馬化鴻老師。任教初中的通識和中史
科，也是本年度中文通識辯論隊的負責老師，同學可在416
室找我。
就讀大學時，有幸加入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參
與比賽和學會團隊合作的重要，希望各位同學除了努力學
習外，課餘時間能找到適合的興趣，充實自己之餘，在擅
長的領域盡展所長，渡過精彩的中學時光。

張詩詠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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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鄭中的同學：
大家好，我是新加入鄭中、來自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的學校社工張詩詠
姑娘，大家可以稱呼我張姑娘或Cwing。過去，我主要從事青少年外展社會工
作，在社區中穿梭，認識不同的青少年。很感恩在這個學年，讓我在工作多年
後，有機會「重返校園」，來到鄭中這個大家庭，認識鄭中的每一位您們。
中學對我來說，是成長中最重要的一站，在那充滿愛的小天地，渡過了最
難忘的青蔥歲月。在那裡，我認識到最好的良師益友，至今仍是我生活中重
要的同行者。在那裡，我亦確立了成為青年工作者，與青少年同行的心志。
盼望鄭中的每一位同學，亦能享受在鄭中生活的每一天，在這裡注滿愛和豐
盛的經歷、與師長和同學們建立最好的友誼，創造最美好的回憶。
我的房間為116C室，歡迎各位隨時到訪！

梅志剛老師

大家好，我是梅志剛老師，今年是我在鄭裕彤中學的第二年，很高興有機會與尚
未合作過的老師和未接觸過的同學，一同分享自己對這間學校的感覺和自身的感受。
很多人說老師的工作是教，所以我自己在填寫表格上職業一欄通常也會填上教
師，一來不希望自己變「老」，二來我真的喜歡「教」。「教」在我自己的認知上，
必定是由身教開始，能自己做到才能教別人做得到，例如我是數學老師，能自己做到
一條算式才能教同學完成，這是基本條件。之後便是把自己的知識傳遞給同學，在教
的過程了解同學的能力，按他們的進度、理解能力等等，並把自己的傳遞頻道調校至
他們的接收頻道，這樣便能接受清晰，亦能減少傳輸上的能量耗損。
我喜歡「教」是因為「教」有非常大的空間去發揮，可以教學業上、處事上、待
人接物上、體藝上、思想上、生活態度上等等。人生充滿各種難關和挑戰，我和同學
一樣必須去面對每日的事情，抱持一種樂觀心態去承擔這些難關和挑戰，以正向的態
度肯定自己的能力及接受別人意見和批評，每天便會開心愉快，笑臉迎人。

麥錦順老師
大家好，我是麥錦順老師，今年有幸加入鄭中這個大家庭。我自幼喜
歡閱讀，尤其喜歡文學，因此喜歡創作不同類型的散文故事。曾有學生問
我：「書本的知識不過是死實的理論，難道讀書只是為了考試嗎？」我卻
不能認同。教育，對學生而言，絕非通過背誦讀熟就可跨過的一扇牆。相
反，它是一條延綿不斷的階梯，只要你要努力向前，往往能在最枯燥的地
方有意想不到的收獲。而閱讀，更是於人生的指南針，帶你走出迷茫，向
著理想目標出發。

廖乙穎老師

大家好！我是廖乙穎老師，很高興今年加入鄭中大家庭。於本年度任教數學
科、綜合科學科、物理科和生物科，同時亦負責S.T.E.M.活動。
於鄭中短短數月的相處，同學們的親切熱情和關愛，讓我很快融入大家。同
學們的天真活潑，歡聲笑語，一張張的笑臉，讓我暖在心頭。
我喜歡閱讀和旅行，熱愛學習新知識和技能，喜歡嘗試不同的新挑戰，希望
跳出個人的舒適圈，接觸未曾見識的事物；於空閒時，我亦會做運動，例如跑步
和打羽毛球，因為健康良好的體魄亦是生活重要的一部分。此外，我亦參與義務
工作，過去數年亦曾以領跑員身分陪同傷健人士參與一些馬拉松比賽，從過程中
正好磨練個人的堅毅精神，好讓我面對不同的困難。
作為老師最大的推動力及滿足感，相信是見證學生的成長。只要有需要時，
我願當一位同行者，同學們亦不要輕易放棄追求理想，願我們共同經歷精彩的校
園生活！期望鄭中的同學能時常抱有求知的心，盡展潛能，享受學習的樂趣。

Hello!
   I have been asked to introduce myself, so here goes…
   I’m from Coventry, England where I was a photographer and painter, exhibiting and
selling my artwork around the world. I was then lucky enough to join one of my favourite
bands on keyboard, writing music and touring with some of the best people I knew. I have
done a lot of travelling over the years - to fifty countries! I particularly enjoyed visiting
Argentina, Jordan, Vanuatu and Zanzibar. After living in Central Finland as a beekeeper and
in a village in Slovenia looking after cows, I decided to begin my teaching career in Hong
Kong. I have taught in many centres, home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colleges
from Sha Tau Kok to Cheung Chau.
   My friends and I help to run a charity called ImpactHK where we help many homeless
people, elderly people and low paid workers. We build trust and friendship, giving out
supplies like food and clothing. We ultimately get people off the streets into housing with
jobs and support.
   My main focus, however, is teaching and I feel so happy to be here playing a part in
your lives at such a wonderful school.
  Thank you.
  Mr. Hare

Mr. 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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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圖片故事
鄭中女排勇奪學界比賽
（第一組）冠軍
以2：0擊敗筲箕灣官立中學，
順利達成女子組2連霸。

本校全體女子排球隊師生合照

女排代表（左起）：
6A蔡雪瑤 6C柯曉嵐
6C鄭秀雯 6C黃詠詩
4D張麗茵 4A侯佳慧

6A施靜儀
5C林芷靖
4A鍾瑜蘭

照片出處：體路

第八屆廣東省創意機器人大賽
第八屆廣東省創意機器人大賽在廣東科學
中心舉行，本屆大賽的主題為「未來都市生
活— 無人駕駛車」，分為基礎型和編程型兩
種競賽項目，有來自粵港澳三地的1000多名中
小學生報名參賽，本校學生獲得多個獎項。

第八屆廣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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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廣東省創意機器人大賽團體照

創意機器人大賽作品

承
3B 李 梓 鵬 、 3B 林 俊
庭
3B 周 啟 堯 、 3C 張 凱
別獎）
特
澳
（基礎組優勝獎、港

3A 陳浩 維、 3A 吳子 汧
3A 李芷 菱、 3A 陳綺 彤
（編 程組 三等 獎、 港澳 特別

3A 黎樂 軒、 3B賴 恩瑜 、3 A梁
（基 礎組 三等 獎、 港澳 特別

啟聰

獎）

4A林進華、4A陳晉賢

4B鄧俊熙、4B藍俊豪
獎）
（編程組優勝獎、港澳特別獎）

「人工智能」廣泛應用於社會各個範疇之上，如社交網絡、智能電話
∕家居、智慧城市(Smart City)等，都與我們息息相關，但當中的私隱風
險卻易被人忽略。為了提高學生及大眾保護私隱的意識，私隱專員公署舉
辦了一項名為「全港中學生「人工智能與保障私隱」策略設計比賽」，參
賽隊伍需選擇一種已應用的「人工智能」作深入剖析，並製作一份策略
書，提出減低私隱風險的方案。本校學生以時下流行的「大數據」為題
目，剖析了互聯網「大數據」的應用如何帶來了私隱外泄的危機，並透過
短片以輕鬆的手法提出了應對的方法，在比賽中獲得亞軍殊榮。

私隱快訊

全港中學生「人工智能與保障私隱」策略設計比賽亞軍

Diamond Badge

活動logo

5A陳穎遙、5A周恩如、5A
林嘉盈、5A梁詠心、5A黃懿
晴、5A劉銳圻於全港中學生
「人工智能與保障私隱」策略
設計比賽中，奪得亞軍殊榮。

其他獎項

本校3A廖詠恩、4A曹家誠以及4B戴耀敏參加第二十一屆《基本法》多面體─全港大專生辯題設計比賽，獲優異獎
本校1E黃熙凌參加「4‧23世界閱讀日創作比賽」
─「閱讀，伴我成長」，獲初中組優勝獎。

本校5C黃芯彥、5C鄭紫瑤、5A郭旻恩、5B林泳彤、5C施少偉及5C
余易珊參加第十六屆《基本法》大使培訓計劃，獲嘉許證書。5C黃
芯彥更在「政策多面體─政策報告書比賽」獲得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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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素養
賽
比
攝
拍
短片

籲公眾小心網絡假新聞

「網絡任何仁」比賽奪冠
一群初 中學生 ，便想 到創作 「《「 任何
消防處 早前推 出一系 列「任 何仁」 短片， 引來大 眾關注 及好評 。本校
勇奪香 港青年 協會Pr oject NET「新 媒體素 養短
仁」踢 爆假新 聞》」 短片， 教導公 眾分辨 網絡假 新聞。 有關的 短片更
片拍攝 比賽」 金獎殊 榮。

本報記者
大行其 道。「 香港推 出三層 巴士」 、「少 年玩po kemonG o行100 公里

網絡令 消息傳 播更容 易，同 時亦使 假新聞
）的1C 周啟舜 、1C洪 晟晉、 1C陳怡 豪和1C
暈倒入 院」等 假新聞 ，皆曾 在網絡 世界風 行一時 。本校 中一級 （去年
「任何 仁」， 拍攝「 《「任 何仁」 踢爆假 新
王耀僖 ，於是 構思出 「網絡 任何仁 」的角 色，由 同學扮 演全身 藍色的
。成員 之一的 陳怡豪 表示， 「任何 仁曾在 網絡
聞》」 短片， 以輕鬆 的對話 及歌舞 的方式 ，提醒 同學小 心網絡 假新聞
點子」 ，周啟 舜補充 ，「任 何仁」 與「任 何
引起熱 話，我 們想同 學留意 到有關 的訊息 ，於是 便想到 扮演任 何仁這
新聞。
人」同 音，代 表每一 個網絡 使用者 只要提 高警覺 ，都可 以「踢 爆」假
出處， 如果來 源不明 ，便可 能是來 自「內
到底如 何辨別 資訊真 偽？他 們提出 幾個方 法。第 一，可 以留意 新聞的
舊聞翻 炒」， 留意日 期便可 避免誤 信。第 三，
容農場 」，多 數為虛 假消息 。第二 ，留意 新聞的 日期， 可能新 聞是「
的媒體 是否都 有報導 有關的 新聞。 最後， 利用
利用搜 尋器比 對，我 們可將 懷疑的 資訊上 載搜尋 引擎， 看看具 公信力
，都可 讓我們 避免誤 信假消 息。
互聯網 「以圖 搜圖」 的功能 ，查看 有關的 圖片是 否改圖 。有關 的方法
金支持 。活動 旨在鼓 勵學生 創作短 片，向
「新媒 體素養 短片拍 攝比賽 」由香 港青年 協會主 辦，並 獲優質 教育基
外，本 校同學 亦於高 中組以 《網絡 特工智 破大
公眾宣 揚使用 網絡的 正確價 值觀、 行為習 慣及態 度。除 了初中 組金獎
http://m edialit eracy.h k∕或掃 瞄本文 QR code。
數據陷 阱》取 得優異 獎。如 欲觀看 有關短 片，可 登入媒 體素養 教育網

踢爆假新聞小貼士
留意新 聞的出 處
留意新 聞的日 期
利用搜 尋器作 新聞對 比
短片QR code

利用互 聯網「 以圖搜 圖」功 能

李浩彰老 師與得獎 學生合照
（右起： 周啟舜、 陳怡豪、 洪晟晉、 王耀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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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剪影

停課不停學
（讀書分享）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打亂了我們的生活
及節奏，但無阻鄭中學生的學習步伐！鄭中的同
學在停課期間，仍然在學業、體育、藝術上堅毅
奮進，以下將由不同的鄭中學生，分享他們停課
中的生活點滴」

4A曹家誠

居家學習相片 曹家誠

   大家好，我是4A班曹家誠同學。雖然疫情導致停課近4個月，但其實我們可以善用時
間，充實自己。在此，我想分享在疫情期間我在時間管理的經驗。
   首先，在作息方面，我堅持早睡早起的習慣。我每天都會在早上七點半起床，大約在
晚上十一鐘入睡。這不但對自己身體有益，而且保證自己在日間能保持精神，並確保復課
後可以適應學習生活。
   接著，在時間管理方面，我每天都會在吃完早餐後先預習當天網課的內容，確保自己
對課題有一基礎的了解，使自己在堂上能更快地明白老師的講解。而在網課結束後，我會
完成老師當天安排的功課，避免拖延累積。為了鞏固學習的知識，我會在餘下時間上網尋
找資源，例如上youtube收看一些相關的教育節目，並自己撰寫一些筆記總結學習內容，令
自己在疫情期間學習的知識更穩固。
曹家誠(19-20年度上學期中四級全級第一名)

Unit6
Work,
nd
Energy a
Power

5A利永康
各位同學，我是5A班的利永康。停課期間打亂了我們的生活，但並未阻礙我們學習的節奏。在停課時，我除了平常
上課和做功課。每天會抽最少1-2小時溫習不同科目。
中文科方面，我主要是溫習12篇範文，記熟當中的中心論點和人物性格等等。而寫作方面，則看不同範文，了解別人
高分的原因，以及記錄優美的句子和詞語。對於自己不擅長的英文，我每天會花較多時間去溫習，每天記5個生字，然後每
星期的週末重溫一次，並背誦老師教過的句子格式，以及製作筆記，讓我更容易應付作文和閱讀理解，亦方便日後溫習。
而數學、物理和化學科，我會透過練習測試自己的知識，遇到不懂就主動問老師。通識科，會按完成老師定期給我們的題
目，並且會細閱老師的評改回饋，及建議改善方法，有需要也會在網絡上看別人高分作品，學習如何回應更詳細和多角度。
利永康（19-20年度上學期中五級全級第一名）

筆記

居家 學習 相片 利永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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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領袖
的抗疫生活

5A莫晧希
（男子羽毛球助理主席）
我是5A班莫晧希。自從農曆新年假期開始，疫情持續惡化，本港宣布停課，開
始了長達三個多月的假期。在這些日子中，感謝學校的應變安排，實行網上實時課
堂，並提供平板電腦借用服務及數據卡給我們，讓我們能在家中好好學習。
我在這停課日子，獲得了更多的時間來做我自己喜歡的事情，例如，能休閒地
拉小提琴，聽着自己拉出的樂章，在網上觀看有趣的實驗，並安排適當的遊戲時
間。當然除了做自己的事情，還要平衡學習生活。雖然不能回到學校與同學一起上
課，互相交流，但並不影響大家同學之間的深厚友誼，有時候會用電話互相關心一
下彼此的狀況，令我感到十分感動。
另外，在這疫情中，我看到不同地方的人正在努力對抗疫情，更看到不少人在
這次疫情中喪失朋友或親人，令我明白到一個完整的家庭或良好人際關係不是必然
的，我們應該珍惜身邊所有人。
最後，在此祝各位身心健康，病毒並不可怕，只要勤洗手，並時刻注意個人衛
生，疫情便會很快過去！

因為疫情的關係，從農曆新年開始的假期變得十分漫長。教育局宣佈了停
課，不同的康樂設施亦都關閉，就連籃球場也都封了框，這段停課日子，實在是
百無聊賴，根本無事可做，每日都過着頹廢的生活。每天除了上網實時上課，就
是睡覺，完全提不起勁做任何事。疫情的嚴重，由於抗疫物資短缺，身邊的人都
活在惶恐當中，擔心隔離鄰舍、附近社區的人染病，波及自己。直至上幾個星
期，慢慢習慣了戴口罩的日子，也下決心補回欠交的體能短片功課，外出跑步及
做體能，希望可以充實一點。
最後，希望疫情可早日過去，大家可以回復正常生活。

5B劉梓俊
（跆拳道主席）

（男子籃球隊主席）

大家好，我是5B班劉梓俊，在這段疫情的期間，已停課接近有4個月時間。
在這抗疫期間的第一個月，大家都不能如常上學，相信很多同學和我一樣都難以
適應，未能找到自己有規律及持續學習的生活節奏，甚至日夜顛倒。
但到第二個月，隨着網上實時課堂的開始，我意識到要慢慢地找回自己的生
活節奏。每天保持上網課、做功課，並且堅持一小時的運動，保持身體健康。
疫情的期間，有時也會親手下廚烹飪美食及一些甜品。雖然在家投疫的日子很苦
悶，但也帶給我很多時間，讓我可以做到、接觸到平常甚少做過的事，例如：做
甜品、多了跑步、釣魚等等。
在疫情期間，我也多了和家人共聚的時間，多了機會一起做運動，一起聊
天，一起吃飯，大家的關係都更加親密。雖然疫情間，世界各地病例不停地增
加，而香港都迎來一個大難關，大家的情緒都十分低落，但希望大家不要放棄，
最難過的日子也會有盡頭!期望我們團結一致，相互勉勵，走出困境！

5C林芷靖
（女子排球隊主席）
這幾個月的抗疫期間，所有的活動都停止（包括上課，訓練等等）。因為這次疫
情，我們學會了用Google Meet及Zoom，進行網上學習，定期準時上課，而功課則是
用Google Classroom提交，讓我們對這個程式更加了解。另外，我們的恆常訓練也停
止了，因此我們也改用Zoom進行體能訓練，確保大家在安全，不用接觸的情況下見
面，了解大家的近況，互相分享大家在抗疫期間的生活。
大家一齊努力，共同抗疫，繼續保持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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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劉子朗

抗疫口罩設計

禪繞畫是來自美國的藝術，是以簡單而
重覆的筆觸構成圖畫。在重覆繪畫過程中，
可以達到既放鬆又專注的狀態，並從中得到
平靜，讓你在冥想的狀態下，靈感從腦海中
自然地流淌於筆尖。練習禪繞畫將幫助我們
用心發現，感受生活，撫慰心靈。中一級同
學在抗疫期間，透過視覺藝術科網上學習，
認識了禪繞畫，藉此平伏心情，並設計了一
些精美的口罩。

中一級
禪繞圖案口罩設計
1A曾沚殷

1B楊

怡

1B黃綽庭

1C何梓桐

1B鄭熙瑤

1D李泳欣

1C許朋鎂

1C劉凱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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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創意口罩設計

2A彭琬淋

2A鄭海晴

抗疫期間的日常瑣事，由左至右，
分別代表從早上至晚上的生活點滴。

畫中是我最喜歡的卡通人物─ 蛋黃哥，外面的
光環，代表做足防疫措施後，病毒便無法入侵。

2A林熙僮

面對疫情，我們必須注意健康，
還要保持愉快心境，親近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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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謝芯妤

抗疫期間的生活點滴，寫上「Stay
Healthy」，希望大家繼續保持健康。

2B陳衍衡

2B陳欣霞

希望春日的和風，不但能吹得花苞盛放，
更能使病毒退散，大家都身體健康！

透過作品表達我與家人並肩同
行，以抗逆力一同抗疫。

2C張詩韻

2E廖隽穎

醫護人員是英雄！市民大眾應勤洗手、
殺滅病毒，與醫護人員並肩作戰。

衷心感謝醫護人員，為救助病人，竭盡所
能，保護市民安全，使我們抗疫成功。

